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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张薰华

世界经济学学会隆重开会 ,高朋满座 ,学友如云 。

我 ,张薰华 ,今年 岁了。虽年迈未能参与盛会 ,然心向往之 。恭请大会

组委会代为转达我对大会奖励的感谢 ,也对组委会表示谢意 。我在中国经历

了各种社会变动 ,在求学过程中 ,又是在 “学海中苦作舟 ”。我高中时在苏州工

业学校学过土木工程 , 。年进入复旦农学院 , 年转入经济系直到现在 。

在经济系阅读《资本论 》时 ,我注意到马克思的两条教导 一条是说马克思

的著作是一个艺术整体 ,但要达到这一点 ,只有用他的方法 另一条是指出《资

本论 》最终的目的在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这使 目的与方法结合在

一起 。具体来说 ,他是用唯物辩证法改造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 ,并用以揭示经
济规律 。列宁早就指出 “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 ,就不能完全

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 》。”黑格尔是从绝对精神出发 ,展开到具体 ,即唯心辩证

法。马克思则汲取其辩证法 ,反其道而行 ,由具体到抽象 ,形成唯物辩证法 。

黑格尔认为 ,逻辑理念的发展是 “从单纯的规定性开始 ,而后继的总是更

加丰富更加具体 。因为结果包含它的开端 ,而开端的过程以新的规定性丰富

了结果 ……使 自身更丰富 、更密实。”黑格尔还把这样的发展比作圆圈的圆圈 ,

说 “科学表现为一个 自身旋绕的圆圈 ,中介把末尾绕回到圆圈的开头 这个圆

圈以此而是圆圈中的一个圆圈 ”。但是 ,黑格尔没有画它 ,马克思也没有画它。

世纪 年代末期 ,我按其机理试绘出来 ,使我豁然贯通 。

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方式 目的是揭示对象的规律性 经济规律 方

法则是唯物辩证法 ,即从生产方式的物质 内容 生产力 出发 ,到其社会形式

生产关系 ,并延伸到这形式的形式 上层建筑 。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

判 》一书中就指出 “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简言之 ,社

会的经济结构 ,是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

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我们可以图示如下 。

圈中内圈是内容 ,外圈是形式。它们的辩证关系是内容决定形式 ,形式反

作用于内容 。

收稿 日期 一 一

作者简介 张兼华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顾问 ,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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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世纪 年代以来 ,生产力的源泉 环境 、资源 、人口 问题突出 ,涉及整体

圈层能否持续发展 在生产关系中又突出社会主义能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 。与时

俱进 ,我又将以上三个圈层细分为六个层次 ,即每圈内容又分为两个层次 。

同时 ,源泉又扎根于生态环境的三个圆圈中

内圈为生命发育提供阳光 、水 、大气 、土地以及其中的化合物 ,也为生产力

提供无生命资源 中圈则提供有生命的资源 外圈提供人力资源 。内圈与中圈

复合为自然生态环境 ,三个圈复合为人工生态环境 。内圈决定外圈 ,外圈又反

作用于内圈。按照生物食物链金字塔原理 ,各生物种群都有各 自的天敌来控

制塔的各层次的生物的 的比例关系。作为高级动物的人 ,当然也受此制

约 。然而作为社会人 ,人们却基本消除了自己的天敌 如吃人野兽等 ,人口膨

胀逐渐严峻起来 ,于是向自然界过量索取资源 人口素质过低又导致滥用资

源 ,终而毁损生态环境 ,使人类难以持续发展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生态环境

是根基 ,人口的反作用是关键 。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问题无不与人口有关 。

近 多年来 ,环境经济学 、生态经济学 、资源经济学 、人口经济学蓬勃兴起 ,并

带动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 ,新的创新点必将更加丰富。这促使我们

缅怀两位前辈经济学家的倡导 一位是马寅初 ,他的《新人口论 》至今仍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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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关键问题 。遥想当年他坚持真理 ,不向任何权威低头 ,不唯心只唯物 ,

主张 “提高人口质量 ,控制人口数量 ”,现在已成为我们的墓本国策 。另一位是

许涤新 ,他是中国《资本论 》研究会首任会长 ,主编 了中国第一本 《生态经济

学 》。他们的经济学创新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劳动者的知识化 ,人类将自动约束自己的数量 ,合理使

用物质资源 ,优化生态环境 ,使社会生产力健康地发展 。当然 ,这还要经历漫

长的岁月 。

在生产关系两圈中 ,前圈是市场经济 ,只问商品归谁所有 ,而不问生产商

品的要素归谁所有 ,后圈才分为公有或私有。 《资本论 》讨论的是资本主义市

场经济 ,是资本外壳中的市场经济 。如果去其资本外壳 ,存其市场经济内核 ,

再与社会主义外壳结合 ,就可创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这正是对 《资本

论 》理论最重要的创新 。

困难在于如何反映第一圈层 。自然资源本非劳动产品 ,没有价值 ,但在市

场经济中也会以商品形式进行流通 。这有两种情况 由于 “要出售一件东

西 ,唯一需要的是 ,它可以被独占 ,并且可以让渡 ”。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价值
的物可以有价格 。自然资源属公共品应由代表公众的国家来独占。国家垄断

一级市场 ,卖价收入应归国家所有 。 “每一种商品的价值 ……都不是由这
种商品本身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所需的社会必要

劳动时间决定的。”自然资源虽然原生价值等于零 ,但由于资源过度使用 ,不得

不用劳动使之再生 ,那就不仅再生资源具有价值 ,原始的自然资源也应按再生
资源所耗劳动计其价值 。

在上层建筑两圈中 ,前圈因市场经济关系要求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和等价

交换 。这在政治上就要求 自由 、平等 在法权上反对人治 ,要求法治。在政治

制度上 ,国家总是代表 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人格化阶级的利益 ,并用 “看得

见的手 ”对各圈层进行宏观调控 。

内五圈是物质存在 ,最外圈的是意识形态 。存在决定意识 ,意识反作用于

存在 。现在核心两圈的问题— 保护生态环境和尊重科学与人才以发展生产

力— 已经被多数人意识到 。当中两圈则比较复杂 。市场经济主要从微观利

益出发 ,滋生个人主义 ,还产生了商品拜物教进而货币拜物教与资本拜物教 ,

这又是它消极的方面 。社会主义主要从宏观利益出发 ,提倡集体主义 。

意识形态中还有一个宗教问题 。这是由于人们对于内层各圈中物质运动规

律还不了解而产生的。 “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 ,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

间及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 ,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

总的来说 ,先进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 ,它的前进方向既应表现先

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还要表现生产关系的改革创新 ,并促进人民群众思想 、

道德 、科学 、文化素质的提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