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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答胡世祯、郭冠清并论“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翻译

奚兆永

  内容提要 本文对胡世祯、郭冠清两位同志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并回

答了他们对拙文的非难。文章认为,列宁、斯大林(下简称列斯)的观点和马克

思、恩格斯(下简称马恩)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而非列宁斯大

林是没有根据的。文章对“生产方式”的概念和马恩的有关原理进一步进行了讨

论,并对Produktions-undVerkehtsverhaltnisse的翻译发表了看法,认为将其译为

“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是不可取的,主张将其译为“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 研究对象 生产方式 生产关系 交往关系

  对于学习和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人来说,特别是对于从事政治经济学教学

的人来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笔者自

1980年以来曾就这一问题发表过几篇文章,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有关

论述,谈了我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理解,并针对经济学界一些同志的观

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①当然,对我的理解和看法也有不同的看法,见诸文字

进行论战的则有胡世祯同志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中的生产方式》②和郭冠

清同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重新解读》③两篇文章。两文中胡文发

表较早,当时想等有其他商榷文章出现后再一起讨论,但这个机会一直没有等

到,因此未能及时作答。最近,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给我寄来两辑《海派经济

学》,使我得以读到郭文,于是决定写这篇“申论”,一方面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

点,同时对胡、郭两文对拙文的批评作出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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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马恩和列斯的观点对立起来,是马恩

而非列斯是没有根据的

  阅读胡、郭两位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认为,列斯关于政治经

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的观点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一版序言的

观点“是有很大差别的”,而郭文更提出,“列宁在分析马克思对经济学研究对

象规定时,由于疏忽或别的原因犯了一个逻辑错误。”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

  我们先来看看胡文所谓的“很大差别”的说法。

  胡文说,“这里的差别是:第一,在内容上,马克思一开始就提出了生产方

式,而列宁、斯大林的定义中却没有生产方式;第二,在概念上,斯大林把生产

关系和经济关系等同起来,因而在生产关系中又包括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和分

配关系,列宁没有说明在生产关系中是否还包括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

  其实,马克思说的不是“生产方式”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里,马
克思所强调的和作为特征的是“资本主义”这个限制词。正像他在同一个序言

稍后部分所说的,“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①

列宁将“现代社会”解释为“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社会”,②并且强调,“马
克思说的只是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也就是说,他
所研究的只是这个形态而不是别的形态的发展规律”。③ 这说明,《资本论》所
研究的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对象的经济学,还是“狭义经济学”,而恩格斯后来

倡导的以“研究人类各种社会”为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④ 这

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初版序言中强调“现代社会”、强调“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而后来恩格斯在定义中强调“人类各种社会”以及列宁、斯大林在定

义中不再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原因。这个“差别”,正反映了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由“狭义经济学”到“广义经济学”的发展,而决不能说明恩格斯和列

宁、斯大林的说法“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至于胡文用“斯大林把生产关系和

经济关系等同起来”、“列宁没有说生产关系中是否还包括交换关系和分配关

系”来说明列斯与马克思的“差别”,也是不能成立的。实际上,生产关系也就

是经济关系,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自己,早就把“生产”和“经济”,“生产关系”
和“经济关系”等同起来看待了。他在《哲学的贫困》里说“经济范畴只不过是

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⑤而在《资本论》里则说,“经济,即生产过程本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列宁.卡尔·马克思[A].列宁选集[C].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A].列宁选集[C].第1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1995.
恩格斯.反杜林论[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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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① 问题在于,生产同时也是再生产,再生产就必然包含生产、交换、分配、
消费这些要素。正如马克思所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

的共同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

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

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

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
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

决定于其他要素。”②如果我们不是狭义地把生产只是理解为“与其他要素相

对而言的生产自身”,而是广义地把生产理解为包括“各个环节”的“总体”,而
把各个要素看成“一个统一的共同体内部的差别”,也就不存在胡文所说的那

种“差别”了。事实上,在马恩的著作里,“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是作为同义

语使用的。比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③,《雇佣劳动与资本》④,《<政治经济

学批判>导言》⑤,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⑥,
《反杜林论》⑦等著作里,都在和“生产关系”相同的意义上使用了“经济关系”
一词。在这种情况下,批评“斯大林把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等同起来”,说列斯

“和马克思的观点有很大的差别”,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下面再来看看郭文对列宁“由于疏忽和别的原因犯了一个逻辑错误”的批

评。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郭文对于列宁的批评是很不严肃的。他在批评列宁

“犯了一个逻辑错误”时,甚至连有关的列宁著作都没有读,当然也就更谈不上

对列宁的思想进行深入研究了。读郭文,我们看到,他引用列宁那句话所注明

的出处竟然是“洪远朋的《<资本论>难题探索》,1985,11.”! 开始,我感到很不

解:列宁的话应该出自列宁的著作,怎么出自洪远朋的著作呢? 后来看洪著才

知道,原来洪曾经引用列宁的那句话,郭是从洪著里读到列宁的的那句话的。
这本来也无可厚非,但是,既然要研究列宁的那句话,甚至要批评列宁的那句

话“犯了逻辑的错误”,怎么可以不阅读列宁那句话的原著呢? 何况,在洪著

里,列宁的话的出处已经清楚地注明了《列宁选集》的卷数和页数,而在次页再

度引用列宁此话时还提到了列宁著作的篇名,为什么就不能“按图索骥”去查

一查呢? 郭文口口声声说,他是“以科学的态度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以马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马克思[M].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A].马克思恩格选集[C].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第2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1995.
恩格斯.反杜林论[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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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经典著作(德文版和英文版)为理论研究的依据”,但是,实际上,他连别

人已经指明的列宁著作中文版都不看就对其大加批评,这种态度难道就是严

肃的科学的态度吗?

  再从郭文对列宁论述的批评来看,可以说,他对列宁的话实际上并没有弄

清楚。列宁的话是这样说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写道:‘本书的最终

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研究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衰落,就是马克思的经

济学说的内容。”①郭文在引用此话后随即批评说,“列宁在分析马克思的经济

学研究对象时,将第一部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容释义后并进了第二部分,
而忘记了马克思对经济学对象的规定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二是与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一逻辑错误一直延续到今天。”
其实,列宁的话根本不存在什么“将第一部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容释义后

并进了第二部分”的问题。列宁在这里所引的马克思《资本论》序言的话根本

就没有郭文所说的两个部分,列宁在这段话里也根本没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内容进行“释义”,更没有什么“并进了第二部分”的事。显然,郭文是把

列宁所引的《资本论》序言的话(“本书的最终目的……”)和我们在讨论政治经

济学对象时所引的《资本论》序言的话(“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混为一谈

了。列宁在引用《资本论》序言的话时确实也进行了“释义”,但解释的不是“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现代社会”。郭文如此张冠李戴,竟然批评列宁“犯了

一个逻辑错误”,还说“这个逻辑错误一直延续到今天”,真不知让人们说什么

是好! 郭文说列宁“犯错误”是“由于疏忽或别的原因”,现在是列宁并无错误

倒是自己犯了错误,不知是由于“疏忽”还是另有“别的原因”?

  除了批评列宁外,郭文还提到“摆脱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将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的研究对象归结为只研究‘人与人的关系’的困境”问题。这里需要指出

的是,“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归结为只研究‘人与人的关系’”的,并
不是郭文所说的什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而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

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恩格斯说,“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

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②马克思也十分明确地指出,“政
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③而“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④

我们从他们说的两个“不是”里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马恩所所归结的政治经济

学的研究对象“只是‘人和人的关系’”而不包括郭文所想要包括的“人与物的

①
②

③
④

列宁.卡尔·马克思[A].列宁选集[C].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第2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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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或“人与自然的关系”么?

  在胡文和郭文看来,马恩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原本是很清楚的,
自从列斯关于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定义提出后,“原本并不模糊的定

义又变得模糊起来”。上面的论述已可说明,这种观点是没有根据的。实际

上,列斯的观点和马恩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对此,我在1980年发表的《评
“经济科学要把生产力的研究放在首位”的主张》一文,特别是在1998年发表

的《我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观》一文中曾作过比较详细的论证,当不赘述,这
里只想再作一点补充的论证:

  在《资本论》第1卷的初版序言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还

讲了这样一段话:“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
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

科学研究。例如,英国高教会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八个信

条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在今天,同
批评传统的财产关系相比,无神论本身是一种很轻的罪。”①

  马克思的这段话一般认为是论述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的,但实际上,它也

是论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所谓“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其实也

就是“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这里说的“材料”在德语里是Stoff,该词

与 Material是同义词,有“物质”、“材料”、“素材”、“题材”等含义,将其作“对
象”理解也是不违背原意的。在这方面,我们看到,马克思有时也将“劳动对

象”(德文为 Arbeitsgegenstand)称为“劳动材料”(德文为 Arbeitsmaterial),
可见“对象”(Gegenstand)和“材料”(Material,Stoff也一样,两者只是词源不

同,前者是外来词)具有相同的含义,有时可以互换使用。实际上,政治经济学

所研究的对象具有特殊性就是因为它研究的是“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

的法律用语”②),也就是生产关系,它涉及社会每个成员的私人利益。如果政

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力,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可见,马
克思的这段话清楚地说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

  本来,胡文和郭文既然反对我的观点,理应对我就马恩列斯在政治经济学

研究对象问题上观点是一致的所作的论证进行反驳,这样才能贯彻自己的主

张。遗憾的是,胡文虽然提到了我的“多篇文章”,并且还对《我的政治经济学

研究对象观》一文的某些说法进行了质疑(对这些质疑将在本文下面部分进行

讨论),但却对我关于马恩、列斯有关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观点是完全一致

的论证没有进行反驳。至于郭文,虽然提到了我1998年所写的有关《资本论》

①
②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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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的三篇系列文章中的前两篇并进行了批评(对这些批评也将在本文

下面部分进行讨论),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却对与其所讨论的论题关系更为密切

的第三篇文章(即《我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观》)中有关马恩、列斯观点一致

的论证未加批驳,好像根本就不知道这篇文章似的。我认为,胡、郭两文的这

种做法对于问题的深入讨论和最后解决是不利的。

二、再谈所谓“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
和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

  吴易风同志曾根据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和给安年科夫的信中的两句

话,提出有一个“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他

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对此,我在一篇文章里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胡、郭两位的文章也涉及了这一问题,并对拙文的论证提出了诘难。下面是我

对他们两位的回答:

  先回答胡文论的非难。

  胡文批评我“认为马克思在40年代提出的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

式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到了50年代末已被‘修正’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

原理”,而“论证却是自相矛盾的”。第一,说我引用《哲学的贫困》中“手推磨产

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气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说明马克思当时就

提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刚说完(指‘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

系原理’)就马上进行自我修正,这是不可思议的”。第二,“提出的问题是马克

思在50年代末对以往的原理进行了‘修正’,回答的问题却是要正确地理解马

克思所说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第三,“奚兆永在肯定了生产力-生产方式

-生产关系这一原理后,笔锋一转,认为马克思说的生产方式就是生产力”,
“这样一来,马克思的这一原理就会变成生产力-生产力-生产关系,完全不

合逻辑。”

  其实,胡文所说的根本不是我的观点,而是强加于我的不实之词。我在拙

文里根本就没有认为马克思在40年代提出过“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

原理”,更没有说过“50年代末已被‘修正’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的
话。我在文章里非常明确地表示,“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原理并未

被修改,提出‘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是缺乏根据的”。在文章

里,我强调,不能用40年代的论述来“修正”50年代末的“科学表述”。而且对

马克思40年代的论述,通过联系前后文,我指出,早在40年代,马克思就已经

提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将马克思的上述两段论述概括为‘生产力

-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是没有说服力的”。这就是说,早在40年代,马
克思即已提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而在50年代末对这一原理作了

“科学表述”,这有什么“自相矛盾”的地方?! 在这方面,胡文还提到《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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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的一段论述(没有引出来),我在文章里已作了较详细的分析,因胡文未

能有针对性地提出反驳的意见,这里就不说了。

  胡文在第二点说我“提出的问题是50年代末对以往的原理进行了修正,
回答的问题却是要正确地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也是完全不

符合事实的。我在文章里只是说50年代末马克思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原理

作出“科学表述”,不能用以前讲的话“修正”这个“科学表述”,但从未提出过马

克思对以往原理进行“修正”的问题。事情很清楚,既然我认为将马克思在40
年代说的两段话概括为“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原理”“并不恰当”,
也就是不承认有这个原理的存在,又怎么会提出对这个原理的“修正”呢? 既

然我认为问题出在对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的理解上,因此联系前后文对有关

论述进行解读就是很自然的事,又有什么矛盾可言呢?

  胡文在第三点里说我“肯定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事实

是,我在文章里说,“从表面上看,把这两段话概括为‘生产力-生产方式-生

产关系原理’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紧接着,我就提出了两点理由,说
明这样的概括“并不恰当”。从“表面上看”、“似乎”这些字眼里,从“但是”后的

两点理由和所得出的结论里,能够说我是肯定“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

原理”的吗? 我根据马克思在不同场合对生产资料、生产力、生产方式等概念

的使用以及前后文,认为:马克思在40年代有关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

式决定生产关系的两段话,可以理解为生产资料决定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

关系,胡文却硬要将其说成是什么“生产力-生产力-生产关系”,“完全不合

逻辑”。看来,这些所谓的“不合逻辑”都是胡文人为地制造出来的。

  胡文还对我对《资本论》第1卷初版序言中有关《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理

解提出了两点责难:第一,说我在这里把生产方式不仅理解为生产力,还包括

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按此理解,马克思的话就会变成,“我要在本书研究的,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及和它相适

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不合逻辑的”;第二,说我将“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理解为是“从纵的方面规定《资本论》的研究范围”提出的理由是《资本论》
所研究的不是一切生产方式,而只是一个生产方式,照此推理,《资本论》研究

的也不是一切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只是其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

关系,为什么是“从横的方面规定《资本论》的研究范围呢?”

  胡文的责难说明作者并没有弄清楚我的观点。我在《当代经济研究》1998
年第6期发表的那篇文章里重申了我1980年写的一篇文章的观点,即认为,
“《资本论》初版序言关于研究对象的那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说,《资本论》中
所要研究的不是一切生产方式,而只是其中一个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这实际上是从纵的方面规定《资本论》的研究范围。一是说,《资本论》
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研究这个生产方式的一切方面,而只是研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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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个方面,即‘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实际上是从横的方面规定《资本

论》的研究范围。”在这篇文章里,我还特别提到,这是我学习列宁《什么是人民

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一著作的一点体会。因为,在这一

著作里,列宁曾明确指出,“马克思说的只是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

社会经济形态,也就是他说的,他研究的只是这个形态而不是别的形态的发展

规律。”①“这个分析仅限于社会成员间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一次也没有利用

这些生产关系以外的任何因素来说明问题。”②从引用的列宁的论述里可以清

楚地看到我对《资本论》初版序言中“生产方式”的理解:在这里,“生产方式”就
是“社会经济形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对

此,在1998年的那篇文章里,我曾十分明确地说,“‘生产方式’应在‘社会经济

形态’的意义上来理解”。可是胡文对此竟然视而不见,硬要说我将“生产方

式”理解为“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并将此套进马克思的话中,得出他

所谓的“不合逻辑”结论来! 至于我关于从“纵的方面”和“横的方面”规定《资
本论》研究范围的说法,本来也是很清楚的。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不同

的生产方式或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五大生产方式”或“五
大社会形态”。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既不研究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或社

会形态,也不研究资本主义以后的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
研究的只是一个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在

这方面,恩格斯在《资本论》的《英文版序言》里曾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是“把现

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作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也可以说明马

克思所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纵的方面规定《资本论》的研究范围”。
但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可以从不同的方面进行研究,比如可以

研究它的生产力,也可以研究它的上层建筑,这样就要从横的方面规定《资本

论》的研究范围了。马克思不研究生产力,也不研究上层建筑,他不研究这些

方面,而只研究一个方面,即“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难道这不是“从横的方面

规定《资本论》的研究范围”吗? 胡文以不是一切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只是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从而认定这也是从纵的方面规定《资本论》的
研究范围相诘难,但是,马克思的话的前面部分已经从纵的方面规定了《资本

论》的研究范围,后面部分说的是“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强调

的已不再是“资本主义”,———因为这在前面的话里已经讲明确了,而是“生产

关系和交换关系”,显然这是说他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说“是
从横的方面规定《资本论》的研究范围”有什么不可以呢?

①

②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A].列宁全集[C].第1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1984.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A].列宁全集[C].第1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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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回答郭文的非难。

  经济学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认识,常常是和人们对于马克

思在《资本论》初版序言中所说的一句话———“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特别是其中的一个词

———“生产方式”的理解有关。我在以前写的文章里曾不止一次地强调,在马

克思的著作里,“生产方式”是一个多义词,具有多种不同的含义,应该联系马

克思使用该词的不同的语言环境分别加以理解。在这方面,马克思曾在《资本

论》第1卷第7章的一个注里以“必要劳动时间”为例说明,同一个词在不同的

场合具有不同的含义。他写道:“我们在本书的前面一直是用‘必要劳动时间’
这个词泛指生产一般的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现在起,我们也用这个

词指生产特殊的商品即劳动力的必要劳动时间。用同一术语表示不同的意思

是容易发生误会的,但这种现象在任何科学中都不能完全避免。例如我们可

以用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作一比较。”①恩格斯针对法尔曼“认为马克思进行

阐述的地方,就是马克思要下的定义,并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

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的误解,在为《资本论》第3卷写的序言

中也说,“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相互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

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我们

不能把它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

来加以说明。”②显然,以为“生产方式”一词只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定义,试图用

它来解释一切,是不符合马克思的思想方法也不符合马克思的著作的实际的。
但是,现在还是有人试图这样做。郭文对拙文关于“生产方式”具有不同涵义

的解释,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并提出了种种诘难,实际上也反映了这样一种

倾向。

  比如拙文曾说,“生产方式”有时指的是生产力,并且对吴易风同志以马克

思在《资本论》的一个注里③④引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同他们的物质

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时,将“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说
成“一定的生产方式”认为是“重大修改”的看法提出了不同意见。我认为这里

的改动所涉及的只是表达方式,而不是原理本身,而且,这种变动正好说明,
“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这两个用语具有某种共同的含义,在一定情况下可以

互换使用。郭文对此不以为然,但也没有提出什么理由。这里需补说一下的

是,马克思在引用时没有加引号,看来是根据记忆复述的,因此思想虽没有变,
但表达就不完全一样了。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恩格斯.序言[A].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许精德.对《资本论》中一句译文的考证[J].江汉论坛,19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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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拙文还曾说,“生产方式”有时是指生产关系,并且引了《哲学的贫困》
里的一句话加以说明:“这难道不是说,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

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相适应的东西,人
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吗?”①郭文对此进行了

反驳,说:“这里且不说马克思……原著中译文是‘、’而不是‘,’,一方面从上

面引文中‘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同义互换并不成立;另一方面,奚文

不读原著上下文的态度是值得思考的。”我觉得郭文的这些说法是完全不符合

事实的。诚然,过去《哲学的贫困》的中译文在“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在其中发

展的那些关系”之间用的是顿号(、)而不是逗号(,),给人以两者是并列关系的

印象,但是,199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已根据原文作了校订,将顿号

改成了逗号,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逗号后面的“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
是逗号前面的“生产方式”的同位语,与“生产方式”具有相同的意义,是用来解

释“生产方式”的。对这些,拙文都有清楚的说明,不知郭文作者怎么都看落

了? 郭文说自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德文版和英文版)作为理论研

究的依据”,为什么连中文版的新版(也不算新,距今已经8年了)也不去翻翻

呢? 顺便说一下,无论是德文版、英文版还是法文版(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
是用法文写的),其句型都一样,这里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具有同义应

是非常清楚的。至于郭文批评我“不读原著上下文”,按照郭文所说,马克思在

这句话里说的是“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和“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但是,在我

看来,恰恰是郭文自己没有真正读懂上下文和这句话本身的含义。不错,马克

思在这句话之前的“上文”提到了以对抗为基础的封建的生产方式,但是,他真

正要说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怎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封建社会内部发

展起来的,“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至于这句话以后的“下
文”,马克思讲到在“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以后,“革命阶级

将成为保守阶级”,显然也是针对资产阶级说的。如果再联系这一段话以前和

以后的“上下文”,马克思所分析的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更清楚

了。显然马克思的这句话是具有方法论性质和普遍意义的。还值得注意的

是,在马克思的这句话里谈到了“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

关系的变化”,这不正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吗? 郭文是支持“生产

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的,但是,说马克思在同一著作里同时提出这

两个原理,或认为马克思用后一个原理对前一个原理作了“重大修改”,这说得

通吗?

  郭文还对我用马克思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

①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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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①来

佐证“生产方式”有时有“生产关系”的含义进行否定,据说,“通过上下文可看

出,这里的生产方式不是生产关系,而是商品生产,是‘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

产,而不是奚文所论证的那样。”郭文是怎样“通过上下文看”的,我们不得而

知,但是马克思明明说“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郭文却

斩头去尾,把“一定的”和“生产关系”去掉,说“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这
显然是说不通的。“社会生产方式”是各种各样的,有商品生产的,也有非商品

生产的,不能说“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在两者之间划等号。此其一。其

二,说“生产方式不是生产关系,而是商品生产”同样也是说不通的。人们要

问,“商品生产”是不是“生产关系”? 郭文说不是,但马克思显然是把它当做生

产关系的,他说“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用“商品生产”作“生产关系”的限制

词,如果“商品生产”不是一种生产关系,它又如何能做“生产关系”的限制词

呢? 还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这里是讲经济范畴与“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的
关系的。我们知道,“经济范畴是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如果“商品生产”不是

生产关系,又怎么会对其所相关的范畴的效力发生作用呢?

  需要指出的是,我在理解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中人们有不同看法的一句

话时,曾根据马克思有时将生产力理解为生产资料———比如他说“生产力(生
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②的情况,在文章里说了这样的

话:“在这里,马克思通过括号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划上了等号,把两者看

作是等值的概念”。这里的“生产关系”显然是“生产资料”之误,因为马克思写

得很清楚,是“生产力(生产资料)”而不是也不可能是“生产力(生产关系)”。
这个错误是由于我在写作过程中的疏忽造成的,应该向读者道歉。郭文指出

其有“逻辑的问题”,表示感谢。不过,郭文在引用我的话时也出现疏忽,丢掉

了“括号”两字,把我的话说成是“马克思通过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划上了

等号,把两者看作是等值的概念”,加之又未引马克思的话,这样不仅使所说的

“逻辑问题”更加突出,而且还影响到读者对马克思观点的理解,也是不应该

的。在这方面,郭文为了证明我关于“生产方式”具有多种含义的看法的“荒
谬”,把我所说的“生产方式”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下具有“生产力”、“生产关系”、
“生产制度”、“社会经济形态”等含义并可在一定条件下可与这些概念互换使

用的观点加以绝对化,把这些概念统统说成是所谓“可以等量替换”的,并杜撰

出一个“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制度=生产关系……”的公式。如此歪曲他

人观点,把明显错误的东西强加于人,实在令人感到吃惊。

  应该说,学术批评对学术的发展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也常常喜欢对

①
②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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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的学术观点进行学术批评。但是,在进行学术批评的时候应该遵循实事

求是的原则,首先要认真研究对方的文章,弄清对方的观点和所提出的论据,
有针对性地进行批评,做到有的放矢,而不要无的放矢,更不要了为了批评对

方的需要,把显然是错误的东西强加给对方,然后大加批判。那样做虽然很省

事,也能奏效于一时,但却是经不起检验的,不仅对学术的发展不利,对自己也

是有害的。我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愿与胡、郭两位及学界同仁共勉。

三、关于Produktions-undVerkehtsverhaltnisse的翻译

  (一)将Produktions-undVerkehtsverhaltnisse改译为“生产条件和交换

条件”是不可取的。

  郭文在“内容提要”中说,该文“以科学的态度作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以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德文版和英文版)作为理论研究的依据,对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层次的探索。研究表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
的研究对象既不是传统教科书上写的‘生产关系’,也不是误译的‘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

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和交换条件。’”读郭文,可知他是通过与英译本的对照以

及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有关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定义的对照得出这个结论

的。

  应该说,这并不是郭文的发明。早在21年前,许精德同志就在一篇文章

里提出了与之完全相同的观点,而且其论证的方法也完全相同:都是先将英文

版和德文版加以对照,然后用《反杜林论》中关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定义与之

对照,最后得出Produktions-undVerkehtsverhaltnisse不应译为“生产关系和

交换关系”,而应译为“生产和交换条件”的结论。① 当然,21年前,郭文作者还

很年轻,恐怕不会读到许精德同志的那篇文章,但是,作为学者是不能不做检

索工作的;特别是,当21年后批评我发表在《当代经济研究》第5期上发表的

那篇文章时,应该不会不注意到同期发表的许兴亚同志的《关于<资本论>第一

卷序言中的若干译文的辨析》一文,因为该文的标题特别是第三部分的小标题

(“关于《资本论》中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表明,它和郭文所要研究的是

同一个问题,———正是在那里,许兴亚同志提到了许精德同志的那篇文章,并
对他的观点进行了介绍和评论。如果郭文作者竟然没有阅读该文而不知道有

1982年许精德的那篇文章,那他所标榜的“科学态度”就大可怀疑了;如果读

了许文竟佯装不知,那他的科学良心或科学道德就更应该受到批评了。

① 许精德.对《资本论》中一句译文的考证[J].江汉论坛,19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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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当然不在于谁发明了这个观点,问题在于,无论是当年许精德同志的

论证,还是在许提出21年以后的郭文的“重新解读”,都是经不起推敲的。事

实上,许文发表后不久,就有孙高潮同志撰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道理很简

单,《资本论》的德文版 Verhaltnisse(“关系”)是原文,而英文版的conditions
(“条件”)是译文,只能用原文来届时和校正译文,如果用译文来解释甚至校正

原文,“这是把关系弄颠倒了”。孙文还根据《朗恩谢得辞典,英-德分册》,指

出英文的condition除有“条件”的含义外还有和德文词 Verhaltnisse的“关
系”含义相同的意义,认为应将英译的conditions作“关系”解。我几年前写的

那篇关于生产方式的文章(即郭文于我讨论的文章之一)在与张薰华同志讨论

时,也曾根据有关的英汉、法汉辞典,指出《资本论》英文版译为conditions,法
文版译为rapports,都有“关系”的意思,将其译为“条件”是不可取的。至于恩

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定义中用的是Bedingungen(“条件”或
“环境”、“状况”),那当然是事实,但是,用马克思的观点来理解,说的仍然是

“关系”而不是其他。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说,“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

些社会关系,他们借以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全部生产活动的条件,当然是依

照生产资料的性质而有所不同。”①在这里,“条件”一语显然是前面“社会关

系”的同位语,具有相同的意义。这里还要指出的是,恩格斯的用词和马克思

的用词本来就不相同,不仅恩格斯用的是Bedingungen而非马克思的 Ver-
haltnisse;恩格斯所说的“交换”也与马克思不同,他用的是austauchen(动词,
名词是Austausch),而马克思用的是Verkehr(这一点我们在下面部分还要详

细论述);此外,恩格斯提到了分配,而马克思则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将恩格

斯的话与马克思的话直接加以对应,企图用恩格斯的话来解释甚至取代马克

思的话,显然是不恰当的。这里还需要提出的是,在《反杜林论》的“引论”中,
恩格斯也曾用了Produktions-undVerkehrsverhaltnisse②(中文译为“生产关

系和交换关系”③,这和马克思的用语完全一致,主张按恩格斯在“广义政治经

济学”定义中的Bedingungen(条件)解释Verhaltnisse的同志为什么竟没有看

到这一点呢? 从这里也可看出,郭文认为恩格斯在校订《资本论》英译本时“在
和生产方式对应的只有生产的地方,译成relation,而在生产和交换同时存在

的地方译成condition”,这种看法并不符合恩格斯的思想。

  (二)应将Produktions-undVerkehrsverhaltnisse改译为“生产关系和交

往关系”。

  过去我对《资本论》中译本将Produktions-undVerkehrsverhaltnisse译

①
②
③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恩格斯.反杜林论[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德文版第20卷.柏林狄茨出版社,1962.
恩格斯.反杜林论[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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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虽也曾有过怀疑,但却没有认真研究过。后来,许兴

亚同志在我上面提到的一篇文章里提出,“如何翻译《资本论》中几种具有不同

含义的‘交换关系’(Verkehrsverhaltnisse……)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认真研究

的问题”。① 由于他本人没有对这一问题提出主导的看法,因此,当时也没有

引起我特别的注意。这次为了回答胡、郭两文,我在重新阅读自己文章的同

时,又再次读了许的文章,感到他提出的这一问题确实值得认真研究。经查,
德语的Verkehr是一个多义词,有许多含义,包括“交通”、“交往”、“交际”、“交
流”、“往来”等等,如何根据具体的语言环境选择恰当的词语进行翻译确实是

一个颇费周张的事。据我所知,郭沫若在译《德意志意识形态》②和《政治经济

学批判》③时就曾将Verkehrsverhaltnisse译为“交通诸关系”,现在看来这显

然是不恰当的。在这方面,郭大力和王亚南在翻译《资本论》时将其译为“交换

关系”,对照《资本论》的法文版、英文版和俄文版,似乎都没有问题。但是,对
照马克思《资本论》和其他著作的德文版,这种译法总使人感到放心不下。因

为在德语的一些辞典特别是出版较早的辞典里,Verkehr一词并无“交换”的
含义,“交换”一般都用Austausch或Tausch来表示;二是不能理解马克思

为什么要将“交换”和“生产”加以并列,因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他是

反对将“生产”与“交换”等并列的。④ 最近重读《德意志意识形态》,发现

Verkehr一词几乎全部都译为“交往”,没有译为“交换”的。再查根据苏联马

列研究院1978年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1-39卷名

目录索引进行编译的该书中文版,情况就更加清楚:在《索引》里,德文是

Verkehr的,俄文必是общение,中文必是“交往”;德文是Austausch的,俄文

必是обмен,中文必是“交换”。⑤ 但是,若以《索引》对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版和中文版,有时就会不合。像《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的Produktions-
undVerkehtsverhaltnisse,按照《索引》,俄文版应是отнощения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общения,中文版应是“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在《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资本论》第1卷)俄文版里将其译为отнощени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иобмена,⑥而中文版则译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⑦ 但是,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则是和《索引》相一致的:
俄文版将其译为отнощенияпроизводстваиобщения,⑧中文版则译为“生产关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许兴亚.关于《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的若干译文的辨析[J].当代经济研究,1998(5).
德意志意识形态[M].郭沫若译.北京:群益出版社,1947.
政治经济学批判[M].郭沫若译.北京:群益出版社,1950.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名目索引[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俄文版第23卷.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60.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俄文版第3卷.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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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和交往关系”。① 同样,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里情况也是一样。分析起来,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出版较早(从1955年开始出版,而其译文的翻译年

代还要早得多),不同的著作由不同的译者翻译,对同一个词语由于理解的不

同会有不同的译法,而《索引》出版的时间较晚(已是1978年),在这漫长的时

间里,人们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研究肯定已有新的进展,而《索引》本身也要

求对同一词语作统一的理解和归纳,因此就造成了《索引》和《全集》的某些不

一致。在这方面,我认为,应该用以后出版的《索引》来订正以前出版的《全集》
中某些词语的翻译,而不是相反,因为前者反映了《全集》编者即苏联马列研究

院后来的观点。就《资本论》中文版来说,Produktions-undVerkehrsverhalt-
nisse显然也应译作“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为好。虽然中央编译局在修订《资
本论》第1卷时似乎还没有这样做,新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即
《资本论》第1卷)仍然沿用了过去的译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2003年5
月份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即《资本论》第3卷)已经将第37章

中的Produktions-undVerkehrsverhaltnisse由过去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

系”改订为“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② 既然《资本论》第3卷已经作了改译,其
第1卷的改译应该也是理所当然的,所需要的只是时间罢了。

  现在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两者究竟是怎样的关

系?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的编者苏联马列研究院在对 Verkehr
作注释时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Verkehr’(交往)这个术语的含义很

广。它包括个人、社会团体、许多国家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马克思和恩格

斯在这部著作中指出,物质交往———首先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乃是任

何一种交往的基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用的这些术语:‘Verkehrs-
form’,‘Verkehrsweise’、‘Verkehrshaltnisse’(‘交往形式’、‘交往方法’、‘交
往关系’)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形成的生产关系概念。”③④按照这一注

释,所谓“交往关系”(Verkehrshaltnisse)其实也就是“生产关系”。许兴亚同

志对这一注释曾有异议,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就已经使用“生产关系”概
念,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者并未否定这一点,恰恰是肯定了这一点。
本文从《全集》第3卷中引用的Produktions-undVerkehrsverhaltnisse(“生产

关系和交往关系”)可以更清楚地证实这一点。问题是,既然“交往关系”和“生
产关系”是同一含义的概念,又为什么用两个词语来表达呢? 特别是,马克思

和恩格斯还在两个词语之间用的是“和”(und)而不是“或”(oder)这就使人很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俄文版第3卷.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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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把它们看作是两个意义不同并且互相并列的概念。

  对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

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建历史唯

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也创造了一些新的术语,“交往关系”和“生产关

系”都属于这种新造的术语。我们知道,在这些术语出现之前,相应的术语黑

格尔称之为“市民社会”,也有人称之为“财产关系”。一来黑格尔对“市民社

会”的理解是唯心的,二来“财产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法律用语,对于历史唯物

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来说,这两个用语都是不适合的。于是马恩提出了“交往关

系”和“生产关系”加以代替。对他们来说,起初用“交往关系”较多,后来用“生
产关系”较多,但他们并未用一个词代替另一个词。实际上,这两个词他们是

同时使用的。这一点,我们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

批判》的“导言”、《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反杜林论》等著作以及马克思的

私人书信里都可以得到证明。为节省篇幅,我们可以举马克思在1856年6月

21日给其爱妻燕妮·马克思的一封私信来说明。在这封信里,马克思写道:
“无数污蔑我、诽谤我的敌人中有谁曾骂过我适合在某个二流戏院扮演头等情

人的角色呢? 但事实如此。要是这些坏蛋稍微有点幽默的话,他们会在一边

画上‘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另一边画上我拜倒在你的脚前。请看看这幅画,
再看看那幅画,———他们会题上这么一句。但是这些坏蛋是笨蛋,而且将永远

都是笨蛋。”②需要指出的是,中文译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地方,在德文

版里是Produktions-undVerkehrsverhaltnisse ③,根据上述,应译为“生产关

系和交往关系”。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对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

“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说法是何等的看重,他是把它和对燕妮的爱情一道

当作是他生命的两个部分看待的。

  写到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这就是,既然“交往关系”和“生
产关系”具有相同的含义,为什么在“生产关系”之后还要加一个“交往关系”
呢? 我理解,这两个术语的基本的含义虽然相同,但在强调的方面和色彩上还

是有不同的。生产关系不能离开生产过程,用恩格斯的话说,“这些关系总是

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但是,从实质上看,这些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④着眼于前者,我们可以说它是

“生产关系”,着眼于后者,它就是“交往关系”。另外,我们对于德语的und似

也不必理解得太死。und当然是“和”或“与”的意思,但是由und连接的前后

①
②
③
④

恩格斯.英文版序言[A].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德文版第29卷.柏林狄茨出版社,1963.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第2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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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词语却并不完全是并列的关系,其后面的词语对前面的词语实际上也含有

递进的意思。und还可以表示不明确的指定,如这个人那个人,张三李四等。
如果有这样的认识,那么我们对“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理解也就不会感到

怎么困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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