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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重新解读①

郭冠清

  内容提要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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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和交换条件”。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为此研究奠定了基础,而《资本论》的逻辑正好是一个证

明。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生产和

交换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的结论。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研究对象 生产方式 生产关系

一、引 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 是研究生产关

系,还是研究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经济理论

界存在严重的分歧(吴易风,1997;奚兆永,1998a,1998b;樊纲,1995b)。因为

研究对象直接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其他学科的区别,直接

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适合现代经济社会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因此,对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准确理解变得非常重要。在本文中,笔者以科

学的态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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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理论研究的依据,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进行了重新解读。研究发

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

产和交换条件”,或者表述为“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形式和相应的条件”,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不是仅仅研究“生产关系”,也不完全是“研究生

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而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生产和交换的

条件和形式的科学”。由此,长期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对象方面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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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误解得到了解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侧重研究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注重研

究人与自然关系(樊纲,1995b)的误解得到克服。从而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经

济学范式之争中陷于先天的劣势的局面将得到扭转。

二、对《资本论》研究对象不同理解的评析

  自列宁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了重新定义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

象就成了学术界时常被争论的焦点,原本并不模糊的定义变得模糊起来。

  列宁(1897)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中写道:“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决不像

通常所说的那样是物质的生产(这是工艺学的对象),而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社

会关系”①。继列宁之后,斯大林(1952)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作了类

似的定义,他写道:“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②。
毛泽东(1959)在批注苏联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也作了“政治经济学研

究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③论述。这样传统政治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

就已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了数以百计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而每一

本教科书都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归结为生产关系(孟捷,2000)。尽管许多

学者在阅读《资本论》中译本时,看到马克思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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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这句话时也许会受到

一点冲击,但是由于“先入为主”的思想的影响,结果又大都回到传统政治经济

学教科书的定义中来。

  通过对上述影响我国近百年的观点追溯,不难发现⑤,列宁在分析《资本

论》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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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阐述《资本论》基本思想时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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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规律。’研究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衰落,就是马

克思经济学说的内容”⑥,从这里可看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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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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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归之为人与人的关系,将西方主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N].列宁全集第2卷,166,相似的定义还参阅列宁.俄国资本主义
的发展[M].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M].58.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谈话[M].804.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8.
这需要摘掉库恩的“有色眼镜”,用科学的态度重新审视已有的研究结论。
洪远朋.<资本论>难题探索[M].198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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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经济学研究对象归之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樊纲(1995b)得出了“不同

的经济理论着重研究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某一特殊方面”的结论,而在人与自然

关系变得愈来愈重要的现代社会,就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理论经济学范式

之争中陷于先天的劣势(吴易风,1997)。

  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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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为只

研究“人与人的关系”的困境,许多学者作了有益的探讨。一些学者试图通过

重新解释马克思在《资本论》研究对象规定中的关键概念如生产方式、生产关

系,赋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的活力(如胡均(1997));另一些学者试图从《资
本论》中的实际研究内容出发,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研究生产关系,而
且已经将西方经济学研究的“资源配置”包含了进去(如程恩富、齐新宇

(2001))。

  在此过程中,吴易风教授(1997)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一文的发表应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在这篇文章中,吴教授通过对

照《资本论》中研究对象的规定和简单的逻辑推导,批驳了将关键概念生产方

式理解为“生产关系”、“广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三种常

见的观点,并对产生混乱的原因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指出“先入为主的政治

经济学定义”和“先入为主的生产方式定义”是两个重要原因,而不熟悉马克思

在一系列著作中阐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是影响理解

马克思《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关键。通过对“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

系”原理的阐述和对生产方式的重新定义,吴教授得出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
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以及政治经济

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方式以及和生产

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的结论 ①。

  在研究对象问题上,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二重性

即一方面是人与自然(或物)关系的物质生产活动,另一方面人和人关系的社

会交往活动———决定了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二重性:一方面要研究人与自然的

关系,另一方面要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吴易风,1997;樊纲,1995b)。只有在劳

动的异化和人的异化被完全消除,人与自然的关系等于人与人的关系以后(马
克思,1883—1884),二者才能统一起来。吴易风教授的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既研究人与人的关系,揭示物与物背后人与人关系的本质,也研究人与

自然的关系,解决如何增加财富,如何进行资源配置问题。

  吴教授的研究开拓了研究的新视野,使原本丰富的研究对象重新丰富起

来,就此意义上讲,怎样评价吴教授的研究成果都不过分。不过由于研究的侧

重点不同,在研究对象方面,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已经解决,对吴教授的研究成

① 吴易风.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M].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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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深入学习发现,仍有值得研究的课题。

  吴教授在回归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时,写道:“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生产关

系和交换关系同属经济关系,也就是哲学教科书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说的

生产关系。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相适

应的生产关系”①,但笔者认为,这句话可以进行更进一步的探讨。因为,如果

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同义语,那么,前面引用的马克思的那句话变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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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关

系”,这里存在逻辑错误;如果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不是同义语,加上交换关

系,那么,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就变成了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不是生产关

系,这又与吴教授论证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不一致,存
在新的逻辑困难。事实上,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并不

是同义语,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才是同义语,这一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马
克思,1859)有过明确的论述,马克思写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

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

用语)发生矛盾”②,注意这里用的是“或”而不是“和”,用的是“财产关系”而不

是“交换关系”。对于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不是同义语的论证,也可以参考恩

格斯(1876—1878)在《反杜林论》中的论述,他写道:“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

的职能。没有交换,生产也能进行;没有生产,交换———正因为它一开始就是

产品的交换———便不能发生。…… 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

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座标和纵座标”③。

  既然“交换关系”不能当作“生产关系”的同义语省略,那么,是否吴教授的

论证关键点“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存在问题呢? 为此(当
然主要是为了学习)笔者认真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1960年

版),结果得出了与吴教授一样的结论(虽然在原理的理解上有所不同,论证方

法上有所不同。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笔者博士论文中“唯物史观重新解读”一
节)(郭冠清,2001)。既然“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符合马克思

的论证逻辑或基本思想,而马克思的叙述又不可能存在逻辑问题(否则,马克思

在以后的版本中不可能不修改),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

  本文试图在吴易风教授(1997)、程恩富、齐新宇(2001)、孟捷(2000)、奚兆永

(1998a、1998b)、胡钧(1997)、赵平(2001)等研究成果基础上,开辟新的视野,对
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进行重新解读,以便将吴教授开创的研究深入下去。

①
②
③

吴易风.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M].1997.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N].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8-9.
恩格斯.反杜林论[N].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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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对象的重新解读

  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将会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研究对象的

叙述并不是一个,而且对研究对象的关键范畴———生产方式的定义也不只是

一个,这给理论研究带来了不少困难,当然这也为研究带来了突破口。

  除了马克思(1867)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定义外,马克思(1857—1858)
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将研究对象定义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

是财富的特殊社会形式或者不如说是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①恩格斯

(1876—1878)在《反杜林论》中关于研究对象定义有两个,一个是“政治经济

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规

律的科学”②;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

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③。

  从上述定义中似乎能看出问题来,那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定义都包含

“生产”和“交换”范畴(马克思的定义指《资本论》中的定义),同时,研究对象绝

不仅仅是生产关系。下边我们将《资本论》中的定义英文版原文摘录如下:

  InthisworkIhavetoexaminethecapitalistmodeofproductionand
theconditionsofproductionandexchangecorrespondingtothatmode”
(Mark,Karl,1967a)④。

  在这里译文的关键是“theconditionsofproductionandexchange”,在
《资本论》(中文版)中译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从英文版看是不妥的,一
方面“condition”常见的意思是“条件”、“情况”(如现代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

《朗文现代英汉双解词典》和商务印书馆1996年出版的《牛津现代高级英汉

双解词典》没有“关系”的条目),另一方面按照惯例“生产关系”在英文中已

有固定的用法,即“productiverelations”(WilliamandHoward,1997)或“the
relationsofproduction”(WilliamandHoward,1994),所以译成“生产和交

换的条件”,而不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似乎更妥,何况与《反杜林论》中
用的同一个词“condition”也译为“条件”呢? 于是译文应改为“我要在本书研

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和交换的条件。”再对照《资
本论》和《反杜林论》中定义(指第二个定义)将发现二者是惊人的一致,笔者

认为这绝非偶然。为了对照的方便,这里也将《反杜林论》中第二个定义的

英文版原文摘录如下:

①
②
④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N].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383.
③ 恩格斯.反杜林论[N].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160、163.
Marx,Karl(1867a)Capital(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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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iticaleconomy,however,asthescienceoftheconditionsandforms
underwhichthevarioushumansocietieshaveproducedandexchangedand
onthisbasishavedistributedtheirproducts-politicaleconomyinthiswider
sensehasstilltobebroughtintobeings(Engels,Frederick,1876—1878a)①。

  在恩格斯关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定义的第一个表述中,我们得到“生产和

交换规律”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在第二个表达: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

“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

科学”②,我们进一步知道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与交换(并相应地

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生产与交换的形式”。如果把“生产与交换的条件和

生产与交换的形式”的科学作为“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的更进一步描述

(两个定义在同一本书,按前后顺序应如此),那么第二个定义就更恰当。再看

一看《资本论》中我们已校对过的定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要研究的是“生产

方式”和相应的“生产和交换的条件”,如果“生产和交换形式”与“生产方式”是
同一回事或含义基本相同,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二者除研究范围不同外其他都

相同,即一个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一个是研究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而
这不正是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吗?

  看来,过去由于翻译有误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对象隔离是没有道理的,
事实上恩格斯在写《反杜林论》时,《资本论》第一卷已经出版,第二卷尚未出

版,不可能不考虑《资本论》中的定义,而当时马克思还健在,如果像我们所理

解的那样大的差别,恩格斯不可能不与马克思商量。现在问题是“生产和交换

形式”与“生产方式”是一回事或含义基本相同吗? 下面将给出论证。

  关于生产方式的概念,许多学者作了深入的探讨,但由于“先入为主”的影

响,这种研究有多少科学意义是值得思考的。限于篇幅,下边我们仅以著名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奚兆永教授(1998a,1998b)的研究为例,做一个简单分

析。奚兆永教授在《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关于<资本

论>的研究对象的研究之一》一文中从《资本论》中“生产方式的革命,市场手工

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③得出生产方式“甚至

把它和生产力看作是等值的概念,将其作为生产力的同义语互换使用”④;从
“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以及“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

①

②
③

④

Engels,Fredrich(1876-1878a)的 Anti-Dühring,KarlMarkFriedrichEngelsCollected
Works,Volume25,p.138.

恩格斯.反杜林论[N].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163.
奚兆永.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生产方式”———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研究之

一[J].1998.
引自奚兆永(1998a)的《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生产方式”———关于<资本论>研究

对象的研究之一》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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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关系”①这两个地方原文作者认为该用生产力而用了生产方式,就得出了

“在这两个地方,马克思都是‘生产方式代替了生产力’”①的结论;接着奚文又

认为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具有等同性。奚文通过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

的一句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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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得出“在这里,‘生产方式’和生

产关系的含义具有相同的含义是很清楚的”。③ 这里且不说马克思(1847)《哲
学的贫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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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下《哲学的贫困》的原著就会得到,马克思这里的“生产方

式”是指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是指封建社会

的生产关系,丝毫得不出奚文的结论。为了证明生产方式等于生产关系,奚文

又引用了《资本论》中马克思论述商品拜物教的一段话为佐证:“这种种形式恰

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

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

式”④,奚文由此得出了“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之间划上了等号的结论,原
因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和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之间用了一个‘即’字将二者等

同起来”。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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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原文作者所论证的结果。毋需再进

一步引用就可以看出奚文在该文中余下得出的结论“生产方式”和“生产制度”
含义相同,“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含义相同有多少科学含量。
同样,奚兆永教授(1998b)在《对有关<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其他几种观点的评

论———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研究之二》一文也有许多地方值得再评论,这
里仅引用一个与“生产方式”有关的事例做一说明。奚文在评论“随着新生产

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
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⑥(吴易风(1997)在论证生产力———生产

方式———生产关系原理时引用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的话)时,竟然在“反复

阅读”中得出了这里的生产方式是“从生产力意义上理解的生产方式”,把生产

力理解为“生产资料”,而且还加了一句“马克思通过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

划上了等号,把二者看作是等值的概念”,⑦这里可看出奚文逻辑的问题。按

照奚文在两文中所作的分析,可以通过等量替换得出“生产力=生产方式=生

产制度=生产关系……”至少在某种意义上相等的结论,这里奚文的荒谬即可得

①
①
④

Marx,Karl(1867a)Capital(p.8).
②③ Marx,Karl(1867a)Capital(p.8).
⑤⑥⑦ 奚兆永,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生产方式“———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研

究之一[J].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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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从上面对“生产方式”概念的探讨中,可看出我国一些学者在对待马克思

主义态度上存在的明显误区。为了证明或反驳一个结论不是用“科学的态度”
去探索,而是戴着“有色眼镜”去寻找对自己有力的论据。这种形而上学的态

度是造成传统政治经济学在我国长期负面影响的原因,也是每一种说法都是

“公有公的理,婆有婆的理”的根源。

  为了证明“生产和交换的形式”与“生产方式”是同一回事或含义基本相

同,笔者没有从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找论证,有两个考虑:一个是为了证明一个

结论而去寻找论据的作法有可能得出的结论有悖马克思主义的原意,不符合

笔者在引言中提出的“科学态度”;另一个是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讲的“生产方

式”必须结合上下文才能给出完整的含义,这需要大量篇幅,同时如果马克思

在后期著作中已经改变了说法,这种方法是事倍功半,得不偿失。笔者希望做

的是认真研读原著,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而这需要纵横比较,逻辑分

析,甚至像本节所讲的对照原文等。

  笔者认为,对于“生产方式”与“生产和交换的形式”是否同一回事或含义

是否基本相同的问题,恩格斯(1876—1878)的《反杜林论》可以作为佐证。原

因是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时,《资本论》第一卷已出版,马克思尚健在,而且

《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又是恩格斯在此后时间不久开始整理的,二者具有内

在的一致性。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在定义了广义政治经济学后,接着就对此作了阐

述。他写道:“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没有交换,生产也能进行;没有

生产,交换———正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产品的交换———便不能发生。…… 这两

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

横座标和纵座标”,①这里恩格斯首先对生产和交换两种不同职能作了界定,
清除了生产决定交换,研究生产就包含交换思想。恩格斯在“随着历史上一定

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的方式和方法的产生,随着这一社会的历史前提的产生,同
时也产生了产品分配方式和方法”,②说明生产和交换方式决定了产品分配方

式,这从另一个角度事实上说明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可以不把分配专列出

来。在恩格斯作了第二个定义之后(事实上是第一定义更进一步表达),接着

就作了阐述,“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西,几乎只限于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它从批判封建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残余

开始,证明它们必然要被资本主义形式所代替……”③这里可看出,恩格斯将

①
②
③

恩格斯.反杜林论[N].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160.
恩格斯.反杜林论[N].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161.
恩格斯.反杜林论[N].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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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式”与“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在互换使用,下面的话可以进一步证明

这一点,“最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社会主义的批判,就是说,从反面来

叙述它的规律,证明这种生产方式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已达到使它自己不可能

再存在下去的地步。这一批判证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日益成

为生产本身所无法忍受的桎梏;……”①这里明显是“生产方式”与“生产形式

和交换形式”的互换。通读《反杜林论》发现,尽管有时恩格斯在生产方式、交
换方式、生产形式、交换形式使用上,要求并不严格,但可以得出“生产方式”和
“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是同一回事或含义基本相同的结论。

四、对研究对象的进一步研究

  通过对照英文版原文和理论分析,似乎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

对象的研究,但是,事实上远非如此。一方面,英文版由艾威林博士,而不是马

克思本人所译,有误译的可能,尽管恩格斯担任了校对工作;另一方面,中文版

译成“关系”不可能是偶然的失误,必须作深入的探讨;此外,上文采用的是《资
本论》和《反杜林论》比较的方法,但是恩格斯思想是否与马克思思想一致并不

能确定,生产方式的确切含义是什么的研究只是刚刚开始,这些都有待深入研

究。

  为了准确把握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里将《资本论》和《反杜林论》
德文版有关部分摘录如下:

  Wasichindiesem Werkzuerforschenhabe,istdie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 und die ihr entsprechenden Produktions-und
Verkehrsverhältnisse(Mark,Karl,1867b).②

  DiepolitischeOekonomie,alsdieWissenschaftvondenBedingungen
undFormen,unterdenendieverschiedenen menschlichen Gesellschaften
produzirtundausgetauscht,undunterdenensichdemgemäβjedesmaldie
Produktevertheilthaben—diepolitischeOekonomieindieserAusdehnung
solljedocherstgeschaffenwerden(Engels,Frederick,1876—1878b)③。

  在《资本论》德文中,与condition对应的是verhältnis。这个词既有con-
dition意思,又有relation意思(参见商务印书馆1999年出版的《德汉词典》中
的条目),而英文版选择了condition,中文版选择了relation(译为“关系”),从

①
②

③

恩格斯.反杜林论[N].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160.
引自 Marx,Karl(1867b)的DasKapital,KarlMarkFriedrichEngelsGesamtausgabe,Band5,

p.12.
引自 Engels,Fredrich(1876-1878b)的 Anti-Dühring,KarlMarkFriedrichEngelsGesa-

mtausgabe,Band27,p.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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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首先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再看《反杜林论》德文,与condition对应的

是Bedingungen。这个词只有condition意思,没有relation意思(参见商务印

书馆1999年出版的《德汉词典》中的条目),中文译文没有争议。现在问题是

verhältnis哪一个译法(指中文和英文)遵循马克思的原意呢?

  通过反复对照中文、英文和德文版,我们发现恩格斯在英文校对上比较严

谨,不是疏忽将verhältnis译成了condition,而至少是恩格斯的理解。他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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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资本论》脚注中(中文版第99页,英文版第82页,
德文版第49页),它将与“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对应

的英文译成eachspecialmodeofproductionandthesocialrelationscorre-
spondingtoit。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直接用Bedingungen,也许正是为了

避免误会吧。对于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恩格斯在英文版序言中的论述值得重

视,他写道:“能够多少恰当地表现某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和交换条

件,马克思就加以引证”①,注意这里马克思关注的是生产和交换条件。另外,
恩格斯在对待马克思的著作的态度上非常认真,他在第三版序言中写道:“在
第三版中,凡是我不能确定作者自己是否回修改的地方,我一个字也没有

改”②,他在研究对象这样的关键问题上应该不会有意更改马克思的东西。

  综上所述,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研究对象译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以及和它相对应的生产和交换条件”,不仅与马克思本人的著作在逻辑上一

致、与恩格斯的著作在逻辑上一致,而且也可能准确的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对

此,在下一节中将给出补充证明。对于生产方式的深入探讨,限于篇幅,留在

以后的论文。

五、对研究对象重新解读的补充证明和小结

  本文从英文版和德文版,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对同一问题论述等入手重新

解读了在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根据本文的论证,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和

交换条件”,或者表述为“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形式和相应的条

件”。马克思在《资本论》是否进行了这样的研究,这是比逻辑推理更重要的事

情。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研究的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对生产的形式和

生产条件作了深入分析。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研究的是资本的流通过

①
②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35、31.参见英文版第5页。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35、31.参见英文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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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对于流通和交换的关系,马克思在(1857-1858)写道:“流通本身只是交

换的一定的要素,或者是从总体上看的交换”①,这说明研究流通过程和研究

交换过程是一致的。在这一卷中,马克思对交换的形式和交换条件作了详细

的分析。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是把

生产和交换作为互相联系又互相作用的整体去研究的。为了便于研究,马克

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在研究生产时也研究交换(如第二章交换过程②),不
过是在生产的基础,为了研究的需要研究的交换;在第二卷在研究交换时也研

究生产(如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研究中包含了对生产的进一步研究等),
但是研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更深入地研究交换;在第三卷,马克思把第一卷、
第二卷研究的结果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实现了“从抽象到具体”(卢森贝,

1961)。

  从上述对《资本论》简单分析可看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的并不是

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说的仅仅研究生产关系,而是“研究生产方式以及和

它相应的生产和交换条件”,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应是“研究各种人类社

会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和交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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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ubjectInvestigatedofMarxistEconomicsReexamined
GuoGuan-qing

  Abstract Inthisarticle,author,withthescientificattitude,proceedstoanalyzethe
subjectinvestigatedofMarxisteconomics.InvestigatingtypicalworksofMarx,Engles,

authordemonstratesthatneitherrelationsofproductionwhicharereferedtointhetext-
bookoftraditionalpoliticaleconomy,northecapitalistmodeofproductionandtherela-
tionsofproductionandexchangecorrespondingtothatmodewhicharetranslatedinerror,

isthesubjectinvestigatedofMarxisteconomics,itisthecapitalistmodeofproductionand
correspondingconditionsofproductionandexchange.Engles’sAnti-Dühringisthebaseof
thisresearch,andthelogicofCapitalisademonstration.Itpresentsthatpoliticaleconomy
isthescienceoftheconditionsandformsunderwhichthevarioushumansocietieshave

producedandexchangedandonthisbasishavedistributedtheir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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