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派经济学

2003卷第2辑 EconomicStudyofShanghaiSchool Vol.2,2003

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

———与蔡继明教授商榷

陈承明

  内容提要 本文从蔡继明教授的《转型期的中国理论经济学》一文中得到

启发,并从关于马克思以后有没有出现过新经济范畴,生产力标准与公有制为

主体的矛盾,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

融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研究方法的联系,如何发展和完善中国理论经

济学等六个方面的问题,与蔡继明教授进行探讨与商榷,从而表达了发展与完

善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共同愿望和坚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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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了清华大学蔡继明教授《转型期的中国理论经济学》一文,较有启发,感
受到经济学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密切关注和对经济理论改革的迫切愿望。首

先,文章肯定了20世纪最后20年,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实现的三大经济理论

突破:(1)计划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经济体制改

革的目标模式;(2)非公有制经济不再是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而成为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3)按劳分配不再是社会主义的惟一分配原则,
它可以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构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分配制度。
同时,充分肯定了在这三大突破中,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所做的超前研究,起
到了顶风破浪、披荆斩棘的开拓作用。其次,文章描绘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与西方经济学对立和斗争的过程,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削弱和

被贬低的现状。最后,文章预期中国理论经济学将发生四大变化:(1)政治经

济学、西方经济学和纯经济学的三位一体;(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

学的融合;(3)转型期理论经济学面对的六大矛盾;(4)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

转变。在整个论述过程中,列举了大量的实际材料,进行比较分析,给人启发,
逼人思考。但仍有些观点不符合实际,隐含着内在的矛盾,需要加以修正和完

善。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问题,与蔡继明教授进行探讨和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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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马克思以后没有出现过新经济范畴的问题

  蔡继明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之后几乎没有产生

一个新的范畴,……经济学家对经济现象的表面观察远未提升到理论思维的

高度。”其实质是认为,在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没有取得任何根本性

的进展。这里有三个问题值得探讨。

  一是究竟有没有出现过新的经济范畴?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公有制为主与多种经济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与按生产

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等的提法,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畴的发展

和创新? 如果是的话,那么“没有产生一个新的范畴”的论断就不能成立;如果

不是的话,那么怎样才算经济范畴的创新呢?

  二是能否随意更新经济学的基本范畴?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范畴可

以发展和创新,但是不能随意推翻和取消。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经

济理论是在研究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产生的,而这两个基本的

研究对象和社会存在,直到今天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仍在发展,因此,关于这两

方面的经济范畴就不能随意取消。盲目地推翻或替换这些基本的经济范畴,
如生产力、生产关系、商品、货币、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等,势必造成思想上的混

乱和理论上的倒退。以西方经济学中的效用价值为例,在马克思阐明了劳动

价值的科学含义以后,西方经济学家运用边际方法提出效用价值,不能不说是

一种理论范畴的“创新”,但是,仍然难以否定和替代劳动价值。商品的效用确

实存在,但是,不同商品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效用。不同商品的效用在质上

有区别,因而在量上无法准确计量和相互比较。而生产商品的劳动,不仅在质

上可以归结为相同的一般人类劳动,而且在量上可以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和比

较。可见,劳动价值比效用价值具有明显的科学性和优越性。虽然许多资产

阶级经济学家不顾这方面的缺陷,在效用价值论的基础上建立起庞大的西方

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但是,由于效用价值缺乏科学依据,难以准确计量,造成整

个西方经济学的体系总是摇摇晃晃,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可见,范畴的创新

最根本的是要科学,要有客观依据,要使继承性和创造性有机地结合起来。那

种没有科学方法,没有客观依据,没有理论渊源的范畴创新,常常不是进步,而
是在创新形式下的倒退,其结果比没有创新更糟。

  三是如何科学更新经济学的基本范畴?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提出的

特殊经济范畴,经过改造和创新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共

性范畴,如资本、工资、剩余价值、利息、利润和地租等。虽然,社会主义经济与

资本主义经济在所有制关系上有质的区别,但是,它们都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市

场经济,价值规律和价值增殖规律是它们的共性规律,因此可以形成和确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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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共性范畴。运用这些共性范畴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及其运行规律,便可

形成和确立具有社会主义特点的新范畴。例如,我们可以从私有资本和私有

剩余价值中抽象出资本一般和剩余价值一般,然后把它们运用到社会主义经

济中去,创造出公有资本和公有剩余价值的新范畴,或把公有剩余价值改称为

公共必要价值(雍文远)。更适合的创新方法,是将上述原来认为是资本主义

特有的经济范畴一般化,即程恩富教授在《现代政治经济学》、《现代政治经济

学简本》教科书中所做的学术工作。可见,这样的范畴创新是科学的、合理的,
因而是我们当前必须进一步做好的理论发展工作。

二、关于生产力标准与公有制为主体的矛盾问题

  现象与本质总有矛盾,这就使科学成为必要。同样,仅从现象出发,生产

力标准与公有制为主体也有矛盾,因为可以举出大量的实例来说明二者的不

一致性。正如根据近大远小的常识,不能解释为什么早晨太阳离我们远,但看

上去比中午更大的矛盾一样。这些矛盾仅仅是由现象上的差异产生,一旦揭

示出它们的本质联系或其中的规律性,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就会立刻消失。

  有些人想从马克思的原著中找出相互矛盾的论断,来证明马克思自身思

想的不统一。例如,马克思曾经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表达了资本主义必

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思想,他们认为这里的两个“必然”,代表无产阶

级的利益,因而称其为“价值马克思”。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

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

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

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①他们认为这里的两个“决不会”,代表历史唯物

主义,因而称其为“科学马克思”。在此基础上,他们指出“价值马克思”与“科
学马克思”是矛盾的、不相容的,因此要用“科学马克思”取代“价值马克思”。
其实,这种矛盾是现象的和人为的。因为前者是指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后者

是指历史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具备了必要条件,才能实现必然结果,这是一

个辩证发展的历史过程。因此,“科学马克思”与“价值马克思”不仅不相矛盾,
而且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由此可以引申出,所谓生产力标准与公有制为主体的矛盾也是表面的和

非本质的。从根本上讲,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

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本身是生产力标准的体现。但是,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

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经历一个两

种所有制并存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公有制与私有制各自的比重,取

① 《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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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于生产力的状况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里也要坚持生产力标准。其实,在人

民掌握政权的前提下,允许私有制在少数地区或部门成为主体,并不会根本改

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更何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私

有经济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私有经济已有了某些质的变化,已由从属于资

本主义转变为从属于社会主义。因此,允许私有经济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

展,不仅不会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且有利于弥补公有经济的缺陷,加
快社会生产力发展。但是,这一现象不能成为全面恢复私有制的理由。实践

表明,过早建立单一公有制和全面恢复私有制,都是违背生产力规律的行为,
都会造成经济的衰退和对生产力的破坏。因此,公有制最终取代私有制的必

然性,与现阶段强调公有制的主体性,以及两种所有制的并存性是不矛盾的,
它们统一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全过程,都是坚持生产力标准的结果和

表现,因而不能用生产力标准来反对和否定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原

则。

三、关于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关系问题

  蔡继明教授认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合,不能解决价值创造

与价值分配之间的矛盾,如果把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分开,“必然使收入分配

失去价值尺度”。这是不理解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具有内在联系,以及它们都

必须符合价值规律和价值增殖规律的表现。其实,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是在

社会化大生产的市场经济中,价值生产规律与价值分配规律发生作用的表现,
它们是紧密联系和相互制约的。

  首先,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是价值规律和价值增殖规律不可或缺的两个

方面。价值创造是基础、是前提,没有价值创造,也就不会有价值分配。反过

来,价值分配反作用于价值创造,它不仅会影响形成价值的劳动,而且会影响

劳动的物质条件即其他生产要素。因此,要深刻认识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之

间的本质联系和相互作用,不能人为地把它们分割开来和对立起来。

  其次,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含义以及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价值

创造是解决价值的来源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价值只有一个来

源,就是一般人类劳动即人的活劳动,其他生产要素是创造价值的物质条件,
但不是价值的直接来源。价值分配是解决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实现问题。也就

是说,虽然价值是活劳动创造的,但不等于价值必须全部按劳分配。因为商品

的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而商品的使用价值不是活劳动单独创造的,
它是由包括活劳动在内的所有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因此,其他生产要素的

所有者也要从商品价值中取得一定的报酬,否则他们将不愿意投入生产要素,
这是要素所有者维护其权益的表现。简单地讲,多种生产要素共同生产商品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174  海派经济学 2003卷

的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又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因此,当商品价值实现以后,
除了支付劳动报酬之外,还必须给其他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支付报酬,以实现他

们的所有权。

  再次,按生产要素分配即按要素所有权取得报酬,也必须符合价值规律和

价值增殖规律。例如,利润是资本这一要素的收入,它是活劳动新创造价值中

扣除了劳动力价值或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以后的剩余部分。而产业利润、商
业利润和银行利润,则要根据平均利润率在不同部门进行分配,这是价值规律

通过市场竞争,转化为生产价格规律的结果。地租是土地这一要素的收入,它
来源于剩余价值中大于平均利润的部分。作为绝对地租,是由于农业有机构

成较高,且受现有土地数量的限制,不能参加利润的平均化,因此,农业劳动创

造的剩余价值高于平均利润的部分,成为绝对地租的来源。作为级差地租,来
源于中等或优等土地的较高生产力所提供的超额剩余价值。

  可见,所有生产要素的收入,都是价值规律和价值增殖规律作用的结果,
体现了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之间的必然联系。那种认为,坚持按劳分配与按

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是把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割裂开来的认识,是没有理论

依据和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因此,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并不是矛

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二者的有机结合和协调发展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客观要求,也是健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的必然结果。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融合的问题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上,要反对两种倾向。
一种是把二者完全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即蔡继明教授所指出的“非此即彼”
的思想认识;另一种是把二者简单地混合或调和起来,完全否认它们之间的本

质区别。要避免和克服以上两种错误倾向,就要具体地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个性与共性,以及在共性基础上产生的继承性、互补性和可

借鉴性。

  首先,要正确认识它们的个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不同

的个性,表现在阶级性、科学性和体系内容的差异性等方面。从阶级性上讲,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而西方经济学则代表资产阶

级的利益和要求,这是大家所熟知的。虽然双方都会从对方汲取对自己有益

的成分,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各自的阶级立场和本质属性。从科学性上

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之上,因此,更具有

科学性。而西方经济学从总体上讲,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基础之

上,因而具有更多的非科学成分。当然,科学性与阶级性是密切联系的,虽然

西方经济学运用了大量的数学方法,但是仍然难以掩盖其阶级局限性所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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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科学性。从体系内容上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注重本质分析、定性分析

和规范分析,而西方经济学更注重现象分析、计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因而它们

在体系内容上的差别性也是明显的。可见,要使二者相融不能人为抹煞它们

的个性差别和本质区别,否则容易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丧失应有的阶级立场

和科学态度。

  其次,要正确认识它们的共性。承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

个性,并不否认它们具有共性。那种只承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

有个性,而否认它们有共性的观点,同样是形而上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

西方经济学都是在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这是它们具有共

性的客观前提。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例,《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
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因此《资本论》在论述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即生

产关系的同时,把它的物质内容即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完整地揭示出来。而西

方经济学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出发,不仅回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

质,而且偏重于研究生产力,把资源配置作为中心任务。因此,马克思的《资本

论》与西方经济学,在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和发展生产力方面,具有内在统

一性和外在互补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

的基础上产生的,反映了它们的继承性。而西方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特别

是其中的福利经济学,也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汲取

了大量的养分。同样,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受到资本主义市

场经济和西方经济学的启发,并且吸收了其中的有用范畴和相关的政策措施,
表现出它们的互补性和可借鉴性。

  可见,只有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个性与共性,才能

在不违背阶级性和科学性的前提下,找到使它们融合的正确途径和方法,从而

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和完善。蔡继明教授在文章中列举了

大量事例,说明在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关系中产生的南辕北

辙现象,实际是对过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错误

的一种惩罚,是矫枉过正的表现。这种以错纠错的现象,将在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的健康发展中,逐步得到纠正。

五、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研究方法的关系问题

  蔡继明教授提出了两个区分的思想,即一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区分开来;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它的

研究方法区分开来,这是很有见地的思想。当然,这里也要防止和避免可能出

现的两种错误。

  一是不能正确区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个别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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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多次出现过把个别结论当成基本原理,以及把基本原理当成个别结论

的错误。例如,我们曾经把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的个别结论,当成

是基本原理和普遍真理,因而否认社会主义发展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犯了历史性的错误就是典型的例证,给我们留下深刻的教训。

  二是过分强调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重要性,而轻视和忽视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的重要性。其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与它的基本原理是密切联

系和难以分割的。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性,也就难以理解其研

究方法的科学性。特别是在基本原理发挥作用的条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之

前,人为否定基本原理就会犯历史性错误。例如,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

主义揭示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在社会主义还

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果不是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而是试图

推翻或取消它,结果必然会酿成大错,造成难以挽回的理论混乱和经济损失。
因此,我们既要学习和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又要理解和遵循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原理。要在贯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加深理解它的研究方法的科

学性和重要性;同时,要在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不断丰富、
充实和完善它的基本原理。那种只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而不要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的想法和做法是有害的,因而是不可取的。

六、如何发展和完善中国理论经济学的问题

  蔡继明教授在预测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未来时,指出了现阶段存在的六大

矛盾,说明了做好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在现有的基础上,如何克服各

种矛盾和困难,使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得到发展和完善,关键是要做到以下几个

结合。

  第一,在思想方法上,要做到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

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它把唯物辩证的哲学思想与现实的经济研究高度统一

和融为一体了。实践表明,哲学是经济学的灵魂和生命线,经济学是哲学的载

体和具体运用。我们在研究经济问题时要坚持一分为二;在创新经济理论时

要坚持合二而一。没有一分为二不可能发现新问题;没有合二而一不可能创

立新理论。因此,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成熟过程,必然是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不

断分工和有机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内容极其丰富,其中包括对立统一规律、质变量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

等。但是,对发展和完善中国的理论经济学来说,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仍然是理

论联系实际,即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的具体实践紧密

结合起来。这里,我们既要反对照搬照套马克思主义简单结论的教条主义,又
要反对脱离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经验主义。简单地讲,掌握马克思主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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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的基本原理是解决方向问题,联系中国经济实际是解决方法问题,只有使

方向与方法紧密联系,有机结合,才能使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健康发展和日臻完

善。

  第二,在指导思想上,要做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邓小平经济理论相结

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产物,邓小平经济理

论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产物。二者既有内在联系,又有显著

差别。虽然社会主义经济是取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但是二者仍然有共性

和历史联系。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是它们的两个主要共同点。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要求在公有生产关系为主的前提下,局部保留和合理利用私有生产

关系来加快经济发展,反映出它们的历史联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揭示社

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本质区别的同时,科学说明了它们存在共性和历

史联系的一般原理。邓小平经济理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同时,
正确解决了使它们的共性得以发展和历史联系得以实现的具体形式和有效途

径。可见,邓小平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深化和具体化,二者具有

历史的延续性和理论的互补性。因此,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邓小平经

济理论有机结合,并在指导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才会形

成中国的、科学和成熟的理论经济学。

  第三,在理论来源上,要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借鉴西方经济学相

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就是在批判地继承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和

发展起来的。因此,那种认为发展和完善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只需要学习和运

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需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本身就是违反马

克思主义的。撇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反映阶级利益与科学性

上的根本区别,它们之间仍然存在可以比较的不同特点。如前所述,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更注重本质分析、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而西方经济学更注重现象分

析、计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它们各有其长处和优点,又各有其缺陷和不足。因

此,发展和完善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必须把二者的长处和优点结合起来,同时

克服二者的缺陷和不足,使中国的理论经济学更加丰富、深刻和完备。

  第四,在理论正误的判断上,要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相结合。马克思

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实践不仅是认识的惟一源泉,而且是检验真理的惟一

标准。但是,实践对真理的检验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要经过实践———认

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循环,才能最后完成。在对经济理论正确与

否的判断上,更需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但是,经济运行的客观过程,不能

放进人造的实验室,它对经济理论的检验,常常要经历几代人的长期实践,才
能得出较为准确的结论。许多新的经济理论不能也不必等到实践完全证明其

正确之后才加以运用。因此,对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判断,必须坚持理论分析

与实践检验相结合的方法。不承认理论分析的重要性,实质是否认前人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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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经验,容易重犯前人的错误,因而是愚人之举;相反,不承认实践检验的重要

性,把现成的理论看成是万古不变的教条,实质是固步自封,无所作为,因而是

懒人之举。只有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有机结合,相互补充,才能在加速经

济发展的同时,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的理论经济学。

  第五,在表现形式上,要坚持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与科学论证的严谨性相结

合。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是经济学上科学论证的典范,而且是一个艺术的

整体,因而具有永久的魅力。《资本论》体系的完整性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因

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认识得极其全面、准确和深刻,以至能够

把客观的经济规律,作为完整的体系科学地揭示出来。二是马克思运用了科

学的叙述方法,按照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从本质到现象的顺序加以

表述,因而具有循序渐进,结构严密的整体效果。《资本论》把理论上的逻辑顺

序与历史上的实际顺序高度统一起来,因而成为理论研究中的艺术珍品,为我

们发展和完善中国的理论经济学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科学论证更是发展和完

善理论经济学不可忽略的基本前提。经济学的论证,不能凭借自然科学上的

实验手段,只能通过对大量实际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
表及里的加工制作过程,才能取得成功,因此正确运用科学抽象法更为重要。
经济学的论证过程,常常是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现象与本质、局部与全

局、量变与质变、分析与综合等论证方法的高度统一,因而科学论证是发展和

完善理论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也是形成科学体系的可靠保证。

  第六,在发展进程中,要坚持量变的积累与质变的飞跃相结合。与其他事

物一样,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也是一个由量变到部分质变,再到全

部质变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成熟,既不能依靠某个天才的个

人努力,也不能期盼某天早上奇迹的发生。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成熟,既要依赖

中国经济自身的蓬勃发展,也要依靠无数经济学家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这

里的关键是:在外部要形成自由、民主的科学研究氛围,为深入的经济研究创

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内部要形成科学研究的动力和群体攻关的合力,把所有

经济学家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把无数分散的个人智慧和个别

成果集中起来,在客观条件成熟的时候,促进其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使中国

理论经济学的成熟最终得以实现。这是整个经济学界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

愿望,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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