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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人资本历史考察的内容

  “从以上的说明自然可以得出结论,最荒唐的看法莫过于把商人资本———
不管它以商品经营资本的形式或货币经营资本的形式出现———看作是产业资

本的一个特殊种类,就像采矿业、农业、畜牧业、制造业、运输业等是由社会分

工造成的产业资本的分支部门,从而是产业资本的特殊投资领域一样。只要

简单地看一看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个产业资本,当它处在自己的再生产过程的

流通阶段时,作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所执行的职能,恰好就表现为商人资本

在它的两个形式上的专门职能———只要看一看这个事实,就必然会使这种粗

陋的见解站不住脚。相反,作为生产资本的产业资本和处在流通领域中的同

一资本之间的区别,所以会在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上独立起来,是因

为资本在流通领域中暂时采取的一定的形式和职能表现为资本的一个分离出

来的部分的独立形式和职能,并且完全同资本的这个部分结合在一起。产业

资本的转化形式,和不同生产部门各生产资本之间由于不同产业部门的性质

不同而造成的物质区别,是有天壤之别的。

  ……

  如果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同谷物栽培业的区别,不过像谷物栽

培业同畜牧业和制造业的区别一样,那就很清楚,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也就完

全是一回事了,特别是社会产品在社会各成员之间的分配(无论是用于生产消

费还是用于个人消费),也就永远必须有商人和银行家作中介,就像要吃肉必

须有畜牧业,要穿衣必须有服装业一样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

第46卷第360~361页)

  ……

  “因为商业资本限制在流通领域,而它的职能是专门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

用,所以,它的存在———撇开由直接的物物交换所产生的各种不发达的形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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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所必要的条件,无非是简单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所必要的条件。或者

不如说,简单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就是它的存在条件。作为商品而进入流通

的产品,不论是在什么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不论是在原始共同体

的基础上,还是在奴隶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的基础上,
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都不会改变自己作为商品的性

质;作为商品,它们都要经历交换过程和随之发生的形态变化。商人资本为之作

中介的两极,对商人资本来说,是已经存在的东西,就像它们对货币和对货币的

运动来说是已经存在的东西一样。惟一必要的事情是这两极作为商品已经存

在,而不管生产完全是商品生产,还是投入市场的只是独立经营的生产者靠自己

的生产满足自己的直接需要以后余下的部分。商人资本只是对这两极的运动,
即对它来说已经作为前提存在的商品的运动起中介作用。

  产品进入商业、通过商人之手的规模,取决于生产方式,而在资本主义生产

充分发展时,即在产品只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直接的生存资料来生产时,这
个规模达到自己的最大限度。另一方面,在每一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商业都会

促进那些为了增加生产者(这里是指产品所有者)的享受或贮藏货币而要进入交

换的剩余产品的生产;因此,商业使生产越来越具有面向交换价值的性质。

  商品的形态变化,它们的运动,(1)在物质上由不同商品的互相交换构成;
(2)在形式上由商品转化为货币和货币转化为商品,即卖和买构成。而商人资

本的职能就是归结为这些职能,即通过买和卖来交换商品。因此,它只是对商

品交换起中介作用;不过这种交换从一开始就不能单纯理解为直接生产者之

间的商品交换。在奴隶关系、农奴关系、贡赋关系(指原始共同体时的贡赋关

系)下,只有奴隶主、封建主、接受贡物的国家,才是产品的所有者,因而才是产

品的出售者。商人为许多人而进行买卖。买和卖都集中在他手中;因此,买和

卖就不再与购买者(作为商人)的直接需要联系在一起了。

  但是,不论以商人为中介进行商品交换的各生产部门的社会组织如何,商
人的财产总是作为货币财产而存在,他的货币也总是作为资本执行职能。这

个资本的形式总是G—W—G′;货币,交换价值的独立形式,是出发点,而增加

交换价值是独立的目的。商品交换本身和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的各种活

动———这些活动和生产相分离,并且由非生产者来完成———只是不仅增加财

富,而且增加一般社会形式的财富即作为交换价值的财富的手段。动机和决

定目的是把G转化为GΔG;对G—G′行为起中介作用的G—W 和 W—G′行
为,只表现为由G到GΔG这个转化的过渡要素。这个G—W—G′,作为商人

资本的具有特征的运动,不同于 W—G—W,即生产者本身之间的商品贸易,
因为后者的最终目的是交换使用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

46卷第362~36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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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的商业民族存在的状况,就像伊壁鸠鲁的神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
或者不如说,像犹太人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最初的独立的、获得巨

大发展的商业城市和商业民族的商业,是作为纯粹的转运贸易建立在生产民

族的野蛮状态的基础上的,这些商业城市和商业民族对这些生产民族起着中

介人的作用。

  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各阶段中,商业支配着产业;在现代社会里,情况

正好相反。当然,商业对于那些互相进行贸易的共同体来说,会或多或少地发

生反作用;它会使生产越来越从属于交换价值,因为它会使享受和生活日益依

赖于出售,而不依赖于产品的直接消费。它由此使旧的关系解体。它增进了

货币流通。它已经不再是仅仅掌握生产的余额,而且逐渐地侵蚀生产本身,使
整个整个的生产部门依附于它。不过,这种解体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

事生产的共同体的性质。

  只要商业资本是对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商业利润就

不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撇开商业资

本榨取不同国家的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就这方面来说,它促使商品价值均等

化和使之确定下来)不说,上述这些生产方式造成了如下结果:商人资本占据

了剩余产品的绝大部分,这一方面源于商人资本充当各个共同体之间的中介,
这些共同体基本上还是生产使用价值,对于它们的经济组织来说,大体说来进

入流通的那部分产品的出售,也就是大体说来产品按照其价值的出售,还居于

次要的地位;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以往那些生产方式中,商人与之做生意的剩

余产品的主要占有者,即奴隶主,封建地主,国家(例如东方专制君主),代表供

人享受的财富,对于这些财富,商人会设下圈套来猎取,这一点在上面引用的

亚·斯密有关封建时期的那段话中已经被正确地嗅出来了。因此,占主要统

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①,它在古代和近代的商业民

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

① “现在,商人对贵族或盗匪非常埋怨,因为他们经商必须冒巨大的危险,他们会遭到绑架、殴
打、敲诈和抢劫。如果商人是为了正义而甘冒这种风险,那么他们当然就成了圣人了……但既然商人
在全世界,甚至在他们自己中间,干下了这样多的不义行为和非基督教的盗窃抢劫行为,那么,上帝让
这样多的不义之财重新失去或者被人抢走,甚至使他们自己遭到杀害,或者被绑架,又有什么奇怪呢?
……国君应当对这种不义的交易给予应有的严惩,并保护他们的臣民,使之不再受商人如此无耻的掠
夺。因为国君没有这么办,所以上帝就利用骑士和强盗,假手他们来惩罚商人的不义行为,他们应当成
为上帝的魔鬼,就像上帝曾经用魔鬼来折磨或者用敌人来摧毁埃及和全世界一样。所以,他是用一个
坏蛋来打击另一个坏蛋,不过在这样做的时候没有让人懂得,骑士是比商人小的强盗,因为一个骑士一
年内只抢劫一两次,或者只抢劫一两个人,而商人每天都在抢劫全世界。”“以赛亚的预言正在应验:你
的国君与盗贼作伴。因为他们把个偷了一个古尔登或半个古尔登的人绞死,但是和那些掠夺全世界并
比所有其他的人都更肆无忌惮地进行偷窃的人串通一气。大盗绞死小偷这句谚语仍然是适用的。罗
马元老卡托说得好:小偷坐监牢,戴镣铐,大盗戴金银,衣绸缎。但是对此上帝最后会说什么呢? 他会
像他通过以西结的口所说的那样去做,把国君和商人,一个盗贼和另一个盗贼熔化在一起,如同把铅和
铜熔化在一起,就像一个城市被焚毁时出现的情形那样,既不留下国君,也不留下商人。”(马丁·路
德.论商业与高利贷[M].15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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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迦太基、罗马,后来在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兰人等那里,情况都是这样

的。

  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到处都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使生产

的规模扩大,使它多样化和世界化,使货币发展成为世界货币。因此,商业对

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到处都或多或少地起

着解体的作用。但是它对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首

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并且,这个解体过程会导向何

处,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新生产方式会代替旧生产方式,这不取决于商业,而是

取决于旧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在古代世界,商业的影响和商人资本的发展,
总是以奴隶经济为其结果;不过由于出发点不同,有时也只是使家长制的、以
生产直接生存资料为目的的奴隶制度,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

制度。相反,在现代世界,它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这些结果本身,除了取决于商业资本的发展以外,还取决于完全另外一些情

况。

  城市工业本身一旦和农业分离,它的产品会从一开始就是商品,因而它的

产品的出售就需要有商业作为中介,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商业依赖于城市

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工业的发展在

多大程度上与此齐头并进,在这里,却完全取决于另外一些情况。在古罗马,
还在共和制的后期,商人资本已发展到古代世界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工业的发

展却没有什么进步;在科林斯,在欧洲和小亚细亚的其他希腊城市,商业的发

展却伴随有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另一方面,正好与城市的发展及其条件相反,
对那些没有定居下来的游牧民族来说,商业的精神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却往往

是他们固有的特征。

  毫无疑问———并且正是这个事实产生了完全错误的观点———在16世纪

和17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

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
世界市场的突然扩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倍增,欧洲各国竭力想占有亚洲产品和

美洲宝藏的竞争热,殖民制度———所有这一切对打破生产的封建束缚起到了

重大的作用。但现代生产方式,在它的最初时期,即工场手工业时期,只是在

它的各种条件在中世纪内已经形成的地方,才得到了发展。例如,我们可以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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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同葡萄牙进行比较。① 另外,如果说在16世纪,部分地说直到17世纪,
商业的突然扩大和新世界市场的形成,对旧生产方式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勃兴,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那么,这种情况反过来是在已经形成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的。世界市场本身形成这个生产方式的基

础。另一方面,这个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进行生产的必要性,
促使世界市场不断扩大,所以,在这里不是商业使工业发生革命,而是工业不

断使商业发生革命。商业的统治权现在也是和大工业的各种条件的或大或小

的优势结合在一起的。例如,我们可以拿英国和荷兰来比较一下。荷兰作为

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商业国家走向衰落的历史,就是一部商业资本从属于工业

资本的历史。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
对于商业的解体作用造成了多大的障碍,这从英国人同印度和中国的交往中

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

式的广阔基础。此外,在印度还有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村社的形式,这
种村社在中国也是原始的形式。在印度,英国人曾经作为统治者和地租所得

者,同时使用他们的直接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以图摧毁这种小规模的经济

公社。② 如果说他们的商业在那里对生产方式发生了革命的影响,那只是指

他们通过他们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消灭了纺织业———工农业生产的这种统一

体的一个自古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样一来也就破坏了公社。但是,就是在这

里,对他们来说,这种解体进程也是进行得极其缓慢的。在中国,那就更缓慢

了,因为在这里没有直接政治权力的帮助。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

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

抗;因为在大工业产品的价格中,会加进大工业产品到处都要经历的流通过程

的各种非生产费用。同英国的商业相反,俄国的商业则没有触动亚洲生产的

经济基础。③

  从封建生产方式开始的过渡有两条途径。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而
与农业的自然经济和中世纪城市工业的受行会束缚的手工业相对立。这是真

正革命化的道路。或者是商人直接支配生产。不论后一条途径在历史上作为

①

②

③

撇开其他情况不说,由渔业、工场手工业和农业打下的基础,对荷兰的发展起了多么重大的作
用,这已经由18世纪的著作家说明了。我们可以参看例如马西的著作———前人总是低估亚细亚的、古
代的和中世纪的商业的规模和意义;与此相反,对它们异乎寻常地予以过高的估计,现在已经成了一种
时髦。纠正这种看法的最好办法,是考察一下18世纪初英国的进出口,并把它们同今天的进出口相比
较。不过就在当时,英国的进出口也比任何一个过去的商业民族大得不可比拟。(安德森.商业史
[M].261和以下各页)

如果有哪一个民族的历史可以看作失败的和真正荒唐的(在实践上是无耻的)经济实验的历
史,那就是英国人在印度经营的历史了。在孟加拉,他们创作了一幅英国大土地所有制的漫画;在印度
的东南部,他们创作了一幅小块土地所有制的漫画;在西北部,他们又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把实行土
地公有制的印度经济公社,变成了它本身的一幅漫画。

自从俄国竭力发展完全依赖国内市场和接壤的亚洲市场的本国资本主义生产以来,这种情况
也开始发生变化。———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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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起过多大的作用———例如17世纪英国的呢绒商人曾经把那些仍然是独

立的织布业者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把羊毛卖给他们,而向他们购买呢绒———
就它本身来说,它并没有引起旧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如说保存了这种生产方

式,把它当作自己的前提予以维持。例如,直到本世纪中叶,法国的丝织业以

及英国的织袜业和花边业的工厂主,大部分仍然只是名义上的工厂主,实际上

只是商人,他让织布业者按照他们原来的分散的方式继续劳动,而他只是作为

商人实行统治,织布业者实际上是为这种商人劳动。① 这种习惯到处都成了

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障碍,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消灭。
它不变革生产方式,只是使直接生产者的状况恶化,把他们变成单纯的雇佣工

人和无产者,使他们所处的条件比那些直接受资本支配的人所处的条件还要

坏,并且在旧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占有他们的剩余劳动。同样的情况在伦敦一

部分手工家具制造业上也可以看到,不过略有变化。这种制造业,特别在陶尔

哈姆莱茨区,经营的规模非常大。整个生产分成许多互相独立的营业部门。
一个部门只做椅子,另一个部门只做桌子,第三个部门只做柜子等等。这些部

门本身或多或少都是按手工业方式由一个小老板带领几个帮工经营的。不

过,如果是直接为了顾客个人而劳动,生产规模就未免太大了。它们的购买者

是家具店主。每星期六老板都上家具店主那里去,并把产品卖给他们;这时进

行讨价还价,就像在当铺内对这件或那件东西该当多少钱进行讨价还价一样。
这些老板单是为了在下一周能够重新购买原料并支付工资,就需要逐周出售

自己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实质上只是商人和他们自己的工人之间的

中介。商人是真正的资本家,他把剩余价值的最大部分装进了自己的腰包。②

在那些过去用手工业方法经营,或者作为农村副业经营的部门向工场手工业

过渡时,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随着这种独立的小本经营的技术发展———这

种小本经营本身已经使用手工操作的机器———也会发生向大工业的过渡;机
器将改用蒸汽推动而不是用手推动;例如,最近英国织袜业中出现的情况就是

这样。

  可见,这里发生了三重过渡:第一,商人直接成为工业家;在各种以商业为

基础的行业,特别是奢侈品工业中情形就是这样;这种工业连同原料和工人一

起都是由商人从外国输入的,例如在15世纪,从君士坦丁堡向意大利输入。
第二,商人把小老板变成自己的中介人,或者也直接向独立生产者购买;他在

名义上使这种生产者独立,并且使他的生产方式保持不变。第三,工业家成为

①

②

莱茵地区的绦带编织业、丝辫编织业和丝织业的情况也是这样。克雷费尔德附近甚至还专门
铺设一条铁路来沟通这些农村手工织工和城市“工厂主”之间的交易。但是后来机械棉织业使这一条
铁路和手工织工一起失业了。———弗·恩

从1865年以来,这个制度有了更大规模的发展。详细情况可以参看上院血汗制特别委员会
第1号报告 [D].伦敦,1888.———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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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32   海派经济学 2009卷

商人,并直接为商业进行大规模生产。

  波珀说得对,在中世纪,商人不过是行会手工业者或农民所生产的商品的

“包买商”。商人成了工业家,或者不如说,他让那些手工业性质的小工业,特
别是农村小工业为他劳动。另一方面,生产者成了商人。例如,呢绒织造业师

傅不再是一小批一小批地逐次从商人那里获得羊毛,然后同帮工一起为商人

劳动,而是自己购买羊毛或毛纱,并把他的呢绒出售给商人。各种生产要素,
都作为他自己买来的商品进入生产过程。呢绒织造业者现在不是为个别商人

或某些顾客生产,而是为商业界生产了。生产者自己就是商人。商业资本还

要完成的只是流通过程。起初,商业是行会手工业、农村家庭手工业和封建农

业转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前提。它使产品发展成为商品,这有时是因为它为

产品创造了市场,有时是因为它提供了新的商品等价物,为生产提供了新的原

料和辅助材料,并由此开创了一些一开始就以商业为基础的生产部门,它们既

以替市场和世界市场生产为基础,也以世界市场造成的生产条件为基础。一

旦工场手工业相当巩固了,尤其是大工业相当巩固了,它就又为自己创造市

场,并用自己的商品来夺取市场。这时,商业就成了工业生产的奴仆,而对工

业生产来说,市场的不断扩大则是它的生活条件。不断扩大的大量生产,会使

现有市场商品充斥,因此,它不断扩大这个市场,突破它的界限。限制这种大

量生产的,不是商业(就它仅仅反映现有需求而言),而是执行职能的资本的量

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产业资本家总是面对着世界市场,并且把他自己

的成本价格不仅同国内的市场价格相比较,而且同全世界的市场价格相比较,
同时必须经常这样做。以前,这种比较几乎完全是商人的事,这样就保证了商

业资本对产业资本的统治。

  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初的理论探讨———重商主义———必然从流通过程独

立化为商业资本运动时呈现出的表面现象出发,因此只是抓住了假象。这部

分地是因为商业资本是资本本身的最初的自由存在方式;部分地是因为它在

封建生产的最初的变革时期,即现代生产的发生时期,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

响。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

才开始。诚然,生息资本也是资本的古老形式。但为什么重商主义不从生息

资本出发,反而对生息资本采取攻击的态度,这一点,我们以后就会知道。”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6卷第368~376页)

  这是马克思在1864年的认识,以及恩格斯在1894年把马克思的手稿作

为《资本论》第3卷出版时所加的注解。这是有关商品交换、货币、贸易和信用

制度对人类生产力发展作用的认识。这些认识在总体上无论对资本主义社会

还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仍具有现实意义。

  马克思在1877年年底准备着手处理《资本论》第3卷付印中的一些问题,
为此他深入研究了自1864年以来出版的相关书籍,尤其是俄国经济学家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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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考夫曼的著作《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1873年彼得堡版第1卷和1877年

彼得堡版第2卷,意大利经济学家彼得罗·罗塔的著作《银行史》1874年米兰

版。

  马克思在涉及与货币息息相关的贸易发展问题时研究了德国历史学家卡

尔·迪特里希·休耳曼(当马克思1835-1836年在波恩大学完成第一学年的

学习时,休耳曼正担任该校哲学系系主任)的著作:《希腊贸易历史》1839年波

恩版;《十字军征讨结束前的拜占庭贸易史》1808年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版———
该著作获得哥廷根皇家科学院奖;《中世纪德国金融史》1805年柏林版。马克

思在1857年研究了休耳曼的著作《中世纪城市》(1826-1829年波恩版)并在

《资本论》第3卷手稿中用到了它。

二、重读经典的启示

  1.只要有人存在,人就生活在共同体中。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他们一

直在共同(即便看上去不总是这样)开发与自然的关系。这当中最重要的过程

永远是劳动;人(人类)通过劳动使自己与其他生物区别开来。

  2.在共同体中劳动着的人是历史的,因而它必然是我们逻辑的出发点。
仅仅在不到一万年前,即在劳动被分为种植业、畜牧业、手工业,最终还有贸易

业的社会大分工之后,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水平便使得私有制或生产资料所有

权的存在有了可能。也就是说,人类存在过程中的99%是在没有社会阶级、
国家、法律和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存在和发展的;共同体或社会中出现的问题依

靠道德标准来规范。即使在各种形式的私有制存在的一切阶段,即奴隶劳动、
封建劳动以及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在农村和城市运用的一切阶段,人与人之间

的依赖性都在客观上有了进一步的增强。

  3.劳动分工制造出的产品或货物都会在市场上进行交换,它们提高了人

类的生产力。

  4.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货物或使用

价值,我们称之为商品。商品价值的社会实体是抽象的人类劳动。

  5.如果要把不同的使用价值进行交换,就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

价值量的大小,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它所需要的社会平均必要抽象劳动(人的

脑、肌肉、神经、手等的生产耗费)时间来决定的。

  交换或商品的价值在历史上曾有过不同的阶段或形式:

  A.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x量商品A=y量商品B,或x量

商品A值y量商品B(20码麻布=1件上衣,或20码麻布值1件上衣)。这种

交换并不容易(见现在报刊上的交换广告)。所有者不需要某种产品而需要另

一特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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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z量商品A=u量商品B,或=v量商品C,
或=w量商品D等等(20码麻布=1件上衣,或=10磅茶叶,或=40磅咖啡,
或=1夸特小麦,或=2盎司金等等),商品进行相互交换的量的关系会更加稳

定,但仍然存在着商品与商品之间的直接交换。

  C.一般价值形式:1件上衣,10磅茶叶,40磅咖啡,1夸特小麦,2盎司

金,分别与20码麻布进行交换,或者分别相当于20码麻布的价值。渐渐地一

切商品便与具有一般等价物职能(相同的对等价值)的商品进行交换。在某些

地区一般等价物是牛,在其他地区是皮毛制品,在比较多的地区是盐等,这取

决于当地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这种交换形式或价值形式与第一次社会劳动

大分工密切相关,即它是随着劳动被划分为农业和畜牧业而产生的。伴随着

第二次社会劳动大分工,即在手工业从农业和畜牧业中分离出来后,出现了另

一个价值形式。

  D.货币形式:20码麻布,1件上衣,10磅茶叶,40磅咖啡,1夸特小麦分

别与2盎司金交换或分别等于2盎司金的价值。黄金成了货币。货币(大多

是贵金属)的使用价值表现为所有商品的价值,货币成为一般商品。

  6.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货币贮藏、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的职能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一篇)

  7.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类社会及其生产力的发展便与货币息息相

关。随着货币发展起来的是货币贸易(银行、交易所)、信用制度、贸易、对外贸

易、市场以及世界市场。

  8.中世纪的商人绝不是个人主义者;他像他的所有同时代人一样,本质

上是共同体的成员。在农村,占统治地位的是从原始共产主义中生长起来的

马尔克公社。以后的一切同业公会,都是按照马尔克公社的样子建立起来的,
首先是城市的行会,它的规章制度不过是马尔克的规章制度在享有特权的手

工业上而不是在一个有限的土地面积上的应用。马尔克公社是直接从原始共

产主义中生长起来的。整个组织的中心点,是每个成员都同等地分享那些对

全体来说都有保证的特权和利益。从14世纪末起,在德国和葡萄牙的商业公

会———它们被马丁·路德称作“垄断公司”(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

我们第一次遇到了利润和利润率。商人有意识地和自觉地力图使这个利润率

对由威尼斯人、热那亚人、汉撒同盟的人以及荷兰人组成的任何公会的所有参

加者都均等。各个商业团体利润率的均等化是通过竞争来实现的,这只是针

对商业资本而言的一种利润率。产业资本,特别是棉纺织业资本以及所谓的

包买商使价格形成发生了变革,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形成的

开端。资产阶级从15世纪起依靠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中的竞争而

发展了利润率。但资产阶级要是不把这些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
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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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纺纱机、机动织布机和蒸汽锤等需要成百上千的工人进行协作。产品成

了社会的产品;现在工厂所出产的纱、布、金属制品,都是许多工人的共同产

品。(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6卷第1020~1021页)

  9.以下是资本家的世界历史职能———它是从这个阶级的存在方式和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学运动的规律中产生的(即它是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形成

的):他们为了使营利(利润)最大化并避免在竞争中成为最后的被淘汰者,便
竭力利用整个地球,并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而提高生产力(降低劳动费用和工

资),但把战争作为“经常的交往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
卷第26页)。资产阶级在这个意义上逐渐脱离了自身的基础(“资本主义生产

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6卷第278
页]),而为可能的、历史必然性地(不是“自动地”!)过渡到由“联合起来的生

产者”(同上书第928页)组成的较高程度的文明社会奠定了物质基础(社会财

富的丰富“源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20页]),在这个

社会中,经济努力的出发点、基础和目标不再是私人利润的增加,而是有计划、
有效率地满足劳动人民及其后代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即创造出足够

的剩余产品)。

  10.股份公司的资本内在地以社会生产方式为基础,以生产资料和劳动

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它与私人资本相对立,直接地获得了社会资本的形式

(单个资本的直接联合)。它的企业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而表现为社会企业,这
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对私有制资本的扬弃。合作工厂表明,资本家

作为生产职能的执行者已是多余的。

  国际上一般平均利润率的发展与具有相似条件地区的平均相同工资水平

的发展趋势和教育事业(基础知识、专业知识、语言知识、企业主精神和创造力

等)的发展相联系,并与工人、工程师、管理人员日益增长的流动性以及货币量

和其他商品数量直接相关。人类的生存问题只有通过由国际规范的努力才能

解决。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方面的正确认识:“但是,一种历史生

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不是摧毁! ———E.K.],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

的惟一的历史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562页)。
“它[工厂制度的普遍化———E.K.]在使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结合成熟

的同时,也使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和对抗成熟起来,因此也同时使

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同上书第576~577
页)。———“物最终能损害该物自身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

第46卷第478页);人们应该注意到,“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

然以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

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

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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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谈到“货币、信用和世界市场”时人们可以看到,继续并重新利用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理论遗产是十分有益的,而且要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

版的基础上(MEGA2 第4部分第25卷[正在编辑中])加以运用。

  “在新的一年,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

交政策,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
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推动重大热点问题和全球性问

题的妥善解决。”(中国总理温家宝,2008年)

  虚拟资本:“随着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一切资本好像都会增加一

倍,有时甚至增加两倍,因为有各种方式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各种不

同的人手里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这种“货币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

的。全部存款,除了准备金外,只不过是银行家账上的结存款项,但它们从来

不是作为现金保存在那里。如果存款用在转账业务上,它们就会在银行家把

它们贷出以后,对银行家执行资本的职能。银行家彼此之间通过结算的办法,
来互相偿付他们对这种已经不存在的存款的支取凭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第2版第46卷第533~5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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