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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马克思在李嘉图放弃了价值规律等价交换要求的世界市场

上,从强度大的国别劳动可以交换到强度小的国别更多的劳动量、从生产效率

高的国别劳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实现更多的价值、从货币的相对价值在发达国

家低而在不发达国家高这样三个方面,论述了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的作用变

化。马克思一百多年前所论述的这三大作用变化,对今天世界经济中的许多现

实问题,仍然有令人叹服的说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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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在1858年8月到1859年1月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

提出:“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

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①。但是天年有限,马克思生前来不及完成

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的上述六项研究内容。有关最后两项内容 “对
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零星论述,散见于他著述的各处,不成系统。难怪后

来的研究者们对马克思多次提到过的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的作用变化,未
去系统地挖掘其深刻的含义。本文的研究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

二十章讨论“工资的国民差异”时,指出了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应用于各国

劳动价值的计量中,要发生三个方面的作用变化:一是发达国家强度大的劳动

可以比不发达国家强度小的劳动在同一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二是发达

国家效率高的劳动也可以被算作是强度大的劳动从而在同一劳动时间内创造

出更多的价值;三是货币的相对价值在发达国家低而在不发达国家高。本文

惊奇地发现,马克思这三层含义的诠释对当前国际交换中的许多实际情况,具
有很强的说服力。

  下文先交代最早提出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发生变化的李嘉图最终是怎

么样放弃价值规律等价交换的要求的;再详细阐述马克思是怎么样坚持从价

值的外延和内涵两个方面,来分析国与国之间所发生的不同于一国之内的价

值交换的;最后联系今天国际经济中的现实情况,来说明马克思三大作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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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意义。

一、李嘉图认为世界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与国内不一样

  一国之内价值规律等价交换的法则在世界市场上不再起支配作用,这个

观点是李嘉图提出来的。李嘉图在他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

理》第七章“论对外贸易”中写道:“支配一个国家中商品相对价值的法则不能

支配两个或更多国家间互相交换的商品的相对价值”①。李嘉图之所以得出这

样的结论,是因为他在说明葡萄牙和英国按比较优势的交换对两国均有利这

个著名的比较优势原理时,遇到了一个两难问题:要么是放弃国际间价值规律

等价交换的法则来维护比较优势原理;要么相反,坚持国际间的等价交换要

求,但是比较优势原理却无法自圆其说。李嘉图的决定是放弃前者,即价值规

律在国际上也要求等价交换的法则,由此写下了上面我们引用的一句话。

  让我们再深入了解一下促使李嘉图放弃国际间等价交换法则的是一个怎

么样的两难问题。根据《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七章“论对外贸易”中李嘉

图给出的葡萄牙和英国交换前的生产模式,葡萄牙是用80个人一年的劳动生

产了一单位的酒,用90人一年的劳动生产了一单位的毛呢,显然,在李嘉图的

分析模式中,葡萄牙是一个发达国家,它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都占有成本低的

优势;而英国作为一个不发达国家这两种商品的生产成本都高于葡萄牙,英国

用120人一年的劳动生产了一单位的酒,用100人一年的劳动生产了一单位

的毛呢。李嘉图要说明的是,葡萄牙与其两种商品都自己生产,不如在两种成

本低的商品中去选择一种成本更加低的酒进行生产,然后拿来与英国的毛呢

交换,“因为由此可以从英国换得更多的毛呢”。② 而英国,尽管两种商品的生

产成本均高于葡萄牙,但它也可以在两种商品中去选择一种成本差距小一点

的毛呢进行生产并向葡萄牙出口,以交换自己放弃生产的酒。也就是说,英国

会“发现对自己有利的办法是输出毛呢以输入葡萄酒”。③ 这就是根据李嘉图

倡导的比较优势原理形成的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模式。在国际市场上一单位

酒可以和一单位毛呢进行交换的假定下④,现在发生的国际交换是葡萄牙一

单位的酒与英国一单位的毛呢在进行交换。在国内问题的分析中一直坚持价

值规律等价交换法则的李嘉图写到这里,突然意识到国际市场上葡萄牙一单

位酒和英国一单位毛呢交换的背后,是葡萄牙80人一年的劳动在和英国100

①
②
③
④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国际市场上酒与毛呢的交换比例应当是多少,是李嘉图后来的学者例如约翰·斯图亚特·穆

勒开始注意研究的问题,后者在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第三篇中对此有详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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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年的劳动进行交换。这种交换,显然与价值规律等价交换的法则相悖。
就这样,李嘉图陷入了痛苦的两难之中:他要么放弃等价交换的要求,让自己

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七章“论对外贸易”主要想说明的比较优势原理

可以被接受;要么否定自己的比较优势原理,坚持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等价

交换的法则不变。

  李嘉图的决定是放弃前者,“葡萄牙用多少酒来交换英国的毛呢,不是由

各自生产上所用的劳动量决定的,情形不像两种商品都在英国或都在葡萄牙

生产那样”。① 李嘉图在国际交换中放弃了价值规律等价交换的法则,拿起的

是货币数量论,他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七章“论对外贸易”的后半章

中,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说明,与商品进出口反方向流动的金银货币在两国的数

量变化,是怎么样改变两国两种商品的价格的,这种改变,一直持续到按比较

优势决定的分工和贸易得以发生。②

  李嘉图所放弃的,正是马克思所要坚持的。马克思尽管没有专文来讨论

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的等价交换法则,但是他试图从价值实体的内涵(劳动

的强度)和外延(劳动的时间)两个方面,以及内涵外延两方面的相互转化来说

明,强度大的国别劳动可以算作更多的外延量。因此,在世界市场上,各国国

内“平均的劳动强度在不同的国家仍然是不同的,因而,会使价值规律在不同

国家的工作日的应用上有所变化。一个国家的强度较大的工作日,比另一个

国家的强度较小的工作日,表现出更大的货币额”。③

  可见,马克思所说是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的“应用”,指的是计算国别劳

动时间上的应用;马克思所说的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应用时所发生的“作用

变化”,指的是世界市场上国别劳动强度等内涵量的不同,改变了一国之内只

有一个中等的平均的劳动强度作为标准来计量价值的情况。下面让我们来看

看马克思是怎么样来详细论述价值规律这个 “应用”上的“作用变化”的。

二、马克思认为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

   的作用发生了三大变化

  在研读了马克思散见于各处的相关论述,特别是反复探讨了《资本论》第
一卷第二十章讨论“工资的国民差异”时多次提到的作用变化的含义,结合马

克思对李嘉图上述观点的批判,本文认为,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上价值规律的

作用,发生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变化。

①
②

③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由于本文的主旨不是去评论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因此这里不去深入讨论李嘉图所说的按比

较优势的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在怎么样的两国货币分配情况下才得以发生。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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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发达国家强度大的劳动可以比不发达国家强度小的劳动在同一劳动

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章中,马克思认为,与一个国家内只有一个中等

强度的劳动所不同,世界市场上,由于各个国家的发达程度不一样,这些国家

的中等劳动强度也不一样,从高到低排列起来会像一个阶梯一样。那么国际

交换中按照哪个国家的中等劳动强度来作为价值的计量标准呢? 马克思提出

了“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① 根据我们对上下文的理解,世界劳动的平均单

位不是一个数量单位,而是一个质量单位。世界市场上发生的一切国际交换,
因为国别劳动的强度参差不齐,需要先统一折算成作为国际强度标准的世界

劳动的平均单位后,才进行换算。发达国家强度大的国别劳动,②可以折算成

数量更多的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而不发达国家劳动强度小的国别劳动,只能

折算成数量较少的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这样,对发达国家来说,它那比重较

高或者强度较大的国别劳动,会比强度较小的国家,在相同的劳动时间内,创
造出更多的价值。马克思对世界市场上发生的交换有过这样的具体论述:“国
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

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因此,强度较

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而
这又表现为更多的货币”。③

  在这样的阐述中,马克思充分运用了自己的辩证法,把劳动强度这个质量

概念的内涵,转化成了劳动时间这个数量概念的外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一卷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中特别提到,“现在,计量劳动时间的,除了它的

‘外延量’以外,还有它的密度”。④ 在为这句话加的脚注(157)中,马克思强调

了机器大工业中不同生产部门劳动强度上的区别,认为劳动的内涵量和外延

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换算。⑤ 在讲清楚了一国之内劳动的内涵和外延之

间的关系后,马克思的视线转到了国际上,他明确指出,在国际市场上,各国强

度不同的劳动同样可以换算成不同数量的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劳动的内涵

同样可以转化成不同的外延:“价值规律在不同国家的工作日的应用上有所变

化。一个国家强度较大的工作日,比另一个国家的强度较小的工作日,表现为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马克思这里说的劳动强度,不一定指体力劳动的强度,对发达国家来说,更经常发生的情况是

脑力劳动的强度比其他国家高———本文作者加注。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这里的密度,是马克思对劳动强度的另一个提法。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中共中央

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5,449.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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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货币额”。① 马克思进一步认为,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的这种作用变

化,使得强度大的富裕国家可以剥削强度小的贫穷国家:“不同国家的工作日

相互间的比例,可能像一个国家内熟练的、复杂的劳动同不熟练的、简单的劳

动的比例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富有的国家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② 可

见,在马克思看来,强度大的发达国家的劳动,按照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变

化了的作用,可以交换到更多的强度小的不发达国家的劳动,或者说富裕国家

剥削贫穷国家。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发达国家比不发达国家更

加热衷于国际贸易的重要原因,因为它们可以用少量的国别劳动所生产的少

量商品,交换到不发达国家大量劳动所生产的大量商品。

  (二)发达国家效率高的劳动也可被算作是强度大的劳动从而在同一劳动

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马克思在上面一层分析之后,进一步指出,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的作用

变化,还会特别有利于劳动生产率高的发达国家。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非常

有利于生产效率高的发达国家的情况,“只要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

而被迫把它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生产效率

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③ 注意,马克思在

这里用了“算作”两个字。马克思的本意是说,从价值实现来说,强度大的国民

劳动在用“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计量时,理所当然地应当折算为更多的国际

价值;④但是,劳动生产率高的国民劳动,在同一劳动时间内,其劳动的外延即

劳动时间,其内含即劳动的强度,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只不过现在这同一劳

动时间,因为劳动生产效率高而物化在更多的产品数量内。如果发达国家和

不发达国家生产的是同一种商品,那么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高的商品,其单位

价值一定低于国际价值,而不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低的商品,其单位价值一定

高于国际价值。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单个商品较少的价值可以实现为较多的

国际价值。假定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销售价格没有变化,则发达国家同一劳

动时间所生产的更多商品,因为每个商品都可以实现为更多的国际价值,其全

部商品当然可以换到更多的货币,这“相当于”或者“算作”是更多价值的创造。
这样获得的更多的国际价值,当然有利于发达国家的财富增加,有利于它们国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6卷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这里,马克思没有交代商品的国际价值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根据马克思对一国国内市场上

交换的商品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价值的分析,完全可以这样来推断,国际市场上交换的商品也
应当按照国际社会的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价值。前面已经说过,一国之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按该国
统一的中等劳动强度表示的时间数量。在世界市场上,国际社会的必要劳动时间应当是按世界劳动的
平均单位这个统一的强度来表示的时间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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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利润率的提高:因为发达国家“这里是和生产条件较为不利的其他国家所生

产的商品进行竞争,所以,比较发达的国家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
虽然比它的竞争国卖得便宜。只要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劳动在这里作为比重较

高的劳动来实现,利润率就会提高”。①

  可见,在马克思的心目中,劳动强度大的国民劳动是直接创造更多的国际

价值;而生产效率高的国民劳动,“作为”或者 “算作”更多国际价值的创造。
发达国家国民劳动的这样两种情况,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十四章讨论

对利润率下降趋势“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中,被称之为“质量较高的劳动”。
马克思认为,强度大而效率高的国民劳动,是发达国家从事对外贸易获得高利

润的源泉,因为,在发达国家里,“这种劳动没有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支付

报酬,却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出售”。②

(三)货币的相对价值在发达国家低而在不发达国家高

  马克思在上述两层分析之后,进一步提出了货币的相对价值在发达国家

里小而在不发达国家里大的论断。马克思的这个论断是通过以下两步说明得

出来的。第一步,如前所述,马克思认为与不发达国家一样生产同一商品的发

达国家的同一劳动时间,因为上述分析的劳动强度大或者生产率高,可以生产

出更多的价值,用货币来表现时会有更多的货币额。马克思这第一步说明的

原话是,“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
就越超过国际水平。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

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从而表现为不同的价格,即表现为按各自的国际

价值而不同的货币额”。③ 第二步,马克思的说明是,正因为发达国家同一劳

动时间可以表现为更多的货币额,因此单位货币所代表的劳动时间,在发达国

家里就少。马克思用“货币的相对价值”这个概念来表示单位货币所代表的国

别劳动时间,并由此认为“货币的相对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发达的国家

里,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太发达的国家里要小”。④

  这里我们要补充说明的是,马克思提出的货币的相对价值在发达国家里

小而在不发达国家里大的这个论断,是被用来说明不同国家工资的国民差异

的。马克思要说明的是发达国家的名义工资一定比不发达国家要高,但是实

际工资不一定也是这样。而且,发达国家里高的名义工资,不一定表示这些国

家里相对的劳动价格也高。所谓“相对的劳动价格”,马克思指的是“同剩余价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马克思.资本论[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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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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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和产品价值相比较的劳动价格”。① 马克思认为,尽管发达国家里用日工资

或周工资来表示的名义工资高,但是在与工人所创造的产品价值和剩余价值

比较之后,那里的劳动的相对价格却比不发达国家里的劳动的相对价格低,因
为发达国家里同一劳动时间如前所述,由于劳动强度大或生产效率的高,可以

创造出更多的产品价值和剩余价值。与这些更多的产品价值和剩余价值相

比,发达国家高的名义工资,也只是一个低的“相对的劳动价格”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归纳一下马克思所阐述的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所发

生的三大作用变化:“发达国家强度大的劳动在同一时间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价

值”、“发达国家生产效率高的劳动在同一时间内也相当于或算作是创造出了更

多的价值”、但是“货币的相对价值在发达国家里却比不发达国家里要小”。

三、马克思论述的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

 作用变化的现实意义

  明白了马克思所阐述的发达国家强度大的劳动可以比不发达国家创造出

更多价值的原理,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当代的中美贸易之间,美国的一

架波音飞机可以交换我国生产的7亿件衬衫了。如前文中我们在脚注中所指

出的那样,发达国家的劳动强度更多地是指脑力智力方面的劳动强度。美国

社会得益于人力资本的充足,因此在研究开发、设计创新方面表现出来的劳动

强度,可能不是一般地超过“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多少倍,可能是多得多的倍

数。而不发达国家出口商品生产中即使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

可能只被当成是一种强度小的劳动,只能换算成少量的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
发达国家的一单位劳动究竟能交换多少不发达国家的劳动,需要实证研究来

解决。我们可以另外写实证方面的文章来探索这个问题,但在这里可以指出

大致的分析思路:先找到发达国家一小时劳动生产的某商品数量交换到不发

达国家多少其他商品数量的交换比率,再去探寻不发达国家生产这些商品花

了多少劳动时间,最后得出发达国家一小时劳动强度大的劳动,到底交换到了

不发达国家多少小时强度低的劳动。

  明白了发达国家效率高的劳动可以像强度大的劳动一样可以在同一时间

内创造出更多价值的原理,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今天中国的出口商品只

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中具有竞争优势,而在技术密集型的生产中不具备优势

了。在劳动力的使用效率是主要的产品生产效率的场合下,中国训练有素的

劳动力具有足够的竞争优势。我国这些产品在生产中因为效率高而国别价值

小,在世界市场上可以像强度大的国别劳动一样实现为更多的国际价值,这自

①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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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利于这些产业的竞争和发展。但是当生产效率主要决定于技术的场合,
中国技术要素的缺乏和效率的低下,决定了整个产品生产效率的低下。即使

勉强生产并出口这样的产品,其较大的国别价值耗费也只实现为少量的国际

价值,亏损与被淘汰是在所难免的。今天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也能够用马克

思近一个半世纪前的分析来说明:中国之所以只在劳动密集型商品的生产中

有竞争优势,是因为劳动密集型商品生产中我们的生产效率高,不但单个产品

的价值低于国际价值,而且同一劳动时间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来。与中国

的情况相反的是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其高素质的劳动在产品设计、技术创

新这样的行业中生产效率特别高,这样一单位的国别劳动虽然强度不一定高,
但同样可以算作是强度大的劳动那样,创造出更多的国际价值来!

  明白了货币的相对价值在发达国家低而在不发达国家高的原理,就不难

理解为什么发达国家愿意到不发达国家来进行直接投资了。因为发达国家一

单位的货币,换算成可以通行的国际货币以后,可以在不发达国家购买到更多

的劳动时间。当前产业链的跨国延伸告诉我们,发达国家主要是把生产环节

中需要大量劳动的工序和生产环节拿到不发达国家来进行,这就是为什么加

工贸易在今天的中国和其他不发达国家里如此地盛行。在这些需要大量劳动

时间的工序和生产环节中,发达国家在不发达国家付出的等量货币,可以购买

到比它们国内所购买到的更多的劳动。而不发达国家充分的劳动力供应,决
定了那里的名义工资不会很快地提高。情况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

二十章中所述的那样,发达国家的名义工资高而不发达国家的名义工资低。
然后,发达国家不一定会把那些研究开发和设计创新的工序和环节也转移到

不发达国家来,因为那里货币的相对价值虽然高,但是技术要素的缺乏和效率

的低下,会抵消不发达国家的这些优势。美国的微软公司把一些软件的设计

和程序编写拿到中国来,是一个例外。因为这些软件的生产和程序的编写中,
主要的生产要素不是别的,恰恰是劳动者,当然,不是普通劳动者,而是智力劳

动者。在中国,这样的程序编写人员有足够高的智商,名义工资又比美国低,
再加上效率的提高,使得中国在微软公司的全球生产布局上占据了重要的一

席之地,北京也成为微软在美国本土之外开设的第一个海外研究基地。实际

上,这种软件编写,这也是一种加工贸易,所不同的,其加工对象不是有形的物

质产品而是无形的程序。微软公司的这种离岸服务外包,实际上从两个方面

印证了马克思所说的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的作用变化:一是等量的货币可

以在中国购买到更多的国别劳动;二是中国软件编写人员更高的生产效率可

以“算作”是创造出更多的国际价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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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和后续研究

  由于马克思生前没有来得及对世界市场、国际贸易、国际价值这些问题进

行系统的专门的研究,上述他分析的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发生的作用变化,
散见于他著述的各处,系统性不太强。经过我们的挖掘整理,本文得出了这样

三点重要的作用变化:(1)各国强度不等的国别劳动按统一的世界劳动的平均

单位计量时,强度大的国别劳动经过换算,可以比强度小的国别劳动在同一时

间内创造出更多的价值;(2)劳动生产效率高的国别劳动,通过出售同一劳动

时间内所生产出来的更多商品,会像强度大的劳动那样,让同一劳动时间实现

为更多的国际价值;(3)货币的相对价值在发达国家低而在不发达国家高。马

克思的这三点作用变化,是在李嘉图放弃努力的地方,继续前进的结果,他重

新解释了国际交换中价值规律等价交换的要求,坚持了劳动价值论。可惜的

是,他的论述分散而不成系统

  马克思所论述的这三点作用变化,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仍然可以很

好地用来解释国与国之间的交换与投资。

  作为后续研究,一是可以从实证方面去检验马克思所说的这三大作用变

化是不是存在,在多大程度上存在。例如可以用1美元或1欧元能购买到的

不同国家工人的劳动时间,来看看货币的相对价值在发达国家是不是小? 在

不发达国家是不是大? 又如,可以检验生产同一产品但是生产效率不一样的

不同国家,其工人一小时所创造的国际价值是不是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有差

别? 再如,可以检验劳动强度大的发达国家与强度低的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产

品交换比例,或者贸易条件,有没有随着两者之间的强度差异变化而变化?

  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后续研究,是去继续搜索马克思全部著述中的相关

内容,串连起来,加以整理。本文只是这方面的一个非常初步的努力。如果后

续的理论研究能够形成马克思更加完整系统的国际经济理论,那么用当代经

济学的分析手段来加以表述和发展,也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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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sTheoryonThreeFunctionalChangesthat
theLawofValueWillTakePlaceinUniversalMarket①

ZhuZhong-di

  Abstract FollowingDavidRicardo’sfailedeffortstoexplaintheequal
valueexchangerequirementbytheLawofValueintheuniversalmarket,

MarxexplainedthefunctionalchangesoftheLawofValueinthatmarket
fromthreedifferentaspects.Firstly,oneunitofmoreintensenationallabor
canexchangemoreunitsoflabortimefromotherlessintensenationallabor;

secondly,oneunitofnationallaborwithhigherproductiveefficiencycanre-
alizemorevalue;thirdly,therelativevalueofmoneyislowerindeveloped
nationsthanthatinlessdevelopednations.TheillustrationmadebyMarx
overonehundredyearsagoonthesethreemodifiedfunctionfortheLawof
Valueisstillveryconvincinginaddressingmanypracticalissuesofcurrent
worldmarket.
  Keywords Thelawofvalue Universalmarket Exchangeatequal
value Functionalchange

① ThispaperistheintermediateresultofStudyontheEffectsofTradePolicyonDomesticIn-
come,aresearchprojectofMunicipalKeyResearchBaseoftheShanghaiCollegesHumanitiesandSo-
cialSciences,InternationalEconomicsandTradeResearchInstituteofShanghaiInstituteofForeign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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