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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几个问题

陈其人

  内容提要 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是原则,不是理论。只要看看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其实行并不是不折不扣按劳动分配,而是有折有

扣的分配,就可以了解原则和理论的区别。将其看成是理论,就存在许多问题。

对“贡献”的解释存在着随意性。有的生产要素有“贡献”,却不参与分配;有的

没有“贡献”,却参与分配。“贡献”要计量准确了,才能进行分配,而“贡献”是无

法准确计量的。其所以不提出理论,而提出原则,是由于讳言我国存在“剥削”。

这是大可不必的。

  关键词 生产要素 原则 理论 剥削

  “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这
里说的是原则,没有说这是理论。但是,经济理论界却有人将其视为理论,并
且认为是我国在分配理论方面的发展,它从本质上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分配关系。原则和理论是有区别的。理论是反映本质的,表述规律的,而规

律是离开人的意志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原则只是一种依据,其具体化还

要视具体情况予以补充和微调。这一点,只要我们将“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

则”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分配的实际做法,加以比

较,就了解得清清楚楚:在社会主义阶段,劳动者分配到的不是“不折不扣的劳

动所得”,而是“有折有扣”的所得。“劳动所得”由于含义模糊,在科学中根本

不应使用。

  由于经济学界有“分配理论”的说法,现在人们一谈起适合于我国生产和

分配的理论时就说: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是生产要素,它们合起来进行生

产,然后按“贡献”参与分配。我认为,将此分配原则说成是由生产决定的分配

理论,就存在需要慎重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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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贡献”解释的随意性

  首先,我认为“贡献”是生活中的用语,不是经济学的范畴,其内容并不确

定,即使由经济学家来解释,随意性也很大。我们不妨看看他们的解释,不仅

不同的人不同,就是同一个人也前后不同。下面是例子:

  陈征说:“复杂劳动往往是简单劳动的多量倍加,能够比简单劳动创造更

多的价值。”这是对的。可是他又说:“根据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复杂劳动应

比简单劳动取得更多的报酬。这种更多的报酬,既包括创造更多的价值的报

酬,也包括贡献较大的报酬。”①前面说的是复杂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这里说

的不同:复杂劳动除了创造更大的价值之外,还有较大的“贡献”,这“贡献”较
大,不知指的什么?

  程恩富、汪桂进说:“当我们使用‘按贡献分配’一词时,只是承认在特定的

经济制度下要素所有者拿出了一定数量的土地、资本等非劳动性质的要素同

劳动力相结合,进而由劳动者运用非劳动生产要素实际创造财富和价值。从

产业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来分析,要素所有者只是在实际生产财富和价值之

前的购买阶段从‘预付’、‘拿出’或‘提供’的意义上‘贡献’了非劳动生产要

素。”②这里说的“贡献”与前面的不同。

  吴宣恭说:“就资本和土地而言,按贡献分配只能理解为,要素的所有者提

供了生产经营必不可少的物质前提,亦即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必不可少的条

件,在为自己牟利的同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可视为一种贡

献,为了激励他们积极和有效地投资,必须通过市场机制,给予这些贡献以相

应的回报。对劳动者而言,他们的贡献在于把自己的劳动力交给企业支配使

用,按贡献分配就是按劳动力的价值实行等价交换。”③你看,同样是“贡献”,
一个要通过市场机制给予回报,这实质上是价值论中的供求论,不能回答供求

关系相同,为什么甲是这个高度,而乙则是另一个高度的问题;另一个则由劳

动力价值决定,非常明确。简言之,对“贡献”的解释,显得牵强和随意。还有

就是:劳动者的贡献明明是他自己的劳动创造的价值,为什么说他的“贡献”是
将自己的劳动力交给企业使用呢? 从对资本、土地和劳动者的“贡献”的解释,
就可以看出,“贡献”一词是生活用语,并不科学,其含义不明确。这就是说,分
配理论要能成立,就应该用科学的经济学范畴来取代“贡献”。这正如工人出

卖“劳动”只是生活用语,不是科学范畴,马克思用劳动力代替劳动一样。

①
②
③

树立尊重劳动的思想观念[N].党史信息报,2003-4-23(3).
程恩富、汪桂进.价值、财富与分配“新四说”[J].经济经纬,2003(5),1-5.
吴宣恭.当代经济研究,2003(12),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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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贡献”却分配和“贡献”却不分配

  其次,只要仔细分析,就可以看出:有的所谓生产要素是没有什么“贡献”
的,却参与分配。相反,有的生产要素有“贡献”,却不参与分配。

  前者例如:一个独立的小农(我国现在也有小农),其生产要素就是劳动、
工具、种子和土地,技术几乎不存在,管理(对人的管理)是不存在的;但是,种
植园就不是这样:除了劳动、种子和土地外,明显多了一个管理(对奴隶的管

理)。美国南北战争前,北部的个体农民经济和南部的种植园经济,就是这样。
当时,从秘密小道逃到北方的原南方奴隶,看到北方的小农生产不需要人监

督,还觉得奇怪啦。对这种情况,马克思有很好的论述:“政治经济学家在拿独

立的农民或独立的手工业者的生产方式同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作比

较时,把这种监督工作算作非生产费用(即不形成价值的费用或劳动———引

者)。”①例如,《奴隶劳力》的作者凯尔恩斯就写道:对劳力的监督,是北美南方

各州奴隶制生产的主要特点,因为北方农民所有者会得到他的土地的全部产

品,所以完全不需要监督。那么,从何看出这种监督劳动没有“贡献”呢? 从一

个劳动力看,种植园奴隶的产量不可能比北部独立生产者的多,这是一;第二,
这时,双方都生产小麦,决定小麦的价值只能有一个规律,这样,南部种植园的

那个生产要素即管理,在价值生产中就显然什么“贡献”也没有。俄国1861年

农奴解放前,农奴对领主缴纳的小麦(地租),法国小农生产的小麦和英国资本

主义农场生产的小麦,在同一个欧洲市场上出售,有相同的社会价值和市场价

格;但是,它们的生产要素显然不同,不同的那部分生产要素显然也没有什么

“贡献”。尽管没有“贡献”,这种监督劳动还是参与分配。

  人们可能说,资本家参加管理,除了监督工人之外,还要组织众多工人进

行劳动,后者是创造价值的:这就是“贡献”。是的,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家这

种劳动的二重性:作为社会劳动的组织者,他同工人一样,或者说是高级劳动

者;作为工人劳动的监督者,他同种植园主一样。但是,马克思也指出,借用别

人的资本办企业的资本家,将管理交给他的代理人,即经理们去替他从事管理

的劳动,经理们得到收入后,资本家仍有收入。作为这种资本家收入的来源的

“贡献”指的是什么呢?

  后者例如,阳光是农业的重要生产要素,其“贡献”可谓大矣,为何不参与

分配? “贡献”在前,分配在后。那么,它“贡献”的部分哪里去了?

  只要想一想这些问题,就会看出上述那种生产和分配理论,是需要改进

的。至少应该看到:参与分配的不是生产要素,而是要素的所有权。

①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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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贡献”如何计量

  再次,计量“贡献”是按“贡献”分配的前提。而计量“贡献”前提是确定“贡
献”的含义:“贡献”了财富,还是“贡献”了价值? 生产要素论者认为是前者(他
们无法回答阳光“贡献”的财富哪里去了的问题),劳动价值论者认为是后者。

  应该指出:认为生产要素合起来贡献的是财富(不是价值),是正确的。这

种思想起源很早。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鼻祖配第1662年就说过:“土地为

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①由于财富是这两者合起来创

造的,就有必要在这两者之间建立等同的关系,使它们可以换算。经过10年

的思考,他说:“必须找出土地和劳动之间的自然等同关系(ANATURAL
PAR),以便价值可以随意‘在二者之一,或者更好是在这二者中’表现出

来。”②他这样换算:2亩地没有人的劳动,长出的青草供在这地上的断了奶的

小牛吃,一年中牛长的肉,可供1个人吃50天,这就是土地的价值,即1年的

地租;1个人在这地上种粮食,一年中收的粮食,可供1个人吃60天,他投入

的是可供吃50天的牛肉,产出的是可供吃60天的粮食,这多出的10天粮食,
就是1个人一年的劳动创造的,即他的工资。这样,土地和工资的价值都是用

若干天的食物来表示的,也是土地和劳动的换算单位。马克思说,这个迷误本

身是天才的。其所以是迷误,因为这两者是不可能换算的,而配第竟然想出换

算的办法。于是马克思认为这迷误是天才的。

  我国一位学者提出“管理贡献可计量论”③。他引用在发达国家流行的人

力资本(区别于货币资本)概念,认为它包括技术和管理两部分;再从会计学的

角度出发,认为对前者的评估较易解决,但没有具体说明;他试图解决的是对

管理的贡献如何量化的问题。他首先排除一些人的看法,这些人认为,企业的

绩效不是一个人的贡献,而是集体智能的结晶,大家都有功劳。他不同意这种

看法。他认为要将个人的贡献剥离开来,而个人的贡献是可以计量的。这有

两种思路。他倾向用会计计量法,因为此法可直接将管理的贡献货币化。他

举例说,如某老总上任时,原企业亏损500万元,经其经营,现盈利300万元,
这一进一出就是800万元。这位老总的贡献,就要根据经济活动分析,看其在

哪些方面起了作用来计量。计算清楚了,他的贡献就货币化了。

  对于这位学者对管理劳动的贡献的量化,我有不同的看法。他对某老总

使一个企业扭亏为盈的分析,事实上就是说,工人还是这些工人,设备还是这

①
②
③

威廉·配第.赋税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71.
威廉·配第.爱尔兰的政治解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58.
蔡鸿德.管理贡献可计量[N].组织人事报,200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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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设备,老总(还有一系列管理人员)一来,就扭亏为盈,可见,新的业绩就是老

总等创造的。这里,我将工人在不同的老总管理下会有不同的劳动积极性这

一问题暂置勿论,只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新办企业,年终一算,盈利500万元,
这时老总等人的管理贡献如何量化? 理论要经得起刨根问底。看来,这种量

化论很难自圆其说。

  最先试图解决上述量化问题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贝兹·克拉克。
他在《财富的分配》中(1899年)认为,在生产三要素中,假定两个要素不变,增
加另一个要素,产量就增加,增加的部分就是该要素生产的,只是由于要素之

间的比例被破坏,增加的要素的产量就递减,边际要素的边际产量就决定该要

素的报酬。他就由此说明工资和利润的决定。土地不能随意增加,地租就不

能由此决定。他就认为土地和劳动共同生产产品,既然劳动的生产率是递减

的,那么由边际劳动的边际产品决定的工资以外的全部产品就是地租。其错

误还是将财富或使用价值看成是价值,以及生产力递减理论。管理贡献可计

量论,从方法看,我认为有着克拉克的影子。

  这种计量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本来是相互结合的因素,偏偏使其拆开,只
增加其中一个因素,其他的不动,这是不合理的。列宁对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

批评,能够说明这里的问题: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是不会增加对土地的投资

的,而技术提高了,投资的产量是会递增的。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拥护者还

说:假如不是递减,那么,就可以在一亩地或实验室里种粮食,就可以养活全地

球的人。列宁认为,这也是形而上学。因为它撇开了许多条件,诸如储存、交
通等。

  李君如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他说:“价值的源泉是劳动,财富的源泉是劳

动和土地、资本、技术、管理等各种生产要素。”因此,“商品是由劳动与各种生

产要素结合在一起创造的。这样,商品社会的分配原则就应该是:按照劳动和

各种要素对商品生产所作出的贡献进行分配。劳动力所有者按劳动投入的多

少获得劳动收入(所得),其他要素所有者按要素投入的多少获得非劳动收入

(所得)。这叫做:各尽其能、各得其所。”①这里将“贡献”解释为“投入”,也就

是“尽其能”。撇开与前面对“贡献”的解释不同,即同样具有随意性这一点不

谈。要素“获得”什么呢? 李君如也承认,劳动是价值的源泉,这样,劳动者“获
得”其劳动贡献的价值,这就是他说的“劳动所得”了,这样,其他生产要素“获
得”的就只能是零了。“获得”财富吗? 各要素不能通约,无法换算为统一的单

位,就不能“得其所”。这个问题,就是英国古典派经济学鼻祖威廉·配第遇到

的问题。

① 李君如.李君如理论随笔[N].文汇报,200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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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96   海派经济学 2004卷

四、不必讳言“剥削”

  此外,我要谈谈“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作为理论,同220多年前斯密

以下的说法非常相似。斯密说:“不论是谁,只要自己的收入来自自己的资源,
他的收入就一定来自他的劳动、资本或土地。来自劳动的收入称为工资。来

自运用资本的收入称为利润。有资本不用,而转借别人,借以取得收入,这种

收入,称为货币的利息或利益。”①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也是同斯密原来的理论

相矛盾的。他原来正确地认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一个独立生产者以其劳动

创造的价值全部归其所有。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产生后,这两种所有权就要

从价值中扣除地租和利润。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这样一来,劳动者就得不

到他创造的全部价值了。可是,斯密认为他应该得到其劳动创造的价值,因为

斯密认为工人出卖的是劳动,而劳动价值就是劳动创造的价值。但是,这样一

来,地租和利润就没有来源了。为了说明其来源,他就只好改口,说什么工资、
地租和利润各有来源。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分配好像同劳动价值理论发生矛

盾,他无法解决,就从劳动价值论者变成要素价值论者或生产费用论者。

  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斯密的巨大功绩也在这里:“他在《国富论》第一

篇各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考察由简单的商品交换和简单商品交换的

价值规律过渡到物质化劳动和活劳动间的交换,过渡到资本和工资雇佣劳动

间的交换,过渡到利润和地租在一般形式上的考察即剩余价值的起源时,他已

经感觉到当中有一个间隙,感觉到这个规律。不管当中有什么中介,并且这个

中介是他所不理解的,结果总会在事实上被扬弃,以多量劳动交换少量劳动

(从劳动者方面看),以少量劳动交换多量劳动(从资本家方面看)的事情总会

发生。他还郑重地指出(这一点曾经使他十分为难),因为有资本的积累和土

地所有权,因为有劳动条件和劳动本身的独立分离,已经有一种新的转向发

生,价值规律好像急转成(就结果说,实际也急转成)了它的正相反对。他理论

上的强点是,他感觉到了这种矛盾,并且强调指出了这种矛盾,他理论上的弱

点是,这种矛盾,竟然使他对一般的规律,甚至在简单商品交换的场合,都失去

信心,并且看不出为什么这种矛盾会由如下的事实发生出来:劳动力本身也成

了一种商品,并且就这种特别的商品来说,它的使用价值,一种和它的交换价

值完全不同的东西,恰好就是创造交换价值的能力。”②这引文虽长,却十分重

要。就是说:物化在工资中的劳动是少量的,而工人支出的劳动则是多于它

的,这正是价值增值,即剩余价值产生的的秘密。其后从萨伊开始的要素价值

①
②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47.
剩余价值学说史[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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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第2辑 陈其人:关于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几个问题 97   

论者反对的正是这一点。

  这就是说,只要斯密认识到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劳动创造

价值,劳动没有价值,“劳动价值”是一个虚假的范畴,工资不是“劳动价值”,而
是劳动力价值转化的形态;斯密如果能认识这些,就能解决问题。马克思就是

这样。

  最后,我想探讨一下我们提出的只是分配原则,而非分配理论的原因。这

里的按“贡献”分配包含着各种收入是各该生产要素自己创造的这样的思想。
前面的分析,说明“贡献”一词是很不科学的,它的出现和使用,是不得已的事

情。作为处理问题的原则,这是可以的。其所以认为只是原则,我初步认为,
是由于我们讳言在我国存在“剥削”。因为我们现在的分配规律和资本主义的

分配规律,实质上没有区别,而我们一直认为资本主义是存在剥削的。这就

是:在市场上购买到一种劳动力,使用时,使它支出的活劳动大于它本身包含

的已经物质化的劳动;活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即管理劳动的一面

和全部科技劳动)创造价值,这种价值在质上划分为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
前者转化为工资,后者转化为利润;由于竞争,特殊利润率就转化为平均利润

率,平均利润再在量上分解为企业收入和利息,前者成为经营资本家的收入,
后者成为货币(或财产)资本家的收入,农业资本家收入的差额转化为级差地

租,农业资本家收入大于工业资本家收入的差额转化为绝对地租。这里,经济

规律清清楚楚,发挥作用已经几百年。这种理论完全可以说明我们现在的分

配问题。但是,这样一来,就要承认在我们的社会里还存在剥削,因为资本主

义也存在剥削。由于我们讳言“剥削”,就将各种收入都说成是各自带来这些

收入的生产要素的“贡献”,但又不能说清“贡献”的为何物,怎样计量。

  其实,讳言剥削是大可不必的。因为我们经济落后,就有必要利用资本主

义用以发展经济,资本主义当然存在剥削,但那是文明的、能促进生产发展的

剥削。马克思说得多清楚、多透彻啊。他说:“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

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

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社会的各种要素的创

造。因此,资本一方面会导致这样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上的一部

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和精神

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灭;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

出物质手段和萌芽……”①

  新中国成立及其以后一段时期,之所以消灭封建的土地制度和作为一个

阶级消灭地主,并不是由于这一制度和地主阶级存在着剥削,而是由于它已经

变成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当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时,当地主代替奴隶主

①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25~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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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如果能够这样根据历史唯物论说明社会发展规律,
就可以放心地使用剥削概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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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DistributingAccordingtotheContribution
ofFactorsofProduction

ChenQi-ren

  Abstract Distributingaccordingtothe“contribution”offactorsofproductionisnota
theorybutaprinciple.Wecantellthedifferencebetweenprincipleandtheoryjustfromthe
socialistprincipleof“distributingaccordingtolabor”whoseimplementationisnotstrictly
accordingtolabor.Regardingitasatheoryisproblematical.Theexplanationof“contribu-
tion”isoptional.Sometimesfactorsofproductiongaindistributionbecauseithasa“contri-
bution”butsometimesithasn’t. Distributioncandonewhen“contribution”isexactly
calculated,whichisimpossible.Itisunnecessarytomentionprincipleinsteadoftheory
becauseofdaringnottospeakuptheexistenceof“exploitation”inourcountry.
  Keywords FactorsofProduction Principle Theory Explo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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