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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劳动价值论“三个暗含前提”的质疑

———兼与晏智杰教授商榷

邰丽华

  内容提要 晏智杰教授在近期发表的一些文章和著作中,从劳动价值理

论中归纳出“三个暗含前提”,并就此入手进行分析,得出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
应该用价格论或财富论取而代之的结论。他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前

学术界否定劳动价值论的思潮。笔者通过研究发现,“三个暗含前提”不构成对

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因为这些前提本身就是不成立的。

  关键词 马克思 劳动价值论 三个暗含前提

  为了便于进行理论探讨,首先把晏教授归纳的劳动价值论的“三个暗含前

提”做一简要介绍:

  第一,实物交换,而且是人类历史上最初的原始实物交换。

  晏教授认为,在这种纯粹的实物与实物的交换过程中,货币与资本等都不

存在,更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如果在分析过程中引进货币和资本的因

素,就必然涉及到价格;不仅如此,马克思在分析过程中还把供求的因素给抽

象掉了,一开始就假定商品交换中的供给与需求是一致的,这实际上就是排除

掉供求关系对交换比例或交换价值的决定性作用。而上述的货币、资本、价
格、供求等因素都是接近资本主义现实生活的范畴。

  第二,假定劳动以外的要素都是无偿的。

  晏教授认为,马克思在分析劳动价值理论时,假定除了劳动以外的其他一

切用于交换的对象,如树上的果实、河中的鱼、森林中的野兽、土地上的树木等

都不必付出代价,都可以无偿地获得。交换双方在相互交换各自的商品时,也
不把这些因素作为交换的条件予以考虑。甚至于他在分析中涉及到的一些现

代产品,如麻布、上衣、铁、小麦等也不例外。晏教授提出,马克思之所以在交

换价值的分析中没有土地、资本等要素的地位,目的只有一个,即认为商品的

交换价值只与劳动相关,而与其他生产资料无关。晏教授的言外之意是,马克

思为了避免“将资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引入了交换,从而增加了分析的复

杂性,甚至模糊了问题的本质”而故意不顾事实,抛弃掉生产资料的要素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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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创造中的作用。

  第三,假定生产商品的劳动是简单劳动,如果有复杂劳动,也被认为可以

转化为倍加的简单劳动。

  晏教授认为,在马克思对劳动的理解中,并没有知识和技术的地位,也没

有经营管理的地位,或者至少其中的科技含量甚低,实际上马克思所说的决定

商品价值的劳动只局限于体力劳动,或者说创造商品价值的主体“事实上只是

最低层的体力劳动者,此外别无其他”,脑力劳动、科技劳动、经营管理劳动等

并没有被包括进去,按晏教授本人的说法,“在马克思分析价值论的前提中,马
克思不容许劳动以外要素的存在”①。

  通过上述“三个暗含前提”的揭示,晏教授让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在一定的范围和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成立的,而这些

条件在现实社会中又是不具备的。劳动价值论的“三个暗含前提”与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人类社会早已超越了原始实物交换的阶段,货币在世界范围内被广

泛地、大量地使用,竞争、供求等因素对商品价格的影响显而易见。

  其次,作为生产力的简单三要素之一,人类的活劳动只是物质资料生产过

程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生产的正常开展,还必须投入大量的生产资

料,以物化劳动形式存在的生产资料在现代化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容忽

视的。而且,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不仅商品的数量增加了,其范围也不断扩大,各
种生产资料都是商品,这就决定了它们不能无偿获得,必须要支付一定的代价。

  最后,简单劳动只是劳动的低级形态,单纯依赖简单劳动,生产力水平不

可能得到提高,人类社会更不能发展和进步。而且,马克思对简单劳动的分

析,是他对劳动范畴的一个高度抽象,即使在他所处的时代,人类生产活动也

是以复杂劳动为主的。尤其当人类社会进入到20世纪以后,由于信息化时代

的到来,社会经济发展越来越多地得益于科技进步和现代化的经营管理,脑力

劳动、科技劳动和经营管理劳动在现代社会经济体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

要,为社会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与之相反的是,体力劳动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

越来越小,在社会财富创造过程中的贡献也呈日益下降的趋势。

  既然如此,读者必须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上述劳动价值论的“三个

暗含前提”与社会发展的现实严重不相符,那么,马克思在此前提下得出的结

论有多大的说服力? 继续坚持这一学说有无必要? 还有没有理由进一步深化

和发展它? 或者更直白地说:劳动价值理论是否应该彻底抛弃?

  为了澄清上述疑问,还事实于本来面目,有必要进行深入地研究。笔者将

对劳动价值论的所谓“三个暗含前提”逐条地展开分析。

① 晏智杰.劳动价值学说新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6,3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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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否只适用于

说明简单实物交换的比例决定

  劳动价值论是商品经济的基本理论,它适用于简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

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三个不同的商品经济形态,这个道理在马克思

主义经济理论界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晏教授却得出劳动价值论只适用于简

单实物交换的结论,原因在于他对劳动价值论的错误理解。他把马克思劳动

价值理论的内容只局限于《资本论》第1卷的第一章,是与事实不相符的。马

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全部内容,不仅仅局限于这一部分的论述,而是贯穿于《资
本论》1、2、3卷本、《剩余价值理论》的3个分册、三大经济学手稿以及马克思、
恩格斯的许多其他相关著作中。而晏教授只从《资本论》第1卷第一章的内容

来考察劳动价值论,其观点的偏颇是必然的。

  晏教授得出如此错误结论的另外一个根源,与他不能正确认识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的研究方法有关系。我们知道,马克思是从“1夸特小麦=a担铁”
这一反映实物交换关系的等式出发,逐步揭示商品交换关系的本质以及商品

的价值本质,开始阐述劳动价值理论的。物物交换是马克思分析价值实体时

所做的一个基本假设,他在最初的分析过程中的确没有考虑到货币这一要素,
这是科学抽象法的成功运用。但是,马克思在后来的分析中显然改变了简单

实物交换的假设,逐步由抽象上升到具体,把以前被抽象掉的内容一点点地加

入到研究过程中。《资本论》第1卷第一篇第一章的逻辑顺序就是这样安排

的。在这一章的四节内容中,第一节和第二节探讨商品的二因素和劳动的二

重性,对价值的实体进行分析;第三节从价值的实体出发探讨商品价值形式的

发展,从而揭示出货币的起源和本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商品价格的本

质。晏教授机械地、僵化地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他虽然正确地认识到,
物物交换是马克思分析价值实体时的初始条件,但他却把这一条件作为整个

劳动价值论的前提条件,而没有认识到,随着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研究进程的

发展,物物交换这一初始条件也要不断地发展和变化。

  晏教授在得出简单实物交换是马克思分析劳动价值论的一个“暗含前提”
时,还出现了自相矛盾的错误。他把劳动价值论归结为狭义劳动价值论。且

不说他对狭义劳动价值论的认识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惯常的看

法①,只是根据他所论述的狭义劳动价值论的内容,我们就不难发现其自相矛

①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通常所说的狭义劳动价值论,是指在分析价值的生产、分配、交换时不涉及
剩余价值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或者说是指《资本论》第1卷第一篇的理论内容。而与此相对应
的广义劳动价值论,则是指在分析价值的生产、分配、交换的同时把剩余价值的生产、分配、交换关系也
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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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之处。晏教授对狭义劳动价值理论的内容是这样归纳的:“首先,在对商品

性质的分析中,抽象出了价值这个范畴,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项重要成

果……其次,马克思首创劳动二重性学说,深化了价值源泉的思想……再次,
全面论述了商品的价值形式和货币的起源与本质……最后,建立了商品拜物

教学说,这是对商品价值分析的最深刻的概括。”问题出现了:既然价值形式理

论属于狭义劳动价值论的范畴,而该理论主要揭示了货币的起源和本质,那
么,晏教授如何得出结论,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只限于说明商品交换比例而

不说明价格,如何认定在这种交换中,“没有货币居间”,或者说“货币无论在理

论上还是历史上都还没有登上舞台”①? 因此,如果将价值形式理论作为狭义

劳动价值理论的内容,那么,物物交换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个“暗含前提”
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

二、劳动以外的要素都是无偿的吗?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从来没有否认过除了劳动以外其他物的要素在

商品价值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他批判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实际上批判的

是生产要素价值论,而不是否定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

在他的分析中指出,生产要素质量、性能的好坏以及生产要素的不同组合方式

等都会直接影响生产的结果。与西方经济学家不同的是,马克思始终坚持一

元价值论。他认为,活劳动是商品价值的惟一源泉,体现在劳动资料和劳动对

象上的物化劳动,只是以自身的价值量为限转移旧价值,不会创造新价值。马

克思还十分明确地从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的性质、地位、作用等方面对两者进行

了区分:“惟一与物化劳动相对立的是非物化劳动,活劳动。前者是存在于空

间的劳动,后者是存在于时间中的劳动;前者是过去的劳动,后者是现在的劳

动;前者体现在使用价值中,后者作为人的活动进行着,因而还只处于它物化

的过程中;前者是价值,后者创造价值。”②

  马克思更没有说过这些劳动以外的要素是无偿获得的,不需要支付任何

代价。事实上,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作为生产过程中物的要素,无论是劳动资

料如机器、设备、厂房等,还是作为劳动对象的原材料、燃料和辅助材料等,它
们本身都是商品,都凝结着一定量的价值,它们在生产过程中被正常消耗的部

分,会作为新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其价值要转移到新产品的价值中去。而

且,这部分生产资料转移的价值还要通过商品交换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五章分析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时,强调形成

①
②

晏智杰.劳动价值学说新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9~30,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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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包括活劳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还要包

括在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物化劳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强调资本家非常

关注生产资料是否是在正常情况下被消耗,“他(指资本家———笔者注)不愿意

被盗窃……他不允许不合理地消费原料和劳动资料……因为浪费了的原料或

劳动资料是多耗费的物化劳动量,不能算数,不加入形成价值的产品中。”①晏

教授如何能说在马克思分析价值时,没有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地位,这些

要素即使出现在交换过程中也不需要付出代价呢?

三、生产商品的劳动都是简单劳动,没有知识技术

和经营管理的地位吗?

  晏智杰教授提及的“体力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活动

并没有被包括在创造价值的劳动中去。”这个理解是错误的。马克思以简单劳

动作为形成商品价值的一般人类劳动的计量单位,但不能由此推论说马克思

分析价值时“假定生产商品的劳动是简单劳动……实际所指仍然是单纯的体

力劳动”,更不能说“依据劳动价值论,商品的价值只是劳动创造的,当然也只

是劳动者创造的,这个劳动者,如前所述,事实上只是最低层的体力劳动者,此
外别无其他”②。这一结论是对马克思有关论述的误解,不符合马克思的原

意。

  马克思所说的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包括了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活动。当

然,马克思是撇开生产的社会形式,仅仅从纯粹个人劳动过程的角度来分析生

产劳动,但他并没有把生产劳动单纯地看作是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直接劳动,没
有把生产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等同。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化劳动

过程时,提出了“总体工人”、“结合劳动”等概念,并把工程技术人员和经营管

理人员的劳动作为总体劳动的一部分。他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
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把以脑力

劳动为主和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但是,这
一点并不妨碍物质产品是所有这些人的共同劳动的产品”。③ 他还明确地说

过:在总劳动过程中,“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
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体力劳动者或者做十分简

单的粗工,于是劳动能力的越来越多的职能被列在生产劳动的直接概念

下”④。他在《资本论》第3卷第五篇中谈到社会化的直接生产过程时还指出: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22.
晏智杰.劳动价值学说新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6,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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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的孤

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就像一个乐队要有一

个指挥一样。这是一种生产劳动,是每一种结合的生产方式中必须进行的劳

动。”①很显然,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劳动包含在生产劳动的范畴之中,这种劳

动既参加了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又参加了价值的创造。科学技术和经营管

理劳动不仅属于生产劳动,而且还是劳动生产率特别高的复杂劳动,能创造出

更多的价值和使用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一章分析商品价值量决

定的问题时,曾经谈到了劳动生产力的高低对价值量的影响,他说:“劳动生产

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

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

自然条件。”②而晏教授不顾这些事实,脱离马克思理论的原意,得出的结论不

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极端不负责任的。

  晏智杰不能正确理解简单劳动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分析过程中的地位,
不能正确理解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他更无法想象马克

思的劳动价值论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由体力劳动为主转化为以一

定的脑力劳动为主这样一个客观事实。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对劳动价值论的

论述过程中,对劳动的复杂程度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笔者以为,既然生产商

品的劳动复杂程度各不相同,因而在考察和计量商品的价值时,就必须以某一

种劳动作为出发点或者说是计量标准,而可供选择的只能有两种劳动:简单劳

动和复杂劳动。如果以简单劳动作为计量标准,复杂劳动就要折算为较多的

简单劳动;同样,如果以复杂劳动作为计量标准,简单劳动的商品在计算价值

时就会折合为较少的复杂劳动。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以简单劳动作为商

品价值的计量标准就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没有涉及复杂劳动,同样,也不

能因为以复杂劳动作为标准就从此否认简单劳动的存在。

  从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晏智杰教授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指

责是不成立的,因为所谓价值分析的“三个暗含前提”的说法本身就是不正确

的,反映了他对马克思理论和马克思研究方法的错误理解或故意曲解。表面

上看来,作为一位资深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出现如此低级错误是不应该的。但

是,如果深入思考,我们就会发现,他这样做是为了他的最终结论服务的。所

以,如果我们认同了关于劳动价值论的所谓“三个暗含前提”的说法,就不得不

支持晏教授的如下结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过时的理论,应该彻底抛弃。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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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176  海派经济学 2004卷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25、26、47、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晏智杰.劳动价值学说新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Doubton“ThreeImpliedPrerequisites”
ofLaborValue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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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words Marx LaborValueTheory ThreeImpliedPrerequi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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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