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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项目(项目批准号:06JJD710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内容提要 马克思的消费理论是非常丰富的,包含消费的分类及实质、适
度消费观、影响消费的因素以及消费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等。基于马克思的

消费理论,本文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消费模型,分析收入分配差距对总体消费水

平的影响。结论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当前拉动消费、促进生产进而克服金

融危机的一个关键所在。
  关键词 消费 生产 收入分配差距 边际消费倾向

  消费虽然是整个社会再生产四环节中的最后一环,但消费的地位和作用

不容忽视。马克思虽然没有对消费进行过系统地研究,但在构建其经济学理

论大厦时,对消费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因而,马克思的消费理论是非常丰富

的。认真研究马克思的消费理论,对于我国拉动内需、促进生产,从而克服金

融危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的消费理论

  消费作为人类生产的最终目的,在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

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认为,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四环节中,虽然生产

环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后三个环节也对生产起着制约或促进的反作用。
即合理的分配、顺畅的交换和适度的消费,将有利于生产的健康持续发展,反
之则反。马克思基于生产消费与个人消费的科学区分,揭示了资本主义消费

的实质,提出了适度消费观,并分析了影响消费的经济制度因素以及消费在社

会再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一)消费的分类及资本主义消费的实质

  为了揭示资本主义消费的本质,马克思首先把消费分为生产消费与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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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然后又把生产消费分为“生产资料消费”与“劳动力消费”,把个人消费分

为资产阶级的个人消费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消费是资本的增值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

中既要消费原材料、燃料、厂房、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也消费劳动者的体力和

脑力,并通过这两种消费的结合而生产出包含剩余价值在内的物质产品。

  就个人消费来看,马克思认为,作为两大对抗阶级的个人消费无论是消费

水平还是消费方式和范围都是截然不同的,但有一点是绝对相同的,即都得服

从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目的。从资产阶级的个人消费来看,它既有追求腐朽

生活、享乐消费的一面,又从根本上服从他们作为人格化的资本追求剩余价值

的目的。“奢侈被列入资本的交际费用。……但是资本家的挥霍仍然和积累

一同增加,一方绝不会妨碍另一方。”①而工人阶级的消费,即工人源于工资的

消费既不能太多以免挤占了剩余价值的份额,又不能消费得太少,以免劳动力

的恢复和再生产出现困难。因而,工人阶级的消费是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

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

(二)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适度消费观

  马克思主张适度消费,既反对禁欲,也反对奢侈浪费。他在论劳动力节约

时的精辟见解反映出了其适度消费观。他认为“真正的经济———节约———是

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可见,决不是禁欲,而是发

展生产力,发展生产的能力,因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

料”。② 也就是说,节约首先是指劳动时间的节约以发展生产力、发展消费资

料的生产,从而提高人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这与禁欲完全是两回事。马

克思在论及相对剩余价值时指出:“要求生产出新的消费,要求在流通内部扩

大消费范围,就像以前(在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时)扩大生产范围一样。第一,要
求扩大现有的消费量;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量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以便造

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③可

见,发展经济就是发展生产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增加新的消费范围与

数量,并创造新的消费需要,这就同时要求消费水平的提高。

  不仅如此,马克思在反对禁欲的同时,也反对超过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搞奢

侈浪费。在马克思看来,“奢侈是自然必要性的对立面。必要的需要就是本身

归结为自然主体的那种个人的需要”④。恩格斯指出:“在一种与人类本性相

称的状态下,……社会应当考虑,靠它所支配的资料能够生产些什么,并根据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68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0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9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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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和广大消费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来确定,应该把生产提高多少或缩减多

少,应该允许生产或限制生产多少奢侈品。”①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消费

观,既反对与人的“自然必要性”相对立的奢侈消费,又反对超过资源禀赋承载

能力的过度生产。这种适度的消费观,不仅有利于社会再生产的发展,符合生

产力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而且也体现了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是现代绿色

消费观念的理论先导与基础,更是马克思理论的当代意义之重要体现。

(三)影响消费的经济制度因素

  影响消费的因素有许多,诸如人们的生活方式、品味偏好、风俗习惯、地理

环境等自然、历史、文化的一系列因素。马克思以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性

为目的,在对消费问题的讨论中,更多地强调了影响消费的制度因素。

  第一,分配制度。分配制度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消费结构与消费水平的

适度与否。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私有制的存在,资本家凭借生产资

料的私人占有,无偿占有由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而工人获得的工资不是劳

动所创造的价值(在做了必要的扣除之后),而是远远小于劳动所创造价值的

劳动力价值。由于这种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即少数

人占有绝大多数收入,而绝大多数人只占有较少的收入,因而,必然造成消费

结构的失衡和社会消费能力的严重不足。

  第二,生产结构。马克思认为,“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结构,分配本

身就是生产的产物”。② 这种“生产决定分配”观点的一个直观层面的含义,就
是生产什么分配什么,生产多少分配多少;每个劳动者生产了多少(产品数量

或价值),就应该据此在总产出中获得相应的收入分配份额。生产决定着消

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已经形成的生产结构,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消费结构。如果产品结构不合理,人们需要的东西生产

得太少,造成供不应求;而不需要的东西却大量生产,导致供过于求,则不仅人

们的现实需求得不到满足,而且还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浪费。

  第三,收入水平。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正相关,它不仅决定着消费者的购

买能力,还影响到消费者的消费预期,这直接影响了现期消费的增长。“工人

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即工人只

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家阶级带来利润的时候才能被雇用。一切真正经济危机

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广大劳动人民的贫困及其他们的有限消费。”③资

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从而不断激化生产无限扩大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6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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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与广大劳动人民有效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进而导致经济危机的

周期性爆发。

  第四,价格。消费品价格的变化对消费的影响是直接而显著的。“从量的

规定性来说,这种需要有很大的伸缩性和变动性。它的固定性是一种假象。
如果生活资料便宜了,或说货币工资提高了,工人就会购买更多的生活资料,
对这些商品就会产生更大的社会需要。”①这就是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某种商品价格降低会使该商品需要量增加。当然不同的消费品其伸缩性

和变动性(即价格的需求弹性)是不一样的。

  第五,储蓄。马克思认为,企业储蓄即资本家积累的源泉是剩余价值,目
的是扩大再生产,实质是在更大的规模上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对剩余价值

的无限量追逐,使资本家更热衷于积累,这无疑会造成社会消费能力相对于生

产的增长会进一步地受到限制。也就是说,如果当前的收入过多地用于积累,
则会削弱当前的社会消费力;而现实的积累又促使生产扩张,从而导致消费能

力相对生产增长的进一步削弱。

(四)消费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拉动作用

  马克思对消费的研究,主要是结合生产、交换和分配三个环节一起来进行

分析的。消费受生产、分配、交换的直接影响,但反过来又对它们具有不可忽

视的反作用。马克思认为:“生产创造出适合需要的对象;分配依照社会规律

把它们分配;交换依照个人需要把已经分配的东西再分配;最后,在消费中,产
品脱离这种社会运动,直接变为个人需要的对象和仆役,被享受而满足个人需

要。因而,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

节。”②可见,消费作为再生产的目的和终点,对社会再生产具有重要的作用。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消费使产品得以最终实现,从而成为现实的产品。正如马克思在《政
治经济学批判》中所指出的:“一条铁路,假如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
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现实地

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不成其为现实的房屋。”③

  二是消费使产品被享受从而满足个人需要。人类生产是为了满足人的需

要。产品生产出来后,只有通过分配和交换环节后进入现实的消费,人们才能

在享用产品的同时满足其物质和文化方面的需要、满足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如果因交换环节不畅而购买不到、或因购买力低而无钱购买、或因产品不适销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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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路而不愿意购买,则会出现一方面产品大量积压,而另一方面人们的需求又

无法得到满足的状况。

  三是消费将不断创造出新的生产需要。“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
作为内心的意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
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①也就是说,消费“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动

机”,成为生产的动力。人们在现实的消费中,总是不断提出更高的消费需求,
在脑海中想象、构思新的消费对象即观念的对象,从而刺激、引导生产以实现

其新的更高层次的需求。

二、收入分配差距对总体消费水平的影响

  收入分配差距是通过影响边际消费倾向而影响消费水平的。

  尽管影响消费量的因素有许多,但为了简化讨论,消费理论通常假定收入

是消费的唯一决定因素。边际消费倾向(MPC)是测度收入变化量引起的消

费变化量的一个概念,或者说是衡量收入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消费的一

个参数。边际消费倾向决定了收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消费的水平。当边际消

费倾向较大时,增长的收入中大多数被用于消费;而边际消费倾向较小时,则
说明消费者倾向把增长的收入投向储蓄。

(一)模型假设与条件

  虽然消费函数中忽略了收入以外的各种因素的影响,但可以认为这些因

素的影响都包括在边际消费倾向中。收入以外的众多因素,共同影响着边际

消费倾向的变化。

  1.消费函数记为C=a+bY(0<b<1)。其中C表示消费,Y表示收入,
参数a表示自主消费,参数b表示边际消费倾向,在函数中体现为消费曲线的

斜率。在上述简化的公式中,边际消费倾向是不变的,但在现实中,边际消费

倾向具有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递减的趋势,称为边际消费倾向的基本心理法则。

  2.现将全体居民按某一收入标准划分为两类群体———高收入群体与低收

入群体;设高收入群体总收入为Y1,边际均消费倾向为b1,低收入群体总收入为

Y2,边际消费倾向为b2,则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有b1<b2;设全体居民

总收入为Y,则有Y=Y1+Y2;设λ=Y1/Y(0<λ<1)为高收入者群体的收入占

总收入的比例。由于λ体现了收入差距的程度,可作为收入差距的度量指标,称
为收入差距系数。另外,不考虑所得税的影响,即总收入等于可支配收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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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及其分析

  1.根据上述假设与条件,总量消费函数为C=C1+C2=(a1+b1Y1)+(a2
+b2Y2)。

  将Y2=Y-Y1 与Y1=λY代入上式,整理有:

  C=(a1+a2)+[(λb1+(1-λ)b2]Y或C=(a1+a2)+[(b1-b2)λ+b2]

Y。

  于是,全体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为b=λb1+(1-λ)b2,由b1<b2 及0<λ
<1,易知b1<λb1+(1-λ)b2<b2。

  2.分析

  1)由C=(a1+a2)+[(b1-b2)λ+b2]Y可知,对于相同的Y,不同的λ取

值会得到不同的C值,即证明消费水平与收入差距有直接的关系。或由b=
λb1+(1-λ)b2 知,边际消费倾向于收入差距也存在直接联系。

  2)对C=(a1+a2)+[(b1-b2)λ+b2]Y两边分别对λ求导,有∂C
∂λ=

(b1-

b2)Y<0,即总消费水平C是关于收入差距系数λ的减函数。于是在收入Y
一定的情况下,总消费水平与收入差距呈反向关系,这意味着收入差距越大,
相应的居民消费总量水平随之下降。或由b=λb1+(1-λ)b2 两边分别对λ

求导,有∂b
∂λ=b1-b2<0

,也反映居民消费倾向与收入差距呈现出负向关系。

  3)∂C∂λ=
(b1-b2)Y式两边分别对Y求导有∂

2C
∂λ∂Y=b1-b2<0

,说明随着

总收入水平的上升,居民总消费水平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负向作用愈加明显,
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的制约作用愈发凸显。

  4)结论:综合以上分析,收入差距扩大会降低居民消费倾向,从而降低居

民总体消费水平;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升,这种反向作用将会更加明

显与严重。

三、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以有效拉动消费

  通过以上马克思消费理论和现代消费模型分析,我们得到了如下启示:缩
小收入分配差距,是当前有效地拉动消费、克服金融危机的关键所在。

  消费就其属性来说,既是生活的,也是生产的。根据马克思的消费理论,
消费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重要环节。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社会再生产过

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消费由生产决定,又反作用于生产,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

终动力。因而,在大力发展生产的同时,必须注重对消费的积极引导和有效推

动。特别是在面临金融危机、消费不足问题凸显的情况下,更应该采取有力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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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大力促进消费,以拉动生产。

  在对待生活消费的问题上,既不能禁欲,也不能过度消费。一方面要通过

发展生产力,扩大消费的范围并提高消费的层次,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奠

定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要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通过调整经济

结构、净化消费市场环境,来优化消费内容和消费结构,以促进生产与消费的

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的新格局形成。

  拉动消费需要整体推进。抑制消费的因素有很多,既有分配制度不完善

的制约,也有收入水平不高的限制;既有价格因素的影响,也有储蓄偏好的作

用;还有自然、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等。因此,要刺激消费,就应全面考虑,
整体促进。既要完善分配制度,实现公平分配,又要不断提高收入水平,使收

入的增长与生产的发展相适应;既要降价促销,又要降低利率;同时还要加大

社会保障的力度,以解除百姓的后顾之忧从而放心地进行当前的消费等。只

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推动消费水平的提升。

  缩小收入差距是当前拉动消费的一个关键所在。收入分配状况通过影响

边际消费倾向而影响消费水平。前面通过对收入分配差距与边际消费倾向关

系的分析表明,总消费水平与收入差距呈反向关系。这意味着收入差距越大,
相应的居民消费总量水平随之下降。而且随着总收入水平的上升,居民总消

费水平对于居民收入差距的负向作用愈加明显,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的制约

作用愈发凸显。因而,当前在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情况下,为提高消费水

平,从容应对金融危机,一个极为关键的有效途径,无疑就是缩小收入分配差

距,降低已接近警戒线的基尼系数。

  总之,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拉动消费需求,不仅有利于促进生产,克服当前

金融危机的困扰,而且完全符合马克思的消费理论和社会公平观,是实现人的

自由而全面发展之终极目标在分配制度上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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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sTheoryofConsumptionandtheCorrection
ofIncomeDisparity

BaiXue-qiu TanZu-kai

  Abstract Marx’stheoryofconsumptionisveryrichincontents,con-
tainingtheclassificationofconsumption,theviewofmoderateconsumption,

factorsthataffectconsumptionandtheeffectitplaysinthesocialreproduc-
tion.BasedonMarx’stheoryofconsumption,adeepanalysisismadeofthe
influenceoftheincomedisparityonoverallconsumptionbymeansofthe
consumptionmodelinmoderneconomics.Itisconcludedthatreversingthe
incomedisparityisakeytopullconsumptionandpromoteproduction,and
thustoplayapositiveroleinmeetingthegrimchallengeofthefinancialcri-
sis.
  Keywords consumption production incomedisparity marginal
propensityofconsume

(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 童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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