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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劳动是最基本的经济学范

畴。在本文中,我们提出了以下全新的观点:

  1.马克思有两个生产劳动定义:第一个生产劳动定义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下生产资本的劳动,也即资本主义劳动;第二个生产劳动定义是在资本主义

物质产品生产领域生产资本的劳动,也即物质产品生产领域中的资本主义劳

动。

  2.马克思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划分的前提和基础是雇佣劳动,无论是

生产劳动还是非生产劳动都是雇佣劳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划分的前提和

基础是劳动的买卖而不是产品的买卖。

  3.马克思没有提出所谓的“一般生产劳动”范畴,我们对于马克思生产劳动

理论的多年误解都是源于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误读。

  关键词 第一种生产劳动 第二种生产劳动 雇佣劳动 一般生产劳动

  生产劳动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这一伟大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这一理论在他的整个经济理论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劳动如同剩余价值一样,是最基本的经济学范畴。围绕

生产劳动理论,我国学术界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进行过极其

热烈的讨论,当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应该如何划分上,主要

形成了所谓宽派、中派、窄派等学术派别。在生产劳动问题上,分歧之大,争论

之烈,观点之异,论文之多,都是众多政治经济学问题上所罕见的,致使生产劳

动理论成为国内外经济学界长期讨论和争辩不休的重大理论问题。研究马克

思生产劳动理论的论者,无论是宽派、中派和窄派等都认为:在《资本论》第一

卷中,马克思提出了研究了脱离一切社会关系、适用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所

谓一般生产劳动问题。他们认为,马克思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角度为生产劳动

所下的定义,就是生产劳动一般的定义,这个定义对于任何社会形态都是适用

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一直坚持的传统观点和权威观点。但是,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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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点和权威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这种一直统治政治经济学的错误观点导

致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对于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的长期的、重大的误

解以及多年来没完没了、但又没有结果的学术争论。这里,我们对于马克思生

产劳动理论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解读和观点,以就教于经济学界同仁。

一、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生产劳动理论的继承和改造

  下面我们重点研究马克思是如何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亚当·斯密的生产劳

动理论的。

(一)马克思在1857~1858年对亚当·斯密生产劳动理论的见解

  在1857~1858年,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的第一个手稿,这些内容被编

辑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中,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研究了亚当·斯

密的生产劳动理论。

  马克思指出:“能够成为资本的对立面的唯一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而且

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即生产劳动)。”①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是与资本对立的、
创造价值的劳动。马克思对于这里的生产劳动概念又作出了进一步的“附带

说明”:“劳动作为满足直接需要的单纯劳役,同资本毫无关系,因为资本寻求

的不是这种劳动。如果有一个资本家为了烤羊肉而让别人替他砍柴,那么不

仅砍柴者对他的关系,而且他对砍柴者的关系都是简单交换的关系。砍柴者

向资本家提供自己的服务,即一种没有使资本增殖反而使资本消费掉的使用

价值;而资本家给砍柴者以另一种货币形式的商品作为报酬。劳动者用来直

接同他人的货币相交换并且被这些人所消费的一切劳役,都是这样。这是收

入的消费,不是资本的消费,而收入本身总是属于简单流通的事情。由于当事

人的一方不是作为资本家同另一方相对立,这种服务者的工作就不能属于生

产劳动的范畴。”②

  与非生产劳动对应的是收入的消费,这是简单流通领域的事情;而与生产

劳动对应的是资本的消费,这是资本生产领域的事情。如果当事人一方作为

消费者同另一方的劳动相对立,这种劳动就属于非生产劳动的范畴;当事人一

方作为资本家同另一方的劳动相对立,这种劳动就属于生产劳动的范畴。

  对于把劳动区别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马克思认为这是亚当·斯密

在政治经济学上的伟大功绩:“亚当·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见解

在本质上是正确的,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是正确的。其他的经济学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28~2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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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对这个见解提出的反驳,要么纯属胡说八道(如施托尔希,更卑鄙的是西尼

耳,等等),他们硬说,任何行动总会产生某种结果,这样他们就把自然意义上

的产品同经济意义上的产品混为一谈了。”①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总是把自然意义上的产品同经济意义上的产品混为一

谈,他们硬说,任何行动总会产生某种结果。自然意义上的产品反映的只是人

的劳动与产品之间的关系,而经济意义上的产品不仅反映了人的劳动与产品

之间的关系,而且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肤浅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总是只见物不见人,资深的经济学家总是在物与物的关系背后看见人与人之

间的经济关系。生产劳动范畴反映的是社会的生产关系,不能脱离具体的生

产关系来谈论生产劳动问题。肤浅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懂得这些道理,他
们从自然意义上来解释生产劳动范畴而不是像马克思那样从经济意义上来解

释生产劳动范畴。

  马克思认为,“什么是生产劳动或非生产劳动,自从亚当·斯密作出这一

区别以来反复争论过多次的这个问题,必须从对资本本身的不同各方的分析

中得出结论。生产劳动只是生产资本的劳动。例如西尼耳先生问道(至少是

有类似的意思),钢琴制造者要算是生产劳动者,而钢琴演奏者倒不算,虽然没

有钢琴演奏者,钢琴也就成了毫无意义的东西,这不是岂有此理吗? 但事实的

确如此。钢琴制造者再生产了资本;钢琴演奏者只是用自己的劳动同收入相

交换。但钢琴演奏者生产了音乐,满足了我们的音乐感,不是也在某种意义上

生产了音乐感吗? 事实上他是这样做了:他的劳动是生产了某种东西;但他的

劳动并不因此就是经济意义上的生产劳动;就像生产了幻觉的疯子的劳动不

是生产劳动一样。劳动只有在它生产了它自己的对立面时才是生产劳动。”②

  虽然钢琴演奏者生产了音乐,满足了我们的音乐感,他的劳动是生产了某

种东西,但他的劳动生产的只是自然意义上的产品而不是经济意义上的产品,
因此他的劳动就不是生产劳动③。

  为了给非生产劳动者辩解,为了把非生产劳动者也解释为某种生产劳动

者,一些经济学家“把所谓非生产劳动者说成是间接生产劳动者。例如,钢琴

演奏者刺激生产;部分地是由于他使我们的个性更加精力充沛,更加生气勃

勃,或者在通常的意义上说,他唤起了新的需要,而为了满足这种需要,就要用

更大的努力来从事直接的物质生产。这种说法已经承认:只有生产资本的劳

动才是生产劳动;因此,没有做到这一点的劳动,无论怎样有用———它也可能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29~2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64.
马克思这里显然假定钢琴演奏者是在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演奏音乐的,在这种情况下,他

的劳动就不是生产劳动。但是,如果他是在资本家雇用他的情况下为资本家进行商业演出,他的劳动
就是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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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对于资本家来说,不是生产劳动,因而是非生产劳动。”①

  这里,马克思明确的指出,只有生产资本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生产(动
词)资本是生产劳动的唯一标志和本质特征。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主要表现在物质生产领域,在非物质生产领域使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还很少,马克思有时是用物质生产指代资本主义生产,有时谈论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时就是在物质生产领域的前提下进行的,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也是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的关键所在。这里,我们就碰到了这

种情况,马克思用直接的物质生产指代物质生产领域的资本主义生产。

  另一些经济学家说,“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别不应当同生产相联

系,而应当同消费相联系。完全相反。烟草的生产者是生产的,而烟草的消费

是非生产的。为非生产消费进行的生产和为生产消费进行的生产同样都是生

产的;这两种生产总是要以它们生产或再生产资本为条件。因此,马尔萨斯说

得很对:‘生产劳动直接增加自己主人财富的人。’这至少从一方面来看是对

的。但这种说法太抽象,因为这种说法对于奴隶也同样适用。与工人相对的

‘主人的财富’,是与劳动相对的财富形式本身,即资本。生产工人是直接增加

资本的人。”②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别是与生产相联系,而不是与消费相联系的;
它也不是与一般的生产相联系,而是与资本的生产相联系的。马尔萨斯的“生
产劳动者是直接增加自己主人财富的人”的说法明显太一般、太抽象了,因为

它无法区别为奴隶主劳动的人和为资本家劳动的人。与雇佣劳动相对的财富

形式是资本,生产工人就是直接增加资本的人。

  马克思明确指出,“演员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们生产戏剧,而
是因为他们增加自己老板的财富。但是,进行的是何种劳动,从而劳动以什么

形式物化,———这对这种关系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从以后的观点来看,这又不

是无关紧要的。”③。

  这里,实际上马克思已经暗示了他的两种生产劳动概念,一个是与劳动的

物质规定性完全无关、完全是由劳动的社会规定性决定的第一种生产劳动概

念,例如这里的演员只要增加着他们老板的财富,他们就是生产劳动者;另一

个是由劳动的物质规定性和社会规定性共同决定的第二种生产劳动概念,这
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但是从以后的观点来看,这又不是无关紧要的”的含义,关
于第二种生产劳动是什么,我们下面会看到马克思的定义。

  马克思按照他当时的了解和认识,对亚当·斯密的生产劳动理论做了如

下的评论:“亚当·斯密把劳动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是有道理的。而布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6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64~26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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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第28辑 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新论 65   

鲁姆男爵对此的穷极无聊的嘲弄,萨伊、施托尔希、麦克库洛赫等人的一本正

经的反驳,都无济于事。亚当·斯密的缺点只是多少过于草率地把劳动的物

化理解为劳动固定在某种可以捉摸的物品中。但是,这在他那里是次要的事

情,只是表达不当。”①

  因此,在马克思眼里,亚当·斯密的生产劳动理论的缺点和不足就是“多
少过于草率地把劳动的物化理解为劳动固定在某种可以捉摸的物品中”。看

来,马克思只需改正亚当·斯密的这个错误就可以完善生产劳动理论了。事

实也确实如此!

(二)马克思在1861~1863年对亚当·斯密生产劳动理论的看法

  在1861~1863年完成的《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里,马克思用一章的篇幅

专门讨论了生产劳动问题,这就是第四章《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

论》。下面,我们来仔细研究这些论述。

  1.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第一种生产劳动定义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把亚当·斯密关于生产劳动的所谓“正确的定义”归结为如下的定

义:“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意义上说,生产劳动是这样一种雇佣劳动,它同资本

的可变部分(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相交换,不仅把这部分资本(也就是自

己劳动能力的价值)再生产出来,而且,除此之外,还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
仅仅由于这一点,商品或货币才转化为资本,才作为资本生产出来。只有生产

资本的雇佣劳动才是生产劳动。”②

  马克思对这种生产劳动定义大加赞赏:“这里,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给

生产劳动下了定义,亚当·斯密在这里触及了问题的本质,抓住了要领。他的

巨大科学功绩之一(如马尔萨斯正确指出的,斯密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

区分,仍然是全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就在于,他下了生产劳动是直

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这样一个定义,也就是说,他根据这样一种交换来给生产

劳动下定义,只有通过这种交换,劳动的生产条件和一般价值即货币或商品,
才转化为资本(而劳动则转化为科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③

  因此,一方面,这种生产劳动定义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出发的,是从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的,在不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场合,就没有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划分问题。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劳动定义“不是从劳

动的物质规定性(不是从劳动产品的性质,不是从劳动作为具体劳动所固有的

特性)得出来的,而是从一定的社会形式,从这个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生产关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7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6卷.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6卷.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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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得出来的”。①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这种区分本身,“既同劳动独有的

特殊性毫无关系,也同劳动的这种特殊性借以体现的特殊使用价值毫无关系。
在一种情况下劳动同资本交换,在另一种情况下劳动同收入交换。在一种情

况下,劳动转化为资本,并为资本家创造利润;在另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支

出,是花费收入的一个项目。”②

  2.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第二种生产劳动定义的批评和改造

  马克思指出,如果亚当·斯密完全自觉地、始终一贯地坚持他实质上已有

的那种对剩余价值的分析,即认为剩余价值只有在资本同雇佣劳动的交换中

才会创造出来,那么,他就会发现,只有同资本交换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而同

收入本身交换的劳动决不是生产劳动。为了同生产劳动交换,收入必须先转

化为资本。

  但亚当·斯密同时又从片面的传统观点出发,认为生产劳动就是一般直

接生产物质财富的劳动;并且把自己的区分(根据资本同劳动交换还是收入同

劳动交换作出的区分)同这种观点结合起来,所以在他看来,下面这样的定义

是可能的:“同资本交换的那种劳动始终是生产劳动(始终创造物质财富等

等);而同收入交换的那种劳动既可能是生产劳动,也可能是非生产劳动,但
是,花费自己收入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宁愿使用某种直接的非生产劳动,
而不愿使用生产劳动。这里可以看出,亚当·斯密由于把自己的两种区分混

在一起,就把主要的区分大大削弱并冲淡了。”③

  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在研究生产劳动问题时,一方面他提出了生产资

本的劳动是生产劳动这个第一种正确的生产劳动观点,另一方面他又与片面

的传统的生产劳动观点———即生产劳动就是直接生产物质财富的劳动④

———相互妥协。亚当·斯密又提出了把第一种正确的生产劳动观点和片面的

传统的生产劳动观点混合在一起的第二种错误的生产劳动观点。

  马克思分析了亚当·斯密为什么会给生产劳动下第二种定义的经济原

因:“随着资本掌握全部生产,———因而一切商品的生产都是为了出卖,而不是

为了直接消费,劳动生产率也相应地增长,———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之

间的物质差别也就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来,因为前一种人,除极少数以外,将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6卷.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6卷.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6卷.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64~265.
这个片面的传统的生产劳动定义是当时人们的普遍观点,例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穆勒就认

为,所谓生产性劳动,是指产生固定和体现在物体中的效用的劳动,当我们使用生产性这个词时,其含
义便是指生产财富,讲到财富时,指的仅仅是物质财富,生产性劳动指的仅仅是这样的努力,这种努力
产生了体现在物质对象中的效用。与生产性劳动相反,非生产性劳动是指不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无
论多么大规模地或成功地从事这种劳动,它都不会给整个社会和整个世界带来更丰富的物质产品,反
而会使物质产品减少,减少额等于被雇用来从事这种劳动的人消费的物质产品额。(参见穆勒.政治经
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M].商务印书馆,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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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生产商品,而后一种人,也是除极少数以外,将仅仅从事个人服务。因此,
第一种人将生产直接的、物质的、由商品构成的财富,生产一切不是由劳动能

力本身构成的商品。这就是促使亚当·斯密除了作为基本定义的第一种特征

以外,又加上另一些特征的理由之一。”①

  那么,马克思所理解的亚当·斯密的生产劳动的第二个见解到底是什么

呢? 亚当·斯密的生产劳动的第二个见解实际上是一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条件下生产物质财富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这显然是亚当·斯密的生产劳动

的第一个见解和生产劳动的传统的、片面的见解的一个没有原则的混合。这

就完全丢弃了生产剩余价值这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按照亚当·斯密

的生产劳动的第二个见解,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雇佣工人只要把相当

于他们工资部分的价值加到物质财富(物质产品)中去,他们的劳动就是生产

劳动。这就是亚当·斯密的第二种生产劳动的确切定义。

  亚当·斯密的第二种生产劳动的确切含义,我们也可以通过马克思对庸

俗经济学家生产劳动理论的批判来得到进一步的验证。马克思指出,资产阶

级政治经济学家对亚当·斯密生产劳动的反对主要集中在生产劳动的第二种

解释上。“亚当·斯密的反对者无视他的第一种解释即符合问题本质的解释,
而抓住第二种解释,并强调这里不可避免的矛盾和不一贯的地方。而且他们

把注意力集中在劳动的物质内容,特别是集中在劳动必须固定在一个比较耐

久的产品中那个定义,用这个办法为自己的论战制造方便。”②

  这里“比较耐久的产品”也就是亚当·斯密生产劳动的第二种解释中的商

品,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那样,亚当·斯密对于商品等概念有一种偏颇的理

解,他把耐久性等作为判断是否构成商品的特征。

  加尔涅反对亚当·斯密下面的观点:“生产劳动是这样的劳动,它物化在

某种对象中,把自己活动的痕迹留下来,它的产品能够出卖或交换。”③加尔涅

发现,亚当·斯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第二种区分是建立在物品制造者

和物品消费者之间是否有一个中介人存在,生产劳动者生产的商品必须经过

中介人才能转到消费者手中,非生产劳动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必然是直接

的、没有中介的。这种认识当然是非常肤浅的。

  对于加尔涅这种仅仅从劳动的物质内容来认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通病,马克思做了严厉的批判:

  “加尔涅无意中用后面几句话表明,在斯密的第一种区分(同资本交换的

劳动和同收入交换的劳动)和第二种区分(固定在物质的可以出卖的商品上的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6卷.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5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6卷.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6卷.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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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和不固定在这种商品上的劳动)之间,存在着多么隐蔽的思想联系。不固

定在商品上的种种劳动,按其性质来说,大多数不能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其他各种劳动,则可能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不用说,在资本主义

生产的基础上,大部分物质商品,即‘物质的、可以感觉的物品’,是在资本的支

配下由雇佣工人生产的。”①

  马克思的这一段话非常重要,它再次强调指出了亚当·斯密生产劳动和

非生产劳动的第二种区分完全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的。亚当

·斯密之所以在做出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第一种区分后又提出了生产

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第二种区分,这是因为在斯密的时代,不固定在商品上的

种种劳动,按其性质来说,大多数不能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

生产的基础上,大部分物质商品,是在资本的支配下由雇佣工人生产的。这就

是亚当·斯密的第一种区分(同资本交换的劳动和同收入交换的劳动)和第二

种区分(固定在物质的可以出卖的商品上的劳动和不固定在这种商品上的劳

动)之间的隐蔽的思想联系。

  亚当·斯密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是建立在物质财富的生产

上,而且是这种生产的一定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有非常

明确的说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对于斯密所考察的东西———物

质财富的生产,而且是这种生产的一定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决

定性的意义。在精神生产中,表现为生产劳动的是另一种劳动,但斯密没有考

察它。最后,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和内在联系,也不在斯密的考察范围之

内。”②

  佩·罗西在他1842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中举例指出,“无论是向

裁缝买一件现成的衣服,还是把材料和工钱给裁缝工人,要他缝一件衣服,这
两种情况从结果来看始终是一样的。谁也不会说第一种劳动是生产劳动,第
二种劳动是非生产劳动;区别只是,在第二种情况下,想要得到衣服的人是他

自己的雇主。但是,从生产力方面来看,您叫到家里来的裁缝工人和您的仆人

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没有任何区别。”③

  马克思批判道:“这位妄自尊大的空谈家,他的全部假聪明的精华就在这

里! 如果亚当·斯密根据他的第二个比较浅薄的见解,即根据劳动是否直接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6卷.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1页.“不固定在商品上
的种种劳动,按其性质来说,大多数不能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大部分
物质商品,是在资本的支配下由雇佣工人生产的”这样的说法,在斯密的时代也许是一个事实,这在马
克思的时代也大体是正确的。但在当代,非物质生产领域越来越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上大
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产业的从业劳动者已经占到了全体劳动者的50%以上,这样的判断就不再正
确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6卷.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95.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6卷.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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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在劳动的买者可以出卖的商品中这一点,来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那么,他就会把这两种情况下的裁缝都叫做生产劳动者。但是按照他的较为

深刻的见解来看,上述第二种情况下的裁缝就是‘非生产劳动者’。”①

  这里,马克思再一次强调了亚当·斯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第二个区

别也完全是建立在直接劳动交换的基础上,建立在雇佣劳动的基础上,而不是

建立在产品交换的基础上,不是建立在商品买卖的基础上。亚当·斯密生产

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第二个区别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劳动是否直接物化在劳动

的买者“可以出卖的商品”中。

  亚当·斯密的第二种生产劳动定义显然是不正确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条件下,不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而只是维持雇佣工人的工资的生产活动

是不能进行的,资本家是不会同意进行这种不给他们带来剩余价值的生产物

质财富的活动的。因此,亚当·斯密给出的第二种生产劳动定义是非常天真

的,它在现实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几乎就不可能发生。

  马克思指出,“如果一个工作日只够维持一个劳动者的生活,也就是说,只
够把他的劳动能力再生产出来,那么,绝对地说,这一劳动是生产的,因为它能

够再生产即不断补偿它所消费的价值(这个价值额等于它自己的劳动能力的

价值)。但是,从资本主义意义上来说,这种劳动就不是生产的,因为它不生产

任何剩余价值。(它实际上不生产任何新价值,而只补偿原有价值;它以一种

形式消费价值,为的是以另一种形式把价值再生产出来。有人说,一个劳动

者,如果他的产品等于他自己的消费,他就是生产劳动者,如果他消费的东西

多于他再生产的东西,他就是非生产劳动者,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②

  这里,从绝对意义上来讲的生产劳动,实际上就是亚当·斯密的第二种生

产劳动定义;从资本主义意义上来说的生产劳动,实际上就是亚当·斯密的第

一种生产劳动。这里的“有人说”,就包括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的第二种生产劳动是一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生产物

质财富(物质产品)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物质财富(物质产品)
一定表现为商品,生产物质财富(物质产品)的劳动实际上就是生产商品的劳

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亚当·斯密对“生 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第

二种见解可归结如下:生产劳动就是生产商品的劳动,非生产劳动就是不生产

“任何商品”的劳动③。

  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的“商品”一词,指的是亚当·斯密的商品概念,要
把亚当·斯密的商品概念与马克思的商品概念严格区别开来。亚当·斯密认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6卷.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0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6卷.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6卷.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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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固定和物化在一个特定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而
这个对象或商品在劳动结束后,至少还存在若干时候。相反,家仆的劳动不固

定或不物化在一个特定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他的服务通常一经提供

随即消失,很少留下某种痕迹。亚当·斯密的第二个生产劳动定义“集中在劳

动的物质内容,特别是集中在劳动必须固定在一个比较耐久的产品中。”①但

是,亚当·斯密对于劳动的物化、商品、物质产品等概念有一种直观的、肤浅的

看法,他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指某种“耐久的对象”,可以在劳动结束后,至少还

存在若干时候。马克思早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就已经指出了亚当

·斯密的劳动的物化理论的不足:“亚当·斯密的缺点只是多少过于草率地把

劳动的物化理解为劳动固定在某种可以捉摸的物品中”②。在下面,我们可以

看到马克思对亚当·斯密关于“劳动的物化”等等概念的不正确理解又提出了

批评。

  马克思推论说,按照亚当·斯密生产劳动的第二种见解,亚当·斯密本应

承认,“生产劳动或者是生产商品的劳动,或者是直接把劳动能力本身生产、训
练、发展、维持、再生产出来的劳动。亚当·斯密把后一种劳动从他的生产劳

动项目中除去了;他是任意这样做的,但他受某种正确的本能支配,意识到,如
果他在这里把后一种劳动包括进去,那他就为各种冒充生产劳动的谬论敞开

了大门。”③

  虽然整个商品世界包括劳动能力和不同于劳动能力本身的商品,但是,亚
当·斯密把生产劳动能力的劳动排除在生产劳动概念之外,他认为,只有生产

不同于劳动能力本身的商品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他是任意这样做的,但他

受某种正确的本能支配。

  马克思继续推论说,按照亚当·斯密生产劳动的第二种见解,“如果我们

把劳动能力本身撇开不谈,生产劳动就可以归结为生产商品、生产物质产品的

劳动,而商品、物质产品的生产,要花费一定量的劳动或劳动时间。一切艺术

和科学的产品,书籍、绘画、雕塑等等,只要它们表现为物,就都包括在这些物

质产品中。但是,其次,劳动产品必须是这种意义上的商品:它是‘可以出卖的

商品’,也就是还需要通过形态变化的第一种形式的商品。”④

  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所谓“一切艺术和科学的产品,书籍、绘画、雕塑等

等,只要它们表现为物,就都包括在这些物质产品中”是马克思按照亚当·斯

密劳动的物化、商品、物质产品等概念推断出来的,这绝对不是马克思本人的

主张,这一点必须牢牢把握。亚当·斯密 认为生产劳动“固定和物化在一个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6卷.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7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6卷.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6卷.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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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而这个对象或商品在劳动结束后,至少还存

在若干时候”。按照这个观点,一切艺术和科学的产品,书籍、绘画、雕塑等等,
只要它们表现为物,当然就都包括在这些物质产品中。但是,“对劳动的物化

等等,不应当像亚当·斯密那样按苏格兰方式去理解。”①按照马克思的观点,
物质产品的概念严格限制在物质生产领域,因此,一切艺术和科学的产品,书
籍、绘画、雕塑等等,即使它们表现为物,也不包括在这些物质产品中。同样,
生产劳动“包括一切以物的形式存在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既包括肉,也包

括书籍”②也是亚当·斯密的不正确的观点,是马克思按照亚当·斯密的物质

产品概念推理出来的,这绝对不是马克思本人的主张,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精
神财富不包括在物质产品里。③

  尽管如此,马克思也不是简单地抛弃亚当·斯密生产劳动的第二种解释,
依然认为这个定义也有存在的价值。

  “商品是资产阶级财富的最基本的元素形式。因此,把‘生产劳动’解释为

生产‘商品’的劳动,比起把生产劳动解释为生产资本的劳动来,符合更基本得

多的观点。”④

  马克思对于亚当·斯密生产劳动的第二个定义进行了改造,形成了他的

生产劳动的第二个定义。“生产劳动是生产商品的劳动”,这是亚当·斯密生

产劳动的第二个定义。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这个定义中的劳动依然是雇佣

劳动,商品依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出来的。亚当·斯密只是认为,
即使商品的价值仅够补偿生产资料的转移价值和劳动者的工资,而不给资本

家带来剩余价值,依然是生产劳动,当然能够给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就更是

生产劳动了。马克思反对亚当·斯密对于生产劳动的第二个定义就在于亚当

·斯密把给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这个重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完全忽视了,
给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但马克思本人

并不反对再从生产商品的角度为生产劳动下第二个定义,他反对的是不反映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的生产劳动定义。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第二个定义是: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6卷.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6卷.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5.
马克思有时也按照亚当·斯密的商品观来使用“商品”一词,例如,“在非物质生产中,甚至当

这种生产纯粹为交换而进行,因而纯粹生产商品的时候,也可能有两种情况:生产的结果是商品,是使
用价值,它们具有离开生产者和消费者而独立的形式,因而能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一段时间内存在,并
能在这段时间内作为可以出卖的商品而流通,如书、画以及一切脱离艺术家的艺术活动而单独存在的
艺术作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6卷.第一册.442~443)这里的“商品”一词就是按照亚当·
斯密的意义来使用的。又如,“在非物质生产的场合,即使非物质生产纯粹是为了交换而进行的,即使
生产商品,也还可能出现两种情况:非物质生产的结果是这样一种商品,这种商品脱离生产者而存在,
因而可以在生产与消费当中作为商品来流通,如书籍、绘画,以及所有与艺术家所进行的艺术活动相分
离的艺术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9卷.109)这里的“商品”一词也是按照亚当·斯密的意义
来使用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6卷.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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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劳动是生产商品的劳动,更确切地说是生产商品资本的劳动,是生产含有

剩余价值的商品的劳动。

  “生产劳动是生产商品的劳动”和“生产劳动是生产资本的劳动”并不是两

个独立的、无关的生产劳动定义,前者实际上是后者在物质产品生产领域的表

现形式。在资本主义物质产品生产领域,“生产资本的劳动”也就表现为“生产

商品的劳动”。“生产劳动是生产资本的劳动”是一个宽泛的定义,而“生产劳

动是生产商品的劳动”是一个狭窄的定义。但是,无论是“生产劳动是生产商

品的劳动”还是“生产劳动是生产资本的劳动”,反映的都是劳动的社会规定

性,而不是劳动的物质规定性。在资本主义物质产品生产领域的前提下,生产

劳动也可以用劳动的物质规定性这个特征来说明。马克思后面提出的从劳动

过程的角度看的生产劳动,实际上就是在资本主义物质产品生产领域的限定

内判断的生产劳动,即生产商品的劳动,这是正确理解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的

关键。

  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的第一种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主要区别是,
前者直接同资本交换,后者直接同收入交换,———这一区别的意义,只是在琼

斯那里才得到充分的阐明 :

  “琼斯正确地把斯密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还原为它们的本质,即还原

为资本主义劳动和非资本主义劳动,因为他正确地运用了斯密关于由资本支

付的劳动者和由收入支付的劳动者的区分。……靠资本生活的劳动者和靠收

入生活的劳动者之间的区别,同劳动的形式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非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区别就在这里”①

  “相反,如果从较狭窄的意义上来理解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那么

生产劳动就是一切加入商品生产的劳动(这里所说的生产,包括商品从首要生

产者到消费者所必须经过的一切行为),不管这个劳动是体力劳动还是非体力

劳动(科学方面的劳动);而非生产劳动就是不加入商品生产的劳动,是不以生

产商品为目的的劳动。这种区分决不可忽视,而这样一种情况,即其他一切种

类的活动都对物质生产发生影响,物质生产也对其他一切种类的活动发生影

响,———也丝毫不能改变这种区分的必要性。”②

二、马克思在1863~1865年关于生产劳动问题的论述

  在1863~1865年间,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手稿中进一步论述了生产劳动

问题,这就是《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附录(这部分内容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6卷,第三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7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6卷.第三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76~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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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卷里又重复了,我们将不涉及48卷的内容)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
卷的内容。我们依次研究马克思在这两篇文献中关于生产劳动问题的论述。

(一)马克思在第26卷第一册附录中关于生产劳动问题的论述

  马克思总结性地指出,“生产劳动不过是对劳动能力出现在资本主义生产

过程中所具有的整个关系和方式的简称。但是,把生产劳动同其他种类的劳

动区分开来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种区分恰恰表现了那种作为整个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以及资本本身的基础的劳动的形式规定性。”①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反映的是劳动的社会性质,如果从不同的角度考

察,同一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表现。正如马克思指出

的那样,“对我来说,甚至生产工人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者。例如,如果我请人

来把我的房子裱糊一下,而这些裱糊工人是完成我的这项定货的老板的雇用

工人,那么,这个情况,对我来说,就好比是我买了一所裱糊好的房子,也就是

说,好比是我把货币花费在一个供我消费的商品上。可是,对于叫这些工人来

裱糊的那位老板来说,他们是生产工人,因为他们为他生产剩余价值。”②

  生产劳动者经历了从个体生产劳动者向总体生产劳动者的历史发展,个
体生产劳动者对应于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阶段,是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

属阶段,总体生产劳动者对应于资本主义的发达阶段,是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

的从属阶段。

  马克思指出,“在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许多工人共同生产同一个

商品;随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这些或那些工人的劳动同生产对象之间直接

存在的关系,自然是各种各样的。例如,前面提到过的那些工厂小工,同原料

的加工毫无直接关系;监督直接进行原料加工的工人的那些监工,就更远一

步;工程师又有另一种关系,他主要只是从事脑力劳动,如此等等。但是,所有

这些具有不同价值的劳动能力(虽然使用的劳动量大致是在同一水平上)的劳

动者的总体进行生产的结果———从单纯的劳动过程的结果来看———表现为商

品或一个物质产品。所有这些劳动者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生产集体,是生产这

种产品的活机器,就像从整个生产过程来看,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同资本交换,
把资本家的货币作为资本再生产出来,就是说,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自行增

大的价值再生产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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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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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6卷.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6卷.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37~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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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劳动的产品,或者说,并不妨碍他们的共同劳动的产品体现在物质财富

中;另一方面,这一分离也丝毫不妨碍: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对资本的关系是

雇佣劳动者的关系,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工人的关系。所有这些人不

仅直接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并且用自己的劳动直接同作为资本的货币交换,
因而不仅把自己的工资再生产出来,并且还直接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他

们的劳动是由有酬劳动加无酬的剩余劳动组成的。”①

  要理解上面这段话,首先必须解决以下问题。

  1.什么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按照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过程的分析②,劳动对于资本的

雇佣关系有两种形式:一是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一是劳动对资本的实

际上的从属或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是指,
以前的生产方式本身还没有发生什么差别,从工艺上来看,劳动过程完全同以

前一样,只不过现在是作为从属于资本的劳动过程罢了。劳动对资本的实际

上的从属是指,一种在工艺方面和其他方面都是特殊的生产方式,一种在劳动

过程的现实性质和现实条件上都发生了变化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建立起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经产生,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就

发生了。

  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是所有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般形式;但是,
它同时又是与发达的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列的特殊形式;因为特殊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包含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而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

属则完全不一定要包括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

属的基础,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的一般特征是始终存在的,这种一般特

征就是劳动过程直接从属于资本,而不管劳动过程在工艺上以什么方式进行。

  2.必须把劳动过程和生产过程的概念区别开来。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包括劳动同货币交换、劳动把货币作为资本再生产出

来、销售商品获得剩余价值三个环节。劳动过程仅仅是“劳动把货币作为资本

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环节。显然,劳动过程包括在生产过程中,是生产过程

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什么样的生产过程就有什么样的劳动过程,劳动过程的社

会规定性与生产过程的社会规定性完全一样。与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

的生产过程对应的就是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的劳动过程;与劳动对资

本的实际上的从属的生产过程对应的就是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的劳动

过程或特殊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马克思又经常把它简称为资本主义劳动过

程,就像马克思经常把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简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6卷.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43~4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7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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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比起多环节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马克思又经常把劳动过程称为“单纯

的”劳动过程。

  3.无论是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还是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
如果在物质产品生产领域来考察的话,劳动过程的结果就总是商品(马克思又

经常把它称为物质财富、物质产品),而且是商品资本。因此,从单纯的劳动过

程的结果即商品资本(经常被不准确地称为商品、物质财富、物质产品)来看的

生产劳动显然就等于生产商品的劳动,也就是马克思的第二种生产劳动。

  按照我们上面的解释,马克思的这段重要的文字就很容易理解了。

  无论是马克思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第一种区分,还是马克思的生

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第二种区分,都是货币直接与活劳动交换,而不是货币

与死劳动(劳动产品)交换,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都是雇佣劳动。这是理解

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的一个关键。

  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说明:“那些不雇用工人因而不是

作为资本家来进行生产的独立的手工业者或农民的情况又怎样呢? 他们可以

是商品生产者,而我向他们购买商品,至于手工业者按定货供应商品,农民按

自己资金的多少供应商品,这些情况并不会使问题有丝毫改变。在这种场合,
他们是作为商品的卖者,而不是作为劳动的卖者同我发生一定的关系,所以,
这种关系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毫无共同之处,因此,在这里也就用不上生

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这种区分的基础在于,劳动是同作为货币的

货币相交换,还是同作为资本的货币相交换。因此,农民和手工业者虽然也是

商品生产者,却既不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畴,又不属于非生产劳动者的范畴。
但是,他们是自己的生产不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商品生产者。”①

  马克思也谈到了在资本主义物质产品生产领域的前提下,第二种生产劳

动的物质特征:“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关系时,可以假定{因为资本主义

生产越来越接近这个情况;因为这是过程的基本方向,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

下,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才达到最高峰},整个商品世界,物质生产即物质财富生

产的一切领域,都(在形式上或者实际上)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假

定表示上述过程的极限,并且越来越接近于现实情况的正确表述。按照这个

假定,一切从事商品生产的工人都是雇佣工人,而生产资料在所有物质生产领

域中,都作为资本同他们相对立。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生产工人即生产

资本的工人的特点,是他们的劳动物化在商品中,物化在物质财富中。这样一

来,生产劳动,除了它那个与劳动内容完全无关、不以劳动内容为转移的具有

决定意义的特征之外,又得到了与这个特征不同的第二个定义,补充的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6卷.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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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①

  生产资本的劳动是生产劳动,这是第一个生产劳动定义。但是,在整个物

质产品生产领域都完全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条件下,那么,在物质产

品生产领域里生产资本的劳动显然就是物化在商品中、物化在物质财富中的

劳动,因此,也可以通过商品、物质财富这些反映劳动内容的概念来为第二种

生产劳动下定义了。

(二)马克思在第49卷中关于生产劳动问题的论述

  马克思指出,“从单纯的一般劳动过程的观点出发,实现在产品中的劳动,
更确切些说,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对我们表现为生产劳动。但从资本主义生

产过程的观点出发,则要加上更切近的规定:生产劳动是直接增殖资本的劳动

或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②

  这里的所谓“单纯的一般劳动过程”明显不是指脱离了一切社会生产关

系、适合于一切社会形态的所谓“一般劳动过程”(马克思给这里的劳动过程、
产品和商品都加上了黑体,这显然不是什么“一般劳动过程”、“一般产品”等;
要不然,如何解释得通“更确切些说,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这句话呢?),而是

我们上边提到的一般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这种一般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或者是

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的劳动过程,或者是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

的劳动过程即特殊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

  马克思紧接着所说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并不消除劳动过程的一般规定。
劳动过程生产产品与商品。只要劳动物化在商品即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统

一中,这种劳动就始终是生产劳动”③这句话就完全证明了我们以上理解的正

确性。这里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指的就是特殊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这里

的“劳动过程的一般规定”指的就是一般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如果按照所谓的

“一般生产劳动”概念来解释,马克思的这段话就无论如何都解释不通。正确

理解马克思使用“劳动过程”一词的确切含义,是理解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的

关键。我们下边研究《资本论》中的生产劳动问题时,还会遇到如何正确理解

“劳动过程”一词的问题。

  从劳动过程的观点出发,生产劳动是生产商品的劳动,这是马克思的第二

种生产劳动;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观点出发的生产劳动,恰恰是第一种生

产劳动在物质产品生产领域的表现。从劳动过程的观点出发的生产劳动和从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观点出发的生产劳动指的是完全相同的劳动。显然,把
生产劳动定义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比把生产劳动定义为生产商品的劳动,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6卷.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9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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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种定义是深层的、本质的定义,后一种定义是表层的、现象的定义,比起前

一种定义,后一种定义当然是不太“切近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经常把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劳动与作为生产

劳动的结果的产品或者使用价值混为一谈,他们用产品或者使用价值的特征

来反映生产劳动的特征。马克思就曾经指出过这种情况:“只有把生产的资本

主义形式看作生产的绝对形式,从而看作生产的唯一自然形式的这种资产阶

级狭隘性,才会混淆下述两个问题,一个是从资本观点来说什么是生产劳动与

生产工人的问题,一个是什么是一般的生产劳动的问题;因而才会满足于同义

反复的回答:凡是进行生产,以产品或某种使用价值为结果,总之,以某种成果

为结果的一切劳动,都是生产劳动。”①

  这段话的英语原文是:“Onlybourgeoisnarrowness,whichconsidersthe
capitalistformsofproductiontobethelatter’sabsoluteforms—andthere-
foretheeternalnaturalformsofproduction—isabletoconfusethequestion
ofwhatproductivelabourisfromthestandpointofcapitalwiththequestion
ofwhatlabourisproductiveingeneral,orwhatproductivelabourisingen-
eral,andthereforeesteemitselfverywiseingivingthereplythatalllabour
whichproducesanythingatall,resultsinanythingwhatsoever,iseoipso
productivelabour”②。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册附录中,马克思也说到了同样的意

思:“只有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当作生产的绝对形式、因而当作生产的永恒

的自然形式的资产阶级狭隘眼界,才会把从资本的观点来看什么是生产劳动

的问题,同一般说来哪一种劳动是生产的或什么是生产劳动的问题混为一谈,
并且因此自作聪明地回答说,凡是生产某种东西、取得某种结果的劳动,都是

生产劳动。”③

  这段话的英语原文是:“Onlybourgeoisnarrow-mindedness,whichre-
gardsthecapitalistformsofproductionasabsoluteforms—henceaseternal,

naturalformsofproduction—canconfusethequestionofwhatisproductive
labourfromthestandpointofcapitalwiththequestionofwhatlabourispro-
ductiveingeneral,orwhatisproductivelabouringeneral;andconsequently
fancyitselfverywiseingivingtheanswerthatalllabourwhichproducesan-
ythingatall,whichhasanykindofresult,isbythatveryfactproductivela-
bour.”④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00.
Marx&EngelsCollectedWorks.Volume34,ProgressPublishers,Moscow,USSR.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6卷.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42.
Marx&EngelsCollectedWorks.Volume34,ProgressPublishers,Moscow,US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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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显,这两段中文是从马克思同一段德语文章的不同英语译文翻译过

来的,因此,如果从德语原文来翻译的话,他们的中文翻译应该是完全一致的。
即使从英译汉的角度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的翻译都是不恰当的,
比如把“whatlabourisproductiveingeneral,orwhatproductivelabourisin
general”翻译为“什么是一般的生产劳动的问题”,把 “esteemitselfvery
wise”翻译为“同义反复”等等都是有问题的。我们这里主要关心的是“what
labourisproductiveingeneral,orwhatproductivelabourisingeneral”的翻

译问题。正是由于把“whatlabourisproductiveingeneral,orwhatproduc-
tivelabourisingeneral”翻译为“什么是一般的生产劳动的问题”,使得经济

学家普遍认为马克思这里又提出了所谓的“一般的生产劳动”概念,并且认为

马克思把一般生产劳动定义为“凡是生产某种东西、取得某种结果的劳动”。
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是把马克思强烈反对的观点强加到马克思的头上。
马克思反反复复强调生产劳动完全是由劳动的社会关系决定的,他绝对不会

从劳动的物质关系出发来决定生产劳动。中国经济学家普遍误解了马克思的

生产劳动理论,把马克思强烈反对的东西当成了马克思自己的东西。

  事实上,从英译汉的角度看,《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附录中的中文翻译比

较准确,它把“whatlabourisproductiveingeneral,orwhatisproductivela-
bouringeneral”翻译为“一般说来哪一种劳动是生产的或什么是生产劳动”,
把“fancyitselfverywise”翻译为“自作聪明”都基本上是正确的。这里的关键

是如何理解ingeneral。ingeneral是个修饰副词,翻译为形容词“一般的”显
然不妥;而且ingeneral只是一个普通的、大众的、传统的、日常生活用语,反
映的是普通人、大众、外行人心目中的想法和见解。因此,我们认为应该把

“whatlabourisproductiveingeneral,orwhatisproductivelabouringener-
al”翻译为“在普通人看来(或者在传统上),哪一种劳动是生产的或什么是生

产劳动”。因为,很清楚,这个生产劳动定义(“凡是生产某种东西、取得某种结

果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是非常空洞的、甚至就是同义反复,它显然没有资

格成为反映社会经济关系的经济范畴。

  即使如此,我们也要搞清楚这个生产劳动定义(“凡是生产某种东西、取得

某种结果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的确切含义是什么。这里的“某种东西”、
“某种结果”到底是什么? 这个生产劳动定义是只适用于物质生产领域还是适

用于一切人类活动领域? 非常幸运的是,马克思本人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马克思明确指出,“如果亚当·斯密完全自觉地、始终一贯地坚持他实质

上已有的那种对剩余价值的分析,即认为剩余价值只有在资本同雇佣劳动的

交换中才会创造出来,那么,他就会发现,只有同资本交换的劳动才是生产劳

动,而同收入本身交换的劳动决不是生产劳动。为了同生产劳动交换,收入必

须先转化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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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斯密同时又从片面的传统观点出发,认为生产劳动就是一般直接生产

物质财富的劳动;并且把自己的区分(根据资本同劳动交换还是收入同劳动交

换作出的区分)同这种观点结合起来,所以在他看来,下面这样的定义是可能

的:同资本交换的那种劳动始终是生产劳动(始终创造物质财富等等);而同收

入交换的那种劳动既可能是生产劳动,也可能是非生产劳动。”①

  很清楚,这里的“片面的传统观点”———生产劳动就是一般直接生产物质

财富的劳动,不就是马克思在49卷中提到的“凡是生产某种东西、取得某种结

果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吗? 显而易见,这里的“某种东西”、“某种结果”实
际上就是“物质财富(物质产品)”。这个片面的传统的生产劳动定义只是把物

质产品生产领域从其他人类活动领域中区别出来了。

  搞清楚了基本概念,我们就可以分析马克思的“只有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

式当作生产的绝对形式、因而当作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的资产阶级狭隘眼

界,才会把从资本的观点来看什么是生产劳动的问题,同一般说来哪一种劳动

是生产的或什么是生产劳动的问题混为一谈,并且因此自作聪明地回答说,凡
是生产某种东西、取得某种结果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这段话的精确含义

了。

  这里,马克思提到了两个生产劳动概念:一个是从资本的观点来看的生产

劳动概念;一个是从传统的观点来看的生产劳动概念。从资本的观点来看的

生产劳动,在这里(生产商品的场合、物质产品生产领域的场合),实际上就是

马克思的第二种生产劳动概念;从传统的观点来看的生产劳动,就是生产物质

财富(物质产品)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整个社会的绝对形式、永恒

的自然形式的情况下,在整个物质产品生产领域里,生产资本的劳动也就等价

于生产物质财富(物质产品)的劳动,从资本的观点来看的生产劳动与从传统

的观点来看的生产劳动完全重合,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这时,资产阶级经济

学家很容易会以为生产资本的劳动和生产物质财富的劳动是一回事,甚至把

生产物质财富看成是生产资本的劳动的本质特征;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会把

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劳动概念看成是只反映劳动的物质内容和物质

规定性的一个自然范畴,这样就完全取消了作为经济范畴的生产劳动概念存

在的意义。

  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力图用劳动的物质内容来确定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

动的这种错误做法,指出它有三个来源。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和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中产生

出来的拜物教观念:这种观念把经济的形式规定性,如商品,生产劳动等等,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6卷.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2,264~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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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是这些形式规定性或范畴的物质承担者本身所固有的属性。”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拜物教观念把劳动的社会规定性看成是劳动的

物质内容本身具有的性质,把劳动及其产品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混为一谈,
这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面物化。马克思上边批判的把两种生产劳动概

念混为一谈,就是抨击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异化现象。

  第二、“就劳动过程本身来看,只有以产品(即物质产品,因为这里只涉及

物质财富)为结果的劳动是生产的。”②

  这里的“就劳动过程本身来看,只有以产品为结果的劳动是生产的”,明显

是指马克思的第二种生产劳动概念。这里的“劳动过程”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劳

动过程;这里的产品(即物质产品、物质财富)实际上是商品、而且是在雇佣劳

动基础上生产的商品即商品资本。

  第三、“在实际的再生产过程中,———如果考察它的现实要素,———就财富

的形成等等来说,表现在再生产性物品中的劳动与仅仅表现在奢侈品中的劳

动之间有很大差别。”③

  进入再生产过程的产品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生产出新的产品;不进入再

生产过程的奢侈品不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进入再生产过程的产品和仅仅作为

消费品的奢侈品之间在物质内容和劳动内容方面有很大差别。因此,用劳动

的物质内容来确定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能的。

  无论是马克思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第一个区别和第二个区别,这里

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都是雇佣劳动;只有在雇佣劳动的基础上,才有生产

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别问题。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生产劳动与非生产

劳动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劳动是与作为货币的货币相交换,还是与作为资本

的货币相交换。例如,在我购买独立劳动者、工匠等的商品的时候,就根本谈

不上这个范畴,因为不是货币和任何种类的劳动直接相交换,而是货币和商品

直接相交换。”④马克思的这个说法不仅适应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第一

个区别,也适应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第二个区别。

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关生产劳动论述的辩析

  在1867年正式开始出版的《资本论》中,马克思顺便提到了生产劳动问

题,这主要反映在《资本论》的第一卷和第三卷中。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

思对于他在生产劳动理论上的研究成果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虽然只有寥寥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0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0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0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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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第28辑 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新论 81   

数语,但却言简意赅,高度概括。要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阐述的生

产劳动理论,必须结合他关于生产劳动问题的大量论述,而不能孤立地、片面

地、割裂地看待《资本论》第一卷中的阐述,不然会很容易造成误读,而实际上

也确实在中国经济学界造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天大的误解。在《资本论》第三

卷中,马克思以商业资本雇用的商业工人为例,讨论了他的第一个生产劳动和

第二个生产劳动之间的关系。

(一)马克思有所谓的“一般生产劳动”范畴吗

  研究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的论者,无论是宽派、中派和窄派等都认为:在
《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研究了脱离一切社会关系、适用于一切社会经济形

态的所谓一般生产劳动问题。他们认为,马克思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角度为生

产劳动所下的定义,就是生产劳动一般的定义,这个定义对于任何社会形态都

是适用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一直坚持的传统观点和权威观点。但

是,这种一直统治政治经济学的错误观点导致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对

于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的长期的、重大的误解以及多年来没完没了、但又没有

结果的学术争论。

  事实上,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是从两个方面来叙述他关于生产劳动问题

的观点的:一是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角度,一是从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

角度。马克思首先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三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的第

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内的第一节《劳动过程》里讨论了从资本主义

劳动过程方面考察的生产劳动问题,然后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五篇《绝对剩

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的第十四章《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

值》里讨论了从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角度考察的生产劳动问题。从资本

主义劳动过程的角度来看的生产劳动就是马克思的第二种生产劳动,而从资

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角度来看的生产劳动就是马克思的第一种生产劳动。

  马克思写道:“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劳动力的买者消费劳动力,
就是叫劳动力的卖者劳动。劳动力的卖者也就由此在实际上成为发挥作用的

劳动力,成为工人,而在此以前,他只不过在可能性上是工人。为了把自己的

劳动表现在商品中,他必须首先把它表现在使用价值中,表现在能满足某种需

要的物中。因此,资本家要工人制造的是某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是一定的物

品。虽然使用价值或财物的生产是为了资本家,并且是在资本家的监督下进

行的,但是这并不改变这种生产的一般性质。所以,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各种

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①

  要特别注意这段话,尤其是我们加上重点号的这几句话。下面,我们对于

① 资本论[M].第一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01.重点引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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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82   海派经济学 2009卷

这段话要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1.“这种生产”显然是指资本主义生产。那么什么是“这种生产的一般性

质”呢? 这就涉及到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和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

属问题了。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是所有资本主义

生产过程的一般形式;但同时又是与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并列的特殊

形式。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或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劳动对资本

的形式上的从属,而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则不一定要包括劳动对资本

的实际上的从属或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或

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的一般特征是

始终存在的,这种一般特征就是劳动过程直接从属于资本,而不管劳动过程在

工艺上以什么方式进行。因此,“这种生产的一般性质”实际上指的就是劳动

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

  2.“所以,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的英文

原文是:“Weshall,therefore,inthefirstplace,havetoconsiderthelabour-
processindependentlyoftheparticularformitassumesundergivensocial
conditions.”①。显然这个翻译是不太清楚的。正确的翻译应该是:“所以,我
们首先必须撇开资本主义生产(it)在给定的社会条件下所呈现出的特定形式

(theparticularform)来考察这种劳动过程(thelabour-process)”。这也就是

说,我们这里考察的劳动过程是要撇开劳动过程在给定的社会条件下所呈现

出的特定的资本主义形式,也就是把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的劳动过程

和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的劳动过程所呈现出的特定的资本主义形式统

统撇开,抽象出一个共同的劳动过程,这当然就是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

的劳动过程或者说是一般资本主义劳动过程。

  3.要特别注意的是,千万不能把“这种生产的一般性质”过度抽象为适用

于一切社会形态的一般生产;也不能把“劳动过程要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

来加以考察”过度抽象为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一般劳动过程。这是犯了过

度抽象的逻辑错误。所谓“并不改变这种生产的一般性质”和“劳动过程要撇

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正确的意义是指我们目前暂时不考虑

“使用价值或财物的生产是为了资本家,并且是在资本家的监督下进行的”,目
前暂时也不考虑“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

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②我们目前暂时只考虑这种劳动作为人和自

然之间的变换过程,而且只就一个劳动者的情况来进行分析。马克思在《资本

论》第一卷的第五篇《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的第十四章《绝

①
②
KarlMarx.Capital.Vol.Ⅰ,ProgressPublishers,Moscow,USSR.
资本论[M].第一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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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里所说的“劳动过程最初是抽象地,撇开它的各

种历史形式,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来考察的”①这句话就表达了这样的意

思;而紧接着所说的“就劳动过程是纯粹个人的劳动过程来说,同一劳动者是

把后来彼此分离开来的一切职能结合在一起的。”②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马

克思的以上这些论述完全证明了我们理解的正确性。

  因此,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三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的第五章《劳
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内的第一节《劳动过程》里从第201页的“劳动首先是

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一直到第209页的“我们再回头来谈我们那位未来的

资本家吧”这一大段文章里,马克思只是谈论了一般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下

面,马克思为一般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下了一个定义: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

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

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

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

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

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在这里,我们不谈最初的动物

式的本能的劳动形式。现在,工人是作为他自己的劳动力的卖者出现在商品

市场上。”③

  我们加上重点号的这句话,实际上已经表明马克思这里所谈的这种劳动

过程绝不是什么一般劳动过程,而是一般资本主义劳动过程。

  在一般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

定的变化,过程消失在产品中,它的产品是使用价值,是经过形式变化而适合

人的需要的自然物质,劳动与劳动对象结合在一起。劳动物化了,而对象被加

工了。在劳动者方面曾以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现在在产品方面作为静

的属性,以存在的形式表现出来。”④

  显然,一般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许多规定也适合于物质产品生产领域的

一般劳动过程的规定,这一点马克思也有明确的说明:“劳动过程,就我们在上

面把它描述为它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来说,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
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

①
②
③

④

资本论[M].第一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55.
资本论[M].第一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55.
资本论[M].第一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01~202,重点引者加。劳动概念和劳动

过程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这里定义的是只适用于物质产品生产领域的、狭义的劳动概念和劳动过
程概念。马克思仅仅针对物质产品生产领域里从事商品生产的劳动和劳动过程下了定义,这样的定义
在一定意义上也适用于物质产品生产领域的一般劳动和一般劳动过程。对于广义的劳动概念和劳动
过程概念,马克思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资本论[M].第一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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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

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①

  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者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

料。这种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显然适合于一切劳动和劳动过程,它也是物质

产品生产领域的一般劳动和一般劳动过程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尽管有一些

共同的特征,但是,一般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与一般劳动过程也有着本质上的区

别,这一点马克思也有明确的说明:

  “劳动过程,就它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来说,显示出两个特殊现象。
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其次,产品是资本家的

所有物,而不是直接生产者工人的所有物。”②

  在一般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如果整个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从产品的

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

生产劳动。”③

  这段文章的英文原文是:“Ifweexaminethewholeprocessfromthe
pointofviewofitsresult,theproduct,itisplainthatboththeinstruments
andthesubjectoflabour,aremeansofproduction,andthatthelabouritself
isproductivelabour.”④

  在同页的下边,马克思为这里的“生产劳动”一词加上了一个十分重要的

下注(7):

  “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

过程是绝对不够的。”⑤

  下注(7)的这段文章的英文原文是:“Thismethodofdetermining,from
thestandpointofthelabour-processalone,whatisproductivelabour,isby
nomeansdirectlyapplicabletothecaseofthecapitalistprocessofproduc-
tion.”⑥

  显然把这段英文翻译为“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

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一个关键性

的翻译错误。这段英文文章的正确翻译应该是“只从这种劳动过程的观点得

出什么是生产劳动这种方法,绝不能直接地用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场合”。
这里把“thelabour-processalone”翻译为“简单劳动过程”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资本论[M].第一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01~202.重点引者加。
资本论[M].第一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09~210.
资本论[M].第一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05.
KarlMarx.Capital.Vol.Ⅰ,ProgressPublishers,Moscow,USSR.
资本论[M].第一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05.
KarlMarx.Capital.Vol.Ⅰ,ProgressPublishers,Moscow,US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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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第28辑 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新论 85   

使人们误以为还有什么复杂劳动过程。中国经济学家普遍把这里的“简单劳

动过程”理解为脱离一切社会关系、适用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所谓一般劳动

过程,把所谓的马克思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角度为生产劳动所下的定义,认为就

是一般生产劳动的定义,这个一般生产劳动对于任何社会形态都是适用的,是
脱离一切社会关系、适用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这种错误的思路显然与这

个关键性的误译密切相关。

  为了证明马克思这里提到的“劳动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我们还

可以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三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的第五

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里的第二节《价值增殖过程》中的有关论述。马

克思指出:“在商品生产中,使用价值绝不是本身受人喜爱的东西。在这里,所
以要生产使用价值,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基础,是
交换价值的承担者。我们的资本家所关心的是下述两点。第一,他要生产具

有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要生产用来出售的物品,商品。第二,他要使生产出

来的商品的价值,大于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各种商品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

价值总和。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
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既然这里谈的是商

品生产,所以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们显然只考察了过程的一个方面。正如商品

本身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一样,商品生产过程必定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

成过程的统一。”①又如,“我们看到,以前我们分析商品时所发现的创造使用

价值的劳动和创造价值的同一个劳动之间的区别,现在表现为生产过程的不

同方面的区别了。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

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

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②不用多加解说就会明白,马克思下注(7)
提到的“劳动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

  马克思这段文章的意思显然是说,不能把从这种劳动过程的角度确定什

么是生产劳动的方法用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为什么不能用到资本主义生产

过程的场合? 一方面,这里考察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只是一个人的劳动过程,
“是纯粹个人的劳动过程,同一劳动者是把后来彼此分离开来的一切职能结合

在一起的”③;而在与特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对应的特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

中,劳动过程表现为总体工人的劳动过程,是有分工和协作的劳动过程,在这

种情况下,每个人单独都不是产品的生产者,只有总体工人才是产品的生产

者。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剩余价值,生产商品只是获得剩余价值

①
②
③

资本论[M].第一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11.
资本论[M].第一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22~223.
资本论[M].第一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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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段之一,因此只从生产商品的角度为生产劳动下定义是不够的,必须从生

产剩余价值的角度为生产劳动下定义。

  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五篇《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的

第十四章《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里,马克思果然谈到了与特殊资本

主义生产过程相适应的这两方面的生产劳动问题。

  一方面,特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是建立在分工和协作的基础上的社会化

劳动过程,必须考虑劳动者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在特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

中,“产品从个体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即结合

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

动对象。因此,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

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

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上面从

物质生产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的定义,对于作为整体来看

的总体工人始终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总体工人中的每一单个成员来说,就不

再适用了。”①

  “上面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的定义,对于作

为整体来看的总体工人始终是正确的”这段文章的英文原文是:“Thefirst
definitiongivenaboveofproductivelabour,adefinitiondeducedfromthe
verynatureoftheproductionofmaterialobjects,stillremainscorrectforthe
collectivelabourer,consideredasawhole.”②显然,这里的翻译是不够精确

的,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上面从物质产品生产的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产

劳动的最初的定义,对于作为整体来看的总体工人始终是正确的”。千万要注

意:不能把物质产品生产(theproductionofmaterialobjects)和物质生产

(materialproduction)混为一谈。物质产品,又称物质财富,只是物质生产的

组成部分③。

  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三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的第五章《劳动过

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内的第一节《劳动过程》里,马克思谈论的是从一般资本主

义劳动过程的角度看的生产劳动问题。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五篇《绝对剩

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的第十四章《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

①
②
③

资本论[M].第一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56.
KarlMarx.Capital.Vol.Ⅰ,ProgressPublishers,Moscow,USSR.
马克思明确指出,物质财富是物质生产的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6卷.第一

册.295)物质生产领域不等于物质产品生产领域,物质产品生产领域只是物质生产领域的一部分。马
克思指出,“除了采掘工业、农业和加工工业以外,还存在着第四个物质生产领域,这个领域在自己的发
展中,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生产阶段:手工业生产阶段、工场手工业生产阶段、机器生产阶段。这就是
运输业,不论它是客运还是货运。在这里,生产劳动对资本家的关系,也就是说,雇佣工人对资本家的
关系,同其他物质生产领域是完全一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6卷.第一册.444)显然,运输
业属于物质生产领域,但却不属于物质产品生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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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里,马克思谈论的是从与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应的特殊资本主义劳动

过程的角度看的生产劳动问题,也就是从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或特殊

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动过程的角度看的生产劳动问题。在特殊资本主

义劳动过程中,单个工人再也不能说哪个产品是他生产的,只有总体工人才是

产品的生产者。因此,生产劳动概念对于作为整体来看的总体工人才是正确

的,对于总体工人中的每一单个成员来说,就不再适用了。

  这里出现的“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的定

义”,使几乎所有研究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的经济学家误以为马克思从简单劳

动过程出发的生产劳动定义是生产劳动的一般定义,是撇开了一切社会生产

关系、适用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一般生产劳动定义。并且,他们还认为,这
里的“物质生产”一词表明马克思把一般生产劳动严格限定在物质生产领域,
只有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才能构成一般生产劳动,这是中国经济学界在生产

劳动理论方面坚持“窄派”观点的学者的一贯主张。但是,不幸的是,这是一个

重大的理论错误,也是一个长期禁锢中国经济学家的政治经济学教条,这使我

们几十年来一直误解了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

  实际上,这里的所谓“从物质产品生产的性质本身中得出的”生产劳动概

念,实际上就是“从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概念,也就是马克思的第

二种生产劳动定义即生产商品的劳动是生产劳动。“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的

角度”看的生产劳动、“从单纯的劳动过程本身的角度”看的生产劳动和“从生

产商品的角度”看的生产劳动,实际上说的都是一回事,反映的都是物质产品

生产领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就是马克思的第二种生产劳动定义。

(二)生产劳动概念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生产,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出剩

余价值,才能进行资本主义生产。是否生产商品、是否生产物质产品,对于资

本家是无所谓的。正如马克思紧接着上一段话又指出的那样:“但是,另一方

面,生产劳动的概念缩小了。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它实质上是剩

余价值的生产。工人不是为自己生产,而是为资本生产。因此,工人单是进行

生产已经不够了。他必须生产剩余价值。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

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①

  这里特别要注意“生产劳动的概念缩小了”这句话,对于这句话的误解,也
是导致我们长期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的重要原因。“概念缩小”
是什么意思呢? 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它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

产,生产商品只是获得剩余价值的一个手段。为了获得剩余价值,资本家不一

① 资本论[M].第一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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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从事商品(物质产品,物质财富)生产,商品(物质产品,物质财富)只是剩

余价值的特殊的体现形式,资本家完全可以从事非物质产品生产。马克思的

第二种生产劳动定义是生产商品的劳动,这里的商品实际上是在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也就是商品资本。第二种生产劳动概念的内涵包

括: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动;二是生产商品(物质产品,物质财富)的
劳动;三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

  如果我们把生产劳动概念的内涵限定为包括: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的劳动;二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这样定义的生产劳动概念的内涵显然要

比马克思的第二种生产劳动概念的内涵,是缩小了而不是扩大了。因此,“生
产劳动的概念缩小了”这句话必须按照内涵缩小而不是外延缩小来理解,这是

破解马克思生产劳动之谜的钥匙。“生产劳动的概念缩小了”这句话实际上是

马克思就他的第二种生产劳动定义(生产商品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和他的第一

种生产劳动定义(生产资本的劳动是生产劳动)之间的逻辑关系所做的判断。

  生产劳动概念的内涵缩小,生产劳动概念的外延就必然扩大。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紧接着所说的“如果可以在物质生产领域以外举一个例

子,那么,一个教员只有当他不仅训练孩子的头脑,而且还为校董的发财致富

劳碌时,他才是生产工人。校董不把他的资本投入香肠工厂,而投入教育工

厂,这并不使事情有任何改变”①。

  “如果可以在物质生产领域以外举一个例子”的英文是“Ifwemaytake
anexamplefromoutsidethesphereofproductionofmaterialobjects”②,把它

翻译为“如果可以在物质生产领域以外举一个例子”是不正确的,正确的翻译

应该是“如果可以在物质产品生产领域以外举一个例子”,这个道理我们上面

已经阐述过了,这里就不重复了。

  马克思这里举出的例子明白无误地证明:生产劳动概念的外延(内涵)是
扩大了(缩小了)。生产剩余价值不仅可以在物质产品生产领域进行,也可以

在物质产品生产领域以外进行,比如这里的教育工厂。生产劳动的本质特征

是劳动的社会关系,劳动的任何物质内容都不会使劳动成为生产劳动,即使是

第二种生产劳动(生产商品的劳动是生产劳动)也不能脱离劳动的社会关系来

界定。“因此,生产工人的概念决不只包含活动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工人和劳

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含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关系。这

种生产关系把工人变成资本增殖的直接手段。”③

  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劳动的本质特征,“古典政治

①
②
③

资本论[M].第一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56.
KarlMarx.Capital.Vol.Ⅰ,ProgressPublishers,Moscow,USSR.
资本论[M].第一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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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一直把剩余价值的生产看作生产工人的决定性的特征。因此,由于古

典政治经济学对剩余价值性质的看法的改变,它对生产工人所下的定义也就

有所变化。例如,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因为只有农业

劳动才提供剩余价值。在重农学派看来,剩余价值只存在于地租形式中。”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劳动的范围随着对于剩余价值认识不同而改变。
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生产领域的劳动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

生产劳动。亚当·斯密认为,只有物质产品生产领域的劳动才可能成为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劳动。而马克思进一步认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不

限于物质产品生产领域,非物质产品生产领域的劳动也能够生产剩余价值,任
何人类活动领域的劳动都可能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劳动,这就是

马克思提出第一种生产劳动概念的重大的经济学意义所在。

  综上可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考察生产劳动问

题的:一是从劳动过程的角度、从商品的角度看的生产劳动;一是从剩余价值

的角度、从资本的角度看的生产劳动。从前一个方面看的生产劳动,“生产商

品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即马克思的第二种生产劳动;从后一个方面看的生产劳

动,“生产资本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即马克思的第一种生产劳动。马克思的第

二种生产劳动是马克思的第一种生产劳动在物质产品生产领域里的限定。比

起马克思的第二种生产劳动,从内涵上讲,马克思的第一种生产劳动的概念缩

小了;但是,从外延上讲,马克思的第一种生产劳动的概念扩大了。

  从以上这些论述中,我们完全可以得出如下的确凿结论:一是在马克思那

里,没有所谓的一般生产劳动范畴存在的余地,马克思并没有提出、也没有采

纳适合一切社会形态的一般生产劳动定义。这里,我们也顺便否定了试图从

一般生产劳动范畴出发为产业划分理论和国民经济统计学奠定基础的种种理

论尝试和研究企图,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和产业划分理论、国民经济统计学

风马牛不相及。二是马克思只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的区分问题,这种区分的前提和基础是雇佣劳动,马克思把雇佣劳动区分为生

产性雇佣劳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性雇佣劳动(非生产劳动)两大类。

(三)马克思对商业劳动性质的两种不同判断

  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要完成由生产者向消费者的转

移,不仅要经过生产过程,还必须经过流通过程。专门从事商品流通的商业资

本所雇佣的劳动,有一部分劳动是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的继续,例如从事运

输、包装等劳动,这部分劳动创造价值、也创造剩余价值,这部分劳动是马克思

的第二种生产劳动。另—部分劳动从事纯粹流通领域的活动,例如买卖商品、

① 资本论[M].第一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56~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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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记、统计等,这部分劳动不创造价值、不创造剩余价值,这部分劳动不是马克

思的第二种生产劳动。

  关于商业劳动的性质,马克思在很多场合都有非常明确的说明。例如,
“我们假定,这种买卖的当事人是出卖自己劳动的人。他在 W—G和G—W
活动上,耗费自己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因此,他以此为生,就像别人靠纺纱

或制药丸为生一样。他执行一种必要的职能,因为再生产过程本身包含非生

产职能。他和别人一样劳动,不过他的劳动的内容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产

品。他本身属于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他的作用,不是使一种非生产职能转

化为生产职能,或使非生产劳动转化为生产劳动。如果这种转化能够通过职

能的这种转移来完成,那真是奇迹了。”①又如,“商人资本不外是在流通领域

内执行职能的资本。流通过程是总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但是在流通过程

中,不生产任何价值,因而也不生产任何剩余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只是同一

价值量发生了形式变化。事实上不过是发生了商品的形态变化,这种形态变

化本身同价值创造或价值变化毫无关系 ……既然这种形态变化要花费流通

时间,———在这个时间内资本根本不生产东西,因而也不生产剩余价值,
———这个时间就会限制价值的创造,表现为利润率的剩余价值会正好和流通

时间的长短成反比。因此,商人资本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就是

说,它不直接创造它们。”②

  即使是纯粹流通领域的雇佣劳动,如果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也会呈现出不

同的色彩和关系。在《资本论》第三卷的第十七章《商业利润》里,马克思就表

达了这样的意思:“这些商人保证流通职能的连续执行,担负由此产生的流通

费用。对产业资本来说,流通费用看来是并且确实是非生产费用。对商人来

说,流通费用表现为他的利润的源泉,在一般利润率的前提下,他的利润和这

种流通费用的大小成比例。因此,投在这种流通费用上的支出,对商业资本来

说,是一种生产投资。所以,它所购买的商业劳动,对它来说,也是一种直接的

生产劳动。”③

  这就是说,对产业资本来说,纯粹流通领域的雇佣劳动,不创造价值、更不

创造剩余价值,这种劳动当然就不是第二种生产劳动了,其流通费用“看来是

并且确实是非生产费用”。但是,对商业资本来说,商业劳动为它带来了与其

流通费用成比例的利润,这种费用对它表现为—种“生产投资”,这种劳动对它

也就表现为“生产劳动”,这里的“生产劳动”显然是指第一种生产劳动。

  因此,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流通费用和商业劳动表面上似乎相互矛盾

①

②
③

资本论[M].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49.这里的“生产的”和“非生产的”显然是第
二种生产劳动意义上的。

资本论[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11~312.
资本论[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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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种判断,实际上是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同—对象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关系,从
各自的范围和角度看,在它们各自的关系中,它们都是正确的、恰当的。从生

产资本的角度、也就是从第二种生产劳动的角度看,纯粹流通领域所雇佣的劳

动,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不会使社会占有的总价值有丝毫的增

加,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劳动是不生产的、是非生产劳动,与其相应的流通费

用也是非生产费用。但是,从一般资本的角度、也就是从第一种生产劳动的角

度看,商业劳动为商业资本带来了剩余价值和利润,对商业资本而言,商业劳

动是直接的生产劳动,通过商业劳动,商业资本把生产资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的—部分瓜分过来,这增加了商业资本本身的价值量,与此相应的流通费用,
对商业资本来说,当然是一种生产投资。

  对于银行资本所雇佣劳动的性质,完全可以类似于商业资本的情形进行

分析。事实上,银行资本所雇佣的劳动也是不生产价值、不生产剩余价值的。

四、总 结

  我们认为,国内外经济理论界关于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之所以争讼不断,
关键是误解了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事实上马克思的两个生产劳动定义分

别是:第一个生产劳动定义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资本的劳动,也即资

本主义劳动;第二个生产劳动定义是在资本主义物质产品生产领域生产资本

的劳动,也即物质产品生产领域中的资本主义劳动。

  我们认为,马克思没有所谓的“一般生产劳动”范畴,这是国内外经济理论

界强加给马克思的,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误读。与亚当·斯密一样,马克

思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划分的前提和基础是雇佣劳动,无论是生产劳动

还是非生产劳动都是雇佣劳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划分的前提和基础是

劳动的买卖而不是产品的买卖。

  我们关于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体系的观点可以表示为如下的等式:

  雇佣劳动=第一种生产劳动+第一种非生产劳动

  雇佣劳动=第二种生产劳动+第二种非生产劳动

  也可以表示为如下的图式:

第二种生产劳动 第二种非生产劳动

第一种生产劳动 第一种非生产劳动

雇 佣 劳 动

图 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体系

  关于生产劳动范畴和价值范畴的关系,按照传统经济理论对马克思政治

经济学的理解,把创造价值的劳动归结为生产劳动,即创造价值的劳动首先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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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是生产劳动,从而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归结为“生产劳动价

值论”。我们认为,传统经济理论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生产劳动和创造价值

的劳动是不同层次的范畴,反映着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生产劳动和创造价值

的劳动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即生产劳动不一定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创造价值

的劳动也不一定是生产劳动。

  显而易见,创造价值的劳动不一定是第一种生产劳动,因为在资本主义生

产体系之外,一种劳动也可以生产商品,创造价值,但它既不是生产劳动,也不

是非生产劳动。对此,马克思曾经有一个明确的说明:“农民和手工业者虽然

也是商品生产者,却既不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畴,又不属于非生产劳动者的范

畴。但是,他们是自己的生产不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商品生产者。”①

第一种生产劳动也不一定是创造价值的劳动,例如马克思明确指出商业雇佣

劳动是第一种生产劳动,但却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至于创造价值的劳动和

第二种生产劳动的关系,很明显,它们之间存在着包含关系:第二种生产劳动

一定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不一定是第二种生产劳动。

  事实上,创造价值的劳动概念和生产劳动概念反映了不同层次的经济关

系。创造价值的劳动反映的是一般商品生产关系,它是商品、价值层次上的概

念;生产劳动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是资本、剩余价值层次上的概念。
创造价值的劳动是一个比较低级的经济范畴,生产劳动是一个比较高级的经

济范畴。生产劳动范畴是一个与资本范畴对应的范畴,它们构成了对立面的

统一,一个是从活劳动(流动劳动)的角度来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社会

关系,一个从死劳动(物化劳动)的角度来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社会关

系。生产劳动和资本是一双对偶概念,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恰似恋爱中的男

女,两者可以互相发明、相互阐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主要是从资本的角

度,分析和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规律;同样,我们也可

以从生产劳动的角度,分析和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规

律,写出一部《生产劳动论》。

  我国经济学家大都是从所谓的一般生产劳动观点出发来解决现代产业划

分理论和现代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的,我们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由于马克思

没有一般生产劳动范畴,也由于生产劳动和创造价值的劳动没有什么必然联

系,这样我们很容易得到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以下三个“无关论”定理:

  定理1.生产劳动理论与劳动价值理论无关。

  定理2.生产劳动理论与国民经济核算理论无关。

  定理3.生产劳动理论与现代三次产业划分理论无关。

  用我们的观点来解释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的全部论述,马克思的每一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6卷.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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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都能够解释得通;而用其他的观点来解释马克思的论述,都会碰到各式各样

无法解决的问题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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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wStudyonMarx’sProductiveLaborTheory

YueHong-zhi KouYa-ling

  Abstract ProductiveLaborisoneofthemostfundamentaleconomic
categoriesinMarxistPoliticalEconomy.Inthispaper,weholdthefollowing
innovativeideas:

  1.MarxhastwodefinitionsforProductiveLabor.Thefirstoneisthela-
borforproducingcapitalunderthecapitalistmodeofproduction,thatis,

CapitalistLabor.Theseconddefinitionreferstothelaborforproducingcap-
italinthecapitalistsphereofproductionofmaterialobjects,whichcanbere-
gardedasCapitalistLaborinthesphereofproductionofmaterialobjects.
  2.EmployedLaboristhekeytoMarxistdivisionofProductiveLabor
andUnproductiveLabor.BothProductiveLaborandUnproductiveLaborare
employedlabor.Thedivisionofthetwoliesinthesellingoflaborrather
thanthatofcommod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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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Marxdidnotputforwardtheso-called“GeneralProductiveLabor”

category.OurmisunderstandingsforMarx’sProductiveLaborTheoryover
theyearsaretheconsequencesofthismisreading.
  Keywords firsttypeproductivelabor secondtypeproductivelabor 
employedlabor generalproductive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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