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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研究基地———现代经济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M].第2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内容提要 消费理论是劳动价值论现行理论的一个理论真空,它的完成

是劳动价值论的真正完成。而马克思关于劳动力再生产的理论是消费理论的

起点。以人的生存与发展为目的消费过程使劳动价值从其物化形态转化为人

化形态,而当劳动力成为由资本所支配的商品时,人被作为资本增值的机器,从
而使“人化价值”又重新转化为“物化价值”,由此证明这是一种等值的价值转

换。“人化价值”使各个不同社会以及同一社会不同时期的抽象劳动在“社会必

要劳动时间”所创造的劳动价值的差异表现出来,这种差异由单位必要劳动时

间所创造的人化价值数量(价值创造率)来刻画。由此得到商品价值与其劳动

生产率成反比而与全社会的价值创造率成正比并有规律性,可以完美地解释现

实的商品价格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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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贯穿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思想之一,是认为依靠资本力量驱动的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为生产而生产”,使生产失去了目的———通过消费实现人类的

生存与发展,由此产生了过剩性经济危机。因此,“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
通)”是社会经济过程的四大基本环节,其中“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

的”,“产品只是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因此,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

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消费是在把产品消灭的

时候才使产品最后完成”。① 因此,关于消费的经济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的必要组成部分。没有消费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是完整的经济学。

  从横向比较角度来说,消费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也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以“边际效用”为核心的消费者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而“有效需求不足

原理”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消费在整个社会

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以至有人提出人类社会已经从“以生产为中心”的
时代进入了“以消费为中心”的时代。不论这些是否准确,消费行为在今天的重

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缺乏消费理论的经济学不能适应今天社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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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行理论体系中消费理论

并没有充分发育,很大程度上只有关于生产、交换与分配的理论。特别是在劳

动价值论的研究中,把商品中凝结在物化劳动作为“劳动价值”的唯一存在形

态,作为价值的终点,而把消费过程排除在劳动价值的转换过程之外。这种理

论状况不仅使劳动价值论的理论缺乏完整性,而且直接导致了劳动价值论带

有根本性的理论困境。这一缺点恰恰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尚待

开拓的巨大新的空间,使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的理论发展与实践应用具有了

巨大潜力。

一、消费过程与劳动价值的人化形态

  现行的劳动价值论理论体系,认为价值的唯一存在形态就是凝结在商品

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这种“物化劳动价值”成为劳动价值的终点。整个经

济活动都仅仅是围绕着这个“物化劳动价值”进行的生产、分配与交换活动。
商品一旦进入消费,其使用价值与价值将同归于无,劳动价值将不复存在,因
而消费过程只是价值的消耗过程。这种观点既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马克思

主义理论体系本身。

  马克思认为,消费并不是完全消极的消耗性过程,而是一种生产过程。他

指出:“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正如在自然界中元素和化学物质的消费是植物的

生产一样。例如,在吃喝这一种消费形式中,人生产自己的身体,这是明显的

事。而对于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某一方面来生产人的其他任何消费方式也都

可以这样说。”如果说,物质生产是“第一种生产”———物的生产,其消耗人类生

命与自然资源而生产出商品,那么,消费就是“第二种生产”———人的生产,其
消耗商品生产出人类生命与生活。既然消费是“第二种生产”,因此在这种生

产过程中,被消费的商品中的使用价值与价值都没有简单地归于“无”,从世界

上无踪无影地“蒸发”了,而是以新的形态存在着,这就是“人化价值”形态。马

克思说,“在第一种生产中,生产者物化,在第二种生产中,生产者所创造的物

人化。”①这种“生产者所创造的物”的“人化”,包括其使用价值的“人化”,以及

其“劳动价值”的人化。

  《资本论》分析了这种价值转化的最基本过程———劳动力的再生产。劳动

者消费生活资料的过程就是劳动力的再生产的过程,也就是人类最基本的生

命的再生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商品的使用价值转换成了人类基本生命过

程和最必要的基本生活,而商品的价值则转移到劳动者身上,成为“劳动力的

价值”。由此可见,商品中的劳动价值并没有随着消费过程而归于“无”,没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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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蒸发”掉,而是转换了存在形式,正如能量从机械能转换成热能、电能一样。

  在“劳动力的再生产”的消费过程中,由“劳动力的必要劳动价值”的确没

有消失掉,而是以新的形式凝结在劳动者的生命中,正像此前它们凝结在商品

中的一样。那么,人们所消费的那些超过“劳动力的必要劳动劳动价值”部分,
即剩余价值在消费后是否依然存在,凝结在消费者的生命中呢? 这是一个需

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应当承认,这些剩余价值的消费中的一部分属于无益有

害的浪费性消费,其中的剩余价值及其相应的使用价值的确被挥霍掉了,从人

间蒸发掉了。但这并非全部,也不是劳动价值的本来价值。劳动价值的本来

价值所在正在于能够实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如果说,“劳动力的必要劳动价

值”的功能是维持人类的生存,那么剩余价值的功能则是通过消费来实现人类

的发展,它所生产的是高质量的人类生命,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生产出人类

诗化的、艺术性的生存方式。而在这些消费活动中,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转换

成了人类高质量的生命与丰富多彩的生活,而凝结在商品内部的“物化劳动价

值”则转化为凝结在高质量生命与生活内部的“人化价值”。

  因此,劳动价值的形成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物质生产过

程中活劳动不断凝结到商品中,转化为商品中的“物化劳动价值”,这是劳动价

值的创造阶段;第二阶段是劳动价值分配与商品交换过程中,商品中的物化价

值进行交换与分配,由此产生出掩藏在物与物背后的人与人的价值关系;第三

阶段是消费过程中,凝结在商品中的“物化价值”形态不断转化为凝结在人类

生命与生活过程中的“人化价值”形态,从而进行“人的生产”,使商品价值得以

最终实现。而凝结在商品中的“物化价值”所转化的“人化价值”,就是被生产

出来的人类生命与生活本身,它是“劳动价值”的最终形态,它最后融汇并积淀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而成为不断积累的人类社会历史价值。人类劳动

正是通过这种价值创造,使“整个所谓世界的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

生的过程”。① 它在经济学上就表现为人的价值的创造过程。劳动价值论乃

是对这种哲学观念的经济学诠释。上述三个阶段———物质生产、商品价值分

配与交换、人的生产,构成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经济活动的整体。

  我们知道,凝结在商品中的“物化价值”是用商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作为其量度标尺的。那么,凝结在人类生命与生活中的“人化价值”,以什

么作为量度标尺呢? 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消费理论的核心问题。

二、“人化价值”的衡量尺度

  人们衡量劳动价值的尺度,是根据劳动价值的功能来确定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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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在社会分工体系中,把自身的生命凝结在商品之中形成的“物化价

值”是作为手段的价值形态。在这个价值形态下,人们持有商品的目的不是为

了自己消费来实现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是作为与其他人进行交换的手段。
于是,商品的物与物的关系的背后的价值关系,是人与人的市场权力关系。马

克思说,“在任何情形下,在商品市场上,只是商品所有者与商品所有者相对

立,他们彼此行使的权力只是他们商品的权力。”①衡量这种交换权力大小的

尺度是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它是该社会人们普遍承认的劳动时间,它
们决定物化价值的大小,也即商品所承载的交换权力的大小。这种权力关系

要通过货币来表现:“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

为货币,并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才取得和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他在衣袋里

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②

  而通过人们消费,由“物化价值”形态转化而来的“人化价值”形态,是作为

目的的价值形态。劳动价值所转化的结果就是人们的目的。如果说,商品的

使用价值转化为人们各种具体的目的———满足个人的各种各样的欲望与生理

机能,那么商品内部的抽象劳动所凝结的物化价值,则转化为一般的人类生

命,它是人类消费行为的总体目的。因此,人类生命的数量与质量就是人化价

值的存在形态,这是作为目的的价值形态。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了工人消费过程实现的劳动价值转化:工人所

消费的商品的物化价值的总和等于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价值”,而
其“人化”产生结果是新诞生的劳动力。由此消费品的物化价值转化为“劳动

力”的人化价值,这里的“劳动力”指的是具有基本的生理机能的人,它的不断

再生产使人类得以生存与延续。因此,“单位劳动力”(如“人·时”、“人·年”
等)是人化价值的最基本单位,是人化价值的衡量尺度。高质量的人类生命与

生活的“人化价值”,则用简单劳动力的倍数来量度。例如,某人在单位时间中

消费的商品的劳动价值是“劳动力的必要劳动价值”的两倍,其可以维持两个

单位劳动力的生存,由此转化的人化价值是两个“单位劳动力”,如此等。某一

商品的物化价值所转化的人化价值,等于该物化价值所能够再生产的简单劳

动力的数量。

  “人化价值”就是人类生命本身,商品的物化价值所转化的人化价值等于

其能够再生产的简单劳动力数量。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种作为人

类生命的生存与发展的“人化价值”,一旦进入商品市场进行买卖,进而作为生

产剩余价值的工具,它就又被作为商品而物化了———劳动力成为“商品”,成为

“物”,成为“使用价值”,于是这种转化为人的生命的“人化价值”,转化为劳动

①
②

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8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7~108、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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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商品的“物化价值”。于是劳动力的价值就可以用物化价值的尺度———“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来量度,而不再用作为人类生命的“人化价值”来量度。作为

“人类生命”的人化价值消失了,人只是作为商品,作为创造价值的机器来使

用。消费过程在这里失去了“人的生产”的意义,而只是“物的生产”的一个环

节,生产出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而是作为商品、作为物的劳动力。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就是把消费过程的性质改变了:消费原本是从“物
化价值”转变为“人化价值”的过程,现在变成了消耗“人化价值”而转变为“物
化价值”的过程。这也许是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核心的《资本论》之所

以没有展开对“人化价值”的讨论,而集中于“物化价值”讨论的原因所在。

  因此,商品的“物化价值”在消费过程中的转化方式,将依照消费性质的不

同而相异。在以人的生存与发展为目的的消费中,物化价值形态转变为人化

价值形态,衡量劳动价值的尺度是“能够再生产出的劳动力的数量”。如果消

费只是作为手段,生产出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它只是资本增值的工具),那么

“人化价值”在劳动力的买卖与使用过程中被反过来重新转化为“物化价值”,
因此这种消费只是把一种商品(消费品)的物化价值转化为另一种商品(劳动

力)的物化价值,其衡量标准仍然是商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既然“物化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能够在消费过程中被转化“人化价

值”(能够再生产的劳动力数量),而“人化价值”又能在劳动力的买卖与使用中

被反过来转化为“物化价值”,这就是证明了这个转化过程是等值过程,即商品

中的“物化价值”与消费后产生“人化价值”等值,两者都是同一劳动价值的不

同形态。消费过程不能创造价值,能够实现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合理消费也不

能消灭价值。于是我们用“人化价值转化率”来描述这种等值的转换:在一定

的社会条件下的单位物化价值(单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能够再生产的简单劳

动力的数量就是其间的转化率h,它由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类消费的科技文

化水平所决定。社会生产力水平越高,单位必要劳动时间生产出的商品越多

越好,人们消费的科技文化水平越高,能够再生产的人类生命的数量与质量就

越高,因而转化率h就越高。这就是说,某社会的单位必要劳动时间所创造的

人化价值为h,则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T所生产的物化价值,在消费过程

而转化的“人化价值”V为:

V=hT
  此公式中T是投入到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人类生命,而V是被再生产出的

人类生命,所以这个公式实质上是人类生命在人类经济活动中的“投入—产出

方程”,它所刻画的是人类通过劳动而“用生命生产生命”的过程。这正是劳动

的本质意义所在:人类为了生产出更多数量与更高质量的人类生命而消耗其

生命以进行劳动,由此劳动价值才真正实现,而h表示的正是这种“生命的生

产率”,我们称其为“价值创造率”,即劳动对人的价值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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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证明h等于“剩余价值率”加上1,即h=(1+m′)。这是因为剩余价

值率是剩余价值与生产劳动力的必要价值之比,而h则是劳动所生产的全部

价值与生产劳动力的必要价值之比。假设剩余价值率为m′,投入的劳动力价

值为可变资本v,则其生产的商品中凝结在物化价值为(1+m′)v,这些物化价

值如果全部被消费,则能够生产的简单劳动力的数量将是v的 (1+m′)倍。
所以得到转化率h=(1+m′)。

三、消费过程与商品价值

  商品价值理论是商品价格理论的基础。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活劳动是创造

商品价值的唯一过程,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来源。消费过程在劳动价值论中的

意义,在于使作为手段的物化价值转变为作为目的的人化价值,使各个特殊社

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转化为普遍的人类生命价值(标志人类生存与发展

的人类生命质量与数量),在这个转化过程中,物化价值与人化价值都是同一

劳动价值的不同形态,两者数量是相等的。因此,商品内部凝结在价值,既等

于其物化价值,又等于其在消费过程中所转化的人化价值。无论我们用哪种

价值形态来衡量价值都是等价的。在转化公式V=hT中,我们用各个社会特

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单位来衡量价值,或者用普遍的劳动价值单位(单
位简单劳动力)来衡量价值,所得到的结论将是完全一致的。这就使我们可以

得到以下两条关于商品的价值规律:

  规律1:在全社会总体的价值创造率h不变的情况下,某特殊商品的价值

与该商品的特殊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很显然,在h一定的情况下,劳动价值

与商品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T成正比。而T与该商品自身的劳动生产率成

反比。某商品劳动生产率越高,其中凝结的该社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越
少,其与同社会的其他商品交换所拥有的价值量便越小。而且由于h一定,所
以该商品的劳动时间所能再生产的劳动力的数量便越少。马克思清楚地指

出:“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注意:这
是具体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①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比较了同一社会条件

下,由于土地肥力的变化、织机的改良、羊毛歉收等原因所引起的它们的劳动

生产率的变化,进而引起生产它们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变化,证明这

时商品的价值量必然与其中凝结的劳动时间成正比,而与劳动生产率成反

比。②

  规律2:在不同社会经济体中,等量的自然时间中的劳动所生产的劳动价

①
②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3.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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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与价值创造率成正比。因为V=hT,价值创造率越高,等量自然时间中投

入的劳动所创造人化价值就越高,这个“人化价值”由与其等值的“物化价值”
转化而来,都是劳动价值的存在形态,于是自然得到这条规律。由此我们可以

成功地解释:为什么人均GDP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提高。也能够成功

地解释:为什么采用新的科学技术能够带来社会创造的总价值的增长。

  上述两条规律结合起来,可以得到商品的价值的下述公式:

V=hT=k
(t)
r(t)V0=ρ

(t)V0

其中ρ(t)称为“商品的价值趋势系数”,其等于社会价值创造率的增长倍数与

某商品的劳动生产率的增加倍数之比。

  规律3:若某商品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超过社会总体的价值创造率的

增长速度,则其价值趋势系数大于1,此商品内部价值增加而具有涨价趋势;
如果其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小于社会总体价值创造率增长速度,则其价值趋

势系数小于1,此商品内部价值减少而具有降价趋势;若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速度与社会总体价值创造率的增长速度相当,则其价值趋势系数等于1而此

商品内部价值不变而价格具有稳定趋势,其价格增长由通货膨胀所致。

  上述关于商品价值的三定律符合社会现实。例如,一些劳动生产率增长

明显缓慢于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行业(如手工业和农业),其商品内部价值不

断增长而价格不断提高。而其劳动生产生产率增长明显领先于全社会生产力

增长的行业(如电子产业)其商品内部价值不断减少而具有降价趋势。

  上述分析不断适合于同一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商品价值变化,也能

够分析不同社会经济体所生产的各种商品的价值关系。假设两国A与B(A
为发达国家,B为发展中国家),某商品在A、B两国的劳动生产率之比为n(即

A国是B国的n倍),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之比为k,于是同一商品在两国的

价值之比,与k成正比而与n成反比,于是有:

VA
VB=

k
n=λVa

其中λ=k/n称为该商品的“A国对B国的价值比”。由于两国间的价值创造

率之比k对于任何商品都是相同的,所以该比值与两国的劳动生产率之比n
成反比。于是得到下述推论:

  λ=1:当某商品在两国的劳动生产率之比与其社会的价值创造率之比接

近时,其劳动价值接近;这类商品适合于用“购买力平价”理论来衡量其货币的

汇率。

  λ>1:当某商品在两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明显小于其社会总体的价值

创造率差距时(如人力搬运、理发业等等),该商品在发达国家生产的价值将大

于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价值。例如,中国与美国在理发上的劳动生产率相差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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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于是美国的理发价格大于中国,其比值应当接近于两国的价值创造率之

比。如果这些产品能够进行国际竞争,发展中国家具有竞争优势。

  λ<1:当某商品在两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明显大于其社会的价值创造

率差距时,该商品在发达国家生产的价值将小于它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价值,
发达国家在价格竞争中具有明显优势。例如,当年洋布的价值远小于发展中

国家的土布的价值,洋布的进口造成了对土布生产的严重冲击。当代的家用

电器也是如此。

  上述关于商品价值的规律,是将劳动价值论拓展到消费领域而得到的结

果。它使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得以完成,从而能够成功地解释与指导当代经济

现实。

TheoryofConsumptionandHumanized
FormofLaborValue

LuPin-yue

  Abstract Theoryofconsumptionisatheoreticalvacuumamongexist-
inglabortheoryofvalue,andtheestablishmentofitwillreallycompletethe
labortheoryofvalue.Marx’slabortheoryofreproductionis,however,the
startingpointofconsumption.Itistheconsumptionprocessforthepurpose
ofpeople’ssurvivalanddevelopmentthatconvertsthevalueoflaborfrom
itsmaterializedformintohumanizedform.Whenthelaborforceisdomina-
tedbycapitalgoods,thehumanbeingbecomesthemachineofcapitalvalue,

sothat“humanizedvalue”againisre-turnedintoa“materializedvalue”,thus
provingthatthisisaequivalentvalueconversion.“humanizedvalue”makes
obviousthedifferenceinlaborvaluecreatedbyabstractlaborindifferentso-
cietiesatdifferenttimesaccordingto “socialnecessarylabortime”.The
differenceisdepictedbythequantityof“humanizedvalue”createdbyunit
necessaryvalue.Therefore,thevalueofgoodsandtheirlaborproductivityis
inverselyproportionalwhileispositivelyproportionaltothevalueofthe
wholesociety,whichcouldperfectlyexplaintherealcommodityprice
trends.
  Keywords laborvalue theoryofconsumption humanized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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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