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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国内外关于价值转形理论的研究的热点经历两个阶段:针对

转形解法的狭义价值转形问题的研究,以及关系到马克思理论根本性问题的广

义价值转形问题的研究.狭义转形问题的解决为广义转形问题奠定技术基础.

狭义价值转形问题归根到底是平均利润率是否内生决定的问题.价值转形理

论不仅需要作静态和比较静态分析,更要作动态分析.动态价值转形研究为价

值转形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创新方向.

　　关键词　价值转形　研究路径　创新方向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论述了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

之后,第三卷进一步论证了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论证了剩余价值向利润、
利润向平均利润的转化的问题,这就是价值转形问题,也叫价值转化问题.马

克思通过论证,认为价值始终是生产价格的基础,从而创立了建立在劳动价值

理论基础上的生产价格理论,顺利地解决了困扰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规律和

生产价格规律之间的矛盾.

　　但是,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出版后,一些西方经济学者开始质疑马

克思的价值理论,另一些赞同和同情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对这些质疑进行反

驳.双方的论战几近百年,期间,国内的很多学者也参与到了这场论战当

中,他们争论的焦点正是价值转形问题.从其理论研究及论争的发展过程

和具体内容来看,包括狭义价值转形问题的论争和广义价值转形问题的论

争两个方面.

一、狭义价值转形问题的争论

　　狭义价值转形问题的争论其实就是转形解法的争论,所以这种转形问题

一般是指具体的技术问题(米克,１９７７).“这个问题是由以下事实引起的:马
克思的价值转形为价格的方法(至少是像他的算术式的图解中所表明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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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第２９辑 价值转形理论的研究路径及创新方向 ６９　　　

是只将产出的价值转形,而听任投入的价值不转形.”①狭义转形问题从鲍特

凯维兹开始至今,都有争论,随着转形技术和解法的深入,争论的焦点也各有

不同.具体地,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外主要的争论焦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商品价值和生产价格的计量单位问题

　　狭义转形问题的最先提出者鲍特凯维兹(１９０６,１９０７)及其“古典解法”的
继承者没有明确讨论这个问题,基本上把它们看作一致.但是他们常常把生

产价格简称为价格,这给后来者将生产价格和价格混同创造了机会.应该说

第一个提出“计量单位问题”的是斯威齐(１９４２),他在«资本主义发展论»中对

鲍特凯维兹转形方法的评价,认为鲍特凯维兹的方法之所以导致生产价格总

额与价值总额的不一致看作只是由于计量单位的问题.他在分析了鲍文中生

产价格总额和价值总额的差额后指出:“如果我们在价值表示和价格表示中都

采用劳动时间作为计算单位,那么两个总额是会相等的”②.

　　真正开始将价格和生产价格混为一谈,从而认为价值和生产价格的计量

单位不同的是迪金森(１９５６)在«评米克‹转形问题的若干考察›»一文中,认为

价值要以劳动量来测定,价格要以货币的量来测定.他认为包括米克在内的

以前的经济学家一直在寻找计量单位从而确定价格的绝对量的问题是不必要

的,价格只要确定比率即可③.而多布(１９５７)在这个问题上完全同意迪金森

的看法④.大岛雄一(１９６５)也对迪金森的这一观点评价很高,并认为迪金森

“暗示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⑤.然而,这种认为价值和生产价格计量单位

的不一致的观点在国外一直未受到有力反驳,说明这种认识已相当广泛.这

种认识在后来的“新李嘉图学派”反映得更为明显,这在萨缪尔森(１９５７,１９７０,

１９７１)和斯蒂德曼(１９７７)等人的文中可见一斑.

　　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家在批判“新李嘉图学派”的观点

时才逐渐地认识到价值和生产价格计量单位的一致性问题.杜梅尼尔(１９８３)
在«超越转形迷途:劳动价值理论»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

价值是用直接耗费的劳动时间表示的,第三卷中的生产价格只是用再分配的

劳动时间表示⑥.莫斯利(１９９３,２０００)认为价值和生产价格以及剩余价值和

利润都是以货币形式表示,但它们代表一定的抽象劳动时间⑦.克里曼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米克．“«转型问题»入门”．孟宪谟译．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１９８２(４４),３１．
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M]．陈观烈、秦亚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１４０．
迪金森．“评米克«转形问题的若干考察»”．朱绍文译．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１９８２(４４),２８

~２９．
多布．“对转形问题的补充评论”．朱绍文译．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１９８２(４４),２９．
转引自张忠任．百年难题的破解[M]．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６３．
DumenilGBeyondtheTransformationRiddle:ALaborTheoryofValueScienceandSocieＧ

ty,１９８３４７(４),p．４３７
参看吕昌会．世界著名经济学难题———价值转形问题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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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认为前人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内在非一致性的批判,是建立在混淆

价值和交换价值概念的基础上的.他认为生产价格也是一个价值的概念,而
不是交换价值的概念,从而价值和生产价格的计量应该是一致的.

　　国内学者一般都认为价值和生产价格的计量单位是一致的.张忠任

(２００４)在«百年难题的破解»一书中认为转形过程中,价值和生产价格等变量

既可以以劳动时间为单位来描述,也可以用货币为单位来描述,而转形结果不

变.① 丁堡骏(２００５)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与当代现实»一书中认为生产价

格本质上是价值的平均值,所以只要保持两者的计量单位一致即可,而不论是

使用劳动时间计量还是货币单位计量.他强调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不是从

以劳动时间为计量单位来计量的价值到以货币为计量单位来计量的价值的转

化②.白暴力(２００６)在«价值转形问题研究»一书中认为价值和生产价格都应

该以劳动时间为计量单位,而不应该是货币.由于货币作为商品在价值转形

中货币本身的价值和生产价格会发生偏离,因此用货币表示的商品价值和生

产价格就会与以劳动时间表示的价值和生产价格发生偏离.③

(二)投入和产出的生产价格是否同时决定的问题

　　其实,关于投入和产出品的生产价格是否同时决定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

看也就是平均利润率是否内生决定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具体转形的解

法,虽然在国外没有人明确提出讨论,但是各自的观点基本上隐含在他们的转

形解法当中.

　　“古典解法”包括鲍特凯维兹(１９０６,１９０７)、温特尼茨(１９４８)、米克(１９５６,

１９５７)和赛顿(１９５７)等人,他们对转形问题解法的本质是相同的,在投入和产

出价格同时决定问题的看法当然也是一致的.对这一问题,只要看赛顿对他

们的总结即可.赛顿不同于前三位的是他将“古典解法”从三部门扩张到了n
部门,他将其称为“平均利润的原理”:

　　

K１１P１＋K１２P２＋＋K１nPn＝ρα１P１

K２１P１＋K２２P２＋＋K２nPn＝ρα２P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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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其中,Kij表示第i部门生产中耗费的第j部门的产品价值量,它既包括生

产资料的耗费,也包括工人消费资料的耗费;αi 表示第i部门产品的价值量;

Pi 表示第i部门产品生产价格对价值的偏离率;ρ表示“均等的成本率”,即成

本在产品价值中的比率.由此可求出生产价格对价值的偏离率(P１P２Pn)

①
②
③

张忠任．百年难题的破解[M]．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６３．
丁堡骏．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与当代现实[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０１．
白暴力．价值转形问题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５９~６０,９２~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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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对量和成本率ρ,进而求出平均利润率.当然,到现在为止,赛顿并没有

给出生产价格的绝对值,因此还需要添加“不变性公式”.赛顿认为鲍特凯维

兹、温特尼茨和米克的基本模型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不同的地方就是各自添加

的“不变性公式”的不同.

　　从上述转形模型中,可以看出来,包括赛顿在内的“古典解法”是将投入和

产出品的生产价格当作同一变量引入模型当中的,所以他们都认为价值转形

过程中,投入和产出的生产价格是同时决定的.

　　以斯蒂德曼为代表的“新李嘉图学派”直接从物质技术条件出发,利用投

入产出方法建立联立方程来研究价格的决定.为了不通过价值和剩余价值而

求解利润率和生产价格,他们自然将投入和产出品的生产价格看作同时决定

的,同时认为平均利润率也同时决定,并且是内生的.斯蒂德曼(１９７７)在«按
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一书中认为利润率可以由如下方程决定①:(１＋r)
pm(A＋L－１wa)＝pm,其中 L,a,A,w 分别表示总就业量、每个产业部门

就业水平的行向量、生产资料矩阵、工人所得到的实际工资组合,pm 表示货币

价格行向量,A＋L－１wa表示投入品的物质量.斯蒂德曼认为上述方程同

时决定了平均利润率以及生产价格的相对量.可见,斯蒂德曼也将投入和产

出的生产价格看作同时决定的,并且认为利润率是内生的,这和萨缪尔森

(１９５７,１９７０,１９７１)的观点是一致的②.

　　森岛通夫(１９７８)在«价值、剥削和增长»一书中运用马尔科夫矩阵的迭代

法,其实是将投入和产出品的生产价格决定看作是分先后的③.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新解主义”者包括富森(１９８２)、利皮茨(１９８２)、杜梅尼尔(１９８３)等同样基

本认为投入和产出品的生产价格是同时决定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以批

判萨缪尔森的面目出现的 TSS学派提出“时间机制”(Temporal),认为价值和

价格历史地被决定着,而非同时决定.因此投入和产出品的价值、价格(即生

产价格)都是不同的.其中克里曼(１９９８)将时间因素引入转形问题的研究中,
认为产出品的价格和价值不同于投入品的价格和价值他将生产价格方程表述

如下④:

　　pt＋１＝pt(A＋wl)(１＋rt)

①
②

③
④

斯蒂德曼．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M]．吴剑敏、史晋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３９．
参看萨缪尔森．“理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马克思的价值与竞争价格间所谓转化问题的概述”,

马清文译．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M]．第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１０５~１２８;PaulASamuelson,
WagesandInterest:A ModernDissectionofMarxianEconomicModels,TheAmericanEconomicReＧ
view,Vol４７,No６(Dec,１９５７),pp８８４~９１２

参看张忠任．百年难题的破解[M]．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０８．
AndrewJKliman“Value,ExchangeValue,andtheInternalConsistencyofVolume Ⅲ of

Capital:Arefutationofrefutations”InRiccardoBellofiore(ed),MarxianEconomics:AReappraisＧ
alVolⅡEssaysonVolume Ⅲ of‘Capital’:profits,pricesanddynamics(London:Macmillan),
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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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本期投入品的生产价格和产出品的生产价格是不同的.这种思想在国

内转形模型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国内,丁堡骏(１９９５,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岳宏志(２００２,２００５)、朱奎(２００４)都将

投入品和产出品的生产价格看作不是同时决定的,在他们的转形模型中,投入

品的生产价格都是外生的,而且认为平均利润率也是外生的,这样才能使得转

形方程有唯一解.袁镇岳、高鸿桢(１９８３)将投入品和产出品的生产价格看作

同时决定,但未对利润率的内生性作说明.白暴力(１９８６)将投入品和产出品

的生产价格看作同时决定,并且认为平均利润率是内生的.张忠任(２００１)也
将投入品和产出品的生产价格看作同时决定的,但与白暴力不同的是,张忠任

将劳动力的生产价格看作独立于生产资料的生产价格的决定,而且张忠任的

模型中将平均利润率设置成外生决定的.吕昌会(２００５)认为投入品和产出品

的生产价格不能同时决定,理由是在投入品进入产品生产价格形成前就已经

在市场中处于价格的形式了.

(三)“总计一致二命题”是否成立的问题

　　“总计一致二命题”也就是价值总额和生产价格总额相等,剩余价值总额

和利润总额相等.正如很多学者所说的,转形问题的难点在于,如何证明成本

价格的生产价格化以后,“总计一致二命题”是否能够同时成立.转形问题成

立与否,一致被视为马克思经济学生死攸关的根本问题①.许多马克思的反

对者正是抓住这一点,极力论证“总计一致二命题”在投入品以生产价格表示

的情况下不能同时成立,从而作为他们对劳动价值论和生产价格理论的反对

理由.所以在狭义价值转形问题争论中,“总计一致二命题”是否同时成立的

问题当然就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在这个问题上,大概存在以下几种主要的

看法:

　　第一种是认为两个命题不能同时成立.使用“古典解法”的鲍特凯维兹、
温特尼茨、米克以及赛顿,根据他们的转形模型设置,都认为“总计一致二命

题”是不能成立的.为了使其模型有解,需要分别添加一个“不变性公式”来实

现,因此,根据所设定的“不变性公式”就可以知道他们对“二命题”成立与否的

具体看法.鲍特凯维兹是设定P３＝１为不变性公式,其实设定P３＝１就意味

着假定鲍氏解法中的第三部类的价值与生产价格相等.从而在简单再生产的

假设下,第三部类的总价值与三大部类的总剩余价值相等,总生产价格与三大

部类的总利润相等.那么第三部类的价值与生产价格相等也就意味着剩余价

值总额与利润总额相等.所以鲍氏的转形模型总能满足剩余价值总额等于利

润总额,但是由于投入品以生产价格表示,价值总额与生产价格总额一般来说

① 张忠任．百年难题的破解[M]．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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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９辑 价值转形理论的研究路径及创新方向 ７３　　　

是不相等的.从而鲍特凯维兹得出结论说“总计一致二命题”不能同时成

立①.

　　温特尼茨是设定∑α＝∑αp为不变形公式,即假定价值总额等于生产价

格总额,可以想象,按照“古典解法”或模型(１)解法,剩余价值总额与利润总额

一般来说是不能相等的.可见,温特尼茨同样不能得出“总计一致二命题”同
时成立的结论,虽然他本人好像自称已经解决了鲍特凯维兹的问题②;米克

(１９５６)在«关于转形问题的一些解释»一文中分析了鲍氏和温氏的模型后,认
为马克思的“总计一致二命题”不会同时成立③.在具体的转形模型中,米克

认为“价格总额和价值总额的相等或许必须取消”④,而代之以剩余价值总额

和利润总额相等的“不变性假定”.所以米克设定∑S＝(１－ρ)∑αp为不变性

公式.

　　赛顿总结了以上三位学者的转形模型,建立了不含“不变性公式”的一般

模型(如模型(１)).不过赛顿也承认必须在一般性模型中引入不变性假设建

立“特殊模型”才能解决“总计一致二命题”问题.但是赛顿在他的“特殊模型”
中设置了更加强的假定:简单再生产并且第三部类资本有机构成等于社会平

均资本有机构成.这意味着假定以及价值总额等于生产价格总额∑α＝∑αp,
这当然也就同时假定了“总计一致二命题”成立(注意只是“假定”).

　　另外,置言信雄(１９７７)在«马克思经济学:价值与价格的理论»一书中用迭

代法论证了价值与生产价格总额相等,但剩余价值总额与利润总额一般来说

不相等的结论⑤.

　　第二种是认为两命题都不成立.一般认为平均利润率内生决定的学者都

会认为马克思的“总计一致二命题”均不能成立,即使成立也是完全出于偶然.
最典型的代表是萨缪尔森(１９５７,１９７０,１９７１)和斯蒂德曼(１９７７).萨缪尔森是

从投入产出方法入手,而斯蒂德曼从物质技术体系入手———他们实质都是一

样的———认为只要知道生产体系和实际工资率就可以由物质体系本身决定马

克思所说的平均利润率,而不需要价值和剩余价值的任何变量.所以,他们认

为与剩余价值相关的价值体系和与平均利润相关的生产价格体系之间没有关

系,也就不可能存在“生产价格总额等于价值总额”和“剩余价值总额等于利润

①

②

③

④

⑤

BortkiewiczLvon,ValueandPriceintheMarxianSystem,InternationalEconomicsPapers２,
１９５２

温特尼茨．“价值与价格:所谓‘转形问题’的一解法”．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M]．１９８２
(４４),１７~１９．

Meek,R１９５６SomeNotesontheTransformationProblem,EconJ,March,６６,pp９４~
１０７;reprintedinmeek,REconomicsandideologyandotheressays;StudiesinthedevelopmentofecoＧ
nomicthoughtLondon:ChapmanandHall,１９６７,pp１４３~１５７

米克．“转型问题入门”,斯密、马克思及其以后[M]．查普曼和霍尔公司,１９７７,转载于马克思主
义研究参考资料[M]．孟宪谟译,１９８２(４４),４９．

参看张忠任．百年难题的破解[M]．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１１~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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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的命题.如果存在两命题,那也是非常偶然的情况,这要求每个部门的

资本有机构成都相等①.森岛通夫(１９６１)在«列昂惕夫矩阵的集成与劳动价

值论»一文中,也认为马克思的“总计一致二命题”不能成立,他跟萨缪尔森和

斯蒂德曼一样,也用投入产出法从物质体系入手,从而得出转形问题即“总计

一致二命题”要成立必须具备非常特殊的条件,同样是所有部门的资本有机构

成都要相同②.其实他们从物质体系出发,将平均利润率内生决定,不经过价

值和剩余价值独立决定生产价格和利润,必定是将价值体系和生产价格体系

相互割裂,所以在联系两个体系的“总计一致二命题”当然就不可能在他们笔

下成立.

　　第三种是认为两命题能够同时成立.当然赛顿在他的作了强假定的“特
殊模型”中确实是认为“总计一致二命题”能够同时成立的.不过根据我们的

分析,“古典解法”不可能满足两命题同时成立.其实赛顿在这里本质上是将

“总计一致二命题”作为两个前提条件引入到转形模型中,当然能得出两命题

同时成立的结论.与赛顿一样做法的,还有日本学者富森(１９８２),但是富森没

有像赛顿那样以假定“第三部类资本有机构成等于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的
形式假定“价值总额等于生产价格总额”,而是直接将两个不变性方程放在转

形模型中,这样当然就会多出来一个方程,成为超定方程组③.森岛通夫

(１９７８)在«价值、剥削和增长»一书中,改变了１９６１年认为“总计一致二命题”
不能成立的看法,他通过利用马尔科夫矩阵的迭代法的分析,转而认为“总计

一致二命题”是无条件成立的④.TSS学派也持这种观点,克里曼(１９９８)提出

“单一机制”(Singlesystem)和“时间机制”(Temporal),将转形后的价值、价
格和利润率方程分别表示为:

　　λt＋１＝ptA＋l,pt＋１＝pt(A＋wl)(１＋rt),rt＝
StX

(Ct＋Vt)X
＝

(lX－ptwlX)
pt(A＋wl)X

　　进而推导出价值总额等于生产价格总额,剩余价值总额等于利润总额.
不过很显然,克里曼在这里本质上已经将马克思价值的概念进行了修正,并且

他的剩余价值也是修正了的,他认为剩余价值可以表示为活劳动减去以生产

价格表示的可变资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已经背离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国内,魏埙(１９８６)认为二命题都是成立的,他认为鲍特凯维兹等人混淆了

①

②

③

④

PaulASamuelsonUnderstandingtheMarxianNotionofExploitation:ASummaryofthe
SoCalledTransformationProblem Between MarxianValuesandCompetitivePricesJournalofEcoＧ
nomicLiterature,Vol９,No２(Jun,１９７１),pp３９９~４３１

Morishima,MandFSeton,１９６１AggregationinLeontiefMatricesandtheLabourTheoryof
Value,Econometrica,２９,pp２０３~２２０

Fujimori,Y１９８２ModernAnalysisofValueTheory,SpringerVerlagBerlinHeidelbergNew
York

转引自张忠任．百年难题的破解[M]．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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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总资本和耗费资本之间的区别.① 张忠任(２００１)解决了富森的难题.同

样地,张忠任将两个不变性方程作为条件引入转形模型中,并且认为劳动力生

产价格独立于生产资料的生产价格的决定.这样处理,既解决了“总计一致二

命题”成立的问题,又可以避免富森的超定方程组的难题.岳宏志(２００２,

２００６)的转形模型是将马克思的转形之后的剩余价值理解为扣除以生产价格

表示的成本价格之后的价值余额(注意与克里曼关于剩余价值的概念仅有细

微的差别),并且将平均利润率看作是外生的,从而得出“总计一致二命题”成
立.吕昌会(２００５)借鉴克里曼(１９９８)的模型引入“单一机制”和“时间机制”,
进而得出两命题同时成立的结论.

　　第四种观点认为两命题不能同时成立,但是并不违反劳动价值论和价值

规律.国外的代表性的学者是伊藤诚(１９８０)、谢克(１９８１,１９８４).伊藤诚在

«价值和危机»一书中认为价值和生产价格只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因此两个

总量之间的偏离就应当看成是可以接受的.② 谢克在«代数学的贫困»一文中

分析了“总计一致二命题”不能同时成立的原因,认为是由于资本家的消费才

导致剩余价值总额和利润总额的不一致.同时这种不一致也就导致了斯蒂德

曼所说的两种利润率的不一致性,谢克认为这并不能否认劳动以及劳动价值

在其中的基础性作用.他认为,价值利润率和货币利润率之间的差异是由于

剩余价值总额和利润总额的差异,进而是由于资本家非生产性消费品的生产

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差异引起的.③

　　这种观点在国内研究转形的学者中很具有代表性.严正(１９８３)认为由于

存在以下两个原因,总生产价格与总价值偏离是正常的,一是只有部分产品进

入再生产;二是周转时间的不同.但是他认为总量相等只要作为趋势近似相

等即可.④ 丁堡骏(１９９５,１９９９,２００５)、朱奎(２００４)在其转形模型中,将投入品

的生产价格设置成事先确定的,从而不同于产出品的生产价格,并且根据马克

思关于平均利润率的定义,将其设置为外生决定的.这样处理后,得出剩余价

值总额等于利润总额,但价值总额一般不等于生产价格总额.他们后一个不

变性方程不成立归结为投入品(丁堡骏的模型中是不变要素)的生产价格和价

值发生了偏离的缘故,并且认为价值总额与生产价格总额之间的差额的存在

并不违反价值规律,因为“首先,它是由劳动作为它的价值实体的”,其次,如果

将各个价值转形体系看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个动态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

看,生产价格总额与价值总额仍然相等”⑤.白暴力(１９８６,２００６)认为由物质

①
②
③
④

⑤

魏埙．“再谈关于商品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形’问题”．南开经济研究,１９８６(６),２７~３２．
Itoh,Makoto:ValueandCrisis,London:PlutoPress,１９８０p７７
斯蒂德曼、斯威齐等．价值问题的论战[M]．陈东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２６８~２７５．
严正．“西方学术界围绕«资本论»中‘转形问题’的一场论争”[N]．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１９８３(１),５２~６０．
丁堡骏．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与当代现实[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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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体系可以内生决定平均利润率和相对生产价格,之后引入第三个方程,可
以得到生产价格的绝对量,并且认为“总计一致二命题”不能同时成立,具体情

况要看引入的第三个方程.白暴力进而将两命题差额存在归咎为“平分余量”
的存在,他认为,平分余量的存在并不违反马克思的“总计一致二命题”的结

论,因为在实际的市场运行中,“总市场实际利润等于总剩余价值,总市场(生
产)价格等于总价值”①.

二、广义价值转形问题的争论

　　广义价值转形问题的争论就不仅仅涉及到转形计算的技术问题,更为重

要的是涉及到一些具有根本性的问题.正如米克所说的:“事实上,现今大多

数被认为是‘转形问题’的争论并不小于关于马克思的价值和分配的全部学说

的普遍有效性的争论”②.在国外,广义转形问题应该说从马克思«资本论»第
三卷出版后就开始了,但真正称得上是激烈争论的是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

的.广义转形问题的争论焦点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劳动价值论对生产价格决定是否冗余的问题

　　关于劳动价值论对生产价格决定是否冗余的问题的争论,其实就是关于

«资本论»第三卷同第一卷是否矛盾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是西方学者企图

推翻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特别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庞巴

维克(１８９６)在«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一书,声称:“马克思的第三卷

否定了第一卷”,希法亭(１９０４)在«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评»一书中对庞巴维

克进行了驳斥,认为根据历史的观点来理解,劳动价值论与生产价格理论并不

矛盾.当然,他们两人的争论还没有涉及到转形问题.斯威齐(１９４２)认为正

如马克思所说的利润只是来自对社会劳动的总产出的一种扣除,如果这点是

对的,那就不能摒弃价值计算和作为这种计算的基础的劳动价值论③.

　　萨缪尔森(１９５７、１９７０、１９７１)在他的文章中,用投入产出法推导了包括平

均利润率在内的生产价格体系是独立决定的,并不依赖于价值体系和劳动价

值论.所以他认为劳动价值论是“复杂的迂路”,价值体系与价格体系是互不

相容的,马克思提出的价值如何转化为价格的程序完全是“不必要的迂回”.
斯蒂德曼(１９７７)在«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一书中认为只要知道生产技

术条件和实际工资率,就可以决定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相对量,不需要借助

于任何劳动时间的概念.他认为“只有当人们知道了所使用的是什么生产方

①
②
③

白暴力．价值转形问题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６９．
米克．“转型问题入门”,孟宪谟译,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M]．１９８２(４４),３２．
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M]．陈观烈、秦亚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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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后,才能确定商品或商品总量的价值,生产方法的选择本身是在利润极大化

过程中被决定的.因此,人们只有在利润率决定后才能知道价值.利润率的

决定在逻辑上先于价值量的决定———毫不奇怪,价值的决定对利润率的决定

没有任何影响”①.斯蒂德曼还认为,如果存在“联合生产”,劳动价值将成为

不可决定的,因为联合生产将导致商品价值,从而剩余价值为负值,使劳动价

值失去它本来的意义.米克(１９７５)在«从价值到价格:马克思走的道路真的是

必要的吗?»一文中认为马克思“从价值开始研究”是由于马克思的方法论,以
及当时技术条件限制.他认为完全可以运用斯拉法的模式,利用实物生产和

工资的数据来分析转形问题,而不用考虑劳动价值论②.

　　萨缪尔森和斯蒂德曼等人的劳动价值无用论遭到了后来很多学者的批

评,这些学者包括:鲍莫尔(１９７４)、赖布曼(１９７４)、德赛(１９７４,１９７９)、伊藤诚

(１９７６)、谢克(１９８１,１９８４)、兰斯顿(１９８４)、曼德尔(１９８４)、弗里曼(１９８４)等.
他们分别有针对性地驳斥了劳动价值冗余论的论调,坚持了劳动价值论的科

学内涵.鲍莫尔(１９７４)认为马克思是在生产关系上论述价值转化问题的,目
的是要说明被表象所掩盖了的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萨

缪尔森抛开生产关系去分析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实质上是违背了马克思的

原意③.德赛(１９７４)批评了萨缪尔森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古典学派的劳

动价值论混为一谈.他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不仅分析相对价格及实现资源

分配,更为重要的是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特殊性及其阶级关系.④ 赖布

曼(１９７４)认为萨缪尔森将剥削率看作来源不明的社会纯收入的分割比率,必
然模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剥削关系.应该把真正的剥削率看作被雇用的

工资劳动者所付出的全部劳动时间中有偿劳动部分和无偿劳动部分之间分割

的比率,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⑤ 谢克(１９８４)批判了“新李嘉图学

派”认为劳动价值冗余性的观点,他认为生产和分配过程都体现了劳动价值关

系:“生产过程只是人类劳动对象化在使用价值上的劳动过程”,“价格是价值

在交换中所采取的形式,并且这些价值的数量大小支配和调节它们价格形式

的运动.”⑥

　　在国内,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就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萨缪尔森和斯蒂德

曼的劳动价值论冗余论的观点作了批评.这些学者包括陶文达(１９８３)、宋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斯蒂德曼．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M]．吴剑敏、史晋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４９．
米克．“从价值到价格:马克思走的道路真是必要的吗?”．孟宪谟译．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

１９８２(４４),５０~６１．
鲍莫尔．“价值的转形:马克思‘真正’作出的解释(一个说明)”．李庆云译．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

选[M]．第六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８５~１０１．
德赛．“马克思的价值与价格问题讨论”,金以辉译自德赛．马克思的经济理论[M]．１９７４英文

版,第８~１２章,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７４~１０４．
朱绍文．“战后‘转形问题’的论争”[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１９８３(６),４２．
斯蒂德曼、斯威齐等．价值问题的论战[M]．陈东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２６４~２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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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祥(１９８４)、李达昌(１９８５)、陆德明(１９８３)、许统乔(１９８５)、张幼文(１９８４)、严正

(１９８３)等.他们认为萨缪尔森等人混淆了价值和价格的概念,没有区别现象

和本质的关系.朱钟棣(１９９１)纠正了斯蒂德曼的错误,认为利润和价格的实

体均来源于劳动,他通过数学证明说明了只有当活劳动的耗费大于劳动力价

值,才能得到正的利润.① 白暴力(１９８６,２００６)将价值理论从抽象本质到具体

现象依次分为六个层次:价值与价格的本质;价值实体与价格最终基础;交换

价值与自然价格;市场价值与市场价格运行;决定价格与价格总水平;价格制

定和价格管理.② 他认为“斯蒂德曼所依据的实物价格决定理论,表达的只是

价值价格理论六个层次中第三个层次的特殊情况,并不能构成完整的价值价

格理论,因此,具有明显的缺陷,更不可能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③因

为,斯蒂德曼的理论不能说明价格的本质和利润的实体及剥削,而劳动价值论

却很好地说明了这些问题.丁堡骏(２００５)认为马克思的转形理论着重要解决

的问题是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即剩余价值如何表现为它的具体形式,首先要

从质的方面考察,其次要从量的方面看各种具体形式的总和是否等于剩余价

值总量.丁堡骏通过分析认为斯蒂德曼的实物关系方程式是不成立的,所以

不能否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④ 张忠任(２００４)认为萨缪尔森的实物交换体

系并不能否认劳动价值论,因为实物交换体系中的物质耗费系数矩阵以及劳

动者所需最低生存商品向量都是与价值概念直接相关的.

(二)价值利润率和价格利润率是否相等的问题

　　关于价值利润率和价格利润率的概念最开始是由斯蒂德曼提出来的.斯

蒂德曼(１９７７)在«按照斯拉法的思想研究马克思»一书中指出马克思是根据商

品中凝结的劳动来确定价值的,并且是按照价值表示的剩余价值除以资本价

值来定义利润率,斯蒂德曼将其称为价值利润率.而他认为现实中的利润率

却是以价格来表示的,由于价值和价格的偏离,价值利润率和价格利润率之间

必定不同.斯蒂德曼进一步认为,价格利润率更有意义,而价值利润率是不必

要的.两种不同的利润率,“哪一个更为有意义呢? 哪一个将影响资本家的决

策和行为呢? 哪一个将是一个竞争经济中的各个部门间的一般利润率呢? 答

案是不言自明的,影响决策和趋于均等化的是货币利润率.资本家既不知道

也不关心马克思所用的‘价值利润率’,经济中也不存在使各部门间的价值利

润率趋于相等的力量.”⑤因此斯蒂德曼就以此来否定劳动价值论.

①

②
③
④
⑤

朱钟棣．“评国外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者转形问题上的几种观点”[J]．学术月刊,１９９１(３),５３~
６１．

白暴力．价值转形问题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１７２~１７５．
同上书,１７５．
丁堡骏．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与当代现实[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０１~１０６．
斯蒂德曼．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M]．吴剑敏、史晋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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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９辑 价值转形理论的研究路径及创新方向 ７９　　　

　　针对斯蒂德曼以价值利润率和价格利润率的不一致性来否定转形问题以

及劳动价值论的观点,谢克、阿巴拉辛、莫斯利、克里曼等人都提出了不同的看

法.谢克(１９８１)在«代数学的贫困»一文中从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入手,分析指

出转形中个别部门价格和价值的偏离将引起利润总额和剩余价值总额之间的

偏离,使得价格利润率和价值利润率的不一致.但是谢克认为由于两种利润

率都是剩余价值率的单调增函数,所以这种不一致性只是价值在流通中的表

现形式而已,并不是对劳动价值论和价值规律的否定.谢克认为斯蒂德曼以

此来否定劳动价值论,是他的方法论的错误.① 阿巴拉辛(１９８４)认为斯蒂德

曼体系中价值利润率和价格利润率之所以不等是源于均等利润率与价格同时

决定的假定②.他认为均等利润率与价格不能同时决定,这样就能保证两种

利润率相等.莫斯利(１９９３,２０００)认为斯蒂德曼从物质生产技术条件和实际

工资入手必然得出两种利润率不等的结论,以致与马克思的结论不同,这是由

于两者的分析方法存在差异所致.所以不能用斯蒂德曼的方法来否定马克思

的结论③.克里曼(１９９８)通过“单一机制”(Singlesystem)命题,将预付资本

的价值以投入品的价格表示,从而投入品的价格参与决定产出的价值.也即

假定以生产价格表示的成本价格与以价值表示的资本价值看作等同,从而价

值利润率与价格利润率必然相等.④

　　国内学者也对斯蒂德曼关于两个利润率不等的问题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朱钟棣(１９９１)认为转形完成之后,利润率就应该以生产价格来表示,从而不可

能出现两个利润率不等的问题.他还认为斯蒂德曼混淆了预期利润率和实际

利润率的区别.⑤ 白暴力(１９８６)通过引入“平分余量”的概念,认为内生决定

的平均利润率与马克思定义的利润率即价值利润率是近似相等的,并且平均

利润率本质上是由价值利润率决定的,因此斯蒂德曼试图以两个利润率不等

为理由抛弃劳动价值论是不能得逞的.丁堡骏(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分析指出斯蒂德

曼以物质技术体系得出的利润率是没有定义的,“不过是商品高于其价值出售

时的高出率,它与马克思的科学的平均利润率毫不相干”⑥.吕昌会(２００５)借
鉴克里曼(１９９８)建立转形模型,证明了价格利润率和价值利润率是相等的结

论.另外,丁堡骏(１９９９)、朱奎(２００５)驳斥了斯蒂德曼对所谓马克思的价值利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斯蒂德曼、斯威齐．价值问题的论战[M]．陈东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２６８~２７５．
见吕昌会．世界著名经济学难题———价值转形问题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１４１~

１４２．
同上书,１６３~１６５．
AndrewJKliman“Value,ExchangeValue,andtheInternalConsistencyofVolume Ⅲ of

Capital:Arefutationofrefutations”InRiccardoBellofiore(ed),MarxianEconomics:AReappraisＧ
alVolⅡEssaysonVolume Ⅲ of‘Capital’:profits,pricesanddynamics(London:Macmillan),
１９９８

朱钟棣．“评国外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者转形问题上的几种观点”[J]．学术月刊,１９９１(３),５３~
６１．

丁堡骏．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与当代现实[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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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润率的理解,认为转形之后,价值利润率并不是斯蒂德曼所说的剩余价值总额

与资本价值总额之比,而应该是剩余价值总额与成本价格总额之比.

(三)转形方法是否存在“历史性”的问题

　　最早系统研究转形的历史问题的是恩格斯,他认为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对

于整个简单商品生产时期都是普遍适用的.他指出,马克思的价值规律,“直
到简单商品生产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出现而发生变化之前是普遍适用

的.价值规律已经在长达五千年至七千年的时期内起支配作用”①.在

反驳第一个向马克思体系挑战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庞巴维克时,希法亭曾经

指出,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也完全符合历史的进程.价值是商品经济的产

物,生产价格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价值在资本主义下才转化为生产价

格.②

　　米克(１９５６)认为价值转形是历史的过程,他将历史过程分为三个时代来

说明转化问题,即前资本主义社会,在这里,交换是按照价值进行的,没有剩余

价值同直接生产者相分离;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在这里,价值在交换中仍然流

行,但是剥削和剩余价值已经出现了,而利润率却没有均等化;发达资本主义

社会,在这里,利润率已均等化,因而生产价格起着支配作用.③ 赛顿(１９５７)
在«论转形问题»一文中,认为转形问题占主要成分的不是逻辑的和数学的,而
宁可说是历史的④.森岛通夫和卡太弗里斯(１９７５)针对米克、赛顿乃至恩格

斯关于历史上转形问题的论点,提出异议,他们认为,转形问题是一个逻辑分

析的问题(价值和生产价格起着可供选择的逻辑工具),而不存在一个历史上

转形问题.⑤ 而米克(１９７７)在«斯密、马克思及其以后»一书中对森岛通夫表

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马克思的价值在逻辑上转化为生产价格应被看成是

“校正过的反映”.在该书中,米克还认为在价值和生产价格之间还应该有一

个过渡阶段,他称之为“黎明阶段”,指“资本家已获得资本的支配权,但是各产

业之间的资本转移尚未开始的阶段.”⑥

　　在国内,宋龙祥(１９８４)、李达昌(１９８５)、张幼文(１９８４)、吴世泰(１９８３)、严
正(１９８３)等人都认为转形过程是历史过程,应该从历史和逻辑两个角度对价

值转形进行考察.张理智(１９８８)分析认为,在历史上,转形问题从猿进化到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０１８~１０１９．
参看张幼文．“萨缪尔森在‘转形问题’上的错误”[J]．世界经济研究,１９８４(４),２９．
见胡代光等．评当代西方学者的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０,

２０９．
同上书,２１０．
同上书,２１０．
同上书,２１２~２１３;张忠任．百年难题的破解[M]．２１５~２１６;MMorishima;GCatephores,“Is

Therean‘HistoryTransformationProblem’”,TheEconomicJournal,Vol８５,No３３８(Jun,１９７５),
p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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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时就存在,只要存在劳动产品的地方,就已经开始了价值转形.他将商品的

概念进行放大至产品,认为只有将历史上一切劳动产品都具有价值才能完成

转形问题.① 顾海良和张雷声(２００３)认为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是价值形态

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转化过程,也是历史上价值由简单形态向复杂形态转化

的历史过程.② 张忠任(２００４)区分了转形的历史条件的形成与转形的历史过

程,前者属于社会发展过程,后者指由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演变进程.他认

为,“转形的历史过程并不是逻辑过程的必要前提,在具备了转形的历史条件

的前提下,转形的逻辑过程是独立的,无需一个历史过程作为中介”③.

(四)“逆转形”是否存在的问题

　　一些西方学者把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问题称之为正转形问题,而把生

产价格向价值转化问题称为“逆转形”问题.

　　“逆转形”问题最早是由森岛通夫和赛顿(１９６１)在«列昂惕夫矩阵的集成

与劳动价值论»一文中提出来的.他们利用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法,特别

是根据所谓的产出系数,在一系列的前提假设下,认为马克思的价值体系可以

从生产价格体系中得到.这些假设包括剩余价值总额等于利润总额以及各部

门有均等的剩余价值率等④.和森岛通夫及赛顿一样,萨缪尔森(１９７１)也认

为价值体系可以从生产价格体系中得到,他通过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方法指

出劳动价值论是“复杂的迂路”的“逆转形”理论.如果说森岛通夫和赛顿还承

认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的话,萨缪尔森则完全否认了转形的存在,他说:“正
如马克思把黑格尔倒转过来一样,我们也把马克思倒过来”,因此他认为分析

的起点是价格和利润而不是价值和剩余价值.⑤

　　萨缪尔森之后,很多西方学者对“逆转形”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鲍莫

尔(１９７４)在«价值转形:马克思的真意何在?»一文中针对萨缪尔森提出的价值

是不必要的迂回提出反驳,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首先是解剖利润源泉的理论,
而不是直接作为价格决定的理论,价格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价值揭示了事物的

本质.利伯曼(１９７４)在«价值和生产价格:转形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一文中认

为剥削率应看作被雇用的工资劳动者所付出的全部劳动时间中有偿劳动部分

和无偿劳动部分之间分割的比率,其本质在于揭示阶级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
谢克(１９７７,１９８１)驳斥了萨缪尔森对马克思转形理论的批评,他认为不应该把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张理智．广义政治经济学原理[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８．
张雷声、顾海良．“价值转化形态及其对理解劳动价值论的意义”[J]．学术界,２００３(４),８．
张忠任．百年难题的破解[M]．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２１７．
Morishima,MandFSeton,１９６１AggregationinLeontiefMatricesandtheLabourTheoryof

Value,Econometrica,２９,pp２０３~２２０
萨缪尔森．“理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马克思的价值与竞争价格间所谓转化问题的概述”．现代

国外经济学论文选[M]．第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１０５~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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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形问题变成仅仅是计算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说明马克思转形理论的理

论基础和实质.他指出,转形只是剩余价值在竞争条件下的资本有机构成不

同部门之间重新分配的结果,因此,萨缪尔森将转形看作多余的是错误的.

三、价值转形问题研究简单评论与创新方向

　　转形问题所包括的狭义转形问题和广义转形问题之间是相互联系、不可

分割的,广义转形问题是对狭义转形问题深层次的解释,而狭义转形问题为广

义转形问题奠定技术基础.下面我们将狭义转形问题和广义转形问题结合起

来对各种转形观点作一简单总结,由此引出转形理论的创新方向.综观前人

的所有关于转形问题的研究,从鲍特凯维兹到克里曼,从白暴力到吕昌会,可
以大概将转形问题的争论归结为平均利润率是否内生决定的问题,而正如上

文中所提到的,平均利润率是否内生的问题本质上也就是投入品和产出品的

生产价格是否同时决定的问题.

　　首先,若投入品和产出品的生产价格同时决定(鲍特凯维兹应该是这种观

点的最早开创者),根据线性代数原理,就意味着平均利润率是内生决定的.
早期的“古典解法”模型设定上就假定投入品和产出品的生产价格同时决定,
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时利润率也随之确定了,而是通过追加

不变性方程来求解生产价格和利润率.真正开始意识到内生利润率的是萨缪

尔森(１９５７),继而是森岛通夫(１９６１)和斯蒂德曼(１９７７),但是他们的阶级意识

决定了他们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利用所谓“可以不通过价值概念求解生产价

格和利润率”以及“两种利润率不相等”的荒谬结论来否定马克思的价值理论.
白暴力(１９８６)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转形问题的关键所在,但遗憾的是他将两

种利润率的“近似”相等看作是反驳斯蒂德曼的理由,显得过于薄弱.张忠任

(２００４)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他对将劳动力的生产价格决定独立于产出品

生产价格决定的论证还略显不足.

　　其次,若投入品和产出品的生产价格不同时决定,在求解生产价格的问题

上就需要知道平均利润率,此时就需要添加不变性方程来求解生产价格和利

润率.在转型问题的研究中,不变性方程本质上包括两个:价值总额等于生产

价格总额,剩余价值总额等于利润总额.误将利润率外生化的“古典解法”,一
直是在不变性方程的选择上打转.不过后来的国外学者大部分还是统一准从

了米克(１９５６)提出的以“剩余价值总额等于利润总额”作为不变性方程的看

法.在国内,丁堡骏(１９９５)开创了以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定义式作为不变性

方程的解法,之后形成了不少的追随者.不过本质上,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的

定义式等价于第二个不变性方程.我们认为从马克思平均利润率的定义式出

发正确地反映了转形问题的实质,但将投入品和产出品的生产价格决定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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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来却有悖于马克思的愿意.

　　再次,不管是将平均利润率看作内生还是看作外生,总有一个绕不开的问

题,即如何解释“总计一致二命题”问题.若将平均利润率看作内生,对他们来

讲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像斯蒂德曼(１９７７)等人一样,完全抛弃价值的概念,从
而绕开“总计一致二命题”,或者像白暴力(１９８６),牵强地用“平分余量”的概念

来维护“总计一致二命题”.若将平均利润率看作外生,也有两种选择:或者像

丁堡骏(１９９５)等人一样,保持一个命题的正确性,解释另一个命题的差异性.
或者像克里曼(１９９８)、岳宏志(２００５)等人,改变价值或剩余价值的概念,以保

证二命题的正确性.

　　最后,从鲍特凯维兹至今,都将转形问题归结为,一端是投入品已经完成

转形的价值体系,另一端是投入品和产出品都完成转形的生产价格体系,研究

和讨论的是“另一端”的生产价格体系与其背后(注意不是“一端”)的价值体系

之间的总量关系.我们认为这样归结转形问题太过狭隘,因为,一方面,价值

转形应该研究从纯价值体系到生产价格体系的转化,因此讨论的应该是转形

前的价值体系和转形后的生产价格体系之间个量和总量的关系;另一方面,研
究转形问题应该考虑在价值体系到生产价格体系转化过程中,由转形本身决

定的各种变量的变化对转形结果的影响.我们将前者暂且称为静态转形问

题,相应地后者称为动态转形问题.以往研究转形问题的学者大多数是从静

态的角度来出发的,包括置言信雄(１９７７)、森岛通夫(１９７８)、冯金华(２００９)等
通过迭代法,以及丁堡骏(２００５)、朱奎(２００５)运用递推法看似动态转形,但是

本质上还是静态转形问题.张忠任(２００４)从再生产角度探讨动态价值转形问

题,应该说开创了动态价值转形研究的新思路.马艳、严金强(２００９)考察了从

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过程中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对转形结果的影

响,也为动态转形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TheResearchApproachesandInnovationDirection
ofValueTransformationProblem

YanJinqiang　MaYifei

　　Abstract　Therearetwophasesonresearchofvaluetransformation
problem,specializedtransformationwhichisaboutsolutionoftransformaＧ
tion,andgeneralizedtransformation whichisaboutessentialproblem of
MarxismThegeneralizedtransformationproblemdependsuponthesolution
ofspecializedtransformationproblemAndthekeyofsolutionofthespecial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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