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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的自然力思想

王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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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王朝科(１９６４－),贵州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应用研

究中心主任、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自然力思想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和经济思想中具有非常重要

的地位,在他的哲学著作、经济学著作乃至通信往来中都广泛使用自然力这个

范畴.在自然力越来越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约束条件的今天,重温并完整

的把握和发展马克思的自然力思想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试图以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经济学手稿为主要线索,从政治经济学的视

角对马克思的自然力思想进行系统地梳理.本人认为马克思的自然力思想包

括:(１)自然力的经济学涵义;(２)自然力的基本性质;(３)自然力成为生产力的

条件;(４)自然力与剩余价值的秘密;(５)垄断的自然力与超额利润的来源;

(６)大工业对自然力的破坏.

　　关键词　马克思　自然力　垄断的自然力

　　自然力作为一个经济范畴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如萨伊、斯密、李嘉

图、李斯特等的著作中就被广泛使用,但是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他们都

没有形成系统的自然力思想,仅仅认识到自然力对于财富生产的意义.马克

思不仅仅看到了自然力对生产力的作用,而且看到了自然力与使用价值、与价

值创造、与剩余价值、与超额剩余价值、与利润率变化趋势等的关系,特别是在

他的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工资理论、价格和利润理论、地租理论等理

论建构和理论证明中广泛使用自然力范畴,由此形成了马克思关于自然力的

思想.这里仅就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以«资本论»及其经济学手稿为主要线索)
中关于自然力的思想进行梳理和总结,将马克思的自然力思想概括为六个方

面,供进一步研究时参考,当然这仅仅代表个人的学习体会,不一定准确.

一、自然力的经济学涵义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我们并没有发现他给自然力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也

很容易发现马克思使用的自然力定义至少有以下三种不同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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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９辑 论马克思的自然力思想 １３５　　

　　１社会劳动的自然力,也就是由分工和协作产生的自然力.正如马克思

指出的那样:“通过简单协作和分工来提高生产力,资本家是不费分文的.它

们是资本统治下所具有的一定形式的社会劳动的无偿自然力.应用机器,不
仅仅是使与单独个人的劳动不同的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发挥作用,而且把单纯

的自然力———如水、风、蒸汽、电等———变成社会劳动的力量.”①在这里,自然

力的涵义是指能够无偿地发挥作用的能力,这是相对于生产而言的,相对于人

类为了某种目的进行的生产劳动而言的.因为这种能力给人类带来了现实的

收益和好处,但是又无需人们支付任何成本,所以是自然力.马克思进一步分

析说:“我们已经知道,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这是社会

劳动的自然力.用于生产过程的自然力,如蒸汽、水等等,也不费分文.可是,
正像人呼吸需要肺一样,人要在生产上消费自然力,就需要一种‘人的手的创

造物’.要利用水的动力,就要有水车,要利用蒸汽的压力,就要有蒸汽机.利

用自然力是如此,利用科学也是如此.电流作用范围内的磁针偏离规律,或电

流绕铁通过而使铁磁化的规律一经发现,就不费分文了.”②在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下,由于资本家支付成本的是单个劳动者的劳动力,而众多的个体通过一

定的组织方式结合在一起产生的合力,这种合力形成的生产力是无须资本家

支付报酬的,因此这种因为协作产生的合力就被马克思称之为自然力———一

种社会劳动的自然力.“我们把协作看作是一种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因为单个

工人的劳动通过协作能达到他作为孤立的个人所不能达到的生产率.”③社会

劳动的自然力体现了系统论中狭义的涌现原理,即“１＋１＞２”的原理,这种思

想在当代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尤其是在人类面对严重的生态压力、
资源短缺压力、环境危机压力的今天,通过提高社会劳动的自然力以提高生产

力显得尤其重要.

　　２人类自身的自然力或劳动的自然力,也就是人自身作为与自然物质相

对的自然力,即由人的四肢、五官等组合而自然生发的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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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人类自身的自然力一方面表现为人口增长,因为在

马克思看来,人口增长使分工和协作成为可能,因而“人口的增长是无须给付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３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３６６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４４３~４４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２９３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２０７~２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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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１３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报酬的劳动的自然力”①;另一方面劳动的自然力表现为保存物化在劳动过程

中的劳动,从而将交换价值也保存下来.劳动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这种性质

就在于,通过对已经物化的劳动追加新劳动量来保存前者作为物化劳动的质.
劳动的这种性质既不会给劳动带来报酬,也不会使工人花费分文,因为它是劳

动的自然性质.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的富有活力的自然力的表现就在于,它
利用、消耗材料和工具时,以某种形式把它们保存下来,从而把物化在其中的

劳动,它们的交换价值也保存下来;正像不是过去劳动的产物或不是要重复进

行的过去劳动的产物的劳动的一切自然力或社会力一样,劳动的这种自然力

(例如工人的历史发展等)是资本的力量,而不是劳动的力量.因此,资本是不

给它报酬的,正像资本并不因工人会思考而付给他报酬一样.”②

　　３纯粹的自然力或天赋自然力,是指与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劳动的自然

力相对立的、广泛存在于自然界的各种已知和未知的资源及资源组合所发挥

的功能,这些资源和资源组合所发挥的功能没有加入任何人类的劳动、不借助

任何人工的介质自然生发的,比如土地、河流、湖泊、高山、森林、生物多样性、
矿藏、大气、洋流,等等.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涉及到的纯粹自然力主要是指

人类已知的、能够借助人工介质转化为生产力的自然力,很少论及人类未知的

自然力,而且还没有把纯粹自然力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马克思说:“因此,如
果说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

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③很明显,这个巨大的自然力是纯粹的自然力,
是人类已知的、可借助大工业这个介质进行利用的自然力,而不是包含已知和

未知、可利用和不可利用在内的自然力整体.“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从而节约

地利用自然力,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

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④这里的自然力也是指纯粹的自然力,
但指的是已知的、可利用的自然力.马克思还进一步把纯粹的自然力从经济

上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域等

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
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
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⑤很明显,马克思即使在讨论纯粹自然

力(人周围的自然)时,也主要是从可知性、可利用性、经济性的视角展开的,还
没有充分的认识到自然力作为一个整体与人类社会的对抗性.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５５２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５１４~５１５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４４４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５８７~５８８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５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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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９辑 论马克思的自然力思想 １３７　　

二、自然力的基本性质

　　尽管马克思本人具有渊博的自然科学知识,但是他不是从自然科学本身

去研究自然力,而是从政治经济学更明确地说是从他建立的生产力理论、劳动

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以及地租理论等方面去阐释自然力的经济作用,这就

决定了马克思的自然力范畴具有以下基本性质.

　　１ 自然力是能够对生产力进行无偿服务的力,无论是社会劳动的自然

力还是劳动者的自然力抑或纯粹的自然力都是如此.马克思反复强调自

然力之于生产力的无偿性质,他说:“我们已经知道,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

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这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用于生产过程的自然

力,如蒸汽、水等等,也不费分文.”①自然力在生产中的作用大小与是否需

要进行补偿无关,“撇开自然物质不说,各种不费分文的自然力,也可以作

为要素,以或大或小的效能并入生产过程.它们发挥效能的程度,取决于

不花费资本家分文的各种方法和科学进步.”②“作为要素加入生产但无须

付代价的自然要素,不论在生产中起什么作用,都不是作为资本的组成部

分加入生产,而是作为资本的无偿的自然力,也就是,作为劳动的无偿的自

然生产力加入生产的.”③

　　２自然力一经进入生产过程就取得社会的属性,执行社会的职能.这一

性质应该是针对纯粹自然力而言的,因为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和劳动的自然力

本身就是具有社会属性的,而纯粹自然力在没有进入生产过程、没有被有意识

地利用之前只具有自然的性质和自然属性.自然力一旦取得社会属性的性质

以后,它就行使着社会的职能.自然力的资本主义应用,使劳动者的作用被机

器掩盖起来,从而使资本主义剥削剩余价值的秘密被掩盖起来.马克思说:
“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

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

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如此

等等,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简单地宣称,对机器本身的考察确切地证明,
所有这些显而易见的矛盾都不过是平凡现实的假象,而就这些矛盾本身来说,
因而从理论上来说,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于是,他们就用不着再动脑筋了,并
且还指责他们的反对者愚蠢,说这些人不是反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而是反

对机器本身.”④自然力在没有被人类认识其特定作用和未加以有目的、有意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４４３~４４４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３９４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８４３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５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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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识的利用之前,它自发地、自然地执行自身的职能、一种自然界的职能.只有

当人类认识到它的作用、并掌握了它的运动规律和利用该自然力的方式方法

和手段并实际加以运用的时候,自然力才执行着一种社会的职能,但这并不妨

碍它继续履行自然的职能.例如,人类可以利用风能发电,正是在这种特定条

件下,风这种自然力执行的是一种生产电这种产品的职能,但这不影响风作为

自然力的功能.所以自然力获得社会属性、执行社会的职能是指已经被利用

的自然力.

　　３ 自然力是没有价值的.马克思是从劳动价值论出发研究自然力的,
所以,“自然力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因此没有交换价值,它们加入劳动过

程,不加入价值形成过程.”①“可见,资本之所以占有自然力本身,并不是因

为它们提高商品价值,而是因为它们降低商品价值,因为它们进入劳动过

程,而并不进入价值形成过程.只有在大规模地应用机器,从而工人相应地

集结,以及这些受资本支配的工人相应地实行协作的地方,才有可能大规模

地应用自然力.”②“自然力不费分文;它们进入劳动过程,但是不进入价值

形成过程.”③

　　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自然力最终表现为剥削劳动的手段,因而最

终表现为资本和劳动的对立.马克思分析指出:“而事实上,以社会劳动为基

础的所有这些对科学、自然力和大量劳动产品的应用本身,只表现为剥削劳动

的手段,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因而,表现为属于资本而同劳动对立的

力量.”④“工人的劳动的社会性质作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化的东西同工人

相对立(例如,在机器生产部门,劳动的可见产品表现为劳动的统治者),在这

个过程中,各种自然力和科学———历史发展总过程的产物,它抽象地表现了这

一发展总过程的精华———自然也发生同样的情况:它们作为资本的力量同工

人相对立.”⑤

　　５自然力应用于生产过程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能力(深度和广度)具有

高度的一致性.自然力成为生产力的必要条件是科学和技术的发明和使用.
自然力是一个变量而不是一个常量,它与人类的认知能力正相关,随着人类的

认知能力增强,自然力向经济系统输入的力就越大.另一方面,自然力随着科

学和技术的进步而不断的增大.同时还必须注意到,有些自然力同时也会随

着人类对自然力利用的广度、深度、强度的增大而降低,如不可再生资源的减

少,人类经济活动产生的大量非产品产出造成环境质量退化,动摇了人类生存

的基础,使自然力对人类社会的承载力下降,这一点,马克思囿于当时的历史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８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７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５６９~５７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５１３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８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３８~３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９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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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９辑 论马克思的自然力思想 １３９　　

和现实可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由于生产力水平

极其低下,人类的认识能力非常有限,人类适应自然力变化的能力很低,人类

既不了解也不掌握自然力的运动变化的规律,所以在面对千变万化的自然力

时,人类充满了恐惧,对自然力也充满了敬畏.这种对自然力的图腾,至今还

完整地保存在很多民族的文化中.还有一种对自然力的敬畏方式就是通过宗

教的形式表达出来,通过一种神话自然力的方式来表达.

三、自然力成为生产力及其条件

　　自然力直接就是生产力,这几乎是一个无须证明的公理化的命题,对这个

命题提出一点质疑或许有些离经叛道.支持这个命题的理由大概源于马克思

的几个著名论断,我们不妨在这里重温一下.论断之一,马克思最早在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

唯一源泉”①的著名论断的,后来(１８７５年)在«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一文中针

对“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论点,进一步发挥了他的观点,他
说:“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

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

力的表现.”②论断之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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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论断之三,“劳动的社会力量的

日益改进,这种改进是由以下各种因素引起的,即大规模的生产,资本的集中,
劳动的联合,分工,机器,生产方法的改良,化学及其他自然因素的应用,靠利

用交通和运输工具而达到的时间和空间的缩短,以及其他各种发明,科学就是

靠这些发明来驱使自然力为劳动服务,并且劳动的社会性质或协作性质也是

由于这些发明而得以发展起来.”④论断之四,“生产过程中劳动的分工和结

合,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机构.资本家支付报酬的,只是单个的劳动力,而不

是他们的结合,不是劳动的社会力.科学的力量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另一

种生产力.其次,人口的增长,也是这种不费资本家分文的生产力.但只是由

于占有资本,———尤其是机器体系形式上的资本———,资本家才能攫取这些无

偿的生产力:未开发的自然资源和自然力,以及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历史

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劳动的全部社会力.”⑤上述四个论断经常被学者们引用,
一方面作为证明“自然力直接就是生产力”是马克思的思想的证据,另一方面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５６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２９８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５３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论[M]第１６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１４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５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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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又被一些人作为批判流行生产力定义———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的

证据.在学术界流行的生产力定义固然有曲解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嫌疑,但
是把“自然力直接就是生产力”归结为马克思的思想或者把马克思的生产力定

义简单归结为“人的力量和自然的力量的统一”也未必准确,也未必一定能解

决“人与自然对立”这一当今世界性难题.

　　实际上,从上面引证的几段马克思关于自然力与生产力关系的精辟论述

中以及从马克思关于自然力的其他论述中,我们似乎找不到“自然力直接就是

生产力”的证据,也得不出“自然力直接就是生产力”是马克思的思想的结论.
马克思关于自然力与生产力的思想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基本的命题:

　　命题Ⅰ,自然力是生产力(社会劳动生产力)的自然基础.无论是社会

劳动的自然力(分工与协作),还是劳动的自然力(劳动保存价值的属性)抑
或是纯粹的自然力都是生产力存在的自然基础.支持这个命题的证据有: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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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是指纯粹自然力对于劳动以及劳动产生力的承载性,离开

纯粹自然力的支撑,任何劳动都无从谈起;(２)只有社会的劳动才是有意义

的劳动,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或者换个说法,
‘只有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这个论点无

疑是正确的,因为孤立的劳动(假定它的物质条件是具备的)即使能创造使

用价值,也既不能创造财富,又不能创造文化.”②鲁滨逊式的劳动显然要以

纯粹自然力为基础,但是不存在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分工与协作)和劳动的

自然力(劳动保存价值的属性);只有社会的劳动,马克思完整意义的自然

力才能充分体现出来,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３)马克思在分析超额剩余价

值的来源时曾非常明确地提出自然力是劳动生产力的自然基础的命题,他
说:“自然力不是超额利润的源泉,而只是超额利润的一种自然基础,因为

它是特别高的劳动生产力的自然基础.这就像使用价值总是交换价值的

承担者,但不是它的原因一样.”③

　　命题Ⅱ,已知和可用的纯粹自然力是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之一或者说是

生产力的决定因素之一.自然力是生产力的决定因素之一与自然力直接就

是生产力,这是完全不同的,是不能直接划等号的.纯粹自然力是一个外延

很广、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是一个由已知和未知的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构成

的集合,能够成为生产力构成要素和决定因素的纯粹自然力只是这个集合

中的一部分或者说很少的一部分,简单地说纯粹自然力是生产力的构成要

①
②
③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２０７~２０８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３００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７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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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马克思的自然力思想 １４１　　

素或者说自然力构成生产力的物质内容,都是不准确的.这个命题可以用

图１表示如下:

图１　纯粹自然力与生产力的关系

　　如果把图１转译成数学语言就是:设 NP表示纯粹自然力的集合,即由

全部已知和未知的纯粹自然要素(未加入任何人类劳动)及其相互作用构

成的,SP表示由社会力决定可知自然力的集合(可知的未必都是可用或能

够利用的),即由人类的认识能力、科学技术、工艺过程等社会力量所能认

知的自然力,那么,构成生产力要素的自然力(PP)实际上是 NP和SP的交

集,即

PP＝NP∩SP
　　关于这一点,除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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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著名论断外,马克思在很多

地方都非常明确地阐释了这一观点,他说:“大生产———应用机器的大规模协

作———第一次使自然力,即风、水、蒸汽、电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
使自然力变成社会劳动的因素(在农业中,在其资本主义前的形式中,人类劳

动只不过是它所不能控制的自然过程的助手).这些自然力本身没有价值.
它们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但是,只有借助机器才能占有自然力,而机器是有

价值的,它本身是过去劳动的产物.因此,自然力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只有

借助机器才能占有,并且只有机器的主人才能占有.”①也就是说纯粹自然力

成为社会劳动生产力的要素是有条件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５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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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命题Ⅲ,纯粹自然力成为社会劳动生产力的要素是有条件的①.纯粹自

然力是全部没有凝结人和人类劳动而又客观存在、并已经被人类认识到其有

用性的资源的集合.实际上,自然力还包括尚未被人类认知的自然资源和作

用的集合.纯粹自然力成为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条件是:(１)人类自身认识力所

能达到的边界决定纯粹自然力这个集合中成为生产力构成要素的总量和结

构,构成生产力要素的纯粹自然力这个集合与人类的认识能力正相关,人类认

识能力的边界越是向自然界的未知领域延伸,这个集合的总量越大、结构就越

复杂.(２)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是纯粹自然力成为生产力的必要条件.马克思

特别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早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中,他已经

指出科学转变为直接生产力的趋势,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中对这一原理又作

了详细的论述.马克思指出:只有应用机器的大规模协作才第一次使自然力

即风、蒸汽、电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使自然力变成社会劳动的因

素,而自然力的应用是同科学作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的发展相一致的,生产

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每一项发现都成了

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马克思同时指出:“劳动资料取得机

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

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②“撇开自然物质不说,各种不费分文的自然力,也可

以作为要素,以或大或小的效能并入生产过程.它们发挥效能的程度,取决于

不花费资本家分文的各种方法和科学进步.”③

四、自然力与剩余价值的秘密

　　马克思的自然力思想对他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具有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产生并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
是从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流通、从商品生产的矛盾开始的,进而剖析

了生产商品的劳动力的二重性,具体劳动创造了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商品价

①

②
③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M]曾经辛辣地批判过蒲鲁东的下述论点———“最初,普罗米修斯从自
然的怀抱中走出来,感到生活在一种愉快的悠闲中.于是,普罗米修斯就开始劳动,从第一天(第
二次创世的第一天)起,他的产品,即他的财富,他的幸福等于十.第二天普罗米修斯实行分工,他的产
品增加到一百.从第三天起,普罗米修斯每天发明机器,发现物体的新的效用,新的自然力他的劳
动活动步步进展,他的生产数字也就随着上升,这表明他的幸福也在增进.最后,因为对他来说消费就
是生产,因此每天的消费只是消耗前一天的产品,它还为第二天留下剩余产品.”对此,马克思讽刺地
说:“蒲鲁东先生的这个普罗米修斯真是怪物! 他无论在逻辑上或政治经济学上都是软弱无力的.如
果普罗米修斯只是教训我们说:分工、使用机器以及利用自然力和科学的力量可以增加人的生产力,并
且能比孤立的劳动提供剩余产品,那末这位新的普罗米修斯的不幸就是出世太晚.”引自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M]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１３４马克思这里批判蒲鲁东先生的观点在于提醒大家,
自然力转化为生产力是有条件的,不能不顾条件意味强调自然力可以增加人的生产力.蒲鲁东正是忽
视了这个条件.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４４３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３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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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９辑 论马克思的自然力思想 １４３　　

值的物质承担者.抽象劳动则创造了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被资

本家无偿占有.创造使用价值的物质源泉是自然力,是对劳动力创造价值所

花费的劳动时间的相对延长和绝对延长.因此,可以说劳动的二重性是发现

剩余价值秘密的关键,对自然力的科学论述,则是催化劳动力二重性理论形成

与发现资本主义剥削秘密的重要前提.马克思在分析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

余价值的生产时曾说:“假定劳动力按其价值支付,那么,我们就会面临这样的

抉择:如果劳动生产力和劳动的正常强度已定,剩余价值率就只有通过工作日

的绝对延长才能提高;另一方面,如果工作日的界限已定,剩余价值率就只有

通过工作日两个组成部分即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相对量的变化才能提高,
而这种变化在工资不降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的情况下,又以劳动生产率或劳

动强度的变化为前提.”①而“作为资本关系的基础和起点的现有的劳动生产

率,不是自然的恩赐,而是几十万年历史的恩赐”②这一结论实际上已经清楚

地回答了剩余价值的秘密,但是,马克思同时又指出:“撇开社会生产的形态的

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

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③这又清楚地告诉人们剩

余价值的秘密与自然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联系是什么呢?

　　首先,自然力不仅是人类生存自始至终必须依赖的最基本自然基础,而且

是社会生产不可或缺的自然基础.马克思认为,劳动力是最活跃的首要生产

力,始终是和可利用的自然力条件结合在一起的.所有自然力不是人类劳动

的产物,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它们只进入生产过程,而不进入价值形成过程.
它们使劳动具有更高的生产力,但不增加商品的价值,相反却减少单个商品的

价值.

　　其次,自然力因为节约了必要劳动时间从而提供了剩余劳动时间,进而为

创造剩余价值提供了可能性.马克思以土壤自然肥力为例分析指出:“绝对必

需满足的自然需要的数量越少,土壤自然肥力越大,气候越好,维持和再生产

生产者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因而,生产者在为自己从事的劳动之外来

为别人提供的剩余劳动就可以越多.”④关于自然力节约劳动时间的观点,李
嘉图也有过类似的看法,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观点时曾引用李嘉图的观点,
“我们使生产越来越方便,因而以前生产的某些商品的价值就不断降低,虽然

我们用这种方法不仅增加国民财富,而且还扩大将来的生产能力一旦我

们利用机器或自然科学知识使自然力从事以前人做的工作,这种工作的交换

价值也就随着降低.如果推动一个面粉磨要用十个人的劳动,后来发现可以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５８４~５８５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５８６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５８６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５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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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利用风力或水力节省下这十个人的劳动,那时磨子生产的面粉的价值就会随

节省的劳动量成比例地下降;而社会将因获得这十个人的劳动生产物的价值

而更为富裕,因为维持他们生活的基金丝毫不会减少.”①李嘉图看到了自然

力进入生产过程后节省活劳动的作用,即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但是李嘉图从来

没有看到剩余价值的起源,他把剩余价值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的特

性,他看不到劳动的二重性,因而发现不了剩余价值的秘密.

　　再次,从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剩余价值也有一个自然基础,但是正如马克

思所说:“良好的自然条件始终只是提供剩余劳动的可能性,从而只提供剩余

价值或剩余产品的可能性,而绝不能提供它的现实性.”②

　　最后,自然力决定的是提供剩余劳动的起点而不是直接提供剩余价值,这
个起点在不同的自然力条件下和在不同的产业发展水平条件下是不断变化

的.“劳动的不同的自然条件使同一劳动量在不同的国家可以满足不同的需

要量,因而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使得必要劳动时间各不相同,这些自然

条件只作为自然界限对剩余劳动发生影响,就是说,它们只确定开始为别人劳

动的起点.产业越进步,这一自然界限就越退缩.”③说到底,从马克思的劳动

价值论出发,自然力本身不是劳动的产物,本身没有价值,只是价值创造和价

值形成的自然基础,而不参与价值创造,但自然力的应用可以节约必要劳动时

间,改变提供剩余劳动的自然界限,因而自然力虽然不直接提供剩余价值,但
却是剩余价值产生的自然基础.

五、垄断的自然力与超额利润的来源

　　可以垄断的自然力是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中十分重要的一个范畴,是超额

利润的来源.萨伊曾经把自然力划分为专有自然力和非专有自然力,马克思

的垄断的自然力与萨伊的专有自然力类似.所谓垄断的自然力意指对某种自

然力拥有排他性的占有权、排他性的使用权、排他性的收益权.垄断的自然力

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征:(１)垄断的自然力首先是一种自然力,是没有凝结

人类任何劳动的可用资源;(２)垄断自然力具有不可复制性.“这种自然条件

在自然界只存在于某些地方.在它不存在的地方,它不能由一定的投资创造

出来的.”④“但这种自然力不像蒸汽的压力那样,在同一生产部门可供一切资

本自由支配,所以并不是凡有资本投入这个部门,这种自然力的利用就会成为

不言而喻的事情.”⑤;(３)垄断自然力与土地具有不可分性.垄断自然力“不

①
②
③
④
⑤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１３２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５８８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５８８~５８９页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７２６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７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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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９辑 论马克思的自然力思想 １４５　　

是同能够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产品如机器、煤炭等等结合在一起,而是同一部分

土地的一定自然条件结合在一起.能够这样被人垄断的这种自然力,总
是和土地分不开的.”①(４)垄断的自然力具有排他性.既然是垄断的,当然也

是排他的,是不允许非占有者使用的,如马克思所言:“占有瀑布的那一部分工

厂主,不允许不占有瀑布的那一部分工厂主利用这种自然力,因为土地是有限

的,而有水力资源的土地更是有限的.”②(５)垄断的自然力是保证所投资本具

有较高生产力的条件,这种条件是不能由资本本身的生产过程创造的,“这样

的自然力,既不是相关生产部门的一般条件,也不是该生产部门一般都能创造

的条件.”③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力条件.

　　垄断的自然力形成超额利润,这是毫无疑问的.马克思指出:“在当前考

察的场合,工厂主能够取得超额利润,即由一般利润率来调节的生产价格对他

个人提供的余额,应该归功于什么呢? 首先应该归功于一种自然力,瀑布的推

动力.”④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自然力,一种是被

资本垄断的自然力,一种是可以垄断的自然力.被资本垄断的自然力可以增

加代表剩余价值的劳动产品部分,而相对减少转化为工资的劳动产品部分,它
就会提高一般利润率,但是不创造超额利润.马克思说:“利用蒸汽机进行生

产的工厂主,也利用那些不费他分文就会增加劳动生产率的自然力,只要这样

会使工人必需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变便宜,这些自然力就会增加剩余价值,从而

增加利润;因此,这些自然力,和由协作、分工等引起的劳动的社会的自然力完

全一样,是被资本垄断的.对自然力的这种垄断,也就是对这种由自然力

促成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实行的垄断,是一切用蒸汽机进行生产的资本的共

同特点.”⑤对自然力的单纯利用因其会影响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需的劳动

量,所以会影响一般利润率,但是不会造成同一般利润率的偏离.可以垄断的

自然力不仅影响一般利润率,而且会造成个别利润率同一般利润率的偏离,即
形成超额利润.通常意义上的超额利润都是由特殊商品的个别生产价格和一

般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决定的,是个别利润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但是,由垄

断的自然力形成的超额利润却不是这样,它来自和一种自然力的利用结合在

一起的劳动的较大的自然生产力.马克思指出:“他所用劳动的已经提高的生

产力,既不是来自资本和劳动本身,也不是来自一种不同于资本和劳动、但已

并入资本的自然力的单纯利用.它来自和一种自然力的利用结合在一起的劳

动的较大的自然生产力,但这种自然力不像蒸汽的压力那样,在同一生产部门

可供让一切资本自由支配,所以并不是凡有资本投入这个部门,这种自然力的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７２７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７２７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７２７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７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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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利用就会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这种自然力是一种可以垄断的自然力,就像

瀑布那样,只有那些支配着特殊地段及其附属物的人能够支配它.但要像每

个资本都能把水变成蒸汽那样,创造出这种使劳动有较大生产力的自然条件,
就完全不取决于资本了.”①

　　由可以垄断的自然力产生的超额利润不是产生于资本,而是产生于资本

对一种能够被人垄断并且已经被人垄断的自然力的利用,产生于支配一种可

以和资本相分离、数量有限的自然力,因而这个超额利润最终转化为地租.如

前所述,可垄断的自然力与土地具有不可分性,但是土地所有权与由可垄断的

自然力产生的超额利润没有任何关系,而只与这种可垄断的自然力有关,因为

无论土地所有权存在与否,可垄断自然力作为特别高的劳动生产力的自然基

础都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土地所有权并不创造那个转化为超额利润的价值

部分,它不是使这个超额利润创造出来的原因,而是使它转化为地租形式

的原因,也就是使这一部分利润或这一部分商品价格被土地或瀑布的所有者

占有的原因.”②推而广之,“凡是自然力能被垄断并保证使用它的产业家得到

超额利润的地方(不论是瀑布,是富饶的矿山,是盛产鱼类的水域,还是位置有

利的建筑地段),那些因对一部分土地享有权利而成为这种自然物所有者的

人,就会以地租形式,从执行职能的资本那里把这种超额利润夺走.”③

　　所以马克思最后得出结论说:“自然力不是超额利润的源泉,而只是超额

利润的一种自然基础,因为它是特别高的劳动生产力的自然基础.”④

六、大工业对自然力的破坏

　　马克思虽然没有系统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机器大工业的社会化生产

方式对自然力的广泛影响,他或许也没有预见到在他逝世一百多年以后,人类

会面临如此不堪重负的环境危机和自然力对生产力、对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力

的影响,但是他还是看到了大工业对自然力特别是对土地自然力的严重破坏.
马克思精辟地分析了土地价格这个土地私有权的形式和结果在两种土地经营

模式(小农业和大农业)、两种土地所有权制度(小土地所有制和大土地所有

制)条件下,土地这种人类赖以生存发展或者说一切生命基础的自然力是如何

被破坏的.土地价格在小农业经营模式下,表现为对生产本身的限制,而在大

农业和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的大地产经营模式下,土地价格也是一种限

制,限制租地农场主对土地的长期投资,即租地农场主认为他对土地进行的投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７２６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７２９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８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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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９辑 论马克思的自然力思想 １４７　　

资最终不是对他自己有利而是对土地所有者有利.在这两种形式上,“对地力

的榨取和滥用代替了对土地这个人类世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财产,即他们不

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所进行的自觉的合理的经营.在小所有制的

场合,发生这种情况是由于缺乏应用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手段和科学.在大所

有制场合,却是由于这些手段被用来尽快增加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的财

富.”①在小土地所有制条件下,人口的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占统治地位的是分

散的、孤立的劳动,而不是社会的劳动,因而财富和再生产的发展,无论是再生

产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不可能对土地进行合理

耕种和可持续利用,不具备合理耕作的条件,这也表现为对土地自然力的破

坏,但是破坏的程度显然比大土地所有制模式下轻.而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

人口不断减少,与之对立的是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和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

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

系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造成地力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

而远及国外.”②显然,马克思已经注意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土地自然力的

巨大破坏和破坏的国际化趋势,这一预见不幸被当今的经济发展实践所证实.
马克思最后分析指出:“如果说小土地所有制创造出了一个半处于社会之外未

开化的阶级,它兼有原始社会形式的一切粗野性和文明国家的一切贫困痛苦,
那么,大土地所有制则在劳动力的天然能力借以逃身的最后领域,在劳动力作

为更新民族生活力的后备力量借以积蓄的最后领域,即在农村本身中,破坏了

劳动力.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共同发生作用.如果说它们原来

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

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那么,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二者会携手并进,因
为产业制度在农村也使劳动者精力衰竭,而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使土地

日益贫瘠各种手段.”③

　　遗憾的是,马克思没有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讨论工业化、城市化、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对其它自然力的破坏性,以致于现代人对他本人产生了诸多误解,其
实马克思还是以土地自然力为例为后来人敲响了警钟.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自然力思想非常丰富,回到马克思的方法论去深刻理

解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自然力的征服其实是指人

类可利用的自然资源越来越多,利用的方式越来越多,而不是人类对整个自然

力的征服,不是指人类可以凌驾于自然之上,不是可以任意调节和控制自然的

运行.既然是自然力,也就是自然发生的力量,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这些规

律有些已被人类认识到,并把握了这种运动规律从而能为我所用,大量的自然

①
②
③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９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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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运动规律是人类还没有认识到的.如果人类已经穷尽了自然力运动的一切

规律,那么也就不会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的世界性环境危机开始,世界各国

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艰难探索,或者说今天我们面对的一切环境问题根本

就不会发生.但是,今天的人类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来自自然力运动的压力,
人类不应该再那么自负,对自然力保持必要的尊重和敬畏,赋予自然力以人格

化的权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人类所理解的自然力运动规律实

际上非常肤浅,征服自然力、控制自然力等这类不符合客观规律的说法,只会

使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在环境危机、生态危机、资源危机、气候危机,说到底是人

类生存危机的泥沼中越陷越深而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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