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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区分了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价格,能够很

好地解释工资决定和工资差异;马克思认为工资是个变动的量,而不是不变的

量.这为劳资谈判的可能性,为企业运用工资政策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了理论

依据;根据马克思的工资理论,经理人员工资的性质具有二重性,统计中把经理

人员工资计入劳动收入,会使劳动收入份额虚高,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的劳

动收入份额在上升而收入差距却没有缩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产业独裁进行了

批判,为工资的社会调节提供了理论依据;从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可以推导出符

合社会发展的经济伦理观;马克思对历史和道德因素在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中

的论述,为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工资政策提供了理论指导.

　　关键词　马克思　工资理论　工资差异　劳资谈判　经济伦理观

　　当代的劳动经济学教材中的工资理论都以介绍新古典工资理论为主.新

古典工资理论尽管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但它并不能代替马克思的工资理论.
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在今天仍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通过区分了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价格,
能够很好地解释工资决定和工资差异

　　解释工资如何决定的理论,必须同时说明工资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因此工

资决定和工资差异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已.新古典经济学工资理论的基础是

边际生产力工资理论,该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假定的基础上,难以解释现

实当中存在的各种工资差异.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人力

资本的差异.经济学家们通常用教育年数来度量人力资本,但信号显示模型

充分说明,教育并不总是生产性的,过多的教育往往只能起到筛选作用,对工

人生产能力的提高并没有多少帮助.即便引入工作经验来度量人力资本,经
济学家们仍然无法控制其他工资差异的存在.研究工资差异的计量经济分析

方法用控制一部分变量,对另一部分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的办法对数据条件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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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可的各种因素一一做了检验,如:性别、年龄、区域、教育、资历、行业、企业规模

等因素都做了检验,但我们依然不知道工资差异是如何形成的.新古典工资

理论,如效率工资、竞赛工资等理论,不对由劳动力质量差异引起的工资差异,
和由劳动力质量差异引起的工资差异进行任何区分,就试图对工资差异做出

解释,因而无法形成逻辑一致的工资决定和工资差异理论.只有马克思的理

论才能对工资差异做出完整地说明.马克思区分了劳动力价值与劳动力价

格,劳动力价值由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的费用决定.劳动力价值不等于

劳动力价格,劳动力价格受供求等外部因素围绕劳动力价值波动.马克思的

劳动力价值决定理论可以解释新古典理论框架内的不同质量(人力资本)工人

工资的决定;而劳动力价格理论可以解释相同质量工人的工资差异.

　　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的费用决定劳动力价值,我们可

以把这归结为内在因素,造成劳动力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的因素我们可以归结

为外在因素.长期来看,宏观因素一般都是影响劳动力价值的内在因素,微观

因素一般都是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这样,我们就可以认为,宏观因素决定

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价值是工资波动的中心;微观因素决定劳动力的价格,
或者说劳动力的使用状况决定劳动力价值的实现程度.劳动力价值的决定运

用的是整体分析,而劳动力价格采用的微观分析,这样,工资决定的宏观因素

与微观因素就可以实现有机地结合.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的价值和商品的价值一样,也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它的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

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

的劳动时间.”(马克思b,１８６４)５２工资是工人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中由必要劳

动时间创造的价值.工人的劳动日分为两个部分: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

时间.必要劳动时间是工作日中用于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需要的时间,剩余

劳动时间是工作日中超过必要劳动时间以上的部分.

　　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对工资的本质和现象做了科学的区分,程恩富总结道:
“劳动不是商品,劳动力才是商品,劳动者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因

此,工资不过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马克思在将劳动和劳动

力加以区分的基础上,创造了科学的工资理论.”“日工资、周工资、月工资、年
工资(年薪)等.从现象看,它表现为活劳动的报酬,实质是劳动力的日价值、
周价值、月价值、年价值的转化形式.计时工资是基本的工资形式.”劳动力价

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除了工资外,还采取其他形式,如奖金、津贴等.“工资

是企业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工资形式给人以假象,似乎是工人进行劳动,投
资者根据劳动付给的报酬,多劳多得,工资的本质就是劳动的价值和价格.实

际上,工资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只是一种虚幻的外观或现象.”(程恩富,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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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通过对工资性质的分析,首次阐明工资是个

变动的量,而不是不变的量.这为劳资谈判的可能性,为
企业运用工资政策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了理论依据

　　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方式.在雇佣劳动生产方式下,每一单

位劳动投入的产出贡献是可以明确分割的吗? 新古典经济学工资理论和制度

主义工资理论在该问题上产生了根本分歧.新古典经济学坚持认为,每单位

劳动投入的产出贡献可以明确分割,产出贡献与工资之间可以建立唯一的对

应关系.而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则力图说明,劳动投入和劳动产出之间并不存

在唯一的对应关系,工资并不是被劳动投入唯一决定的.马克思是第一个用

制度分析方法明确说明,工资是个变动的、可伸缩的量,绝不是不变的量.

　　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在工资理论共同的误区都是企图把工资说成

是被某种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被客观决定的不变的量.古典经济学曾提出工资

自然率说和工资基金说,以论证工资是不变的量;而新古典经济学则用边际生

产力理论来说明工资是个不变的量.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共同

目的都想说明,工资是被市场客观决定的,并不存在什么工资谈判区间,工人

通过集体行动争取工资的提高是徒劳、有害的,只会造成劳动力市场无法出清

导致失业.对这种主流工资理论不满的经济学家则企图说明,工资谈判区间

存在,工资不是由没有主体的“市场”决定的,而是由有理性有意识的两个主

体———工会和管理方———通过讨价还价决定的.新古典经济学家Solow 承

认,真实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方式和经济学家们的假设模型非常不同:“工资率

和工作和其他商品的价格和质量不同,工资率和工作与人们责任样看待自身,
看待他们的社会地位,看待社会公平紧密相关.”(Kinnear,１９９９)Ress则干脆

承认“在参与了一系列有关工资决策的实践活动后,我发现我教授了３０年的

新古典工资理论毫无用处劳动力市场存在一个‘不确定性区域’,在该区

域中谈判和自由决定权发生作用.”

　　庇古是最早构建劳资谈判区间的经济学家之一.此外,英国的庇古和莫

里斯多布(MuariceDobb)等经济学家也是集体谈判工资理论的重要创立

者.在美国,康芒斯、约翰莫里斯克拉克等人是早期集体谈判工资理论的

创立者.他们被称为老制度经济学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新制度经济学

家坚持了他们的集体谈判工资理论.ClarkKerr(１９５４)认为,劳动力工资有

相当宽的领域,雇主可以选择支付高、中、低三档工资,工人也可以选择接受

高、中、低三档工资.虽然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都认为工资决定

存在一个不确定的谈判区域,但对工资谈判区域是如何被上限和下限决定,他
们只能像庇古模型那样,从主观的工人愿意接受的工资率和雇主愿意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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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率角度去讨论.或者只能从支付能力、支付意愿和工人的公平感三个因

素出发探索谈判空间.只有摩尔根构造的劳资谈判模型,才尝试了从客观角

度发现劳资谈判的上下限(摩尔根,１９８４).

　　其实,马克思的工资理论早就包含了工资谈判区间存在和通过劳资谈判

提高工资水平可能性理论.马克思早在１８６５年撰写的“工资、价格与利润”一
文中,就已经明确指出了工资波动的上下界限.他说,“我们虽能确定工资的

最低限度,我们却不能够确定工资的最高限度.我们只能说,如果工作日的界

限是一定的,利润的最高限度就是与生理上所容许的工资的最低限度相适应;
如果工资是一定的,利润的最高限度就与工人体力所能容许的工作日的延长

程度相适应.所以利润的最高限度受生理上所能容许的工资的最低限度和生

理上所能容许的工作日的最高限度的限制.”(马克思a,１８６４)１６４按照马克思

的理论,劳资谈判的下限是生存工资,理论上限是使利润为０的点,但实际上

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无论如何,马克思的理论表明,工资可以在一个很大的范

围内伸缩.

三、经理人员工资的性质具有二重性,经理人员薪酬与工人

工资差距的拉大是造成美国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劳动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不断提高,例如在美

国这一比例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一直维持在６５％~６８％左右.但另一方

面,美国的基尼系数却不断提高.这是为什么呢? 这只有从经理人员收入的

二重性才能得到解释,见图１和图２所示.

　　资料来源:CampbellR McConnell,StanleyL．Brue,DavidA．Macpherson,“ConＧ
temporaryLaborEconomics”,McGrawHill& HigherEducation,２００８

图１　美国战后雇员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变化

　　一般而言,劳动者收入比重的提高应该会使基尼系数下降,但美国劳动收

入的比重和基尼系数却呈相反的运动趋势.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是公司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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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lexisnexis数据库.

图２　美国的基尼系数

层收入的膨胀式增长.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二重

的———因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

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马克思c,１９７５)３６９.虽然经理

人员的薪酬具有二重性,但是“纯粹的监督劳动和其他劳动是难以分离的,当
马克思将资本家的纯粹监督劳动与其他管理劳动,以及因管理劳动而得到的

工资与其他管理劳动,以及因管理劳动而应得的工资与因所有者的缘故而得

到的收入合在一起分析时,结果就使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忽视了两者的区

别.”(程恩富,２００１)

　　在美国,经理人员的收入也计算在劳动收入当中.但是根据马克思的工

资理论,经理人员的收入具有二重性,他们的收入并不是完全的劳动收入.要

想得到完全的劳动收入,必须对经理人员收入中不属于劳动性收入的部分进

行剔除.但是正如程恩富所提出的那样,纯粹的监督劳动和其他劳动是难以

分离的,对经理人员的两部分收入进行分割是不可能的.美国经理人员收入

和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这是基尼系数上升的主要原因.根据 AFL
－CIO(２００３)统计结果,１９８２年 CEO 的平均小时工资是普通工人工资的４２
倍.２０年后这一差距扩大到了５３１倍.与此同时,财富不平等也在同期以同

样的方式扩大.EdwardN．Wolff(２００２)的计算显示,１９６３~１９８２年,总财富

中的３４％被美国１％的顶层人口占有,但到了１９８３~１９８６年间,这一比重已

经上升为５２％.与此同时,底层的８０％的人口占有的财富从１８％跌落到

９％.从图３美国五分位人口所占有的财富情况也可以发现,最富的２０％的

人口占有的财富从１９８６年的４６１％增长到２００５年的５０４％,而同期最穷的

２０％的人口占有的财富从３８％降到３４％.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经理人员收入膨胀是内部人控制的必然结果.资本

主义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股权越来越分散化.前资本主义时期企业的所有者

和经营者合二为一,但进入后资本主义阶段,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了,为
了让企业经营者更好的经营企业,所有者只好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让渡给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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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lexisnexis数据库.

图３　美国五分位人口财富占有情况

业经营者.在股权高度分散的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很容易和董事会成员串通,
操纵董事会批准高管们自己提出的高工资要求.要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像
过去那样让所有者监督经营者已经不太可能了,一种可行的办法是提高劳动

者在企业中的地位,通过工人组织加强对内部人的监督,正如德国所实践的那

样.

四、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产业独裁进行了批判,
为工资的社会调节提供了理论依据

　　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企业管理的典型特征可以概括为产业独裁:劳动者的

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后,就丧失了对自己劳动力的支配权.工人不能对企业

的生产管理进行干预,政府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有限规制也往往被阻挡在企业

那块“非公莫入”的牌子外.马克思曾讽刺道:“资产阶级平时十分喜欢分权

制,特别是喜欢代议制,但资本在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

工人的专制.这种法典只是对劳动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的资本主义讽刺画,而
这种调节是大规模写作和使用机器所必须的”(马克思c,１９７５)４６５.

　　马克思从工人是自己劳动力产权所有者的角度为工人进行了辩护.“工
人的声音:在你是资本价值的增值,在我则是劳动力的过多的支出我愿

意像个有理智的、节俭的主人一样,爱惜我唯一的财产———劳动力,不让它有

任何荒唐的浪费.我每天只想在它的正常耐力和健康发展所容许的限度内使

用它,使它运动,变为劳动.使用我的劳动力和劫掠我的劳动力完全是两

回事.我要求正常的工作日,因为我和任何别的卖者一样,要求得到我的

商品的价值.”(马克思c,１９７５)２６１

　　马克思曾对英国的工厂法作了肯定.“英国的工厂法是通过国家,而其实

是通过资本家和地主统治的国家所实行的对工作日的限制,来节制资本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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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地榨取劳动力的渴望正像有必要要用海鸟粪对英国田地施肥一样.同

是盲目的掠夺欲,在后一种情况下使地力枯竭,而在前一种情况下使国家的生

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残.”(马克思c,１９７５)２６７

　　马克思为工人保护自己的劳动力产权所作的辩护,比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

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更早,也更有说服力.

　　资本主义企业的产业独裁造成收入两级分化,导致了经济危机频繁发生,
不利于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最终也损害了资产阶级自身的利益.从２０世

纪３０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开始介入劳资关系管理.

　　政府对劳资关系的规制从多条途径展开.一是通过劳资立法,准许工人

通过集体行动维护自己的权利;二是在资本主义企业实行统一的工作标准,抑
制外延型剥削;三是通过社会保障,通过“社会工资”的形式提高工人的收入.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工资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工人从企业获得的报酬,
另一部分是从政府的社会保障,如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其他社会

福利中获得的报酬.这部分报酬被称为“社会工资”.社会工资的性质是转移

支付,即政府运用累进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和其他税收工具,向高收入者多征

税,将其中的一部分转移给低收入者.严格地说,真正的社会工资部分,必须

扣除工人的延期支付,即属于工人个人积累的那部分以前的收入.

五、从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可以推导出

符合社会发展的经济伦理观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所有者为追求利润,不惜践踏法律与社会伦理

道德.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劳资关系之所以趋于缓和,和这些国家国民的经济

伦理观有密切的关系.

　　按照韦伯的观点,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的产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

某种意义上说,是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了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产生了资本主义精神.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呢? 节俭、勤奋、追求利润、遵守

契约(守信)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节俭有利于资本的积累,勤奋有利于财

富的生产.但资本主义精神中的节俭不是守财奴式的节俭,不是要求人们把

钱藏在家里,而是要求人们积极把钱投入到生产与流通领域,在使用的时候精

打细算.最重要的是,新教伦理使追求利润合法化.新教伦理把对财富的追

求与宗教信仰结合起来.按照新教伦理的观点,要想成为上帝的选民,必须在

俗世世界获得成功,选民只有通过劳动得到救赎,俗世劳动的磨难成为通往天

国的必要途径,修行要在劳动中进行.劳动本身被当做是人生的目的.人为

了确保他蒙神恩的殊遇,他必须“完成主所指派于他的工作,直到白昼隐退.”
清教神学家巴克斯特(１６１５~１６９１)宣称:“富人也不可不劳而食,因为,即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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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９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们无需靠劳动挣得生活必须品,他们也必须同穷人一样服从上帝的圣训
要他为神圣荣耀而劳动.”(韦伯,１９８７)１２４作为追求利润的商人,必须遵合同守

信用,不能拖欠债务,债务人要积极向债权人履约.这些资本主义精神大大激

发了资本所有者追求利润的动力.

　　遗憾的是,新教伦理中对劳动者的重视不够.新教伦理反对对贫苦人随

意施舍,这完全是从资本积累的角度考虑;新教伦理反对对失业者进行救济,
认为失业者往往是懒惰者,只要他们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总能找到工作,教
会和政府对他们的救济使他们不愿降低工资要求接受劳动,既然上帝把人类

逐出了伊甸园,人类就必须通过辛苦劳动才得以生存,工人应该接受劳动的考

验.新教伦理看不到失业、劳动者的贫困是工业化造成的,他们不是从社会原

因解释劳资关系中出现的问题,而是从个人原因解释这些新问题.这导致劳

资分配失衡,劳资冲突不断加剧.

　　基督教伦理观要求有产者要向社会施舍,应主动把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

奉献给教会用于救济穷人;有产者的富裕不是他自己的功劳,而是上帝对他的

恩典.他所拥有的财富是上帝记在他名下的社会财富,有产者不能任意挥霍

他的财富,而应好好保管、使用它,让它最大程度地增值.这些财富观如果真

的能被遵守的话,可以大大缓解劳资冲突.遗憾的是,随着资本主义财富的增

长,有产者已经把这些宗教的训诫抛到九霄云外了.一位著名的神学家约翰．
卫斯理发出深刻的忧虑:“我感到忧虑的是无论何处,只要财富增长了,那里的

宗教本质也就以同样的比例减少了.”“因为宗教(特指新教)必然产生勤俭,而
勤俭又必然带来财富”,随着财富的增长,宗教也无可避免地衰落了.(韦伯,

１９８７)１３７.韦伯自己评论到:“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

再需要这种精神(新教伦理)的支持了,天职观念已转化为经济冲动.”在美国,
“财富的追求已被剥除了其原有的宗教和伦理含义,而趋于和纯粹世俗的情欲

相关联”(韦伯,１９８７)１４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见证了有产者从节俭到奢侈

的财富观的转变:“古典的资本家谴责个人消费是违背自己职能的罪恶,是‘节
制’积累,而现代的资本家却能把积累看作是‘放弃’自己的享受.‘啊,他的胸

中有两个灵魂,一个想要同另一个分离’”.最终,奢侈的灵魂战胜了节俭的灵

魂,“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已经习以为常的挥霍,作为炫耀富有从而取得信贷

的手段,成了‘不幸’的资本家营业上的一种必要.奢侈被列入资本的交际费

用.”“虽然资本家的挥霍从来不像放荡的封建主的挥霍那样是直截了当的,相
反地,在它背后总是隐藏着最肮脏的贪欲和最小心的盘算;但是资本家的挥霍

仍然和积累一同增加,一方决不会妨碍另一方.”(马克思c,１９７５)６５１

　　苏联社会主义的出现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迫使资本主义国家不

得不对劳资关系调整.在社会劳动立法调整的时候,资本主义经济伦理观也

相应进行了变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社会的财富观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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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许多企业家———当然不是全部———追求利润的目的

不是为了留给子女,而是为了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促进社会利益.因此,像
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这样知名的企业家,都把自己的资产捐给社会.他们

把自己拥有的企业财产,看做是记在个人名下的社会财富.这样的财富观有

利于劳资关系的缓和.中国商界现在也在提倡培育新财富观,笔者认为,马克

思的理论,为这种财富观提供了最好的经济学依据.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企业

的利润来源于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之所以不能全部归

工人,是因为在目前的历史发展阶段,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所必须的.资本家

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工业的司令官”.资本家的管理虽然具有剥削性的一面,
但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

职能.企业家只有认识到工资的性质和自己获得的利润的性质,认识到自己

的社会责任,才能对记在自己名下的财富持有正确的态度.

六、马克思对历史和道德因素在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

中的论述,为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工资政策提供了理论指导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价值“除了维持自己生活所必需的一定量生活资料以

外,还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资料来养活子女此外,还需要花费一定数量的

价值,使工人能够发展自己的劳动力和获得一定的技能由此可见,劳动力

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要生活资料价值来决定

的.”(马克思a,１８６４)１４５在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所谓必须的、必不可少的生

活资料的范围一直都在扩大,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不断得到改善.“所谓必不

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

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马克思b,１８６４)１９４.国与国之间工人生活

资料消费的差异构成了国民工资差异的主要来源,因此“在比较国民工资时,
必须考虑到决定劳动力的价值量的变化的一切因素:自然的和历史地发展起

来的首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范围,工人的教育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

作用,劳动生产率,劳动的外延量和内含量”(马克思c,１９７５)６１３

　　西方资本主义正是因为能够不断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资料的消费量,才
避免了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暗含着如下前

提:资产阶级独享由于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所带来的生产剩余(李
志远,２００８).马克思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工人觉悟程度不断提高和工

人运动的开展,也由于劳资分配失衡造成的经济危机和苏联社会主义对工人

阶级的吸引力,迫使资产阶级政府通过劳动立法、允许工人通过集体行动手段

提高劳动阶级收入.这一行动的后果也许是当初的资本家和政治家们所没有

预料到的:由于工人工资的增长,工人的身体素质和劳动技能、教育水平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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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９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提高,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率也大幅提高,这增强了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

的竞争力.

　　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人的生活水平也应该与

经济增长保持同步提高.工人阶级概念不但包括城市中的工人阶级,而且也

包括被雇佣劳动制度吸入的农民工.从劳动力价值提高与工人劳动生产率增

长的角度看,刘易斯工资刚性模型存在严重缺陷,不幸的是它竟被误以为是发

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工资规律.根据刘易斯模型,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

国家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工业部门只要提高稍高于农业部门平

均收入的工资,就会得到源源不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只要农村存在剩余劳动

力,这一工资水平就会被维持下去.这被称之为“劳动力无限供给”.刘易斯

模型错误的根源在于:当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时,留在农村的劳

动力会减少,他们的平均收入会提高.城市为了吸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不得

不逐步提高工资.只要允许农民工自由流动,在任何时点,在农村就业和在城

市就业的收益应该相等.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收入会和城市劳动力收

入同时稳步提升,这样才符合分工细化、实际产出增加的经济发展规律.刘易

斯模型是市场自发形成的,农民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流动并没有限制.在中

国,改革开放中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一些不合理政策的被取消,农民收入一定

会和城市工人的收入保持均衡而不是越拉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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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ContemporaryMeaningofMarx’sWageTheory

HuJingchun

　　Abstract　InMarx’stheory,thelabor’svalueandlabor’spricearedifＧ
ferent,soitcanexplainthewagedeterminationandwagedifferencessucＧ
cessfully．Marxinsistthatwageisvaryingthroughhistory,notkeepinginＧ
variable,anditprovideapossibilitytothebargainspacebetweenthelabor
andtheemployee,andprovideapossibilitytothepromotionofproductivity
bythepracticeofwagepolicy．AccordingtoMarx’swagetheory,themanＧ
ager’ssalarieshavetwosides,iftheirsalariesarecountintolabor’scomＧ
pensation,itcanmakethelabor’sshareinthenationalincometoohigh,

andthefollowingresultisthatthelabor’sshareisincreasingwhilethegini
coefficientisincreasingtoo．Marxcriticizedtheemployer’sdictatorshipin
thefirm,whichlaidafoundationtothesocialregulationofwagepolicy．
From Marx’swagetheory,ahealthyeconomicethicscanbededuced;At
last,Marx’swagetheoryemphasizethemoralandhistoricalfunctionin
wageformation,whichcanguidethewagepolicyindevelopingcountries．
　　KeyWords　Marx’swagetheory,wagedifferences,laborcapital’s
bargain,economic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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