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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警惕的经济理论“四化”迹象

———读马克思经济著作的笔记

陈其人

  内容提要 经济理论“四化”:常识化,如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只说成

是“民以食为天”,虽然不错,但远远不够;事实化,以为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不需

运用任何科学方法,径直将理论屈从于实际,或将局部经验,上升为理论;形象

化,就是举外表与理论相似的事例,冒充理论,如将马克思说的外贸中的两赢,
到处套用,并且扩大化为共赢;庸俗化,偷换概念,或歪曲理论,为私利和既得利

益集团谋利。

  关键词 农业 国民经济 剩余价值 通货膨胀 先进生产力

  我们党一直是致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宣传和普及工作的。改革开

放以来更是如此。正因为这样,才取得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改变为实行市场

经济体制的巨大成绩,才取得开放国内市场、引进外资、参与世界市场的巨大

成绩等。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在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时,还
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常识化、事实化、形象化和庸俗化。虽然仅是一些迹象,
也需要警惕。这里主要以经济理论为例,作一述评。

一

  “常识化”即“浅白化”,就是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解释得明白易懂;但是,
层次很浅,往往只限于与经验相一致的常识;深层次的,需要运用抽象法和舍

象法才能理解的理论就不谈了。这不能说是错误,但是,非常不够。因为这使

人民群众的目光非常短浅,使他们的认识停留在生活经验上。举例说明如下:

  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将其解释为:大家都知道,农业是生产食

物的,而“民以食为天”,农业当然就是基础。不能说这解释是错误的,但是,非
常不够。要知道,从1766年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提出了“自由人

手”理论,经过经济学家的阐述、补充,到马克思19世纪60年代在《剩余价值

学说史》中予以总结的这一理论,至少包括这样一些重大的内容:农业劳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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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范围内的剩余劳动的自然基础;农业劳动是其他劳动部门能独立经营的

自然基础;农业劳动是一切部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自然基础。其中最重要的

是:把对外贸易撇开不说……能够用在工业等上面,可以完全从农业解放出来

的劳动者人数———或如斯图亚特所说,“自由人手”的数目———要由农业劳动

者在他们本人消费额以上能够生产的农产品的总量决定。这就进一步决定工

业规模、市场结构和容量。简要地说就是:撇开对外贸易(如果不撇开,那就以

全世界为对象)不谈,一国的农业生产,决定该国“自由人手”的数量;农业劳动

者和“自由人手”对工业生产的消费品的需求(如布),决定生产消费品的工业

的规模(如纺织业);农业对由工业生产的农用生产资料的需求(如化肥),决定

生产农用生产资料的工业的规模(如化肥业);生产消费品的工业以及生产农

用生产资料的工业对工业用生产资料的需求(如机械),决定生产工业用的生

产资料的工业的规模(如机械制造业);这种工业对由工业生产的生产资料的

需求(如钢铁),决定生产工业用的生产资料的工业的规模(如采矿业);上述

工、农业的规模,决定运输业的规模;运输业的规模又反过来决定生产运输业

用的生产资料工业的规模等。总之,农业劳动生产率越高,“自由人手”就越

多,工业和运输业就越发达;这几种物质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的决定,具有一

定高度的劳动生产率的农业生产规模是重要的因素。

  关于剥削的社会形式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问题。不是根据历史唯物论说

明生产力尚未发展到一定的高度,阶级和剥削是不可能消灭的;一种新的剥削

形式取代旧的剥削形式时,是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

展,就成为它的桎梏,而只是简单地说:剥削者是吸血鬼,我国的地主阶级是吸

血鬼,因此要打倒,所以要变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所有制,而不是从这

种所有制已经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来说明这种变革的必要。这样,遇到资本主

义所有制问题,就很难说明为什么同样存在剥削,而不消灭之? 或者就掩盖资

本主义的剥削本质。总之,使人们感到对待剥削问题,有两种政策。

  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问题。我们有一种单纯从物质的观点,即离

开生产关系看问题的倾向。这简单明了,容易接受,但没有社会意义。例如认

为:重农主义其所以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是生产的,是由于在当时,生产的主要

是农业产品。因而按照逻辑,如果生产的主要是工业产品,那么,工业劳动就

是生产劳动;如果服务产品多了,那么,服务就是生产劳动;如果“银行多于米

铺”(这是殖民地时期香港的现实情况,也是居民的口头禅),全部银行劳动就

是生产劳动了。最后这一点,是完全违反马克思关于银行劳动是社会的纯粹

流通费用,是非生产劳动的论述的。我们知道,马克思有两个互相关联、又互

相区别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概念。第一,生产商品,从而生产价值的劳动是生产

劳动,与此相反的,是非生产劳动:这对概念是从商品生产一般着眼的,由于没

有涉及是哪一种社会形式的商品生产,应该说层次是较浅的;第二,实现(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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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带来)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劳动是生产劳动,与此相反的,是非生产劳动:这对

概念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攫取剩余价值或利润着眼的,已经涉及商品

生产的社会形式了,应该说层次是较深的。根据第二对概念中的生产劳动定

义,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的,由于能生产剩余价值或利润,当然是生产劳动,这一

点,和第一对概念中的生产劳动定义是互相联系的;那些虽然不生产商品,也
不生产价值的服务(全部服务是否都不生产价值,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只要它

是和资本相交换的,由于能带来利润,也是生产劳动,这一点,和第一对概念中

的生产劳动定义是互相区别的,而和收入相交换的劳动,则不论是否生产物质

的使用价值,由于只用于个人消费,不能带来剩余价值或利润,只是提供服务,
就是非生产劳动,这一点,和第一对概念中的非生产劳动定义是互相联系的。
根据马克思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人雇用师傅,做酒席出售,由
于他们的劳动是与资本相交换的,就是生产劳动,即可以使资本家致富;做酒

席家宴,由于他们的劳动是与收入相交换的,就是非生产劳动,即可以使这个

人致贫。

二

  “事实化”以为理论联系实际,就是将具体的全部事实,不用科学的方法加

以处理,就径直地来说明理论;或者反过来,将局部的事实直接当作理论。

  前者例如:调查资本主义企业,就将该企业账簿的全部工资和全部利润之比,
来说明剩余价值率,而不遵守剩余价值理论的方法论。马克思很重视剩余价值理

论的方法论。他在1867年8月24日即《资本论》第1卷出版前致恩格斯的信中

说:我的书最好的地方是:……研究剩余价值时,撇开了它的特殊形态……利润、利
息、地租等……古典经济学总是把特殊形态和一般形态混淆起来,所以在这种经济

学中对特殊形态的研究总是乱七八糟的。为了批判杜林,他在1868年1月8日致

恩格斯的信中表示了同样的意思:过去的一切经济学一开始就把表现为地租、利
润、利息等固定形式的剩余价值的特殊部分,当作已知的东西来加以研究。这说明

不能将一个企业的利润当作剩余价值。因为利润只是剩余价值的分支形态,要将

全社会的利润、地租和利息加起来,才是社会剩余价值的纯粹形态。要从后者入

手,将其和社会总工资对比,才能说明剩余价值率。

  后者例如:在讨论我国过渡时期,即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资本主义经济如

何受剩余价值规律支配时,就认为在当时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揭露出来的资

本家“五毒”行为,就是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的手段。这一错误就更大了。因

为它将不等价交换、盗窃和欺骗,都认为是剩余价值的产生方法。马克思说得

很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然是有污点的,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躲避理论上的

困难。马克思对资本总公式的矛盾是这样分析的:剩余价值的形成,从而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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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资本,既不能用卖者高于商品价值出卖商品来说明,也不能用买者低于

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来说明;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

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根据这分析,就知道以“五毒”行
为说明剩余价值的产生,在方法论上是何等的错误。1956年,我就对这种看

法提出批评:为了论证在没有垄断的条件下,也能保证“最大的利润”,王学文

同志在补充意见中,只好在垄断以外寻找方法,果然找到了“五毒”行为这方

法。的确,“五毒”是实际生活中资本家攫取暴利的重要方法,在我国条件下并

且具有特别的政治意义。但这并不是产生剩余价值的方法,也不是资本主义

所特有的剥削方法。“行贿”是达到其他“四毒”行为的手段,它和“偷税漏税”
是自奴隶社会至资本主义社会都有的现象。“偷工减料”,从利润来源方面考

察,也就是以贱卖贵的欺诈。“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从利润来源方面考察,或
者是出卖情报拿津贴,或者是以各种方法进行不等价交换,也就是欺诈。“盗
窃国家财产”是欺骗和强盗行为。这一切都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剥削方法,王
学文同志在方法论上的错误在于:第一,把非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剥削方法(“五
毒”)当作是达到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生产目的(剩余价值)的手段,因而由此构

成的“主要经济规律”只是个“四不像”;第二,把经济现象当作经济本质;第三,
把一切剥削收入都当作是剩余价值。

  将极其狭隘的经验上升为普遍的理论,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就是将在抗

日战争时期的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将在这两者极端缺乏生活必需

品的条件下,行之有效的方法,即以粮食、布匹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将这事实

说成是纸币发行的理论;认为我们用这些生活必需品来做货币的发行储备,比
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银优越得多。作这样主张的人还认为,他的重大贡献

就在于说明:我们的货币不应当经常地代表着一定数量的劳动时间,而应当经

常地代表着一定数量的社会产品。……这种特殊商品,长期以来就是黄金和

白银。……在废除金本位制、实行纸币制度以后……纸币所代表的价值应以

什么来做标准呢? 我得到马克思“货币是一般商品的等价物”(应为:货币是一

般等价物———引者)的理论启示,并总结40年代在山东同国民党统治区进行

货币斗争的经验,认为纸币所代表的价值,应当符合于全部社会产品的社会必

要劳动的变化,具体的检验方法就是综合物价指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

学批判序言》(应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引者)中说,纸币是货币发展的最

高形态(应为:纸币是价值符号的完成形态———引者),所以按综合的物价指数

来规定货币所代表的价值,是比按金银的价值来做货币所代表的价值的标准

更进步,也是更高的发展阶段。但我这个观点,在很长时期内得不到社会承

认。直到20世纪70年代,金融界中有些人士仍然认为离开了黄金,货币的价

值就没有依据。当然不能离开黄金,因为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是私人劳动要

实现为社会劳动的矛盾,这就要求在商品群中分离出一种商品来,它虽然是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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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劳动的产物,但是无须经过交换,就直接代表社会劳动,这就是货币。其他

商品要同它交换了,其私人劳动才实现为社会劳动。这就解决了商品生产的

基本矛盾。而黄金由于不论产自何地和何人,其质量都是非常纯正的,确实近

于足赤,黄金这种自然性质使它最适合担任社会劳动的社会职能。所以,马克

思两次说:“货币天然是黄金”,是有道理的。如果说,主张用黄金作为纸币的

准备是什么“拜金主义”,那么,马克思就是这“拜金主义”的“始作俑者”。

三

  “形象化”就是对马克思的理论的实质解释不正确,而外表却说得同这理

论十分相像。不仔细研究、真正了解此理论的人,以为是马克思的理论。

  例如:前不久,国家统计局说:我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同时存在。它的

意思是说:我国商品价格,有的上涨,有的下跌。这里,它将通货膨胀不是看成

物价水平上涨,而是看成个别商品价格上涨,将通货紧缩不是看成物价水平下

降,而是个别商品的价格下跌。这种说法等于说:同一时期,有上升的物价水

平,有下降的物价水平。同一时期,水平两个,岂不是笑话! 本来在金银本位

制条件下,由于贵金属货币能执行储藏手段职能,能够自我调节流通量,就不

可能发生通货膨胀,即货币流通量过多,从而物价水平上涨的现象,也不可能

发生与此相反的通货紧缩现象。只有在纸币流通条件下,由于纸币不能执行

储藏手段的职能,不能自我调节流通量,才会发生纸币流通量过多或过少的问

题,前者就是通货膨胀,后者就是通货紧缩。纸币流通量过多,单位纸币价值

减少,即价格标准缩小,物价水平因而上涨;纸币流通量过少,单位纸币价值增

加,即价格标准扩大,物价水平因而下降。就是说:个别商品价格上涨,因不涉

及纸币流通量和价格标准问题,就不能说成是通货膨胀;同理,个别商品价格

下跌,也不能说成是通货紧缩。

  马克思研究货币理论时,各国实行的是贵金属货币制度,即使银行券也在

流通,由于它与纸币不同,它可以随时兑换金银货币,因此,全部货币都能自动

调节自己的流通量,以适应其需要量,这就不会发生货币流通量过多和过少的

问题。就是说:没有所谓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问题。从我读得不多的马

克思著作看,他没有用过这类概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他在批判李嘉图

的货币数量论时,曾经用过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这两个概念,但是他指出:按
照李嘉图自己的说法,问题会自行解决。因此,在李嘉图和马克思那里,生活

中的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是不存在的。

  在纸币流通的条件下,由纸币流通量过多导致的物价水平上涨,在货币数

量论者看来,就是通货膨胀;与此相反的,就是通货紧缩。对于物价水平变动,
到底是由商品价值变动引起的,还是由货币价值变动引起的(在贵金属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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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以贵金属表示的价格,其含金量相应发生变动),或者是由价格标准变动引

起的(变动了的价格,如折算为贵金属的重量,这重量不变),他们是不予以区

分的。因为现代货币数量论者认为,进入流通前,商品和货币都没有价格和价

值,只是两堆东西,它们的商数,就是价格。凯恩斯、弗里德曼和萨缪尔逊都是

这样。这就是说,他们说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指的都是物价水平。因此,
说什么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同时存在,就是相互矛盾了。

  再如:对输入外资可以“双赢”的解释。常见的解释是:引进外资,外国资

本家可以得到利润,而输入国的工人可以增加就业。这就是“双赢”。马克思

也有落后国家同发达国家进行贸易,可以“双赢”的论述。他首先指出:对有商

品输入和输出的国家来说,同样的情况也都可能发生;就是说,这种国家所付

出的实物形式的物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

所能生产的更便宜。他又说:甚至李嘉图的理论也认为……一国的3个劳动

日可以和别一国的1个劳动日相交换。价值规律在这里有重要的修正。不同

国家劳动日的关系,能够像一国之内熟练的复杂的劳动和简单的劳动的关系

一样。在这场合,富国会剥削贫国,纵然贫国也会……由交换得到利益。这就

是马克思关于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进行贸易双方都得益的“双赢”观。

  应该指出,很多论者解释过马克思这一段论述,但是,在我看来大多是离

开了马克思的原意的。例如,有人认为工业国与农业国交换中的价格问题,就
是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交换的关系。诚然,是存在这样的内容。但这并不能

说明富国剥削贫国,因为一国之内也有这样的交换,可是马克思并不认为是剥

削,因为他认为在形成价值的时候,复杂劳动要成为倍加的简单劳动,这既然

是形成价值的内容,当然就谈不上什么剥削了。何况这种解释与马克思谈到

的李嘉图的理论即价值规律在这里有重要的修正,以及贫国也会在交换中得

到利益等无关。我们必须按照马克思的原意来解释这段论述。

  情况是这样:将贸易壁垒去掉(参加 WTO的理想境界就是这样),整个世

界就是一个股份公司,等量资本就得到同样数量的利润,即平均利润,而不问

这资本中分别有多少是用来购买生产资料(C)和雇佣工人(V)的。这就是说

平均利润规律在全世界起作用。这样,商品就不按价值,而按生产成本(C+
V)加上平均利润(P),即按生产价格(C+V+P)出售。按照劳动价值理论,只
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包括剩余价值。这样,雇佣工人多的,生产剩余价值就多,
但是要被其他资本分掉一部分,即商品的价值高于生产价格,也就是自己得到

的平均利润小于自己生产的剩余价值;使用机器多的,则相反。两者按生产价

格交换,就等于前者以大量劳动交换后者的小量劳动。我们知道,落后国家,
生产的产品是使用劳动力较多,就要送一部分剩余价值给发达国家。这也是

富国和贫国即使在等价交换之下,其经济差距也要扩大的最根本的原因。

  那么,又应怎样理解在交换中,贫国也得到利益呢? 这是因为,如果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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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不以农产品去交换工业国的高、精、尖工业品,而在不具备技术条件时,自己

去生产,开始时花的劳动,必然比用生产农产品去交换这些工业品的办法所花

的劳动还要多些。这就有一个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应如何结合的问题。这是

每个落后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时,都遇到的发展战略问题。

  要指出的是,上述的交换关系也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那为什么马克

思并不认为它也是价值规律的修正呢? 这是因为,在一国之内,损失和得利会

相互抵消,投下的劳动和形成的价值等,在国家之间不是这样,甲国大量出口生

产价格高于价值的商品,大量进口生产价格低于价值的商品,乙国则刚好相反,
即使是等价交换,前者得到的价值就大于它投下的劳动,后者得到的价值就小于

它投下的劳动,单就这点而言,发展下去就前者越富,后者越穷,差距拉大。

  上述第一种“双赢”观,其实也适用于任何的投资,因为它总是给资本家带

来利润和增加工人就业,虽然这种双赢观的本意是说明两国都有利;它的缺陷

是不能说明在交换中落后国家是以生产价格低于价值的商品,去交换对方生

产价格高于价值的商品,即落后国家在国际交换中受剥削。第二种双赢观则

不仅说明“双赢”,更说明落后国家受剥削;如果长期不改变这种状况,两国的

经济差距将扩大。

  近来“双赢”的说法有扩大化的趋势。如人们到银行存款储蓄,是“双赢”;
某种国际合作,是“共赢”;总之,想方设法在凡参与者都得利的掩盖下,将剥削

和被剥削的关系去掉。

  最后,对比较优势的理解。比较优势就是李嘉图说的比较成本,是一种说

明世界分工和贸易比价的重要理论。马克思没有这种理论,但是要根据马克

思的理论才能正确评价比较成本理论。我常见到的是将比较成本理解为绝对

成本。有一本工具书就是这样解释的:日本之所以到我国设厂,就是由于中国

的工资比日本的低得多。这是事实。有的管外贸的官员,也认为这是我国的

比较优势。但是,这是绝对成本低,而不是比较成本低。这种只从字面上作过

得去的解释,也是一种“形象化”。

  由于相当多的人不了解比较成本的精确含义,这里稍为详尽些予以介绍:

  李嘉图假设:生产1单位毛呢,英国需要100单位劳动,葡国需要90单位

劳动;生产1单位酒,英国需要120单位劳动,葡国需要80单位劳动:论绝对

成本,两者英国都较高,葡国都较低;最好将英国的资本和劳动都移到葡国去

生产这两者,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在这条件下,两国分别生产比较成本

低的商品,就能增加总产量,然后交换,双方都有利。比较成本指的是:从英国

看,两种商品的比较成本是:100︰90和120︰80,前者的比值低,英国应该专

门生产毛呢;从葡国看,两种商品的比较成本是:90︰100和80︰120,后者的

比值低,葡国应该专门生产酒。分工前,英国220单位劳动和葡国170单位劳

动合起来生产2单位毛呢和2单位酒;分工后,英国220单位劳动生产2.2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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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毛呢,葡国170单位劳动生产2.125单位酒,总产量增加了;然后按下面将

说明的原理进行交换。他认为世界分工就是由这一原理决定的。下面这句

话,就是这个意思:一个在机器和技术方面占有极大优势因而能够用远少于邻

国的劳动来制造商品的国家,即使土地较为肥沃,种植谷物所需的劳动比输出

国更少,也仍然可以输出这些商品以输入本国消费所需的一部分谷物。

  分工以后,根据什么原理进行交换呢? 李嘉图明确指出:只要不是独占

品,最后决定商品在进口国家中的售价的乃是出口国家中的自然价格。这就

是说,1单位酒在英国卖80单位劳动,1单位毛呢在葡国卖100单位劳动。那

么,是否100÷80=1.25单位酒交换1单位毛呢? 不是。他指出:葡国用多少

酒来交换英国的毛呢,不是由各自生产上所用的劳动量决定的,情况不像两种

商品都在英国或都在葡国生产那样。由此他提出一个极其重要的原理:支配

一个国家中商品相对价值的法则不能支配两个或更多国家间互相交换的商品

的相对价值。他明确指出,英国将以100人的劳动产品交换80人的劳动产

品。这种交换在一个国家中不同的个人间是不可能发生的。原因在于:资本

由一国转移到另一国以寻找更为有利的用途是怎样困难,而在同一国家中资

本必然会十分容易地从一省转移到另一省。

  从资本转移难易的论述可以看出,李嘉图认为,国家之间利润率是不同

的,一国内部利润率则是相同的。这就说明他分析的商品的自然价格是包含

着一定的利润的。因此,它就不是由劳动决定的价值,而李嘉图又常常混淆自

然价格(即后来马克思说的生产价格)和价值。他认为一国内部必然是等量劳

动交换,国家之间的交换却是不等量劳动的交换,就是这种混淆所致。这个问

题,前面事实上已经分析过了。

  由此可以看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有着深刻的内容,将其歪曲为绝对

成本理论是十分错误的。

四

  “庸俗化”是马克思提出来的。他说的庸俗政治经济学,指的是不深入资

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外表打转,描绘一些现象,让满足于

描绘现象的人们接受。他指出法国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就是庸俗政治经济

学的标本。这就是:

  劳动———工资;

  资本———利息;

  土地———地租。

  公式中的“———”号,既表示生产出,又表示分配到,似乎是最公平的。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是必然产生的。决定性的第一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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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出卖劳动力,但被歪曲为出卖劳动,劳动力价格被歪曲为劳动价值或工

资,就是说,工人的劳动创造的价值,已经全部成为工资;这样一来,决定性的第

二步就是:剩余价值就被歪曲为全部资本的产物,因此,它就转化为利润。但是,
借来资本进行经营的人也能得到收入,这样利润就分割为企业收入和利息,企业

收入就成为进行经营的资本家的劳动的产物,利息则是资本自身的产物,就像人

会产仔一样,资本也会产仔。日本人就称它为利子。由于这样,地租就必然被歪

曲为不是劳动生产的,也不是资本生产的,而是在这两者之外的、为农业生产所

独有的重要因素,即土地生产的。要素价值论就是这些现象的俘虏。

  我这里说的庸俗化也是这样。它或对事物予以表面的解释,或对正确的

理论予以表面的解释,实质上是歪曲,以达到为私利、为既得利益者服务的目

的。例如:

  第一,店铺拆迁,要降价处理商品,店主说:这是实践“三个代表”。其错误

不必说。

  第二,前几年,我国市场疲软,需求不足,政府就提出增加内需,以解决问

题。本来这增加内需,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农民增收,
用以扩大国内市场。但是,在此期间,我国南方某大城市,自来水涨价,就将其

说成是实践扩大内需。这其实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这是干曲解正确理

论,用以谋私的勾当。

  第三,将“三个代表”割裂开来理解,再将“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

求”中的“先进生产力”落实到人,让这部分人得到生产力发展的实惠,而将“代
表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置于脑后。“三个代表”理论有被庸俗化的迹象,这
是必须警惕的。事情要从最近发生的争论谈起。

  最近《大江南北》批判这样一种论调:现在是建设时期,不是革命时期,因
此应该崇敬优胜者,应该强调“访能问贤”,而不应该再强调“访贫问苦”。争论

是用生活语言进行的,不是以理论进行的。但是,假如分析其理论根据,就与

是否全面联系地看待“三个代表”和是否正确理解“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

展要求”有关。“访能问贤”论者显然认为:“发展要求”就是要发展先进生产力

本身,不是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精英、优胜者、“能与贤”就是

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这基础上,它又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孤立起来,不
考虑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因而就有要强调“访能问贤”、不再“访贫问苦”的
议论。这里谈的是经济。

  但是,经济必然变成政治。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刘吉在《新
闻周刊》第19期撰文说,最近印度大选,执政的人民党失败……原因主要是因

为印度的精英层———中产阶级对人民党的疏远,这次选举的投票率仅56%。
印度中产阶级人数,有报道称达3亿人,显然他们的政治意愿是举足轻重的。
更何况,印度有文盲5亿,他们的政治选择往往被社会精英的舆论所引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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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任何执政党失去了社会精英层的支持都必不可免地要下台,印度人民党

又一次提供了历史的佐证。”言简意赅:只要精英,不管文盲。

  以上有关经济和政治的观点,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出与如何理解代表中国

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有关。

  据我所知,对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存在不同的理解。一

种认为就是径直促使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另一种则认为改革和调整生产关系

与上层建筑,以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① 我认为:“三个代表”是中共建党80
年的总结,这段时间包括了未夺取政权的28年,未夺取政权时,党是不可能径

直促使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的,就是夺取了政权后,党也只能从路线、方针政策,
即从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来发展先进生产力,如果径直发展先进生

产力,就容易产生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毛病。第二种解释无论如何不会落实

到个人;第一种解释就有可能落实到个人。

  例如,一位学者高度理论化地说:发生在经济基础层面上的重大变化,必
然要求意识形态作相应的变化。这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公式。但是

他却将生产商品的物质技术基础(这属于生产力范畴)偷换为社会形态的经济

基础(这是生产关系本身),用这种方法说明生产商品的基础(将技术基础偷换

为经济基础)变化了,其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也要发生变化,用以说明商品价

值决定的理论,即价值理论也要发生变化。他明确地说:当前,知识作为财富

和价值的主要源泉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要素,而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

用却显著地下降了;当社会生产力取得进步,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取代劳动

与货币资本而成为价值的主要来源时,我们就不应当再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

价值的形成与增值过程。② 这就不仅明目张胆地反对劳动价值理论,而且认

为:正如驱动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由土地变成资本时,地主阶级就成为一个

多余的阶级,知识作为财富和价值的主要源泉而成了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要

素,而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却明显地下降了,资本家就会和以前的地主阶

级一样,也成为多余的阶级。③ 应当说,价值的来源只能是劳动。因此,从价

值的来源已经不再是资本(与劳动相对立的资本本来就不是价值的来源),而
是技术和知识(只要将这两者同劳动对立起来,它们也不是价值的来源),来论

证资本家已经成为多余的阶级,是错误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恩格斯在

《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中指出:资本家曾经是必要的阶级,后来所以成为

多余的阶级,是由于资本主义企业发展为股份公司,经营、管理企业的是高级

的职员,是工资劳动者,资本家成为完全脱离生产的寄生虫。从这方面看,这样

①
②
③

沈云锁.正确理解“三个代表”的深刻内涵[N].光明日报,2001-7-22.
华民.“三个代表”:应对时代转型的战略思想[N].解放日报,2001-4-16.
华民.“三个代表”:应对时代转型的战略思想[N].解放日报,200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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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公司就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生产。按照这位论者的错误理论,当前,
那些不拥有技术和知识的工人,其劳动不是价值的来源,就是多余的阶级了。在

他看来,谁是必要的,谁是多余的,泾渭分明。这就无怪乎这位学者在另一篇文

章中明白说:“复杂劳动更能代表先进生产力”,因此,“从资源到财富的分配上给

予各种形态的复杂劳动以有效的激励,将有利于我们把握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

求。”①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落实到人,那些技术精英、管理精英、人力资本

的载体,就成为先进生产力的当然代表,经济地位提高,而经济变成政治,政治地

位也提高;那些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则逐渐成为弱势群体。

  技术精英和管理精英都是从事复杂劳动的。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复杂劳

动创造的价值是若干倍于简单劳动创造的价值。由于直到现在,还没有哪位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能将复杂劳动者(斯密认为是一种高价机器)自身的价

值,以及其劳动创造的价值为简单劳动的若干倍,精确地计算出来,某些经济

学家就利用这一理论空白,干脆离开劳动价值论,倒向西方经济学,求救于法

律,即企业合同。有一位经济学家就说:在现在经济中,投入企业的资本、技
术、企业家等要素实际上都会作为企业股权结构的组成部分参与分配。因此,
企业就是各种要素的集合,企业中的收入分配是根据企业中投入要素的比例

及相应的作用安排的。这就是美国经济学家尤金·法马说的:“在企业中,每
种要素都是由某个人拥有的。企业只是一个合同集,而这些合同不过是规定

投入品的联合方式以创造产出,以及从产出中获得的收入在投入品间的分配

方式。”②从这种合同关系中,各种要素的收入都是要素所有者的收入。……
这意味着这里的分配比例是由合同安排的。这里没有经济理论,只有法律或

合同;不是生产决定分配,而是法律决定分配;不能利用经济理论时,就搬出法

律来。因此,人们有权利问:合同难道是先验的?

  这里有一个按合同进行分配的例子:最近在(上海)市委组织部看到一个

调查报告,说的是一家国企改为股份制,规定原经营者可购买几千股,厂长、书
记一下子成了“老板”,而普通工人就是有钱,也只能每人购买150股。改制

后,原来月薪约5000元的经理年薪24万元,每月另有“生活费”2000元。而

改制以前每月实际收入1500元到2000元,加班多时,可达3000元的普通工人

却“被一个个地叫到公司签署下岗协议,理由是原先签订的五年合同到期了,
公司不再聘用了,工人只有两个选择:或者是签订下岗协议,或者是拿3万元

补偿与公司脱离关系。”他们的岗位被一批廉价的临时工取代。一位工人在接

受调查时说:“改制时,公司原先的国有财产在‘帮一把,推一把’的口号下无偿

①
②

华民.准确把握劳动价值理论的关节点[N].解放日报,2002-3-24(8).
尤金·法马.代理问题和企业理论[A]. 企业的经济性质.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0,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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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变为新公司的财产。现在,把老工人都辞退了,这些钱不就在股份制名义下

变成了老板他们个人的钱了吗?”这是原来的国营企业改制为股份公司,原有

的国有财产无偿地变为新公司的财产时,厂长、书记可以比工人多购买几十倍

的股票、从而他们得到的财产有一部分是白拿的实例。这种合同的内容是如

何决定的,这里还有经济理论吗?

  《北京现代商报》刊文披露了在国有企业改制为股份企业中,那些原来的

管理精英,怎样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自己定章程,以购买股票为幌子,将
国家财产装进自己的腰包。文章说:“近来,江西化工行业里的一家国有企业

正忙着海外上市。这家国有企业总资产达8个亿,净资产达4个亿,最后作价

1000万元卖出,其中32%的股权由原总经理收购,意味着花320万元买下了

价值1.28亿元的资产。……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指出,一些改制企业的

经营者或与上级部门,或与上级主管部门,或与中介机构串通一气,故意将评

估价值远远低于实际价值,不经过公正审计与评估,未正确证明和界定资产属

性,将本应属于国家的,或属于集体的(变为属于为)个人的。这无异于贪污和

盗窃。……通过对一些改制企业的调查发现,表面上,一个职工所能分配购买

的资产比例,是按其在企业中的职务的地位和年限来确定的;而事实上,这个

游戏规则是由管理者制定的。按照这个规则,原企业一把手几乎都能分享到

绝对或相对控股的资产比例……管理者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其中的奥妙

不说也罢。”①企业改制为股份企业,员工购买股票多少,要根据“职务地位”,
这真是生产现代化,分配封建等级化,难道符合经济规律?

  使我更惊奇的是一些论述现代企业收益分配的论著,竟然也以法律代替

经济理论。一位经济学家写道:“根据现代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企业是由

契约组成。企业就是各种要素的集合。从企业要素结构分析,资本、技术、劳
动、企业家都是投入企业的要素。(它们)属于不同的所有者。在要素的所有

权属于私人的情况下……各种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和管理是按照契约所确定

的份额投入企业并按确定的份额分配。这是一种合作。”但是,事实上,除了劳

动要素以外,其他要素……资本、技术、企业家等要素实际上都会作为企业股

权结构的组成部分。作者没有告诉我们:这些要素是如何货币化,亦即私有权

的收入是如何资本化的,只有说明了这一点,才能说明它们如何折合为股权。
他也没有告诉我们,劳动为何排在资本化以外,以致不能折合为股权?

  现在有一种迹象:认为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尽量扩大管理精英、管理精英

和一般劳动者收入的差距。由于现在还无法说明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是简单

劳动的若干倍的机制,有些经济学家就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解决这问题。这其

实是价值论中的“供求论”,是错误的。何况我们的市场还很不完善,在其中非

① 李玉颖、李梅玲.北京现代商报[N],2004-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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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因素起很大的作用,“炒作”起很大的作用。

  对于上述问题,何干强教授的批评是一针见血的。他说:一些原国有企业

的经营管理者在改革之前与普通职工工资相差不大,但是在国有企业的所谓

“转制”中,有的转眼成为百万元、千万元的资本持股者。说他们作为复杂劳动

者,这是应得的收入,这根本说不通,因为许多科学家的劳动比这些暴发者复

杂得多,即使自然科学的国家最高奖也不过500万元,而且获奖者全国每年也

不过一两个而已。如果说这是对经营者的激励,更令人费解,让公有制经济奉

送给导致国有企业改变性质的私人如此高额的国有资本,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写到这里,我特别想到马克思说过的工人合作工厂,尤其想到恩格斯在

《资本论》第3卷所加的注解:我知道这样一件事情,在1868年危机以后,有一

个破产的工厂主,变成自己以前的工人领取工资的雇佣劳动者。也就是说,在
破产后,工厂已经改组成工人的合作工厂,而由以前的工厂主担任经理。我们

知道,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这矛盾的定期爆发。
这里介绍的是重组危机中的破产企业和利用危机中破产企业原有管理精英的

一种模式。我认为:这既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又代表了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思想应是一个有机体,先进生产力发展了,不相应调

整生产关系(包括分配关系),就直接等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了吗?

  关于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和合作工厂,马克思有过极其深刻的分析:它们

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

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

  以上所说的,虽是一些迹象,也应引起注意,以便及时改正。

Guardingagainstthe“FourTrends”
oftheDevelopmentofEconomicTheory

———ABookReportonMarx’sEconomicLiterature
ChenQi-ren

  Abstract The“fourtrends”ofthedevelopmentofeconomictheoryisgeneralization,

factualization,visualizationandvulgaralization.Specifically,regarding“foodisthefirstne-
cessityofpeople”as“agricultureisthebasisofnationaleconomy”istherepresentationof

generalization;thinkingthat“relatingtheoriestopractice”requiresnoscientificmethods
andtheoriesareinferiortopractice,orregardingpartialexperienceastheoriesistherepre-
sentationoffactualization;enumeratingexampleswithsimilarappearancewiththeoryto
imitatetheoryforexample,enlargingMark’s“win-win”inforeigntradeto“all-win”isthe
representationofvisualization;disguisedlyreplacingconceptsormisrepresentingtheories
toseekbenefitsforoneselfandvestedinterestgroupistherepresentationofvulgarali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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