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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市场价值的若干概念问题

———一个补论

孟 捷

  内容提要 在《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上,笔者发表了《劳动价值论

与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不确定性》一文。这篇文章提出,劳动价值论主要的不

是一个价格理论,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被用来揭示资本主义再生

产的目的和手段、条件和结果之间的不确定的联系。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讨论

了马克思的市场价值理论,但限于篇幅,没有就什么是市场价值给出正式的定

义,本文则尝试给出这样一个定义。为此,我们将在日本宇野学派的理论观点

的基础上,把价值实体和价值形式的区别引入市场价值理论,把市场价值简洁

地规定为:以市场生产价格为媒介所能支配的价值实体,并以马克思的级差地

租理论为佐证进行了论证。

  关键词 市场价值 宇野学派 价值形式

  在《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上,笔者发表了《劳动价值论与资本主

义再生产中的不确定性》一文。这篇文章提出,劳动价值论主要的不是一个价

格理论,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被用来揭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目的

和手段、条件和结果之间的不确定的联系。在结论中写道:“生产的标准技术

条件与价值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决定论式的关系”;“生产的标准技

术条件是不能脱离市场价值而预先给定的。”“生产的技术条件最初是资本主

义生产的出发点或基础,是价值增值的基础,但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当

事人不仅事先无法确知价值增值的程度,甚至不能把握价值增值的这一出发

点或基础,也就是说,不能无条件地确知什么是为社会认可的生产的标准技术

条件。”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讨论了马克思的两种市场价值理论,但限于篇幅,没
有就什么是市场价值给出正式的定义,本文则尝试给出这样一个定义,因此,
本文可以看作是前一篇论文的补论。

  众所周知,马克思有两个关于市场价值的理论,按照第一种理论(迄今为

止,这个理论的最重要的阐释者,仍然是俄国经济学家鲁宾),在一个部门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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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的生产的技术水平决定着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只要生产力水平不变,单
位商品的价值量也不会发生变化,因此这个价值量是稳定的;由商品单位价值

量的稳定性可以进一步得出分布于一部门的稳定的、不变的总劳动量。与此

相反,第二种市场价值理论则把商品的单位价值看作是随需求的变化而变化

的不稳定的量,而且单位商品的市场价值的确定具有“回溯”的特征,也就是

说,价值确定首先是在宏观层面上进行的,然后才能确定个别商品的价值。

  在《劳动价值论与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不确定性》一文中,我们力图论证

第二种市场价值理论的必要性,并且指出,如果第一种理论成立的话,劳动价

值论将沦为马歇尔式的均衡价格理论,这将严重歪曲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实

质。鲁宾在为第一种理论辩护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危险性。他着力批

评了市场价值的第二种理论,并认为第二种理论在分析上具有以下缺陷:即它

由于强调需求在决定商品价值量上的作用,否定了单位商品价值作为价格波

动的重心,以及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调节者的意义;否定了市场价格偏离

市场价值的机制,混淆了价值与价格。①在本文中,我们在厘定市场价值概念

的同时,也将回答鲁宾提出的这一批评。

  首先要明确的问题是,什么是价格?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求助于匈

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奇。在其晚年《本体论》遗著中,卢卡奇在哲学本

体论上把劳动当作人类一切目的论活动的原型,他把劳动称作第一种目的论

活动,在劳动的基础上又产生了第二种目的论活动。两类目的论活动的区别

在于,在劳动活动中,目的论设定以自然为对象,并通过改造自然对象以实现

所设定的目的。而在第二种目的论活动中,目的论设定往往不是以自然作为

直接的对象,而是指向他人及其观念,甚至所设定的目的就是让他人进行目的

设定。② 在经济学中,生产、劳动,属于第一种目的论活动,而商品的交换(作
为商品的纯粹形式变换)、服务等则属于第二种目的论活动。与第一种目的论

活动一样,在交换这样的第二种目的论活动中也存在着目的论设定,以及目的

论与因果律的辩证法,同样要实现观念的东西向实在的东西的转变。为了说

明这一点,卢卡奇曾特地援引了马克思的以下论述,在这段论述里,价格被看

作是目的论设定的产物:

  “商品实际上是使用价值,它的价值存在只是观念地表现在价格上,价格

使商品同对立着的金发生关系,把金当作自己的实际价值形态。反之,金这种

①
②
Rubin,I.I..EssaysonMarx’sTheoryofValue.Detroit:BlackandRed,1972,198~199.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M].下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51.卢卡奇还指出:

“分工所引起的间接的、往往拥有极其复杂的中介环节的实践设定,同样具有目的论因果特征,这些设
定同劳动本身的一个很重大的差别只是在于,它们所引起并予以实现的目的并不是直接针对社会同自
然界的物质变换的某一具体情况,而是旨在影响他人,使之完成设定者所希望的劳动活动。不过在这
类场合,中介链不论各有多大规模,在这里都没有关键意义;各个目的论设定要按照一定方向去影响他
人,促其实现所希望的目的论设定,这才是重要的。”《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第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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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第8辑 孟捷:关于市场价值的若干概念问题 87   

物质只是充当价值化身,充当货币。因此金实际上是交换价值。金的使用价

值只是观念地表现在相对价值表现的系列上,金通过这个相对价值表现的系

列,同对立着的商品发生关系,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实际使用形态的总和。”①

  在这里,价格(或者更准确地说市场价格),是商品所有者在观念上进行的

目的论设定的具体形式。这个观点对于以下的分析是重要的出发点,它有助

于我们从分析上厘清价值实体和价值形式在概念上的区别、厘清价值与价格

的区别。在商品交换中,交换的实质内容是用一种劳动交换另一种劳动,即
“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② 但这个内容严格来讲处在商品交换者的观念之

外。对个别商品生产者来说,交换的直接目的,是通过价格形式表现出来的,
而价格形式是用其他商品(这里是贵金属)的使用价值来表示商品自身的交换

价值。

  要指出的一点是,《资本论》第1卷的“价格”概念,与第3卷才出现的“市
场价格”是有区别的。正如希法亭所指出的,劳动价值论力图在劳动生产率和

价格的长期运动之间确立规律性的联系,价值概念是在理论上把握这种联系

的中介。③在《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出于这个考虑,规定了“价格”(作为商品

价值的货币表现)。这里的“价格”是个纯理论概念,是为特定的“思想实验”服
务的分析工具,而不是经验中的价格表象。一些反对劳动价值论的人没有理

解这一点,在他们看来,根据第1卷的价格定义,商品价格的绝对水平仅仅取

决于生产商品的劳动量。这种看法在双重意义上误解了马克思。第一,劳动

价值论并不是解释价格绝对水平的理论,价值概念的作用在于揭示———像希

法亭所说的———劳动生产率变化与价格长期运动之间的联系。第二,从第1
卷的“价格”概念到第3卷的“市场价格”概念,经历了一个思维重建的过程,与
第1卷的“价格”相比,“市场价格”才是更接近于日常观念的概念。④

  一旦把价值形式明确为第二种目的论设定的经验表现形式,像“价值是市

场价格的波动中心”⑤这样的提法,在理论逻辑上就是不严谨的。市场价格作

为一种具体的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不仅在概念上隶属于不同层次,在衡量尺

度上也是不同的,市场价格是用货币来衡量的,而价值的衡量单位是劳动时

间。如果我们谈论市场价格围绕价值而波动,就等于将两者直接比较。“价值

是市场价格的波动中心”的提法,其实是要表达劳动生产率对价格长期运动的

①

②
③

④
⑤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M].下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366.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2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31~132.
Hiferding,R..Bohm-Bawerk’sCriticismofMarx.inSweezy,P.,ed.,KarlMarxandthe

ClosureofHisSystem.NewYork:AugstusM.KelleyPublishers,1966,139~140.
曼德尔.资本论新译本导言[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63~16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99.“价值是它

们的价格围绕着运动的重心”;“市场价值成为市场价格波动的中心”。请注意,这些表述是马克思在阐
述市场价值的第一种规定时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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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可是,这种影响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在理论上得到表述。

  在方法论上,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是由日本宇野学派提出来的,只不过他们

把价值实体和价值形式的区别运用于“转形问题”,而没有运用于市场价格和

价值的关系。按照宇野学派的观点,马克思虽然在《资本论》第1卷里区分了

价值实体和价值形式,但他并没有系统一贯地坚持这种区分,第1卷还留有古

典经济学的残余。① 宇野学派提出了一个价值形式理论,特别是把生产价格

规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一种价值形式,并把这个观点运用于解决

“转形问题”。宇野学派的代表人物伊藤诚指出,在马克思的“转形”方案中起

约束作用的两个总量恒等式(即总价值等于总生产价格,总剩余价值等于总平

均利润),在理论上是无意义的,因为价值和生产价格分属不同的理论层次,一
个是价值实体,衡量单位是劳动时间,而另一个是价值形式,衡量单位是货币。
因此,像冯·鲍特基维茨那样把价值体系和经过“彻底转形”的生产价格体系

直接相比较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宇野学派的这个观点,
还得到了英国牛津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格林的支持。②

  宇野学派的这些观点,对于重建市场价值理论也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
但是,宇野学派在理论上又是不彻底的,这体现在,价值实体和价值形式之间

的区分并没有被运用到市场价值理论中去。在宇野学派看来,市场价值理论

应看作是生产价格理论的一部分,两者应该统合在市场生产价格理论中。但

是,市场生产价格与市场价值在概念上有什么区别,在他们那里并没有得到交

代,以伊藤诚为例,他甚至于否认市场价值和市场生产价格之间的区别。譬

如,他写道:“经过重新表述的市场价值概念,和市场生产价格概念其实可以看

作是等同的,……照这样界定的市场生产价格,仅仅是市场价值在考虑到不同

部门的资本主义竞争时的具体化。”③与此相联系的是,他一会儿把市场生产

价格看作波动的市场价格的引力中心,一会儿又把市场价值看作这种引力中

心。

  如果把价值实体和价值形式的区别运用在市场价值理论中,市场价值便

可简洁地规定为:以市场生产价格为媒介所支配的价值实体。事实上,伊藤诚

①

②

③

伊藤诚.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研究[A].梁小民译.张友仁、胡代光校.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
究会.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C].第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也可参见Itoh,M.Valueand
Crisis.NewYorkandLondon:MonthlyReviewPress,1980.或其BasicTheoryofCapitalism.Lon-
don:Macmillan,1988.

Glyn,A.MarxistEconomics.inJ.Eatwelletal.eds.,TheNewPalgrave:MarxianEconom-
ics,London:MacmillanPressLimited,1990,277.此外,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谢克也曾接受了把生
产价格作为价格形式的进一步发展的观点,见Shaikh,A.Neo-RicardianEconomics-AWealthof
Algebra,APovertyofTheory.ReviewofRadicalPoliticalEconomics,Vol.14,No.2,1982,72.

Itoh,M.TheBasicTheoryofCapitalism.London:Macmillan,1988,233.值得一提的是,笔
者曾利用在日本访问研究的机会,于2003年2月到东京国学院大学造访了伊藤诚教授,并向他当面提
出了这个问题。伊藤教授对笔者承认,这个问题在逻辑上仍然有待于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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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评冯·鲍特基维茨的“转型”方案时,已经无意识地运用了这个概念。伊

藤诚写道:“在我看来,我们必须考察价值概念的三个方面的关系,以便解决令

人困惑的转形问题。(1)由给定的生产的社会和技术条件所决定的价值实体、
或内含于各种商品中的劳动量;它决定了:(2)作为价值形式的生产价格。但

仅仅考察这一关系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考察:(3)借助于生产价格,每个阶

级或每个产业部门占有了多少作为已得到的价值实体(theacquiredsub-
stanceofvalue)的劳动量。生产价格作为一种价值形式不仅是由以生产的物

质条件为基础的价值实体所决定的,而且在价值实体即劳动的配置中起着中

介的作用。”①

  伊藤诚所强调的价值概念的这三个方面分别对应于资本价值运动的三个

阶段,即生产、实现,以及补偿已耗费的投入以便进行再生产。这意味着,价值

实体和价值形式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是在资本的运动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并与

“价值确定的动态性”问题结合在一起。市场价值的确定不能脱离价值形式,
在上述运动过程中价值形式不仅表现价值实体,而且调节和分配价值实体。

  市场价值的上述规定,有助于我们纠正对价值规律的一个不正确的看法。
在《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把价格规定为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价值规

律的作用此时体现在:如果货币价值量给定的话,价格与商品的内含价值量是

严格地成比例的。我们已经提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这样做,是为了进

行“思想实验”,即把价值作为把握劳动生产率和价格运动之间的社会联系的

概念工具。在那里,价值形式的作用仅仅在于表现商品的价值,对于社会劳动

的配置并没有任何积极的影响。

  商品按照生产价格出售,意味着不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可能性。但伊藤诚

指出,这并不构成对价值规律的否定,而是价值规律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商品

以生产价格出售,并用货币进一步购买再生产所需的投入,结果在社会生产的

每个部门都可能出现下述不一致的情况,即作为产出的商品的价值量(以内含

劳动衡量),和为再生产而购买的那些商品的价值量(以可支配劳动量衡量),
是不相等的。也就是说,由于生产价格的中介,社会劳动在不同的部门实现了

再配置,一些部门本来耗费了较少的劳动量,却在市场上支配了较多的劳动,
另一些部门则相反。然而这一点并不妨碍所有部门产出的价值总量与所有部

门为再生产而购买的投入的价值总量是相等的。在这里,价格形式不再是被

动地表现商品的价值,相反,价格形式是在各个部门和各个阶级之间重新分配

价值实体即社会劳动的杠杆。

  把市场价值规定为以市场生产价格为媒介所能支配的价值实体,可以在

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中找到直接的依据。构成级差地租的那部分超额利润

① Itoh,M.TheBasicTheoryofCapitalis.London:Macmillan,1988,2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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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于土地产品的市场生产价格大于个别生产价格的差额。在《资本论》第3
卷中,马克思举了一个例子,其中全部土地产品10夸特谷物的个别生产价格

总额是240先令,而市场生产价格总额是600先令,马克思把两者间的差额称

作“虚假的社会价值”,因为它不是农业部门自身的剩余劳动物化的结果。关

于土地产品市场价值的确定,马克思留下了一段十分重要的评论:

  “这是由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通过竞争而实现的市场价值所决定

的;这种决定产生了一个虚假的社会价值。这种情况是由市场价值规律造成

的。土地产品也受这个规律的支配。产品(也包括土地产品)市场价值的决

定,是一种社会行为,虽然这是一种不自觉的、盲目的社会行为。这种行为必

然不是以土地及其肥力的差别为依据,而是以产品的交换价值为依据。如果

我们设想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已被推翻,社会已被组成一个自觉的、有计划的

联合体,10夸特就会只代表一定量的独立的劳动时间,而和240先令内所包

含的劳动时间相等。因此,社会就不会按产品内所包含的实际劳动时间的二

倍半来购买这种土地产品;……被看作消费者的社会对土地产品支付过多的

东西,对社会劳动时间在农业生产上的实现来说原来是负数的东西,现在竟然

对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即土地所有者来说成为正数了。”①

  这段话里蕴涵着这样几个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的观点。

  第一,“虚假的社会价值”并不限于土地产品,相反,造成“虚假的社会价

值”的“市场价值规律”是适用于社会生产的一般规律。根据孟氧教授的意见,
“市场价值规律”的概念仅仅出现于《资本论》第3卷,在第1卷从无这样的提

法,价值规律也由此取得了更发展的形式。②

  第二,产品的市场价值的确定是一个社会行为,这种行为以产品的交换价

值(或价格形式)为依据,而非必然以产品的生产条件为依据。就土地产品而

言,生产条件指的就是土地及其肥力的差别。无论优等地或劣等地,其产品的

市场价值的确定,与各自的丰度没有直接的联系,而是以土地产品的市场生产

价格为依据的。

  在市场价值的确定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个部门的生产的标准技术条件。
生产的标准技术条件可以这样来规定:在这种技术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商品,其
内含价值量与经过 W-G-W 的变换在市场上所支配的市场价值量恰好相

等。由此可知,凡是生产的技术条件符合标准技术条件的企业,没有超额剩余

价值或超额利润可得。在马克思所谈的土地产品的例子中,劣等地的技术条

件是标准的技术条件,因为劣等地没有超额利润可得。而在工业生产中,由于

一般并不存在对一种生产条件的资本主义经营垄断,生产的标准技术条件是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744~745.
孟氧.经济学社会场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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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不剧的,竞争和再生产条件的变化会不断地确立新的标准技术条件。而

且,企业并不能事先把握到什么是生产的标准技术条件,只有通过超额利润的

产生和消失,在急剧的变化中感知这一条件。

  第三,“虚假的社会价值”不是由土地产品的生产中所耗费的“内含劳动”
(laborembodied)物化而成的,而是以价格形式为媒介在市场上获得的“可支

配劳动”(laborcommanded)。按照马克思在这里的看法,市场价值的第二种

概念并没有混淆价值与价格,而是赋予价格形式以更重要的作用,把价格看作

在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重新配置社会劳动量的杠杆。有必要指出,鲁宾在阐

释市场价值理论的时候,从来没有分析市场价值规律与马克思地租理论之间

的关系,这一点无疑是意味深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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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ConceptualIssuesonMarketValue
———AComplementaryResearch

MenJie

  Abstract Oneofmyarticles,“TheUncertaintyinthetheoryoflaborvalueandcapi-
talistreproduction”waspublishedonthethirdissueof2004China’sSocialScienc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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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itispointedoutthatthetheoryoflaborvalueisnotmainlyatheoryofpricein
Marxisteconomics,insteaditisusedtorevealtheuncertainrelationshipbetweentheends
andmeansaswellastheconditionsandresultsofthecapitalistreproduction.Inthatarti-
cle,theMarxisttheoryofmarketvaluewasdiscussedbutthemarketvaluewasnotformal-
lydefinedwiththerestrictionoflength.BasedontheUnoschoolweintroduceinthispaper
intothetheoryofmarketvaluethedifferencebetweenvalueentityandvalueform,andde-
fineitinasimplewayasavalueentitygovernedbythemarketpriceanddemonstrateit
withMarxisttheoryofgradingrent.
  Keywords marketvalue Unoschool valu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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