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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卡尔·
马克思论“世界市场”

[德]埃克·考普夫

  对世界市场的起源与历史重要性以及世界生产的认识,可以追溯到弗里

德里希·恩格斯和卡尔·马克思早期对新人生哲学的了解。

  首先,在1837年9月到1841年3月期间,恩格斯在他父亲的巴门(今天

的伍珀塔尔市)贸易公司被训练为一名商人,这家贸易公司当时在巴门是非常

大的公司,我认为这样的经历有助于说明上述的观点。

  在1844年8月,恩格斯写到:“百科全书的概念具有18世纪的典型特

征……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现在,我们第一次发现世界史的多数编辑,对世

界史没有任何批判性的评论,也完全没有运用哲学的方法……政治学被赋予

了人的基础,亚当·斯密改变了政治经济学”。①

  “在历史的此刻,德国、法国和英国是三个最重要的国家”。②

  “16、17世纪,产生了英国式殖民地、海军和贸易,相伴而生的是新兴与日

益强大的中产阶级贵族统治”。③

  从1763~1787年,英国陶瓷、纺织业与蒸汽机的发明创造“促进了社会发

展”。④

  “在1833年……棉纱制造业的直接从业人口达一百五十万”;“从1801年

开始,棉制品出口量增加了八倍”⑤

  棉纱制造业、羊毛制造业、亚麻制造业、丝绸业“发生了彻底的革命”。⑥

  “但是,那仅仅是工业革命的开始。我们认为,染色、印刷、漂白的延伸发

展是纺织与化工辅助发展的必然结果。埋藏在英国地表下的巨大煤矿,由于

蒸汽机车的发明,得到了自身价值认可;新的煤矿大量被开采,而旧的煤矿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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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KarlMarx,FrederickEngels.CollectedWorks.Vol3.Moscow,1975,470.

  ② 同上,471.

  ③ 同上,476,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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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加倍利用。纺织机和织布机的制造业也开始形成独立的产业;由于这些机

器是由机器制造的,机器制造业又反过来影响铁铜的采矿业;因此,纺纱革命

的结果必然导致整个产业革命。”①

  金属加工和煤、铁、锡、铜开采振兴了,产生了新的交通工具:公路和运河;
在1811年,英国建造了轮船,并在1830年修起了铁路。“已发生的英国工业

革命影响了现代英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推动了社会发展”。②

  恩格斯在1845年写的《英国的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描述了以上这些事

实,继而补充道:“陆地交通方式发生了改变,海上的交通方式也随着蒸汽机革

命而变革。第一艘轮船是在1807年北美的 Hudson建造的;1811年,英国在

Clyde建造了第一艘轮船,从那时算起,在英国造好的轮船已超过600艘;在

1836年,超过500艘轮船往返于英国。”

  1845年夏天,恩格斯与马克思一同从伦敦到曼彻斯特,沿途中,马克思看

到了英国的工业、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

  他们从1845年夏季就开始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在“I.费尔巴哈”
中,他们写道:“随着制造业的到来,不同的国家形成了商业竞争关系,而这种

竞争关系是靠战争、保护性关税与禁令来维持的;而早期的国家关系,是全面

联系的自由贸易关系;从这时起,贸易开始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

  总而言之,美洲大陆的发现和东印度航线,扩大了交流范围,从而推动了

制造业和生产的运动。从那时起,进口的新产品,特别是大量流通的金银,完
全改变了阶级对立的形势,对封建土地制度和工人阶级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冒
险家的探险、殖民主义,尤其是市场扩张为一个世界市场,当这些成为事实时,
也就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第二个时期开始于17世纪中期,并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商业和航海

比制造业扩张得更快,而制造业处于次要的地位;侨民成了相当大的消费者。
在长期竞争中,不同的国家瓜分了开放的世界市场。这个时期的特征是:金银

可以出口,并出现了货币贸易、银行、国家债务、股票,总之,金融得到了发展

……③

  “17世纪,由于贸易和制造集中在英国一个国家,必然逐渐为英国产生了

一个相关的世界市场;因此,目前存在的工业生产力无法满足英国的制成品需

求……竞争迫使每个想维持其历史地位的国家通过更新海关规则来保护本国

的制造业(对于大规模的工业,旧的关税不再适用)。尽管有着关税保护,大规

模工业还是使得竞争到处都出现了……交通方式与现代市场的确立、贸易的

①
②
③

KarlMarx,FrederickEngels.CollectedWorks.Vol3.Moscow,1975,482,483.
同上,483~485.
同上,60,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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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使所有的资本转换为工业资本,也因此加速了货币的流通(产生了金融体

系)并且导致资本的集中。普遍的竞争使每个人都去最大限度地强化他的活

力。竞争尽可能地破坏了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使它们成为明显的谎言。
竞争第一次使世界历史畸形发展,它使所有文明国家及其子民依赖于对整个

世界的欲望满足,从而破坏了先前分隔的不同国家的自然排他性。竞争使自

然科学屈服于资本,并且剥去了劳动分工自然性的最后一丝伪装。总之,竞争

破坏了所有自然的特性,乃至劳动的特性,并把所有的自然关系变成了货币关

系。”①

  1847年10月22日,巴黎的共产主义联盟成员请求恩格斯起草共产主义

纲领。1847年11月,恩格斯撰写了“共产主义原理”。他指出:

  “问题11:工业革命和社会分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直接后果是什

么? 答案:首先,作为机器劳动的结果,工业品价格的持续下降,导致建立在手

工劳动基础上的旧工业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完全崩溃。所有这些处于半野蛮状

态的国家,都被强制性地开放,到目前为止,这些国家或多或少都具有向外发

展的历史,它们的产业以制造业为基础;这些国家买来英国廉价的日用品,从
而使本国工厂的工人失业;几千年来都没有进步的这些国家,例如印度,正在

进行彻底的革命,甚至中国也正走向革命。现今,英国发明的新机器正在使中

国每年数百万的工人失业。大规模的工业使地球上的人相互联系,使所有小

的局部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并为文明和进步作准备。大规模的工业

使所有国家都经历文明国家发生的每件事情。”②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所写的《共产党宣言》中,我们能了解到:

  “资产阶级曾经在历史上发挥了一个重要的革命作用……为了满足追逐

持续扩张的产品市场需求,资产阶级必须在各处安营扎寨、建立联系;经过全

球市场的开发,资产阶级被赋予了一个全球性生产和消费的特征。”③

  在马克思1858年10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在其真正的字面意义

上,资产阶级社会的任务是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市场,它的生产完全依赖于这个

市场。因为世界是圆的,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的开拓以及中国

和日本的开放,这样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1859年,马克思发表了他计划的第一本大纲“政治经济批判”,在前言中

提到了他希望写的六本书:(1)资本,(2)土地所有制,(3)(在工业、贸易和农

业中的)工资劳动,(4)国家 (和国家对经济的重要性),(5)对外贸易,(6)世
界市场。

①
②
③

KarlMarx,FrederickEngels.CollectedWorks.Vol3.Moscow,1975,72,73.
同上,375.
KarlMarx,FrederickEngels.CollectedWorks.Vol6.Moscow,1975,486,487,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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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第3本书研究每个现代国家的三大阶级(资产阶级、土地所有者、
工人阶级)消亡的经济条件,总结每个现代国家各自的状态(包括关税、进口

税、现行法律和其他主题、津贴、保护、贸易战,等等)和世界市场上的对外贸

易。

  在整个体系中,社会结构(阶级和阶层)、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各单一科

学和哲学是作为人类社会上层建筑标准的,而经济才是人类社会的真正社会

基础。不幸的是,马克思仅仅写完了“资本论”这本书,即:第1卷,生产;第2
卷,流通;第3卷,剩余价值的分配和消费;第4卷,资本理论史。

  1867年,他在第一本书《资本论》中写道:“资本的现代历史可以追溯到16
世纪世界范围内商业和市场的产生。由于内河蒸汽机、铁路、海洋蒸汽机和电

报机系统的发明,航行船只的建造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交通运输方式逐渐适合

机械工业的生产方式。铸造、焊接、切割、打钻、成型大量的铁,相应地需要庞

大的机器,对制造业时期生产方式而言,这是完全不够的。”①

  第3卷“资本的增殖和贬值”是“需要信用体系的完全发展和世界市场的

竞争,而世界市场的竞争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和关键因素。整个16世纪乃

至17世纪部分年代,商业的突然扩张和新兴世界市场的出现,对旧的生产方

式的消亡和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资本主义生产是对

旧的生产方式的否定。另一方面,不断扩大规模的生产方式的内在必要性趋

向于不断地扩大世界市场,因此,并不是通过商业使工业变革,而是经常通过

工业使商业变革。”②

  如果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基本部分,世界市场的存在具有重要

的意义,那么,无论是对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共存的

情况,世界市场的存在也具有重要意义。世界市场也是新型文明的共产主义

联合世界必需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预见到:世界生产和世界市场是金融和信用体系的

一个重要纽带,并对未来联合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3卷中写到了信用体系的双重性:“一方面,通过

详细描述对他人劳动的剥削,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因,把资本主义生产抽

象化赌博诈骗的形式,还原了越来越多利用社会财富的少数人面目;另一方

面,建立了新型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

  但是,我们应该牢记:一方面,信用体系本身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

在形式,另一方面,信用体系本身是使其发展到最高、最终形式的推动力。

  最后,毫无疑问,信用体系会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到联合劳动生产

①
②
KarlMarx,FrederickEngels.CollectedWorks.Vol35.Moscow,1975,157,387.
KarlMarx,FrederickEngels.CollectedWorks.Vol37.Moscow,1975,11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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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的强有力杠杆。①

结 论

  产品的交换和市场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也存在。

  世界生产和世界市场的产生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是建立资本主义社

会的条件和结果。

  世界生产和世界市场也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所有国家,想要取得社会进步和缩短与工业发达

国家的差距,必须积极地把世界市场作为一种发展的形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在21世纪实现国家现代化,成为具有一个中等水平的

发达国家,需要智力的投资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在这种关系中,中国的外商应

该记住:经济关系具有自然内容和社会形式的双重性(而社会形式取决于买卖

产品的所有权形式)。

  世界生产和世界市场正跨越16至18世纪的国界。在21世纪,国际贸易

区域和跨国企业具有越来越显著的决定性作用。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丁晓钦 译)

于金富点评②

  一、考普夫教授演讲中有三个应当肯定的观点:

  第一,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基本部分,世界市场的产生是

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也是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

  第二,世界市场的发展,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条件。

  第三,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积极地融入世界市场。

  二、考普夫教授演讲中提出了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观点:

  第一,其内容:

  经济关系具有其自然内容与社会形式二重性,其自然内容就是一定劳动

交换形式和资源配置方式,其社会形式取决于商品的所有权。

  第二,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1)经济关系的二重性之间的关系

  经济关系的自然内容与社会形式之间是紧密联系、内在结合的。作为经

济关系自然内容的劳动交换形式和资源配置方式,与商品所有权及其生产资

①
②

同上,439,601,602.
于金富(1956-),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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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所有制形式是不可分割的。既不存在可以同任何所有制形式相结合的一般

的资源配置方式,也没有能够同任何资源配置方式相结合的一般的所有制形

式。

  (2)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要求进行所有制形式变革

  我国原有的公有制是同传统计划经济相适应的“计划型公有制形式”,它
与市场经济是排斥的;要实现公有制同市场经济的结合,就必须全面实现所有

制形式的变革。除了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形式之外,还必须实现公有制

形式的变革与创新,发展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的现代公有制形式———劳

动者股份制。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不仅要使股份制成为公

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而且还要以劳动者股份制作为我国现阶段公有制的基

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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