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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量关系分析体系究竟错在哪里?

丁堡骏

  关于实物量关系分析,萨缪尔森曾被认为是斯拉法先驱。①萨缪尔森攻击

和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狂暴言论曾喧嚣一时,但作为这种攻击和否定理

论基础的萨缪尔森的实物量关系分析,并没有在学术界产生多大的影响。实

物量关系分析,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还是在1960年斯拉法

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出版以后的事情。斯拉法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

中提出实物量关系分析体系,作为“经济理论批判绪论”,矛头直指新古典经济

学。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曾抱有幻想,即幻想用这个实物量关系分析

体系来补充、完善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尽管斯蒂德曼的《按照斯拉法

思想研究马克思》一书已经从斯拉法的实物量关系分析体系出发,得出了劳动

价值论是“冗余的”的结论,尽管许多反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人,都从实物量

关系分析出发攻击和否定劳动价值论,但是,仍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或

明或暗地应用实物量关系分析体系及其错误的结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

分析或评论,结果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造成了严重的理论危害。本文试图用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价值生产理论,对斯拉法和斯蒂德曼的实

物量关系分析体系及其错误的结论进行分析批判。

一、斯拉法和斯蒂德曼的实物量关系分析

及其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

  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斯拉法先后提出三种生产模式,以说明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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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萨缪尔森所列的实物量关系是:
a1 劳动+b1 机器→1机器

a2 劳动+b2 机器→1消费品

  以此推出价格计算方程是:
(wa1+p1b1)(1+r)=p1
(wa2+p1b2)(1+r)=p2

  从此式计算出的p1/w,p2/w萨缪尔森的出结论“所谓‘转形问题’是毫无意义的”(R.Dorfman,
R.M.Solow,P.A.Samulson(1957),LinearProgrammingand EconomicAnalysis,New York :
McG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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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第14辑 实物量关系分析体系究竟错在哪里? 163  

产部门商品的相对价格决定及其与工资、利润的关系。三种生产模式中,第一

种模式即为维持生存的生产是最基本的。在这个模式中,斯拉法首先研究这

样一个简单的社会,它所生产的产品恰恰足以维持自己。斯拉法最初考察只

有两种商品,小麦和铁的社会。斯拉法假定这两种产品一部分用作生产者的

个人消费如粮食,另一部分用作生产消费,例如小麦用作种子,铁作为工具等。
假定全社会年初有400夸特小麦和20吨铁。其中280夸特小麦和20吨铁用

于生产400夸特小麦,而另外的120夸特小麦和8吨铁用于生产20吨铁。一

年的经营结果是:

280夸特小麦+12吨铁—→400夸特小麦

120夸特小麦+8吨铁—→20吨铁

  斯拉法强调“生产对全社会的所有物并没有增加什么:400夸特小麦和20
吨铁都为全社会用光,而生产出来的是这相同的数量。但是每种商品,起初按

照不同生产部门的需要在它们之间进行分配,到年终则全部集中在它的生产

者手里”。斯拉法由此推出交换价值是10夸特小麦对1吨铁。

  从斯拉法的这个实物量关系分析体系出发,斯蒂德曼在其1977年出版的

《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一书中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和攻击。尤

其是他关于联合生产的价值计算中所出现的,所谓“负的价值和负的剩余价值

与正的利润同时并存的问题”,对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喧嚣起到了推波

助澜的作用。斯蒂德曼假设有两种不同的生产过程联合生产商品1和商品

2,其生产情况如下表1所示:

表1

商品1 商品2 劳动 商品1 商品2

程序1 5 0 1 → 6 1

程序2 0 10 1 → 3 12

  表1表明1单位劳动在正常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发挥作用时,每一

生产程序的商品的投入量和产出量。

  假设每6单位劳动的实际工资组合包括3单位商品1和5单位商品2。
这一既定的实际工资和生产条件一起将决定利润率和商品价格。再设由1单

位商品1和1单位商品2所支配的劳动的价格分别是p1 和p2,统一的利润率

是r。由表1可知,下列关系式必定成立:
(1+r)5p1+1=6p1+p2

(1+r)10p2+1=3p1+12p2
3p1+5p2=6

解此方程组斯蒂德曼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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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0%,p1=1/3,p2=1
这里利润率和所有价格都是正的。

  在设1单位商品1的价值量和1单位商品2的价值量分别是l1 和l2,那
么,从表1可列联立方程组:

5l1+1=6l1+l2
10l2+1=3l1+12l2

由此解得:

l1=-1,l2=2
  可见,对商品1,尽管它的利润率和价格都是正的,但又包含在其中劳动

两所决定的价值却是负的。如果雇用6单位的劳动,其中5单位用于第一个

过程,而一个单位用于第二个过程,则从净产品(8个单位商品1加上7个单

位商品2)扣除工资商品(3个单位商品1加上5个单位商品2)之后,剩下的

就是剩余产品(5个单位商品1加上2个单位商品2)。则“劳动力的价值”V
和“剩余价值”S可计算如下:

V=3×(-1)+5×2=7
S=5×(-1)+2×2=-1

V+S=6
  这样,剩余价值是负的(S=-1),同时利润率却是正的(r=20%)。斯蒂

德曼还给出了一个相反情形的数字例子,其中剩余价值是正的,而增长率和利

润率却是负的。斯蒂德曼从这种分析中得出结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仅

是冗余的,而且也是自相矛盾的,因此必须用斯拉法的实物量关系体系取而代

之。

二、实物量关系分析体系究竟错在哪里?

  斯蒂德曼所提出的,一个正的利润率可以与一个负的或零的剩余价值率

并存理论难题,在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关于广义转形问题的讨论中,几乎难

倒了所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许多具有战斗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试

图对斯蒂德曼对劳动价值论的这一批判进行反批判。伊藤诚先生是用价值形

式理论来论证转形问题的,他对斯蒂德曼批判所展开的反批判也是依据其价

值形式理论①。在这里,我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即从马克思的劳动过程和价值

增值过程的分析的角度,对斯蒂德曼的实物量关系体系及其对劳动价值论所

进行的错误的理论批判进行反批判。

① 伊藤诚.联合生产:斯蒂德曼遗留的问题[A].价值问题的论战[C].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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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便于和斯蒂德曼的实物量关系体系进行对比,我们可以把马克思关

于价值增值过程的分析写成实物量关系和价值量关系如下①:

  实物量关系式:20磅棉花+1/1000台机器+1个工人的12小时劳动→
20磅棉纱

  价值量关系式:(20+4)c+3v+3m→30(单位为先令)

  这里,20磅棉花与价值相一致的价格是20先令;1/1000台机器与价值

相一致的价格4先令;1个工人的12小时劳动凝结的价值表现为价格是6先

令,分为两部分:其一为必要劳动再生产的可变资本价值,表现为价格为3先

令,另一部分是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表现为价格为3先令。严格说后

一个式子是以价值为基础的价格方程。鉴于西方学者已普遍地将转形问题中

的生产价格体系建成为价格体系,而将和生产价格体系相对应的未经过利润

率转型的体系称为价值体系,我们这里也就暂时将后一式子称为价值体系或

价值关系式。

  分析马克思实物量关系式和价值量关系式我们可以看到,二者是密切相

关的。实物量关系式体现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产品生产的技术要求,并
围绕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一价值量关系表示的)而组织起来的。因此,实物

量关系表示一定的价值量关系,一定的价值量关系以一定的实物量关系为基

础。

  从价值关系来看马克思的价值关系式,马克思价值生产方程的最重要的

特点就是,形成新产品价值的各个组成要素,都必须放弃自己的使用价值形式

而以价值形式加入新产品价值。就这个例子而言,20磅棉花、1/1000台机器

在价值生产过程中,都必须是已经放弃了自己的使用价值的自然形式。马克

思说“价值无论表现在棉纱、纱锭或者棉花中,都是一样的。纱锭和棉花不再

相安无事地并存着,而是在纺纱过程中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改变了他们的使

用形式,使它们转化为棉纱。”②因此,20磅棉花、1/1000台机器以及一个工人

的12小时劳动,都是以价值量的形式即以劳动时间的形式参加价值生产的。

20磅棉花20先令按40劳动小时、1/1000台机器4先令按8劳动小时、再加

上雇佣工人的12劳动小时,共同形成20磅棉纱的价值60劳动小时。在价值

方程中,生产的客观要素都按其所凝结劳动量以及这种劳动量的损耗程度加

入新商品价值形成的。生产过程中的活劳动,一部分再生产出可变资本的价

值、一部分创造剩余价值。

①

②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18~226.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为
简化对问题分析而假设固定资本一个生产过程中全部价值都转移到新产品中去而一次性报废。在这
里为了和斯蒂德曼的例子相对比,我将马克思的这一假设作了更改。马克思原著中使用的纱锭在这里
改为1台机器。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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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马克思的价值方程式相反,斯蒂德曼根据程序1所列出的方程式5l1+
1=6l1+l2 既是粗糙的,又是不科学的。前面已经说到,商品1不能既是生产

要素,又是产出品,两者不是同时存在的。方程左边的商品1是方程右边的商

品1的形成要素,因而,方程右边的商品1,是方程左边的商品1的使用价值

形式消灭以后而重新生产的一种新的使用价值。“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
秋收万颗籽的时候,春种的一粒粟早已不复存在了。因此,就实物量关系来

讲,不存在商品1同时以同样质量存在于方程式两边的问题。商品2的情形

也是如此。就价值关系来讲,生产要素的价值要通过具体劳动转移到新产品

中去构成新产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转移生产要素的价值的条件就是生产

要素使用价值形式的放弃。因此,在价值计算时就不存在将等式两边商品1
(或商品2也一样)以相同质量的使用价值、进而以相同数量的价值同时出现

在等式两边的问题。因此,也就不会求出复制的商品1(商品2)的问题,因而

也就不存在价值量方程求解的问题,更谈不上方程组的负值解和正值解的问

题。

  斯蒂德曼指责马克思对固定资本价值计算上的处理方法。斯蒂德曼认为

马克思熟悉将已经部分磨损的固定资本当作联合产品的处理方法,但是马克

思没有采用这种方法,“反而不正确地认为可以从价值计算公式的两端间去

‘残余价值’,而值计算净折旧值就够了”①。其实,这不过是斯蒂德曼对马克

思的误解。马克思说的是,由劳动资料构成的那部分被使用的不变资本只是

把自己价值的一部分转给产品,而其余的部分仍然保留在原来的存在形式中。
既然保留在劳动资料中的商为耗费的价值部分在新产品价值形成中不起任何

作用,那么在新产品的价值计算的方程式中就可以把它省略掉。马克思特别

强调如果我们非要把这部分价值计算进去,那么价值计算的结果也不会有任

何改变。马克思以产品价值=410c+90v+90m的价值计算为例来进行论证。
马克思说:“假定c=410镑,由原料312镑、辅助材料44镑和在过程中磨损的

机器54镑组成,而实际使用的机器的价值是1054镑。我们只把机器因执行

职能而失掉的并因而转给产品的54镑价值,算作为生产产品价值而预付的价

值。如果我们把仍然保留在原来形式(如蒸汽机等等)中的1000镑计算进

去,就必须在预付价值和产品价值这两边都加上1000镑。这样,一边就是

1500镑,另一边就是1590镑。差额或剩余价值仍然是90镑。”②马克思在这

里分析的是对固定资本残存价值的两种处理方法,但得到的分析结果是一样

的。按照第一种处理方法,投入一边价值是C=(312+44+54)c+90v=410c
+90v=500,产出一边价值是C1=(312+44+54)c+90v+90m =590;价值

①
②

斯蒂德曼.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19.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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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额(剩余价值)为90;按照第二种处理方法,投入一边价值是C=(312+44
+1054)c+90v=1410c+90v=1500,产出一边价值是C1=(312+44+
1054)c+90v+90m=1590;价值差额(剩余价值)仍然是90。可见,把未报

废固定资本的残存价值视年收入的一部分,与把他从价值方程的投入项目中

舍掉这两种处理方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斯蒂德曼认为在这里有重大的本质

差别,甚至他还为马克思惋惜没能顺着托伦斯、马尔萨斯的思路走他斯蒂德曼

的道路①。之所以这样,完全是因为斯蒂德曼不懂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
无法理解:同一生产资料,作为劳动过程的要素,使全部加入同一生产过程;作
为价值形成的要素,则只是部分加入同一生产过程。马克思批评《评政治经济

学上若干用于的争论,特别是有关价值、供求的争论》一书的匿名作者在这个

问题上的思想混乱时有的一段话讲得十分精辟,在这里我愿把它转赠给斯蒂

德曼:“这位作者,这位极端自负的‘自命不凡的人’,它的混乱,从而他的论战,
只有就下面这一点来说是对的:无论李嘉图,还是在他以前或以后的其他任何

经济学家,都没有把劳动的两个方面准确地区分开来,自然更没有对这两方面

在价值形成上所起的不同作用作出分析。”②

  结论:劳动二重性学说,是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所做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贡

献,是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钥匙,也是识别科学的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其他形形色色的不科学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庸俗经济

学的照妖镜。在劳动二重性学说面前,斯拉法的实物量关系体系和斯蒂德曼

进一步发挥所得出的否定劳动价值论的错误结论,必然是烟消云散了。

①
②

斯蒂德曼.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19.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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