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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视野下现代政治经济学
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①

何干强

  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唯物辩证的反映论,再现现

代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客观现实,应当从一般流通与资本流通的联系与区别角

度,理解经济全球化;从现代生产条件对人和社会影响这个历史因素变化的角

度,理解生产关系的现代特征;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矛盾发展的角度,理解

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从过渡性经济社会形态的角度,理解世界

经济的社会形态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社会形态;并从理论科学地反映现

实的角度,理解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形态。

  关键词 唯物史观 经济的社会形态 理论形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思想是唯物史观。这决定了它把经济的社

会形态,或者一定历史条件下生产方式决定的生产关系,也就是列宁所说的物

质的社会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因此,马克思主义现代政治经济学应当用唯物

史观方法论揭示现代历史条件下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包括现代社会经济的

各种结构、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

  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不是靠主观地创造一些经济学的新概念、移
植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某些新方法能奏效的。它必须坚持唯物辩证的反映论和

方法论,再现现代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客观现实;本文拟围绕这个主题,就现代

政治经济学涉及的几个理论问题,简要地谈些初步认识。

一、从一般流通与资本流通的联系与

区别角度,理解经济全球化

  从世界的眼光看,当今经济的社会形态已经进入经济全球化的形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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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统一市场形成之后,世界经济开始进入全

球化阶段。问题在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是什么?

  关于全球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是,“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涌

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世界范围的经济高速融合。亦即世界范围各国成长

中的经济通过正在增长中的大量与多样的商品劳务的广泛输送,国际资金的

流动、技术被更快捷广泛地传播,而形成的相互依赖现象。其表现为贸易、直
接资本流动和转让。”①这个定义,主要是从现象形态角度来描述全球化的,在
经济关系层面,指出了全球化意味着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

  但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来,统一的世界市场,世界各国经济的融合、
联系,不能只从一般流通层面来看。市场经济包含着一般流通和资本流通这

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层面。一般流通是资本流通的前提,资本

流通的发展决定一般流通的扩大。一般流通体现的是等价交换、自主选择、公
平竞争、互利互惠的平等、依赖关系;资本流通则除了在流通环节体现一般流

通的平等关系之外,还包含着由资本体现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体现的是对

生产创造出的剩余价值的分割关系。这样看来,经济全球化就绝不只是各国

经济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融合关系,还存在着由直接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性质决

定的矛盾关系:

  ———在私人资本、垄断资本、国际垄断资本各自之间、它们相互之间,存在

着物质利益的对立关系,存在着资本所有者一方与雇佣劳动者一方的物质利

益对抗性关系。

  ———既然在全球市场经济条件下既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

义资本(“资本”),又存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资本(“社本”),经
济全球化就包含着“资本”与“社本”的经济利益的矛盾。

  ———既然当今世界依然存在民族国家,各国资本所有者在经济利益关系

上,就势必与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结合起来,呈现出复杂的矛盾状况。

  生产决定流通,资本生产过程的科技优势决定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

本所有者在一般流通领域处于由价值规律决定的竞争优势。显然,在世界市

场,目前和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因此,在
唯物史观看来,不能只从一般流通领域理解经济全球化,还必须从资本流通层

面理解经济全球化。从后者看,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是发达资本主义占主导地

位的经济全球化,或者说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国家一

方面要在一般流通层面融入这种全球化,另一方面,在资本流通层面,其“社
本”只能在与“资本”的对立斗争中力争巩固与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现代

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7)[A].李琮.世界经济学新编[M].北京:经济科学
出版社,200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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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不能同意那种经济全球“一体化”的笼统说法,那只是指全球经济

在一般流通层面形成了世界统一市场,但是在资本流通层面全球决不是一体

化的,而是利益多元化的或者多体化的。

二、从现代劳动资料对人和社会影响这个历史要素变化

的角度,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现代特征

  用唯物史观把握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特征,要求深入到直接生产过程,弄清

作为劳动者和劳动对象之间的物或者物的综合体,即劳动资料的历史特征。
广义现代生产关系(包括一般流通层面的交换关系在内)的新变化,归根到底

要从劳动资料的历史要素的新变化,才能得到客观的说明。正如马克思指出,
“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

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

关系的指示器。”①现代政治经济学仍然要高度重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

观点。

  马克思关于机器与工具本质区别的论述,为我们理解这个基本观点提供

了示范。马克思强调,要从“历史的要素”②这个角度来把握机器与工具的经

济学本质区别。所谓历史的要素,我认为,指的是劳动资料对于人、对于人与

人构成的社会发生的影响。机器与工具相比,这种要素的革命性变化是,人不

再直接抓住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而是把工具装载一个机构上,这样,人就摆

脱了手工工具的束缚,就有可能通过短期培训,从事多样性生产劳动,脱离人

的畸形发展;而机器使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又使人除了必要劳动,有了更多

的自由支配的时间,从而为消灭人终生从事单一职业的“旧式分工”,实现人的

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当然,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却可怕地再生产出私有

制的旧式分工,在人类历史上形成了一种文明程度较高,但剥削程度却最严重

的私有制生产关系。

  现代生产关系的新特征是与应用电子信息技术的劳动资料相联系的。从

对人和社会影响这个历史要素的角度看,现代劳动资料的本质特征是,电脑已

经替代了生产中人脑的部分功能;信息网络作为物的综合体,已经摆脱私人所

有,成为社会共同使用的设备。这比替代人手的机器,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
这是信息革命的经济学含义。它使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一系

列现代特征:

  ———一般流通关系和资本流通关系拓展到全球。信息联网的形成是促成

①
②

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04.
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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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系拓展的重要物质条件。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成长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新因素。信息网络和

模块化信息技术的应用,促成协作、分工深化,使生产社会化发展同市场经济

自发性矛盾进一步加深,迫使国家出面调控宏观经济,于是产生出计划调控这

种社会主义因素;同时,高新技术的普遍化促进劳动者的知识拓展,收入相对

增加,也有利于经济民主,于是促成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经济也有一定程

度的发展。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对抗性生产关系得到一定的缓和。现代劳动

资料的国家资本主义使用,使国家这个总资本家增强了对经济的控制力,在一

定程度上拓展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现代生产力的适应力。这些国家的垄断

资本、国家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掌握着全球先进的现代生产力,在国家资本主

义支撑下,进一步增强了资本国际化发展和用经济手段获取利润的能力,并增

强了向外转嫁危机、对内缓和阶级矛盾的物质基础。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经济霸权与经济依附的不

平等关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掌握了现

代先进生产力,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实力上拉开了更大的差距;对发展中国家

的剥削进一步加深。

  唯物史观指导视野下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有必要客观地反映这些特征并阐

释它们形成的原因。

三、从过渡性经济社会形态的角度,理解世界经济的

社会形态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社会形态

  过渡性经济形态,这是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马克思指出,“社会史上的

各个时代,正如地球史上的各个时代一样,是不能划出抽象的严格的界限

的。”①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转换期间,经济的社会形态会存在多种具有过渡性

的形式。我们有必要从过渡性经济社会形态的角度,理解世界经济的社会形

态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社会形态。

  现代世界经济的社会形态,尽管资本主义经济占主体地位,但是已处于从

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开始,世界经济就开

始形成“一球两制”的过渡形态。在过渡性经济的社会形态中,社会主义和资

本主义新旧两种经济体系共存于世界经济统一体中,彼此依赖又彼此斗争,呈
现出此消彼长、此长彼消这样的波浪式前进的状态。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政治

经济学,有必要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深入揭示这种过渡性社会形态及其演进

① 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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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以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利用现代资本主义取得的属于人类共同的文明成

就,发展自己;在与资本主义彼此斗争的必然性上,保持高度警惕,抵御敌对势

力的侵蚀;抓住机遇,团结国际一切进步力量,逐步缩短这种“一球两制”的过

渡期。

  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的社会形

态,也具有过渡性的性质,这在国民经济的宏观上表现为,社会的基本经济制

度不是单一的公有制,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生产

关系。这种过渡性还明显地表现在微观经济中。这就是多种多样的所有制混

合的企业组织形式。应当用唯物史观关于劳动二重性的观点来理解这些微观

经济形态,弄清它们只是在使用价值所有权关系上混合,而在资本的价值所有

权关系上,则是公私、中外彼此十分清晰的。一般来说,在具有过渡性经济形

式的大中型混合所有制企业中,要尽可能地实现公有资本控股,才能巩固和发

展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尽管处于初级阶段,但是在现代

世界经济中,这是代表人类社会前进方向的先进的生产关系,所以,它具有现

代特征,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必须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

的研究。

四、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矛盾发展的角度,
理解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

  现代资本主义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这是马克思主义现代政治经济学必

须回答的一个问题。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资本主义已经经过自由资本主

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用唯物

史观的方法论来分析,把国际资本主义看成是与前几个阶段对等的发展阶段,
看来值得商榷。我认为,可以把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理解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这个阶段本身的一个发展新阶段,但是不宜把它理解为超越国家垄断资本主

义的新阶段。

  划分具有对等性的历史阶段,必须有统一的角度。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

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三个阶段,都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矛盾发

展的角度来划分的,也就是从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这对矛盾对

立与统一的发展过程中所显示出的阶段性特征来划分的。私人资本的自由竞

争推动了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使单个私人资本不能适应,于是发生了资本集

中,产生了垄断;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推进了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导致私人垄

断资本主义也不能适应,发生社会经济总危机,于是国家不得不作为总资本家

出现,形成了国家政权与垄断资本相融合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了国民经

济的国家宏观调控,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能适应更加扩大的生产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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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又导致基本矛盾进一步加深。

  从这个视角来看,后一阶段是对前一阶段的阶段性矛盾的克服,同时又是

基本矛盾的加深。如果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一个超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

阶段,那么,这就意味着,出现了一种凌驾于国家资本主义之上的资本主义新

形式,能够对这一阶段进一步加深的新矛盾起调节作用。人们所说的国际垄

断资本主义,是否起到了这种作用? 它是否是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资本主

义新阶段? 恐怕不能这么说。

  目前,在全球国际经济中起某种调节作用的国际经济组织,是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世界贸易组织(WTO)等,但是在其中起控制

作用的,仍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真正具有超国家垄

断资本主义性质的是欧盟,但是它只是地区范围内的调节,具有区域集团性

质;它与美国、日本,形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三极,彼此存在经济利益的矛

盾,目前对这种矛盾尚未形成超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调节机制。所以,
欧盟的出现,并不能说明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一个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

阶段。

  其实,欧盟是国家之间的国际同盟,说它具有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性

质,那也属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同盟,而不宜称之为国际垄断资本主

义。因为后者在概念上,可以理解为国际化的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这样一来,
就不能同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垄断资本主义在内,在矛盾的特征上区

别开来;如果有区别,那只是国际化程度显著扩大了。

  应当看到,现在被称之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典型表现的跨国公司,虽然富

可敌国,但是,其垄断资本都是有所属国的,利润都要返回资本所有者所属的

母国,其经营活动还要靠母国的国家政权支持。而且,跨国公司也未超越发达

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起到调节全球性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新

矛盾的作用。因此,还不能说跨国公司是超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意义上的资

本主义新阶段;当然,跨国公司毕竟显著地区别于国际信息联网出现以前的国

际垄断组织,所以,可以把跨国公司所体现的资本主义,定位于国家垄断资本

主义这个阶段范围内的新阶段,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五、从理论科学地反映现实的角度,
理解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形态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理论形态上,坚持唯物史观的辩证反映论,力求理论

逻辑、客观辩证法和认识论的一致,从抽象到具体,来描述一定历史条件下的

经济的社会形态。这是叙述方法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其关键是实事求是地反

映现实。从宏观看,现代已经形成了各国、各地区相互依赖的世界经济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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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同时,各民族国家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又存在根本经济制度(生产资料所

有制关系)上的差别,面对这种复杂的状况,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形态有其

复杂性。

  从道理上说,似乎应当写出一部统一的既反映不同民族国家、又同时反映

世界经济整体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巨著;但是,从操作的角度看,目前恐怕难以

实现。尤其很难形成一部普遍适用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比较

可行的办法是,实行一般、特殊与个别的写作分工:

  ———一般,就是从揭示人类社会具有整体性的世界经济形成和发展规律

的角度,写好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世界政治经济学。这需要改进和完善已

有的世界经济学。现在理论界的倾向是,用国际贸易学和国际金融学(在很大

程度上是反映双边或多边国际经济关系的)来取代世界政治经济学,这是需要

纠正的。

  ———特殊,就是写好揭示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运动共同规律的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已经比较成熟,马克思主义学者在

研究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基础上,已具有完成这个任务的客观条件。

  ———个别,就是写好具有个别国情特征的政治经济学。现时代的社会主

义各国都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只能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从所在国的实

际出发,写出具有当今时代特点、反映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的国别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然,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国别资本主

义政治经济学也是不可缺少的。

  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似可以由上述三个层面综合构成。这意味

着,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极为丰富的内容,其理论建设是一项伟大的

系统工程,全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应当联合起来,促进这个任务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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