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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我国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存在两个误区,马克思国际贸易理

论在对我国对外贸易中的理论问题的解释上科学性和局限性并存,因此马克思

国际贸易理论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断发展.发展马克思国际贸

易理论的基本思路是:在坚持马克思研究国际贸易理论方法的基础上吸收现代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我国对外贸易实践中不断创新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

论的内容,在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框架下丰富完善其体系.

　　关键词　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　科学性　局限性　发展思路

　　国际贸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马克思国际贸易理

论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国际分工理论,世界市场理论,国际价值理论,贸易

政策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完善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是马克

思主义理论应有的品质.要通过分析现在我国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现状和对

外贸易实践的新特点来探索其发展的思路.

一、我国国际贸易理论研究误区

　　我国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存在两个误区.

　　一是“去马克思化”.主要表现是:一方面,当前国内流行和使用的国际贸

易方面的教科书以及某些学术专著,充斥西方国际贸易的诸多理论,而把马克

思主义国际贸易理论放在附属或次要地位,有的不过点缀一下而已.包括“面
向２１世纪课程教材”以及其他各种推荐教材或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教材等

等,在阐述“国际贸易理论”这一部分内容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大书特书西方的

贸易理论,几乎没有本教材专门介绍马克思的贸易理论,即使有的教材涉及马

克思的贸易理论,也只是蜻蜓点水,惜墨如金.另一方面,在研究国际贸易问

题的文献中,大家不约而同地从西方的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以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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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的新贸易理论出发,由此提出的政策主张也只能囿于西方贸易政策的框架,
难有突破.

　　二是贸易理论全盘西化.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和发展,在广泛传播

和运用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同时,理论研究常常无视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先

验性特征与我国对外开放过程的实践严重背离的事实,片面强调西方贸易理

论的作用.但是,希望凭借比较优势实现强国富民的开放战略受到了实践的

无情挑战,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完全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参与国际

分工,最终必将陷入比较利益陷阱.

二、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对我国对外贸易中的

理论问题解释科学性和局限性并存

　　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对我国对外贸易中的理论问题的解释上科学性主要

表现在:第一,国际贸易是从交换形式上表现国际分工,从而要发展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要想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和贸易结构的层次就必然要重视生产方

面的因素对对外贸易的决定作用,同时也要运用对外贸易中获得的资源加快

生产的发展.第二,马克思主要关注和重点论述了国际贸易承担着某些具有

资本主义属性的特殊的功能.国际贸易既是缓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个重

要手段,也是促使经济危机全球蔓延的手段.国际贸易是对资本平均利润率

下降规律起反作用的重要力量,也是我国发展对外关系的纽带和手段.第三,
通过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可以知道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上要

努力使较小的国内价值实现为较大的国际价值.第四,通过马克思的世界市

场理论,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化浪潮需要利用

一部分进口替代产品进行资源的供给.第五,马克思对国际贸易政策的分析

科学地指出了在国家和阶级存在的历史条件下,所谓的自由贸易只能是一种

有条件的自由.

　　局限性表现在:第一,以定性分析为主的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决定了

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内容是历史的、本质的,而不是阶段的、对策的和应用

的,忽视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活动的经济技术问题,而且研究结论缺乏数学

形式的简洁和优美.第二,在研究内容方面,对国际贸易功能的分析是本质的

但不是全面的;对于国际价值的内涵没有赋予新内容前不能直接运用于实践;
没有研究舍去了制度前提的、自然的或者技术的贸易和分工的某种特殊形态;
在当今,马克思主义贸易理论缺乏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对外贸易

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的相互联系的分析.

　　尽管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在分析我国对外贸易时存在历史局限性,但它

确确实实具备极强的科学性.“去马克思化”就意味着一些人只看到了其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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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否定了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科学性.

　　同样,国际贸易的每一本教科书都指出,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既有其自身的

合理性,也存在其自身局限性.全盘西化就意味着只承认其合理性,不承认其

存在局限性.同时,就现在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本身而言,存在诸多流派如西方

的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以及所谓的新贸易理论,但是却不存在一个

让所有西方经济学家接受的国际贸易理论,如果反而是我们去完全接受并用

于指导实践,不仅是要不得的,也是荒谬的.

　　因此,我们需要发展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克服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历

史局限性,纠正“去马克思化”和“全盘西化”的错误.

三、马克思贸易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发展思路

　　(一)在坚持马克思研究国际贸易理论的方法的基础上吸收现代西方经济

学的研究方法

　　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不是绝对冲突

的,而是在冲突中存在相互借鉴的可能性.当前的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方法

可以为马克思主义贸易理论研究提供广泛的视角,而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

研究方法也正逐步为西方学者所认同并加以吸收.马克思研究的是由生产力

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不断运动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特定社会关系下的贸易和分

工;而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则是舍去了制度前提的、自然的或者技术的贸

易和分工的某种特殊形态.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将会促进两者的融合.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深化对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和西方国际贸易理

论的具体研究方法的认识,不仅有助于科学地评价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正确地

把握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在我国的运用,更重要的是有助于促进两种理论的研

究方法的相互借鉴,丰富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使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在我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更大的作用.

　　１坚持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方法是科学的.首先要坚持哲学意义上的方

法论,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作为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基础,使之成

为指导我们研究的基本思想.另外,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具体研究方法既

具有局限性也具有科学性,对于具有科学性的方法我们也需要坚持,包括:历
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动态方法,遵循从简单到复杂、从具体到抽象的顺序进行研

究的方法.

　　２吸收西方经济学多种研究方法

　　完善和发展马克思的具体研究方法的主要途径就是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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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研究方法.主要是比较静态研究方法,实证与规范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数理

和计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等等.下面就如何吸收进行探讨.

　　(１)比较静态分析法

　　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采用的是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动态方法;而西方国

际贸易理论则主要采用比较静态分析的方法.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和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决定了国际分工发展的基本趋势,国际分工和国

际贸易的格局是作为历史组成部分而不断发展的.这是真正的动态研究方

法.相比之下,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的资源

配置问题,这种方法实际上舍去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演化规律,只研究资本

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某个阶段的断面现象,也就是说,它们倾向于把资本主义制

度看作是静止不变的,或者说看作是永恒不变的,在这种分析方法下,国际分

工和国际贸易只不过是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而已.所以,尽管西方国际贸

易理论号称采用时间序列分析和动态研究方法,但从本质上来讲,它们依然是

静止的分析方法.总之,要通过比较静态研究方法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

件下通过对外贸易实现资源在世界市场范围内的优化配置问题,也就是说,应
该既把发展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看作是动态的、历史的,也要看到其相

对静止的一面.这样我们可以获得阶段的、对策的和应用的研究结论.同时

也要通过运用马克思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动态研究方法,得到历史的、本质

的论断.从而使我们的研究结果更详细和全面,不至于顾此失彼,使我国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方面的理论问题得到比较科学的解答.总

之,要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动态方法基础上吸收比较静态研究方法.

　　(２)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法

　　规范分析方法和实证分析方法是西方经济学的提法,马克思并没有说自

己的理论是实证分析还是规范分析.规范经济学是为实际问题包括对外贸易

中的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实证经济学是对经济现象进行描述与解释.运用规

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提法,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分析的结论就

是以规范分析为主的.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这里我们不能说马克思的国际贸

易理论没有做实证分析,马克思写的«资本论»本身就运用了非常翔实的实证

材料.但是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目的在于揭露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
研究对象是处于世界市场范围内资本主义的矛盾,研究结论是历史的、本质

的.即其所有的结论都是针对工人阶级解放提出的,都是规范的.现代的西

方学者进行实证分析的任务是为垄断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出谋划策,它不愿意

也不可能揭露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弊端.

　　我们不能照搬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来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

件下的对外贸易,因为它的实证材料是２００年前的,是有历史局限性的;同样

也不能照搬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来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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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外贸易,因为它是为资产阶级出谋划策的,而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对外贸

易是为工人阶级谋福利的.

　　从而,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条件下的对外贸易不可避免地接

触资本主义制度,既要运用大量新的材料,进行新的实证分析来回答:①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对外贸易的性质相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贸易有什么不同?

②不同的外贸政策将会带来什么不同的后果.也要通过规范分析解决价值判

断问题回答: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参与对外贸易活动“应该是怎么

样”或在对外贸易活动中的问题应该怎样解决;②解决国际贸易摩擦和争端

中,什么方案是好的,什么方案是不好的;③采用某种对外贸易政策是否应该,
是否合理,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等等.

　　(３)数理和计量相结合分析方法

　　前面我们指出了要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和规范分析法相结合,需要我们特

别强调的是:马克思时代进行研究常常运用文字语言对浩如烟海的材料进行

实证分析,然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在实证分析中的研究通常要采用先数理定性

分析后计量检验分析的方法.马克思在研究对外贸易的时候也运用数字说明

问题,甚至可以说他运用的数字是那个时代统计出来的所能得到的最翔实的,
同时,他运用数学分析的方法也是非常丰富的.但是与现在运用数字和数学

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包括贸易理论运用数理的形式

表达和用统计计量方法对经济数据进行处理的分析方法两个部分.

　　数理方法经济学概念是杰文斯１８６２年发表的论文«略论政治经济学的一

般数学理论»中最早提出来的,认为经济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必须是一门依赖

于数学的科学,简单原因就是研究数量和数量之间的复杂关系,必须进行数学

推理,即使不用代数符号,也不会减少这门科学的数学性质.马克思对这一点

也是认同的,认为任何一门科学,只有成功运用数学的时候成为真正的科学.
简言之,数学形式是现代的主流,虽然文字形式也能表达某种思想,但是,缺失

数学形式的简洁和优美,与国际上进行学术交流时很难正式向同行表达自己

的研究结论.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免不了要和国际市场接轨,对外

贸易理论的成果同样也要同西方交流,理论形式用数学来表达就可以节省交

流成本.

　　当然也要指出,任何一种思想,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科学的还是荒

唐的,都可以用某种数学形式来表现.用数学形式来表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理论时,必须坚持一定的前提条件,即首先要合乎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符合

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必须严防在模型化过程中歪曲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原理.

　　关于计量方法,可以看成是对理论的数理形式的一种检验.在马克思时

代不存在,但是在现代却是数理形式的理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国际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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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理论研究中,类似于进出口数据,汇率变动的数据非常多,这也就决定了在

这个理论门类中统计计量方法运用的可能性.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对外贸易的一切的数据都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由国内和国际市场调节自

发形成的,蕴涵数据中的规律必然要通过统计和计量方法揭示出来,才能用于

指导我们的实践.

　　总之,关于研究方法,虽然在哲学意义的方法论上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与

西方贸易理论有着本质区别,但是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并

不排斥西方贸易理论在一定层次和一定范围内的科学性,反而可以通过吸收

其多种科学的研究方法来达到完善和发展自己的目的.

(二)在我国对外贸易实践中不断创新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内容

　　１坚持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与时俱进的

理论品质.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对外贸易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和根本原则.是否贯彻这个原则,是我国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对外贸易实践成败的关键.

　　２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内容

　　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国际分工理论,世界市场理论,
国际价值理论以及对贸易政策的分析.这四个方面互相联系不可分割,是一

个涵盖国际贸易的产生、发展、实质、规律、作用和国际贸易政策在内的完整的

理论体系.在运用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指导实践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不能用

旧理论解释的地方,所以要不断丰富完善其理论.通过分析,我们认为需要进

行理论丰富完善的地方包含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国际贸易的作用.马克思认为对外贸易能阻止利润率下降,从而缓

和经济危机.要在马克思论述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国际贸易在国际经济实践活

动中起到的积极作用,在宏观上表现为:国际贸易能增进一国社会整体福利水

平和增强综合国力;开拓新的国际市场,扩大本国就业;在国与国之间实现资

源、产品及资金的调剂余缺,有利于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从微观方面

而言,国际贸易可以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有利于推动企业科技进步,扩大规

模经济;加速资金积累,促进产品更新等.

　　其次,关于国际价值.作为国际价值理论的基础的劳动价值论本身在新

时期下的经济实践中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和内容.劳动价值论本身在我国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就在发展,主要表现在对创造价值的劳动的领域、种类、
计量方法的认识都在不断深化,比如服务的价值.国际价值的内涵要以此为

基础做出新的界定来解释商品在国际之间进行交换时的价值决定及其运行规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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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再次,关于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参与国际分工和利用世

界市场的问题.我国对外贸易中分工处于低层次,要想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

和贸易结构的层次就必然要重视生产方面的因素对对外贸易的决定作用,同
时也要通过开展对外贸易利用世界市场获得本国稀缺资源以加快生产的发

展.要去研究舍去了制度前提的、自然的或者技术的贸易和分工的某种特殊

形态.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要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分工合作,利用世界市场

获得资源,不仅仅要理解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不断运动的、资本主义关

系下的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同时也要分析舍去了制度前提的、自然的或者技

术的贸易和分工的某种特殊形态.

　　最后,要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对外贸易和资本主义世界

的经济危机的相互联系的研究.在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市场中,
经济危机常常是波及全球的,牵一发而动全身.如何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对外

贸易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相互联系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理论进行创

新的重要方面.

(三)在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框架下丰富完善其体系

　　在袁志田和刘厚俊(２００６)、李翀(２００６)、杨圣明(２００２)的著作中,都认为

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体系包含的内容是:国际分工理论、世界市场理论、国际

价值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贸易政策理论.所以,在基本框架的界定上,学
术界是一致的.

　　但是,在如何完善和发展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上还是存在许多不同

的意见.比如李翀构建的体系的第六部分①,生产要素和竞争优势对国际贸

易的影响;第七部分,组织内、产业内和企业内贸易.他没有把这些包含在马

克思国际贸易理论框架里面.杨圣明构建的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第九

部分,大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第十部分,国际服务贸易理论;第十一部分,与贸

易有关的外资问题,也没有包含在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框架里面.

　　所以,尽管我国当前的理论界已经存在几种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体系构

建的版本,但是都没有在基本框架内进行分析.这并不是要求所有的内容都

包含在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框架里面,然而,本应该包含在基本框架里面的内

容就不应该放在框架外进行论述.我们认为,要在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基

本框架下丰富完善其体系,就应该把诸如企业内和产业内贸易、服务贸易理

论、国际贸易条件下的资本积累和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等纳入到框架之下.
比如,产业内贸易本身是产业内分工的产物,可以用于扩充马克思关于国际分

工理论;服务贸易理论本身是服务的国际价值实现问题,可以放在国际价值的

① 这里所提到当前体系的具体内容参考了几位学者的著作,篇目列于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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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之下进行阐述.

　　同时,也不应该排斥增加框架外内容.比如杨圣明构建的马克思国际贸

易理论体系的第九部分,大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我们现在所处的国际贸易关

系和马克思时代有很大不同,这部分就应该与时代接轨,分析当前的大国间的

贸易关系.再比如,与贸易有关的外资问题,也是对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合

理补充.当然,这些是不能包含在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框架内的,而是

对框架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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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ofinternationaltradetheories．Marx’sinternationaltradetheoryis
bothscientificandlimitedinexplainingChina’sforeigntrade．Therefore,it’

sverynecessarytoconsistentlydevelop Marx’sinternationaltradetheory
undersocialistmarketeconomy．Andthebasiswayistoabsorbthestuding
methodofwesterneconomicswhileinsistingonMarx’swaysofstudinginＧ
ternationaltrade,soastoconstantlyinnovate Marx’sinternationaltrade
theoryandenrichthewholesystemofMarx’sinternationaltradetheory．
　　Keywords　Marx’sinternationaltradetheory　scientifity　limitation
　developing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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