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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认识和把握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核心
———以其作为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发展思想的理论基础

曾志立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６－３０

　　作者简介:曾志立(１９３９－),铜陵学院教授,曾师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资深教授宋涛老师从事学

术访问研究.其对商品社会下利息性质的再认识,及因此而阐述的“节约劳动”观念;对

商品成本观念及其隐藏的深层生产关系的认识,得到了宋老的认同和支持,还推荐其对

利息性质再认识论文发表.

　　内容提要　马克思经济学说内容涉及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的方方面面,从
市场经济形成及其一般发展的思想基础认识,应着重进一步深化认识和把握马

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商品成本学说和消费学说四个主要方面的核

心基础理论.

　　关键词　马克思经济学说核心　劳动价值论　剩余价值论　商品成本学

说　消费学说

　　毛泽东指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

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确,自前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列主义传

播到了中国,共产党用“剩余价值剥削论”唤起工农千百万革命成功实行社会

主义公有制度至今６０年了.从前３０年曲折的经历,到后３０年得益于邓小平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而迈入到

如今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奔小康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当此如何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广阔稳健发展之时,很有必要结合现实继续

深入学习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核心,以其作为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发展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经济学说主要集中于其巨著«资本论»,此
书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经典总结,由于社会主义与资

本主义处在同一个商品经济社会,因此,马克思科学总结的社会经济发展一般

规律,对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具重大指导意义.令人意外的是,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经济学说在我国发生边缘化.除过去对马克思经济学

说的教学、科研、宣传和实践中存在严重教条主义倾向之外,笔者以为,主要问

题在于我们没有把马克思揭示的商品社会下不同社会制度都能适用的经济学

一般原理像一般自然科学、会计科学等相关应用科学原理那样来认识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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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而是人为割裂为什么“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导致

一些商品经济一般原理及归纳的概念成了“资本主义专利”,还以冒为马克思

的“特定概念”、“特定含义”之词解释,很令人费解,束缚思想解放.实际上,社
会科学真理只有在被不同阶级利益群体为着某种目的利用之时,才有制度属

性,马克思经济学一般原理则是个“各为其主”、“为我所用”的问题.现实中,
不同利益对立主体笃信之“道”可互相借用.基于此,我们应在着重认识和宣

传“商品经济一般”原理的基础上,来认识和探索揭示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商品

经济特殊”.如能这样,马克思经济学不会被边缘化,定会被人们普遍接受和

重视.

　　马克思经济学说内容涉及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系

的方方面面,从市场经济形成及其一般发展的思想基础认识,应着重进一步深

化认识和把握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商品成本学说和消费学说四

个主要方面的核心基础理论,也可说这是贯穿马克思经济学说思想体系的最

根本部分.劳动价值论揭示的商品价值形成之源,是等值劳动交换市场法则

形成而维系商品经济发展秩序之基石.剩余价值论昭示在商品社会,创造剩

余价值“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继续发展的基础”.商

品成本学说集中反映生产经营者与国家及各相关生产要素提供者之间在再生

产中的深层生产关系,生产经营者所在国公开、公平、公正的相关成本分配法

令政令则成为制约商品生产经营谋利行为之规则.消费学说阐明了生产的目

的,此目的实现情况自然调节着社会生产.这四个基本经济理论是商品生产

经营者的宏观经略思考基点,由此而成为对马克思其他系列商品经济理论和

相关应用技术经济理论诸如价值决定理论、货币起源及货币流通量决定理论、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理论、资本积聚和集中理论、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竞争理

论、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理论、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理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

劳动划分理论、利润平均化理论、生产价格理论、地租理论、工业化理论等认识

的基础.以下笔者试就这四个基本理论结合现实予以粗浅再认识.

一、劳动价值论与相关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

　　马克思揭示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属性:从一方面看它是具体劳动,它
创造使用价值;从另一方面看它是无差别的一般人类体力和脑力的耗费,即抽

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这是商品社会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对此必须明

确以下几点:

　　１劳动价值论既然是商品社会里的科学真理,就不能以实用主义态度去

理解和对待

　　有学者认为:“传统社会主义者从无产阶级和劳动者夺取政权的需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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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第３１辑 深化认识和把握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核心 ４７　　　

发,理论上很自然地倾向劳动价值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多年来一直视劳动

价值论为真正科学的理论的奥秘所在.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主要任务

转向经济建设,尤其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需要海内外投资

者来共同启动中国的市场经济,再单咬着一个劳动价值论不放,就十分不利于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①针对此论,笔者以为:

　　(１)总的来看,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对商品价值形成之源的一个科学揭

示,并不是专为“无产阶级和劳动者夺取政权的需要出发”而杜撰的,何况马克

思的«资本论»问世比俄国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早５０年,后来的无产阶级政党用

劳动价值论及剩余价值剥削论唤起工农千百万觉醒翻身求解放是另一回事,
在没有无产阶级夺权的国家,其存在商品经济,劳动价值论及在此基础上认识

到的商品价值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规律照样是科学

真理,照样管用.须知,科学真理及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不会因“气候”变而

变.

　　(２)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必须遵循等价交换法则,更要坚持劳动价值尺

度论,才能科学制定和维护好经济游戏规则,保护好各个独立市场利益主体的

利益.否定一元劳动价值尺度论,社会经济生活将会乱套.

　　(３)投资是什么? 是经营资本.那么资本又是什么? 笔者于拙作«评商品

社会下的利息观»②为认识利息的性质,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他关于生产

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划分的理论认识到:处于再生产起点筹资环节,劳动者付出

了节约劳动———“就是劳动者对过去劳动创造的一部分物质产品不(或延期)
消费,或合理使用、回收再用,省下用于社会再生产以创造更多物质产品的形

为.”这个“省下”行为就是节约劳动———一种活劳动形式.进而论证阐明了利

息的来源及其实质:它“来源于广大存款者和银行职员两者自身以向借款者提

供对过去劳动成果的节约劳动形式,共同参与再生产活动所创造的价值”,其
实质“是一种类似劳务的费用或收入”.在此认识基础上,再结合现实看,资本

表现为一种起经商谋利创业奠基本钱作用的货币资金形态,进而悟到:资本是

劳动者以节约劳动形式形成的主要以货币价值形式为表现的过去剩余劳动积

累.③ 这一定义说明,作为活劳动形式之一的“节约劳动”是资本形成之源,
“过去剩余劳动积累”是资本实质.“节约劳动”是劳动者自然而历史地付出的

一种为社会同时为自己持续发展生存所必须的活劳动形式.马克思说:“没有

过去的、积累下来的劳动,任何生产都不可能.”④继而意识到,资本这个

“过去剩余劳动积累”产品含有广大劳动者付出的节约劳动价值,它并非“非劳

①

②
③
④

吴怀连对几个经济学概念的重新认识[J] 求索,１９９５(４)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
理论经济学１９９５(１１),２０

«铜陵学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附议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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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动价值”,用不着说什么“劳动与资本共同创造价值”,而是劳动创造价值的又

一种表现形式.(认识到这一点,可加深对传统说“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

值”观念的理解,即使资本带来剩余价值的是节约劳动与投入的现实活劳动综

合作用之结果.)在此有必要指出,认识“节约劳动”利环保,利资源有效利用,
利生产经营,利国,利家,对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２必须坚持一元劳动价值论

　　非劳动价值论者或多元劳动价值论者最主要的观点认为:“谈商品价值,
不能忽视资本、环境及经济机制的作用,尽管资本本身也有一部分是劳动的物

化,但天然的资源则不是劳动的物化”.① 如上所言,资本是劳动者以节约劳

动形式形成的一种主要以货币价值形式为表现的过去剩余劳动积累.经济机

制则是生产经营组织者用脑力劳动对实践经验的一种科学认知,是一种精神

产品.作为商品价值的前提是物品当作商品交换,否则物品只有使用价值而

无交换价值,也就不存在商品经济的发展.天然资源(如土地、矿石、空气等)
和环境不是商品,不用交换,就无交换价值.若天然资源被人利用作为生产资

料加工创造成商品,或能直接将其作为商品,如向井下输送空气,开矿冶炼金

属,在不毛之地盖住房或种食物,在优美环境建休闲场所,有了人的体力和脑

力加入付出,空气、矿石、土地和环境就不仅有使用价值,而且也有交换价值.
土地稀缺且不可再生,影响其供求价格,但要以有市场需求、能作为商品具有

交换价值为前提.以上说明,非劳动价值论不成立,只有人类以体力或脑力等

多种劳动形式付出的一元劳动价值论成立.

　　此外,还有什么“效用价值论”、“供求价值论”,笔者以为,这不过是对劳动

价值论认识上的不同见解.“效用”实质是一个先进科技劳动效率问题,“供
求”实质是一个社会总劳动对部门劳动结构的比例分配是否谐调的问题,依然

没有跑出劳动价值论框外.

　　非劳动价值论主要在于为投资者的权益辩护,其实是多余.对投资,不能

光看表面的货币资本和实物资本,这是一种以节约劳动形式形成的过去剩余

劳动积累投入,理所当然应受到法律保护.实际上,从现实讲,只有坚持一元

劳动价值论才能更好地贯彻物权法,保护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要注意的是,
有学者批评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时,误把物化劳动等同投资.其实,物化劳动只

是投资的一部分,投资不光是对起成本价值转移作用部分的物化劳动的投资,
也包括形成以物化劳动为实物形态表现的“过去剩余劳动积累”付出的节约劳

动在内的活劳动的投资.因此,不能因为批评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就笼统误解

为“利润就变成是资本家投资的报酬,就无所谓什么剥削了”.② 此说欠妥,实

①

②

吴怀连对几个经济学概念的重新认识[J] 求索,１９９５(４)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
理论经济学１９９５(１１),２０

参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理论经济学[J]１９９５(１１),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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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投资中的物化劳动部分形成新产品转移价值,但利润是对包括节约劳动

在内的活劳动投资部分的报酬之说还是成立的,其中就含剥削部分.

　　３关于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关系,及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

之财务成本处理

　　正确理解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后,对中共十五大报告讲的“把按劳分配

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

配”,和中共十六大、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

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决策的理解就自然了,可以说就由此理顺了按劳分配和

“按生产要素分配”两者的关系.客观地看,在现实中,为不同利益主体所拥有

的生产要素一般都或多或少有人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凝结,未脱离劳动价

值论框外.特别值得一提的“资本”,如前所言是劳动者以节约劳动形式形成

的一种主要以货币价值形式为表现的过去剩余劳动积累.“过去剩余劳动积

累”的实物形态是以生产资料为表现的物化劳动,其价值形态表现为货币资

本.不管哪种形态,其总的是再投入节约劳动———一种活劳动形式之一而形

成的,即资本产品的“劳”的存在和具体表现形式就是节约劳动.劳动、技术、
管理等相关生产要素是现实投入参与再生产活动的活劳动.这样,生产要素

总的可用“节约劳动”和“活劳动”概括为“劳”的两类现实存在和表现形式,而
实际二者皆是同质的活劳动.由此领悟,所谓“按生产要素分配”实际是按劳

分配对象、内容的一种具体表现.两者的关系是:“按劳分配”是理论抽象,是
思想指南,它要通过按生产要素分配来实现;“按生产要素分配”则是按劳分配

的具体实践,或者说是按劳分配的一种具体实现形式.可见,“按生产要素分

配”仍属一元劳动价值论,它与按劳分配不是两种相对独立分配形式的平行结

合关系,是同一按劳分配形式的理论与实践结合关系.

　　实话直说,与“按劳分配”平行对应的分配概念是“强权分配”,包括行政官

本位强权、垄断强权、黑社会恶势力强权等.强权分配的基本特点是不劳无本

万利,是不讲什么“等值劳动互换”市场法则的.国税是一国执政者向国民依

法征收的一种管理费,具有强制性,但必须有度.

　　通过上述对“资本”观念的再认识,可因此理解到人们习惯讲的“按资分

配”,实际上是对隐藏于其中的节约劳动的分配,并非是对作为实物形态仅起

成本价值转移作用的物化劳动这个“物”的分配.然而,人们视线却被这个假

象遮掩了.这就说明,“按资分配”实际也只是按劳分配中的一种要素分配实

现形式,不是资本主义“专利”.因为从现实看,社会主义国有制企业也是依国

家所有者身份分配的,而国家资本实质是全体劳动者以节约劳动形式对国家

提供的一种过去剩余劳动积累奉献.计时计件货币“工资”实际也只是按劳分

配中的一种“活劳动”要素分配实现形式.

　　那么,怎么来理解“资本剥削雇工”的传统观念呢? 笔者以为,既然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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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资本”是劳动者以节约劳动形式形成的一种主要以货币价值形式为表现的过

去剩余劳动积累,它为商品生产经营利益主体所有或占有,依物权法就理所当

然应享有参与企业再生产的这个隐藏于“资本”身上的节约劳动要素应享有的

“按劳分配”份额.如企业以外购筹资劳务费形式支付各种借款利息,以实现

利润支付股息及股东分红等.(就雇工的私有制业主而言,他这一所得份额中

含其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再剥削”或曰“占有再占有”的成分.)由此悟到,资
本对雇工的剥削根源不在“按资分配”,即不在占有资本这个“财、物”本身的权

力(仅是一种假象),而在通过资本这个资源条件进行生产经营追求剩余价值

的利益主体,对人身依附性的弱势雇工强权抛开对等劳动互换的市场法则所

致.这种雇工在“血汗工厂”实质成为奴工,被强制屈服,多劳不能多得,甚至

还要受恶劣工作环境伤害.现实中的产业资本家向具有法人资格实体地位自

立谋生的专业劳务公司外购劳务、居民住房购装修劳务等基本上是依循公认

的市场等值劳动互换价格的.而雇工虽说也是产业资本的一种外购劳务,但
其却是依附性弱势劳工,无力维护自己劳动权益,不得不屈服于雇主受剥削,
等值劳动互换市场法则在此不见了.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也有自我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劳动工会组织了,这正是“无产者联合起

来”、“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由此客观看来,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工会组织在

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促进劳资两利及其国家社会安定方面所起的正面作用

是主流,其领导人并非如过去“左”观念认为的是一般 “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的

工贼”.由此也同时说明一个问题,在现行市场经济社会,实现公平分配除

“劳”的尺度外必须有一国执政者通过法制的正义干预,改善被雇劳动者社会

地位,使其拥有作为一国公民的平等劳动收入权.

　　生产要素参与初次分配及对其之财务成本处理基本依循现行做法.如前

所述,它总的可概括为节约劳动和活劳动两类,由于分工而被生产要素占有主

体与其他利用主体通过等值劳动互换参与再生产,其体力、脑力的消耗自然应

从企业参与收入分配得到应有的补偿.在企业财务成本的具体处理上,得看

生产要素所有者或占有者(利益主体)与企业等值劳动互换参与再生产的不同

情况,从企业实现的商品价值c、v、m 中分别获取收入分配,具体说,外购筹资

劳务利息费可同电费、运输费及各种维修费一样作为无形生产资料消耗c的

补偿形式进成本参与分配;外雇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参与生产经营劳动可作为

企业外购劳务的活劳动消耗v的补偿形式进成本参与分配;有的生产要素参

与股份(如资本股、技术股、土地股等)投资,作为共同承担企业生产经营风险

责任的所有者之一,参与实现的利润 m 分配,如支付股息、股东分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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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剩余价值论与现实

　　马克思从分析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生产方式过程揭示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

产生于资本家把雇佣劳动者的劳动日延长到超过补偿劳动力价值所需时间以

上时所创造的这部分价值———绝对剩余价值,还有由于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

动效率所创造的相对剩余价值,都为资本家占有.客观地讲,剩余价值中也有

生产经营利益主体资本家自身对再生产全过程精于管理的一份创造.

　　１剩余价值具有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大意义

　　(１)从政治上看,无产阶级政党用“剩余价值剥削论”唤起工农千百万革命

成功建立起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

　　(２)从经济上看,有了剩余价值,形成了资本原始积累,为扩大再生产,为
科学技术进步,为整个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３)从社会文明进步看,恩格斯论述过:“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

形成的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从这种剩余中的形成和积累,过去

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继续发展的基础.”①有了恩格斯的

这段精辟论述,对剩余价值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意义再讲什么就显得多余了.
问题在于,抽去“剥削”罩衣,剩余价值论同时亦是马克思揭示的社会经济科学

发展的客观规律之一,无产阶级政党用“剩余价值剥削论”唤起工农千百万革

命成功夺取政权后,不应视剩余价值为“资本主义专利”而避开科学的剩余价

值论,而应继续坚持剩余价值创造观.社会发展是需要剩余价值积累的,因为

这个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继续发展的基础”,关
键在剩余价值谁创造,怎样创造,为谁占有和使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
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长期避讳“剩余价值”、“利润”这些词(用所谓“纯
收入”替代),经商不敢言“利”,导致我们国有企业发展走进死胡同,形成整个

国家短缺经济(客观上讲,也受了“左”的思想的影响).问题本来十分明白,执
政党明确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劳动者是企业主人,其公有剩余价值是劳动者

主人们自我创造、自我占有和使用,根本用不着对“剩余价值”一词讳莫如深,
织茧自缚.

　　２无产阶级政党用“剩余价值剥削论”唤起工农千百万革命成功后,应遵

循社会发展规律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剩余价值创造观

　　(１)剩余价值规律是马克思揭示的商品社会下社会经济科学发展的客观

规律.现实说明,尽管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劳苦大众夺取政权后,顺应人民大多

数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公正要求,实行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０,第１版,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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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但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看,其掌控的国家仍处在商品社会,就是称“社会

主义”,如邓小平所讲,也还是初级阶段,发展商品经济不可逾越,因而,其执政

者应遵循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坚持剩余价值创造观,用商办方式发展国有

经济,为劳动者提供条件创造公有剩余价值积累,以作为无产阶级国家“社会

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继续发展的基础”,也同时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

的比重”和“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而逐步增加劳动者财

产收入成为可能.特别从现实看,只有在思想上解决了坚持剩余价值创造观

的认识问题,方能在行动上使我国经济从速度型发展向效率效益型发展切实

转变成为可能,并自觉使效益实现与保护环境节约成本并行不悖,走上持续长

远发展之路.由此可见,社会发展中的剩余价值创造观是个“各为其主”、“为
我所用”的问题,不管社会制度如何,应实行剩余价值创造的支持鼓励政策,必
将促进民富国强.

　　(２)商品社会下的公有制企业员工不是劳动力商品,是企业主人,为着自

身的生存发展,同样应树立剩余价值创造观念,这个“剩余”抽象讲,就如恩格

斯所言是其“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的剩余”,具体讲就是其生

产经营收入扣除其所费的生产资料消耗、外购劳务和补偿其自身劳动力再生

产必要需求消费,以及完税后形成的那个差额———净利润———企业公有剩余

价值.这样,就会自然理解到,坚持剩余价值创造观,促使企业创造日益充裕

的剩余价值积累,是建立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持续生存发展的雄厚物力

财力基础的客观要求.

　　(３)坚持剩余价值创造观,应改革现行企业管理制度及考核制度,确立利

润为公有企业生产发展的直接目的,使各个具有相对独立物质利益的劳动者

主人集体所得由 m 实现多寡决定,而成为承担其所属务业谋生的企业盈亏风

险责任的利益主体,建立相对公有制劳动者群体共创共有共享共存的企业剩

余价值积累基业,从而使“主人翁”们从根本上甩掉躺在国家身上吃社会主义

的惰性,真正能做到自我制约、自我严管,养成不断进取的创造积极性,使企业

永葆发展青春.

　　３剩余价值形成前提———劳动力价值由必要的生活资料价值决定的原

理依然适用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了,于是,有学者认为“劳动

力价值由必要的生活资料价值决定已基本不适用”①.笔者以为,我们离“各
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尚遥远渺茫,这个观点太超前了.只要我们仍处商品社

会,无论经济怎么发达,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决定原理都不会过时,只不过是

不同经济发展时代,其“必要的生活资料价值”内容及标准不一样罢了,如果说

① 见«中国经济问题»２００７年第６期第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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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时代的标准是让劳动者够“填饱肚皮”,那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这个标

准就应能基本保障劳动者“智力的发展和再生产”的必要需求,笔者上述所言

公有企业(也应含不雇工的家族企业)补偿“自身劳动力再生产必要需求消费”
部分实质亦是劳动力价值,如果没有这个“必要的生活资料价值”框定,就产生

不了“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的剩余”,国家征缴不到企业利税,一国 “社
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继续发展的基础”就无从谈起.

　　４剩余价值分配现实———谨防公有剩余价值被少数官本位权贵无本万

利占有

　　新形势下,公有企业初次分配中出现了一个应引为关注的苗头,一些垄断

国有企业抛开前提,盛行与资本主义国家市场雇佣企业老总拿巨额高薪攀比

的官本位权贵分配.一些委任的国企集团公司老总年薪所得达数百万元,甚
至还有上千万元的.有的同时还奉送其上百万股票,且固定每股年息０５０元

的额度,即一年还额外拿５０万元,同时照样享受职务特权消费,与一般职工收

入相差数百倍上千倍,真可谓无本万利,胜过昔日资本权力分配.

　　客观地讲,处于企业高层管理职位,是个需要具备一定实践经验知识的复

杂劳动岗位,把握企业的命运,责任重大,相对想的长远些,操心多些,贡献多

一些,用适度年薪给其多拿一点劳酬无可厚非.问题是搞的有点过头变味,有
的成了官本位权贵分配(笔者无意一概而论),与一般职工所得过于悬殊,难以

服众.这在于:

　　(１)尽管大多企业高层管理者有一定管理才能,但一些国企业干部毕竟不

是始初自我艰苦创业积累起原始资本起家者,而是国家用广大劳动者创造的

剩余价值积累奠定的基业.

　　(２)对于国企,一定的剩余价值经营目标要求的达到,系有国家种种特殊

资源政策支撑和广大职工共聚一心、群策群力、艰苦创造之结果.自然也有天

时地利和市场供求利好变动的客观机遇因素影响,非主观努力所为.政策因

素和客观利好因素带来的收益应主要通过纳税或利润分配上缴国家,作为包

括企业自身在内的全民共享.

　　(３)现时的国企高层干部基本上是上级内定委任制,被“幸运”委任上去

的,并不都是凭的才干,“说你是,你就是”.老实说,现实中,懂生产经营管理、
为党为国为民分忧、忘我奉献而受多数群众拥戴的德才兼备实干人才不稀奇.

　　(４)权贵分配且不说不合按劳分配原则,也挨不上市场分配要求的边,市
场分配对象应是被雇者,是像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董事长亚科卡那样被企

业主雇佣又被其左右命运的受托自由职业企业家.而我们的国企老总是被委

任代表党和政府掌管企业党、政、财、文和产、供、销大权端铁饭碗、无市场压力

的“全民”干部,是作为企业主人身份出现的,其职位是稳定的,除非中央另有

委用挪动,或其不争气被挪动,一般都能终老职位.其间尽管业绩一般,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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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５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会有亚科卡先前在福特汽车公司那样倒霉的挫折,会一路荣光体面.

　　(５)权贵分配不合国情,很不现实.现实是我国人均 GDP才２０００美元,
刚刚提出迈小康,广大农村尚有数千万农民未脱贫,因灾害又返贫,反哺农业

任重道远,国家灾害救助也压力不小.国企总体效益也不容乐观,一直是１/３
盈利,１/３盈亏持平,１/３日子难过;把日子难过的企业剥离出去一些后,国企

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总体形象才又树立,加之近两年钢铁、石油等有关物资国

际供求利好变化,才有２００７年国企上缴利税万多亿元的好光景.国企的利好

变化有广大职工勤劳创造的功劳,但多数一般员工待遇都较低,年薪也就万多

元左右.特别是,为企业振兴,广大下岗待业及离退休(且不说在贫困中作古

的)职工作出了重大牺牲,他们待遇低,老人就医难,孩子就学难,尤其资源贫

乏企业职工生活十分艰难困苦,理直气壮拿数百万元、上千万元年薪的权贵者

的“贡献”与广大职工的重大牺牲能比吗? “全民所有”的资源也应让这些生活

困苦的忠实臣民们的境遇改善一点.

　　５充分估计到国企官本位权贵分配带来的危害及后果

　　其一,脱离现实国情,对国企高管人员离奇失度失去制约的所谓“贡献分

配”,从长远看不会对促进企业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起积极促进作用,而
是也只能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起销蚀作用,损害分配上的公平正义,社会主义

“按劳分配”制度将名存实亡.

　　其二,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为资本家占有.如果我们的

国企任由时下出现的官本位权贵肆意侵吞公有剩余价值行为泛滥,那么,社会

主义公有制定然会演变成官本位权贵占有制.权贵既得利益者一门心思关心

的是自己在位能弄多少实惠.

　　其三,谨防出现再剥夺“剥夺剥夺者”的危害.对国企出现官本位权贵分

配苗头,应予高度警惕关注.据报道,有关方面发布的«２００９年中国上市公司

１００强公司治理评价»指出:高管薪酬迅猛增长已有失控之势.① 绝不可低估

官本位权贵分配失控势头之害,不要以为他们不占有生产资料,毕竟不是企业

所有者,不过是在利益分配上一时占了点便宜.实际却不是这么一回事.他

们对企业拥有钦定的人、财、物绝对支配权,这是企业所有权的核心,在“无本”
而又不承担风险的情况下他们贪得了公有剩余价值“万利”实惠,甚至掏空企

业,这在实际上就已成为了生产资料利益支配权力的所有者,不声不响使公有

制演变成了官本位权贵占有制.是啊,他们“领导”企业创造了产品,统计表上

增加了社会产值,而结果是“国家得 GDP,权贵者得利润”.鉴于此,党和国家

有关管理部门应及早出台相关政策果断遏制企业各行其是的不当分配自主

权.

① 文摘周刊２００９４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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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１辑 深化认识和把握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核心 ５５　　　

　　６收入差距比较评说

　　讲国企老总收入与一般员工收入差距过大,有学者不以为然,即不同意这

种比较,认为如国企经营者由市场选择,相应其收入由市场决定,人们对老总

高收入就会“被接受或认同”了;还质疑凭什么给老总收入最高只定为一般员

工平均工资的１２倍,而不是１０倍或１５倍.① 笔者认为,这个比较是以社会现

实经济发展水平和平均生活水平为大体依据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也就用

不着采取调节收入差距过大以缓和劳资矛盾的措施了,因为资本家、地主的收

入也是市场决定的.因为客观地讲,资本家、地主作为生产经营利益主体具有

剥削者和管理者的双重身份.作为雇主,他是一个剥削者;作为生产经营管理

者,他同时又是一个复杂劳动者,他既要管生产,又要管经营,既要管价值创

造,又要管价值实现(简称“四管”).假若他经营失策,不能实现商品销售,商
品价值不能实现,就赚取或剥削不到剩余价值.更要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政

府敢于用高税率毫不宽容调节收入差距,而我国税务当局并未做到如此用高

税调节收入差距.据«瞭望»２００７年第５２期报道,我国中等工薪收入者成了

纳税主体,而相当一部分高收入者采取各种措施避税难以征到,由此出现税收

“逆调节”现象.② 为缩小差距,以一般员工平均收入为标准定老总收入也很

说得过去,如华东地区现在一般员工年收入平均不到３万元,给老总定１２倍,
其年收入就是３６万元(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单位不一样,有的比这还高出

数倍),而且还有种种职务特权消费,够可以的了.然而,就是发达国家的企业

干群收入分配差距也不都像我国国企时下的差距那样悬殊.如日本丰田的

“一线员工与工长、科长的收入相差２倍左右,与董事、工厂总经理的差距最多

不超过３倍;一线员工与公司最高级别的董事副社会长、总裁、专务等的收入

差距在７倍左右.”③可见,时下以非比较说为官本位权贵占有广大职工共同

创造的公有剩余价值之辩说,似是而非.

三、马克思的商品成本学说对指导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发展的意义

　　１计划统制经济时期实行超前共产主义产品经济社会的企业财务成本

失误及其后果

　　笔者在有关拙作④通过对马克思商品成本学说的理解,领悟到三种成本

观念:(１)从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看,反映产品价值即价格制定依据的社会成本

①
②
③
④

参见«中国经济问题»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第２１~２２页.
«文摘周刊»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中国电子商务»２００８年第８期;湖北日报文摘«特别关注»２００８年第１１期第２２页.
曾志立对商品成本观念的再思考[J]南开经济研究,１９９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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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c＋v＋m;(２)在商品社会从经济核算看,反映利益主体所费的商品成本c＋v;
(３)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高级发展阶段———共产主义产品经济社会的产品成本

c＋v.问题就在第二种商品成本中的v和第三种产品成本中的v内涵不同,
商品成本中的v仅仅只是计入支付给雇佣劳动者按雇佣劳动合同事先签订的

劳动力价格———工资部分,不包括生产经营利益主体(资本家)自身所得(尽管

他以脑力劳动参与了再生产全过程管理),利益主体所得由 m 实现多寡决定.
第三种公有制企业的产品成本中的v则包括企业全体劳动者所得,公有制企

业职工是“主人翁”,不是劳动力商品,即没有雇佣劳动了,一些学者还将产品

成本中的这个v美其名曰“劳动者为自己劳动创造的价值”,就这样自觉不自

觉地使我们的公有制企业财务成本核算失误.由于公有制的国有化,加上统

收统支的财务管理制度而招致:在劳动价值创造和实现多少未知之前,就由国

家这个“社会分配中心”以定等级定标准额度的劳动力价格形式对“主人”事先

给定所谓“工资”打入成本,由此导致企业劳动者渐渐脱离劳动价值创造和实

现这个艰苦创业前提(更谈不上树立社会主义公有剩余价值创造观了),躺在

国家身上吃社会主义“大锅饭”而养成惰性的种种弊端①,至今仍使企业改革

进展艰难.

　　２马克思商品成本学说的本意

　　马克思阐明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商品成本“是补偿商品使资本家自身耗费

的东西”,“即补偿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价格和所使用的劳动力价格的部分”②,
并用符号c＋v表示.这里“所使用的劳动力价格部分”就是商品生产经营者

主人资本家按雇佣劳动合同事先讲好的劳动力价格而支付给雇佣劳动者的所

谓工资,或称外购劳务费用.雇佣劳动者为谋生而依附于雇主,任其支配劳

动,一般情况下,都是多劳不能多得(这正是资本家能赚取到绝对 m 和相对 m
之故),少劳却要少得,利益受局限,故劳动力价格成为生产经营中的一种既定

耗费而列入成本,这才是v的“正宗”.显然,作为企业主人资本家本身的所得

不包含在v中(尽管他以脑力付出了管理劳动),而是来自扣除其“自身耗费的

东西”后的 m 中,由 m 实现多寡决定.这在于,生产经营者主人既要管生产,
又要管经营;既要管价值创造,又要管价值实现;而且,生产经营者主人一般是

企业所有者,可以多赚多得,少赚则少得,即主人所得不确(既)定,其对自身无

固定工资概念(在商品社会,只有对国家机关、军警公务员和企、事业雇员有

“工资”概念),只有“所得”概念,而且其所得只能与其所费相对立而由 m 实现

多寡决定,以此而承担其生产经营盈亏风险责任,这就是马克思商品成本学说

的本意,这就是企业自负盈亏的理论基础.

①
②

附议２.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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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马克思的商品成本理论就找到了时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

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华尔街惨了”,根在“总裁们发了”所致.对作为企业利

益主体的高管们脱离经营效益、不顾事业发展而以所谓“年薪”巨额吞噬投资

者血汗的贪婪分配和信用透支超前分配消费行为不严格监管制约,银行贷款

呆坏账和“亏损”积累超过社会承受力一定的度,资本周转循环不畅,金融危机

必然爆发.联想到我国有关金融机构的所谓“巨额亏损”,银行呆坏账现象,根
源亦一样.只是基于“国”字号信用的含金量,老百姓储蓄投资源源不断,加上

我国老百姓传统上自我积累的量入为出消费观念,积集成金融危机社会综合

承受力,才避免破产危机显露.

　　３马克思商品成本学说对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

　　社会主义将长期处于商品社会,笔者在有关拙文①通过对马克思商品成

本学说所揭示的深层生产关系分析,进一步领悟到以下几个适应不同社会制

度的市场经济一般原理:

　　首先,领悟到在商品社会,无论社会制度如何,为生存发展,生产经营者都

要确立剩余价值创造观.上述理解了所谓自负盈亏的实质是指生产经营者主

人的所得与其所费相对立而由市场实现的 m 多寡决定,这样,为生存发展,生
产经营者必然要树立剩余价值创造观,确立利润为其生产的直接目的.对依

法生产经营取得合理利润者应予鼓励和保护(这是财政收入支柱之一),对违

法生产和造假谋财害命者、欺诈者则应依法严惩.

　　第二,从马克思的商品成本学说揭示的利益主体所得由来自扣除其“自身

耗费的东西”后的 m 实现多寡决定的原理,再依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
中阐明的关于社会总产品在劳动者之间“进行个人分配之前”的扣除原理,领
悟到一个商品社会下自然历史形成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次序范式———剩余收

益分配制.笔者以为,依次剩余分配原理适用于人类文明进步社会不同发展

阶段的现实需要,现实中不同社会制度下的诚实守法的生产经营者对其成果

的分配,都要依其国家法律承担一定社会责任之后,实行逐一扣除的剩余收益

分配制.自然,不同国家初次分配中的扣除项目及其内容不会相同,概念称呼

和具体做法亦不会相同,但毕竟大同小异,实质一样.这说明,此分配制已客

观成为商品社会下各个国家的一般初次分配次序范式.依我国国情和习惯用

语,笔者于有关拙文②对初次分配的内涵及分配扣除次序作了如下描述:实现

销售收入后,弥补消耗的,交够国家的,还清欠人的,留足企业生存发展需要

的,剩下是生产经营利益主体所得的(扣除顺序不能颠倒).如是公有制企业,

①

②

曾志立领悟马克思商品成本学说所揭示的几个市场经济原理[J]商业研究,１９９５(９);中国
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专刊理论经济学[J]１９９５(１１)

曾志立 论企业自负盈亏的理论基础[J]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１９９５(１);
曾志立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分配制度的研究[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１９９７(３);
曾志立确立利润为公有企业生产的直接目的来推动公有企业制度改革[J]经济评论,１９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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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则最后一句可表述为:“剩下是劳动者主人们按劳分配的”.每项具体扣除内

容及剩余不足分配的处理措施也于有关拙文阐明①,在此从略.

　　第三,领悟到在一个商品经济实体中,存在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或占有、支
配关系,就必然会有承担盈亏风险责任的利益主体.现实看,生产经营利益主

体一般具有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成就一番事业的进取欲望,并在纳税、带动就

业和增加物质供给方面为国为社会为民众做出毕生奉献,故他自然而历史地

成为组织推动物质生产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首要素,应予多方理解、关爱和培

育.代表这个利益主体的“主人”,主要看企业经济性质,如是私有制,可以是

独资经营的单个私人,也可以是若干个私人资本以股份合同形式组成并自治

管理的“劳动者联合体”,由其成员推举首领作为法人代表.如是国有制,左右

国民经济命脉和维系国家安全的国有独资企业,其主人由政府委任官代表,在
党委领导下,通过职代会实行职工民主协商自治管理.由国家控股的混合所

有制企业形成又一种形式的劳动者联合体,其主人就是董事会,由董事会推选

的总经理作为法人代表牵头,并通过股东大会实行民主协商自治管理.由现

有企业职工群体对国资租赁经营并以股份形式而形成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劳动

者联合体企业,其领头人总经理通过职代会竞选产生而成为法人代表,职代会

常委会则成为“集体主人”,通过职代会实行职工民主协商自治管理,全体职工

共担生产经营风险.看来,以上比较,以股份形式搞“劳动者联合体”民主协商

自治管理,可避免“利益主体真空”,避免风险责任承担者落空,同时建立相对

劳动者群体共创共有共享共存的企业剩余价值积累基业,使员工对企业存归

属感,是国企改革的一种较优选择.现行有的能正常生产经营运转的处于地、
市、县的少数国企,被官本位权贵者低价强卖强买,其目的不在谋生产经营发

展,而在掠夺厂区土地搞房地产,强行将就业职工下岗待业,又不给社保,由此

引发尖锐矛盾冲突,还封锁信息.为化解矛盾,主政者自身应怀公心和大仁大

爱之心因势利导,遵从群众意愿,将这类国企以股份形式改革成由职工民主协

商自治当家(类似村民自治)的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劳动者联合体,才是明智选

择.

　　第四,领悟到商品社会下,主要有两种劳动制度:雇佣劳动制和主人自我

劳动制.资本主义企业除家族企业是主人自我劳动外,无论公私一般都是雇

佣劳动制.社会主义公有企业,职工不是劳动力商品,是企业主人,即实行主

人自我劳动制.因此,可以说,这两种劳动制度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最根本

的区别所在之一.雇佣劳动制的出现,在于不同的利益主体或人群之间存在

谋生资料占有上的差别,还存在生产技能和劳动负荷能力上的强弱差别,也有

① 曾志立 论企业自负盈亏的理论基础[J]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１９９５(１);
曾志立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分配制度的研究[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１９９７(３);
曾志立确立利润为公有企业生产的直接目的来推动公有企业制度改革[J]经济评论,１９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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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条件的差别影响等,为谋生,一些人被迫将自身劳动力当商品出卖.在资

本主义剥削社会,特别是原始资本积累时期,劳动力出卖者人身被迫依附于雇

主,被其左右命运,甚至成为奴工,被随意延长劳动时间,人格上不平等,既受

剥削又受压迫.当然,也应注意到,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经济的发展和人类文

明进步,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主也在对其从业员工实行以人为本的

开明管理,培育员工“家族成员”归属感而忠实尽力尽责,共负时艰.拭目静观

资本主义企业管理这种微妙演变对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意义吧.

　　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生存条件差别,同样会有一些劳力为其他利益

主体打工被雇.但在匡扶正义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法律

保护人身自由权,主雇双方人格平等,被雇者有自己独立的民主政治权利和劳

动收入权利,劳动者对私营雇主没有人身依附关系,剥削是存在的,但不受人

身压迫,近年出现的山西黑砖窑奴工是另一回事.至于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

打工,双方是平等的利益主体,打工者所取得的劳务费是一种等值劳动交换报

酬,不存在所谓剥削.至于现实中有的投资者受一些相关单位欺骗,利益受

损,那是另一回事,可依法秉公处理.

　　所谓主人自我劳动制,其显著特点就是不雇工,很少甚至无外购劳务(基
于生产社会化发展,有关独立劳务经济实体如装卸公司等一类企业提供的等

值劳务交换服务是另一回事).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大量家族企业(如家庭农场

和家庭作坊),家族成员分工自己干,就不存在剥削,就是说,不雇工就没有剥

削,我们过去的舆论宣传很少讲这种小生产私有制生产方式情况,当然,这种

情况在资本主义国家是非主流,但在西欧瑞士、奥地利等不少国家这种经济却

是主流.我国的公有制企业,实际看,也是一个放大的家族企业.因为自新中

国建立以来,执政党一贯确认公有制企业职工不是劳动力商品,是企业主人,
后来还在«企业法»明确规定“国家保障职工的主人翁地位”.① 由此悟到,不
管社会制度如何,企业经济性质如何,实行雇佣劳动制,劳动力成为商品就存

在剥削;主人自我劳动,不雇工就无剥削.现在看来,改革之初,我们曾经纠缠

过“姓资姓社”争论真是多余,如今总算可领悟到当年邓小平针对此讲的“要务

实”、“不争论”的远见卓识和至明道理了.遗憾的是,我们确认职工是企业主

人,改革中却又不能确立“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全体劳动者为努力创造公

有剩余价值而承担企业盈亏风险责任的利益主体,从而成为实行职工民主协

商自治管理的经济实体.

　　第五,在一个商品经济实体中,由于利益主体所得与受雇或受聘从业成员

所得相对立,因此,还领悟到无论社会制度如何,以劳资斗争为表现的主雇关

系都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斗争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时期和不同的企业管理

① 附议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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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下,表现的方式和程度不同而已.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积累时期,主雇关系

一般地表现为尖锐的劳资对立关系.随着科学技术进步,现代资本主义国家

也逐步注重社会和谐,采取一些较开明的利益调节措施缓和劳资关系.就我

国现时看,党中央突破极左时期的阶级斗争意识,适应国家稳定发展要求和民

众过安宁小康生活愿望,提倡建立和谐社会,是个英明之举.但劳资斗争及各

种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冲突依然客观存在,树立忧患意识,防微杜渐,就必须

正视这些让老百姓揪心的矛盾.少数民(私)营企业里不同程度盘剥打工仔的

劳资斗争大家比较熟悉,也眼见为实,有相关劳动法规制约,还不是时下矛盾

的主流.现实中的公有制企业与社会层面存在以下一些情况:

　　一是作为拥有相对独立物质利益的国有企业与出资所有者国家之间表现

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消极斗争,换个说法,叫做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利益

“博弈”.

　　二是近几年初露矛头的少数官本位权贵对巨额公有剩余价值的占有分配

引发的尖锐干群斗争.

　　三是少数官商权贵结合,借“改革”名义低价强卖强买企业,掠夺职工生存

之本———工厂土地;一些地方借“发展经济”名义(有的实为搞房地产)用“以租

代征”手法非法掠夺农民土地,又不给合理补偿和妥善安置,而地方法治机关

畏于权势抛弃正义①,不依法保护农民生存权益,反而以所谓“诬告、损害领导

名誉”罪追捕上网举报者.还有侵占巨额社保等公共资金,疯狂 “收购”国企,
掠夺国有资产;给一些破败企业以权包装上市,形成股市泡沫,吞噬老百姓血

汗.

　　其他社会层面方面,诸如官员渎职,造成种种严重责任事故;违法违纪行

政酿成种种惨案;迫害、恐吓、追杀出于正义揭露腐败、造假的记者、职工;买官

卖官;官员与黑恶势力勾结垄断、统霸某种商品市场等.

　　上述情况可能有的是个案,但十分激起民愤,若泛滥开来,影响执政者形

象,有损人民政权稳固.

四、从现实再认识马克思的消费学说

　　１关于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有段名言:“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

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而且还特别指出了“消费创造出新的生

产的需要”、“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②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３０年,理论界都

①
②

附议４.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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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宣讲马克思的这段名言,由于实践中只重产值指标政绩,往往为生产而生

产,忽略产品消费实现,形成“工业报喜,商业报忧,财政虚收”状态(“文革”结
束后,曾有报道说,光机电产品就积压４００多亿元).又由于实行高积累、低消

费政策而抑制消费,结果反过来又抑制社会生产发展,形成一段长时期的短缺

经济.从事过生产经营的人都知道,产品从生产到消费实现是个完整的再生

产链条,是产品的“最后完成.”因为满足人的消费需要,是生产的目的,只有产

品消费实现,才能实现产品价值及剩余价值,才不致招致财政虚收,才能使耗

费得到补偿而进行下一个再生产循环,才能提高劳动者收入分配而提高购买

力,才能有剩余价值积累以扩大再生产,而不断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试想,
国家及居民无消费能力,再先进优良的产品堆在仓库里,能对促进社会生产力

发展、劳动者智力发展和居民生活改善起丝毫作用吗? 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

终于明确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

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

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

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是中共执政６０年来在指导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

重大思想理论醒悟,是执政为民的切实务实决策.

　　２关于消费能力与生产力发展和个人才能发展的关系

　　马克思说:“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生产费用的最

低限度和降低到最低限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可见,绝不是禁

欲,而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的能力,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

的资料.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

种个人才能的发展,一种生产力的发展.”①笔者理解马克思这段论述有以下

三层意义:

　　第一层意义:“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在于,如前所述,所谓节约“就
是劳动者对过去劳动创造的一部分物质产品不(或延期)消费,或合理使用、回
收再用,省下用于社会再生产以创造更多物质产品的行为.”②“省下”的物质

产品所需的生产时间正是节约的劳动时间,这在实际上提高了劳动效率,因此

“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等于创造了社会财富.所以在一些企业设“材
料节约奖”就可以理解了.

　　第二层意义:这种节约是对生产消耗的节约,也即是为“发展生产力,发展

生产的能力”需要的节约,“绝不是禁欲”,即抑人们生活消费需求.实际上,生
产上的节约起到了劳动效率提高、资本节约分流得以扩大生产、创新生产、创
新消费的作用,同时起到了“发展消费的能力”和“发展消费的资料”的双重作

①
②

马克恩恩格斯全集[M]第４６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２２５~２２６
曾志立评商品社会下的利息观[J]铜陵学院学报,２００５(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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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第三层意义:具备消费能力是实现消费的条件和前提,而且还显示出“这
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一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要关注消费能力的

提高,使个人才能发展有充裕经济基础,最明显的如教育消费实力充裕者,能
受到高层次、深层次教育,培养出较强的创造才能,这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
为提高相关消费能力,中共十七大报告作出了“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加大财

政对教育投入”的承诺,而且在逐步落实.

　　３重视商品流通,促进消费实现

　　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学说,揭示了消费实现对社会生产力

发展的重大意义,但商品消费实现必须通过流通,这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重要

环节.计划统制经济时期实行统分统配,国家控制的主要工农产品流通有个

基础.如今市场经济,政府更应根据不同地区自然特点和社会需求为农民提

供种植养殖产销信息服务,特别应多关心农民的产销衔接.据媒体报道,甘肃

定西年年都发生大量土豆囤积不能脱手而使产农心焦,定西土豆优良,０．８０
元１公斤,在当地难脱手,华东沪宁地区零售一般３~４元１公斤,是物流不畅

所致.安徽岳西山区水田低温,种水稻收入低,政府引导农民改种茭白直销武

汉,许多农家脱贫了,可见,搞活产销是引导农民致富的重要一环.一些地方

借鉴日本“公司十农户”的做法不错,但应对农产品合理定质定价,不让农民吃

亏.我国农村过去就有的“贸易货栈”有改良前景,关键是要有热心农村事业

发展的人领头,还应大力发展偏僻农村地区交通,促进物流.现在农业税、特
产税、牧业税都免了,各种针对农民的乱滥收费也已得到有效根治,再把农产

品流通搞活,农民脱贫致富,农村稳定,农业发展大有希望.

　　[附议１]在此有必要指出,经济学教科书传统观念认为“资本是带来剩余

价值的价值”.这个认识若是建立在以“资本是劳动者以节约劳动形式形成的

一种主要以货币价值形式为表现的过去剩余劳动积累”的本质认识基础上而

简略表述,尚可.有了后者这个认识前提,就使这个“剩余价值”是资本如何带

来怎样带来明朗化.须知,在现实中,带来剩余价值的不只是货币资本一个单

一要素,而是多个生产要素综合作用之结果,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识,则
可归纳为是对过去剩余劳动积累所付出的节约劳动和现实投入的活劳动综合

作用之结果.

　　[附议２]国企吃国家“大锅饭”不光我们有,通观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也存在,可以说,几乎这是所有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国企的一个共同致命弱点,
从现实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企也因此而搞的不怎么美妙.这在于,国企

的兴办,一般都是出于国家掌权者政治战略目标的宏观需要,其显著特点是轻

经济核标,不惜血本,如此到和平时期,国家财政难以长期支撑,则成为累赘,
所以,到２０世纪后半期,一些国家不断用私有化甩包袱,必须保留的国企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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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特殊资源政策支持其垄断经营,以保障其生存.

　　[附议３]有的企业当权者出于某种目的要完成一项重大生产任务的时

候,很善于用“民主”手段层层动员职工发挥“主人翁”战斗精神大干,但到年终

分奖时,却置民主于不顾,搞暗箱操作,“主人翁”们情感受到愚弄,员工群体追

问讨说法,被以“闹事破坏生产”相威胁,这种德行的“父母官”怎能有振兴企业

的凝聚力?

　　[附议４]现实中,关键是搞好法治人事改革,如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高扬

同志所说的:“法律只有掌握在富有正义感的法官手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

原则才能清晰可见,公平正义才能人人共享,罪恶才能得以停步,法律才能成

为事实公正的度量衡.”(据«人民日报»２００８１３０报道,转自«文摘周刊»２００８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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