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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逻辑思路是:首先要准确把握马克

思劳动价值论的本义,然后要清醒认识时代发展给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提出的挑

战,在此基础上顺序做好以下工作:正确界定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的范畴,合理

扩大商品范畴的外延,正确认识非劳动产品商品的价值,正确掌握价值量变化

的规律,科学解释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合理性.

　　关键词　发展　马克思　劳动价值论　逻辑思路

　　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围绕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取
得了许多富有创见性的成果,但已有成果视角、观点各异.本文从研究思路的

角度参与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问题的讨论,试图对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的逻辑思路做一个初步的梳理.

一、准确把握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本义

　　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逻辑起点是准确把握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本

义.只有准确把握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本义,才能运用还其本来面目的真正

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思考当今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才能真正认识马克思劳

动价值论的科学性,才能找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需要继承之处和需要发展

之处.

　　近年来,理论界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过时甚至全盘否定马克思

劳动价值论,他们产生这样的观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曲解了马克思劳动

价值论的本义.其曲解马克思原创的劳动价值论的错误观点主要有六个方

面[１]:一是认为创造价值的劳动是指体力劳动,因而在知识和信息等经济要素

日显重要的条件下,劳动价值论过时了;二是认为劳动价值论产生于小生产时

代,因而在当今新科技革命时代中劳动价值论已不适用;三是认为劳动价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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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承认有形或无形的生产要素对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的重要作用;四是认为

劳动价值论仅适用于实物交换的场合和一国内部的交换;五是认为物化劳动

或劳动的土地生产力创造价值,合乎劳动价值论的核心论点和方法;六是认为

创造价值的劳动不包括科技劳动和企业管理劳动.针对这六个方面的错误观

点,程恩富教授逐一进行了有力驳斥,针对第一个错误观点他指出:在马克思

看来,劳动是劳动力的支出,本来就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而且,脑力劳动

即智力劳动或知识劳动在个人和社会中所占的比重会日趋增大.针对第二个

错误观点他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如马克思所预料的,创造价值的劳动越来越

依赖于智力劳动.众所周知,马克思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产生于近代第一次科

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时代,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理论产物.随着科技革命的不断

进行,劳动价值论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但其基本论点和视角依然是适用

的.针对第三个错误观点他指出:劳动价值论一直强调,土地、资本、知识、信
息之类的生产要素是商品使用价值的直接构成要素,并且是活劳动创造商品

新价值的重要经济条件,主张活劳动创造价值并不否定不同生产要素在经济

活动中的各自作用.针对第四个错误观点他指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既可

以解释实物交换和一国内部的交换,也可以解释服务等非实物的生产和交换,
解释全球范围内的商品交换.因为其商品两因素、劳动二重性、价值创造和价

值交换等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完全可以扩展至服务交换和世界范围.我们

不必自我束缚,受当时分析范围和分析对象的限制,再形成一个片面的思维定

式.针对第五个错误观点他指出:主张物化劳动也创造价值,只是生产资料创

造价值的同义语;主张非劳动的生产要素,或者说劳动的土地生产力和资本生

产力也创造价值,不过是用马克思的语言来表达１９世纪西方庸俗经济学的

“生产要素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应当不断发展,但不能否定活劳动创造商品

价值这一核心论点.针对第六个错误观点他指出:在马克思的原创学说中,不
仅科技劳动明白无误地算作创造价值,而且视其科技含量的大小而算作程度

不同的复杂劳动;不仅生产物质商品的企业高级职员和经理创造价值,而且这

类企业的资本家若担任经理即直接从事经营管理,除了具有剥削的一面,其经

营管理的活动也创造一部分价值.只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没有确认马

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这一科学原意.

　　那些曲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学者都没有准确把握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

本意.要准确把握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本意,首先要熟悉马克思创立劳动价

值论的目的,其次要熟悉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方法.马克思创立劳动价

值论的目的是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奠定理论基石,为达此目的,马
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时采取了科学抽象法,即采取了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

法.基于这种方法,马克思将商品抽象为物质生产领域生产的用于交换的物

品,将价值抽象为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有关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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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价值实体、价值量、价值形式、价值规律等一系列科学论断.然后,马克

思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创立了剩余价值论,科学、客观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

会的生产关系.

二、清醒认识时代发展给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提出的挑战

　　任何科学在任何时期都不能穷尽对相关领域的真理的认识,随着事物的

发展变化,会不断产生新情况和新问题,对新情况需要进行新的认识,对新问

题需要进行新的探索,这就是科学为什么要不断发展的根源.马克思的劳动

价值论也是如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科学揭示了当时特定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条件下的有关劳动价值的客观规律,但是,在人类社会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

展变化以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革的今天,在有关劳动价值领

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不能直接对这些新情

况和新问题全部做出解释,亦即时代发展给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挑战.
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应当承担起迎接时代发展给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提出

的挑战的历史使命,那就是要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加以发展.而要发展马

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必须在准确把握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本义的基础上,清
醒认识时代发展给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提出了哪些挑战.在这点上,本文结合

理论界已有的合理的观点,将时代发展给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提出的挑战归纳

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分析层面局限于物质生产领域,这一研究范围

在当今世界遇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精神劳动和服务劳动在社会总劳

动中所占的比重日渐增大,非物质生产部门在社会总部门中所占的比重日渐

增大,智力劳动在个人劳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也日渐增大,在一些发达国

家,物质生产所占的比重已不到一半等情况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

不及时拓展劳动价值论的研究范围,把马克思当时没有重点分析的非物质生

产领域纳入进来探讨,那么,劳动价值论将会因此得不到发展而变得苍白无

力[２].

　　第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将研究的商品的范围限定为物质生产领域生产

的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这种做法遇到当今社会大量非物质产品,包括精神产

品、科技产品、其他第三产业的无形产品成为商品,以及大量非劳动产品(如自

然资源)成为商品,而且这些商品产值所占比重大大超过物质生产领域生产的

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所占比重等现实的挑战.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物质生

产领域生产的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所代表的社会财富在社会总财富中所占比

重最大,它被马克思认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３],因而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将商品范围限定为物质生产领域生产的用于交换的劳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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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是合理的,研究该范围内的商品的价值决定问题足以说明问题的本质.但

是,当今社会大量进入交换领域的非物质产品以及大量非劳动产品所代表的

社会财富所占比重大大超过物质生产领域生产的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所代表

的社会财富所占比重的情况下,物质生产领域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决定已不能

说明进入交换领域的社会总财富的价值的决定.

　　第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关于价值量变化的论断遇到当今社会劳动者

工作日趋于缩短而创造的社会财富不断扩大的现实的挑战.马克思劳动价值

论中关于价值量变化的基本论断是:“商品的价值量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

量成正比地变动,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地变动.”[４]根据这一论断,社会

总价值量从而社会总财富只随社会投入总劳动量的变化而变化(成正比),而
社会投入总劳动量的变化取决于每个劳动者工作日的平均长度和劳动者人

数,在劳动者人数不变的条件下,社会投入总劳动量从而社会总价值量与每个

劳动者工作日的平均长度成正比,在每个劳动者工作日的平均长度不变的条

件下,社会投入总劳动量从而社会总价值量与劳动者人数成正比.据此推论,
在当今社会劳动者工作日趋于缩短的情况下,平均每个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

量是趋于缩小的,通过价值反映的社会财富也应该是趋于缩小的.然而实际

情况却是人均财富和社会总财富在劳动者工作日趋于缩短的情况下都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增长.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显然不能解释当今社会财富快速增长的

原因.

　　第四,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遇到了社会主

义社会要消灭剥削的本质要求与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矛盾.运用马克思劳动

价值论来思考分配问题会得出以下判断:一个社会能够拿来分配的价值只能

是新增价值,新增价值都是活劳动创造的,生产要素参与新增价值的分配就是

对活劳动的剥削.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是实行按劳分配与

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这就与社会主义社会要消灭剥削的本质

要求产生了矛盾.

　　在认清时代发展给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提出的挑战的基础上,必须迎接挑

战,在迎接挑战中寻求发展出路.

三、正确界定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的范畴

　　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是“生产劳动”,商品的新增价值是由生产

劳动创造的,界定好了“生产劳动”,也就界定好了新增价值的源泉.所以从理

论上界定新时期的生产劳动范畴是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首要任务.

　　马克思在研究生产劳动时,从两个角度界定了两对概念.一是从是否生

产出物质产品的角度将劳动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一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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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不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前一种劳动称为物质生产劳动,后一种劳动称为非

物质生产劳动.二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角度界定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

动,认为只有与资本相联系、能够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

动,否则是非生产劳动.马克思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的界定无疑是科学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当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

对于马克思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而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

产关系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有本质上的差别,加上对生产关

系具有决定作用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带来了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与换代,尤
其是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各行各业的广泛运用,改变

了生产劳动方式.在这些情况下,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界定已不能反映现阶

段生产关系的新特征.因而有必要对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加以发展.

　　首先,必须把“生产劳动”和“物质生产劳动”区分开来.我国理论界在过

去很长一段时间把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等同于物质生产劳动,这种界定既不符

合马克思的原意,又撇开了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这样的所谓“生产劳动”
可以套用于所有的社会形态,从而失去了界定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意义.马

克思在界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时,不是从劳动成果的物质规定性来界

定,而是从劳动过程能否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来界定.说明马克思

已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与物质生产劳动明确区分开来了.我们在界定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时,也应当使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也能体

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从而也将社会主义“生产劳动”与“物质生产劳

动”区分开来,将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范畴在“物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加以

扩大.

　　其次,必须使“生产劳动”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相吻合.资本主义的

生产目的是榨取剩余价值,马克思在界定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时,把只有为资本

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者才算作生产劳动者,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与资

本主义的“生产目的”相吻合.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也必须与社会

主义的“生产目的”相吻合,这样才能使前后两个“生产”一致起来.就是说,进
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生产目

的”只能通过社会主义“生产劳动”来达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里有两种需要,一种是物质

生活需要,一种是文化生活需要,物质生活需要只能由物质生产劳动来满足,
文化生活需要只能由精神生产劳动来满足.所以,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来

考察可以发现,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必须包括物质生产劳动和精神生产劳动两

个部分.[５]

　　第三,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还应将生产劳动区分为商品型生

产劳动和产品型生产劳动,商品型生产劳动是指生产的产品用于市场交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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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１辑 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逻辑思路 １０９　　

生产劳动;产品型生产劳动是指生产的产品用于生产者自己直接消费的生产

劳动,如农民生产的用于自己消费的粮食、蔬菜、水果,书画家为自己创作的挂

在自己家里的字画作品等的劳动,在我国一些落后地区,产品的市场化程度还

不高,产品型生产劳动所占比重还非常大.商品型生产劳动的成果的大小因

涉及交换比例关系的确定必须用价值量进行衡量,产品型生产劳动的成果的

大小因不涉及交换比例关系的确定而不必用价值量进行衡量,但为了统计社

会总的生产劳动的成果的总量,也可以用价值量进行衡量.

　　根据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将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定义如下:社会主义生

产劳动就是能直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劳动,包
括工业、农业、建筑业中工人、农民及管理者的劳动;商业部门中的包装、保管

劳动;运输部门的货运劳动;教育部门教员的劳动;科学家、文学家、各种理论

工作者、各种艺术工作者的劳动;旅游、医疗卫生、美容美发、与生活或生产有

关的修理服务等部门劳动.

四、合理扩大商品范畴的外延

　　在界定了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扩大了生产劳动范畴之后,发展马克思劳

动价值论的逻辑思维进程就进入作为生产劳动成果的商品的范畴的界定.马

克思劳动价值论中考察的商品属于物质产品(马克思说:“商品首先是一个外

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６]),考察的价值是

凝结在物质产品中的价值,考察的价值创造也就是物质产品生产部门(马克思

区分为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包含三次产业中的第一、第二产业)的价值创造,
而将非物质生产部门(第三产业)获得的价值归结为价值让渡和再分配.这在

马克思生活时代,第三产业不发达且所占比重不大的情况下做这样的处理有

一定合理性.但是在当今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不断提高,我国第三产业所占比

重已超过４０％,一些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已超过第一、第二产业总和

的情况下,再不承认第三产业的价值创造,已无法解释现代社会价值的来源,
也会使我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政策失去理论依据.

　　承认了第三产业的价值创造,就需要从理论上将第三产业的成果纳入商

品的范畴,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商品区分为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也可以在将

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区分物质生产劳动和精神生产劳动的基础上,将商品区

分为物质商品和精神商品.只有这样,“商品”概念才能代表现代市场经济条

件下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

　　工业、农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部门生产的商品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属
于有形商品,商业部门中的包装、保管和运输部门的货运劳动生产的商品是一

部分有可能被损坏而因为商业部门的包装、保管和运输部门的及时运输而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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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有被损坏的产品,这部分产品如果失去了包装、保管和运输劳动,其使用价值

就会消失,从而其价值也就不能实现,所以这部分产品应当算作包装、保管和

运输劳动生产的商品.教师、科学家、文学家、各种理论工作者、各种艺术工作

者生产的商品属于无形商品或精神商品.旅游、医疗卫生、美容美发、与生活

或生产有关的修理服务等部门生产的商品属于无形商品.

　　以上分析对作为劳动产品商品的范畴进行了合理扩大,然而在现实生活

中,有各种各样的非劳动产品进入交换领域成了事实上的商品,如农贸市场的

野生动植物、旅游市场的自然风光、矿产开发市场的各类矿产资源等,这些“产
品”是自然生成的,我们将他们认定为非劳动产品.虽然要将它们作为商品出

卖需要付出采摘、开采、开发等劳动,但这些劳动在这些“产品”形成中的作用

相对于“自然生成”所起的作用小得可以忽略不计.大量非劳动产品成为商品

的事实,使我们不得不将商品范畴的外延进一步扩大,将对人们有用的用于交

换的非劳动产品纳入商品的范畴.

五、正确认识非劳动产品(自然物质)商品的价值

　　在对商品范畴的外延进行扩大后,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逻辑思维进

程就进入对范畴的外延扩大了的商品的价值决定问题的探讨.马克思的劳动

价值论除了能解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定的商品(前文所指的物质商品)的
价值决定问题,也能解释本文所提到的精神商品或无形商品的价值决定问题.
但是,非劳动产品商品有无价值? 如果有价值,其价值是如何决定的? 如果没

有价值,它们在市场上的交换比例关系即交换价值是如何决定的? 这些问题

需要进一步探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就意

味着进入交换领域的商品都是劳动产品.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大量非劳动产

品商品的存在,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这里遇到了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按
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非劳动产品没有价值,没有价值就不能成为商品,因
为商品必须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可见,大量非劳动产品成为商品的

事实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必须对“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和“商品具有使

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两个判断的一个做出修改,要么改变劳动是价值的唯一

源泉的判断,要么认为商品可以只具有使用价值一个因素.比较可行的办法

是改变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判断,承认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具有价值,
否则,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的判断又会遇到

矛盾:如果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不具有价值,那么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在

交换中事实上获得的巨大的交换价值又是什么的表现形式呢?

　　不承认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具有价值,除了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

理论上产生上述矛盾,还会在实践上使我国的资源有偿使用政策缺乏理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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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１辑 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逻辑思路 １１１　　

据,会促使人们不加约束地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阻碍社会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

　　但是,如果承认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具有价值,又使价值概念背离马克

思劳动价值论关于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的本质规定.

　　要解决上述矛盾,有必要回顾马克思提出价值概念的逻辑进程.马克思

的价值概念是在探求交换价值必然性问题时提出的.马克思说:“交换价值首

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不

管二者的交换比例怎样,总是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一定量的小麦等于若干

量的铁,如１夸脱小麦＝a英担铁.这个等式说明什么呢? 它说明在两种物

里面,即１夸脱小麦和a英担铁里面,有一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７]这个共同

的东西就是抽象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
就是价值———商品价值.”[８]马克思就这样在«资本论»中首次提出了价值概

念.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的价值概念首先是作为确定商品交换比例的衡

量工具的.下面我们沿着马克思的逻辑思路思考一下非劳动产品商品之间及

其与其他劳动产品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是如何确定的.不难发现,非劳动产

品的交易双方必然要通过寻求某种参照物来确定交换比例,这种参照物仍然

只能是抽象人类劳动,但这里的抽象人类劳动不是现实的,而是观念的,即通

过假定人类活劳动生产与进入交换领域的非劳动产品等量的相同的使用价值

所需消耗的一般人类劳动来确定非劳动产品商品的交换比例.在认识到这一

点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承认非劳动产品具有价值———观念价值.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判断:一切商品,不管是劳动产品商品

还是非劳动产品商品都具有价值;劳动产品商品的价值是现实的价值,非劳动

产品商品的价值是观念的价值;劳动产品商品价值的认定回答的是价值创造

问题,非劳动产品商品的价值的认定回答的是价值发现问题;特定时期社会总

商品的价值可区分为活劳动创造的新增价值、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的价值、
物化劳动的价值三部分;劳动不是全社会所有商品的价值的源泉,而只是一个

社会劳动产品商品的新增价值的唯一源泉,所谓“劳动创造价值”本来就只应

该回答新增加价值的来源问题,这里的“创造”历来只与“新”相联系,“创造”过
程必然带来“新”的结果;一般人类劳动始终是衡量一切商品价值大小的依据.

六、正确掌握价值量变化的规律

　　在从静态角度探讨了价值决定问题后,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逻辑思

维进程就进入从动态角度探讨价值量变化的规律.探讨价值量变化的规律在

当前的任务是要运用劳动价值论对当今社会劳动者工作日趋于缩短而创造的

社会财富不断扩大的现实做出合理解释,为此,必须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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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于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地变动的论断做出改进.商品的价值量

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这一论断必须在劳动的质和量与劳动生产力互不影响的

假定条件下才能成立.即劳动生产力的改变(通常都是提高)不是由劳动的质

和量的改变引起的,而是由某种外力的作用引起的,而劳动生产力的改变(通
常都是提高)也不改变劳动的质和量,只改变相同劳动的产出量(通常是增

加),这就使同质同量的劳动创造的同量价值在劳动生产力改变(提高)之前凝

结在较少的商品中,使单位商品的价值量较高,在劳动生产力改变(提高)之后

凝结在较多的商品中,使单位商品的价值量降低.然而这种假定在现实中是

不成立的,现实中的实际情况是:大凡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是复杂程度很高的高

质量的科技劳动创造的科技创新成果的运用引起的,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我
们没有也无法找到任何一个不依托科技进步而提高了劳动生产力的例子,科
技劳动创造的科技创新成果的运用在提高了劳动生产力的同时,其巨大的价

值必然要逐渐转移到劳动生产力提高之后生产的产品中去;另一方面,生产某

种商品的劳动的质量在劳动生产力提高之后必然会发生变化,此时,劳动者必

须掌握相应的科学技术才能胜任相应的劳动,劳动的复杂程度和质量必然相

应提高,根据一定量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一定量的复杂劳动创造的

价值等于多量简单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原理可知,在劳动生产力提高之后等量

时间的劳动创造的价值比劳动生产力提高之前大大增加了.因而劳动生产力

提高后,不是较多的产品凝结了不变的价值,而是较多的产品凝结了较多的价

值.以上分析说明,商品价值量变化的规律是:单位商品价值量的变化取决于

劳动生产力提高后价值总量的变化速度与商品数量变化速度的对比,提高、不
变、下降三种情况都可能存在,而商品价值总量的变化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
对商品价值量变化规律的这种认识,既合理解释了当今社会劳动者工作日趋

于缩短而创造的社会财富不断扩大的现实,又佐证了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

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

七、科学解释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合理性

　　在从动态角度探讨了价值量变化的规律后,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逻

辑思维进程就进入价值分配的探讨,就我国当前来说,面临解释生产要素参与

分配的合理性的任务.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按劳分配为主

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而一个社会能

够拿来分配的对象只应是劳动创造的新增价值,我们已经认定劳动是新增价

值的唯一源泉,那么生产要素所有者参与分配的合理性是什么? 本文认为,生
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合理性在于:生产要素是劳动创造价值的物质条件,也是前

提条件,是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吸收器或物质载体,离开了生产要素,劳动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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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活动就无从产生,劳动也就无法创造价值.这里的逻辑是:生产要素所有

者通过提供生产要素创造劳动条件,使劳动得以产生,然后劳动创造价值.既

然如此,劳动者就不能独占劳动创造的价值,而要将其中一部分让渡给生产要

素所有者,作为生产要素所有者创造劳动条件的报酬,也是生产要素所有权在

经济上的实现,也可以看成是劳动者用劳动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向生产要素

所有者购买劳动条件.生产要素所有者有权要求有偿创造劳动条件,劳动者

不能要求生产要素所有者无偿创造劳动条件.也只有让生产要素参与分配,
生产要素所有者才有积极性组织更多的生产要素创造更多的劳动条件,从而

动员更多的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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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IdeasofDevelopingMarx’sLaborTheoryofValue

YangXiaoyong

　　Abstract　thelogicideaofdevelopingMarx’slabortheoryofvalueis:

firstly,correctlymasterthetruemeaningofMarx’slabortheoryofvalue
andclearlyrealizethechallengesagainst Marx’slabortheoryofvalue
broughtbydevelopmentoftimes;onthebasisofthese,thispaperpoints
outthatit’snecessarytocorrectlyconfirmthecategoryofproductivelabor
creatingvalue,andreasonablyexpandtheepaxialofthecategoryofcomＧ
modityandlearnthevalueofnonlaborproduct,soastomasterthelawof
changesofquantityofvalueandscientificallyexplainthereasonabilityof
productivefatorsparticipatingin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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