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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征的经济思想与主要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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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８－１０

　　作者简介:李建建(１９５４－),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征,男,１９２８年４月生,江苏泰县(今姜堰市)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

生导师.１９４９年５月毕业于无锡中国文学院.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党校和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教员、福建师范大学政教系副主任、主任、福建师范大学校

长;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委员;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工作专家;中
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顾问、全国高师«资本论»研究会会长;«经济学家»、
«当代经济研究»学术委员;福建省社科联副主席、顾问.

　　作为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科的创始人和学术带头人,陈征教授以经世济

民为己任,拓荒于原野,笔耕不辍;执著于“马经”,焚膏继晷.在６０年的学术

生涯中,他为经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身体力行,殚精竭虑,培养了一支政治

强、业务精、质量高、老中青相结合的教学科研梯队,并以自身的人格力量和学

术精神感召着引导着这支团队不断奋进.在他的带领下,福建师范大学经济

学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得以长足发展.该学科于１９７９年开始招收、培养硕

士研究生,１９８５年获得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授权点;１９９０年国务院学位办批

准陈征教授为博士生导师;１９９３年福建师范大学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授

予权.至此,该学科已打下良好的研究基础,进入发展的快车道.１９９５年政

治经济学被评为省“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学科,２００５年再次被评为省重点建设

学科;１９９８年获批设立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１９９９年获批设立理论

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２００５年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申报成功;

２００８年获批设立国家经济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目前,福建师大经济

学院已形成从学士到硕士、博士及博士后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以及理论经济

学、应用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融合的完整的学科体系.这些成就的取得,
使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科跻身全国高师院校同行前列,成为同时期全国高师

院校经济学研究的翘楚.

　　多年来,陈征教授在高校教学科研这片沃土上辛勤耕耘,硕果累累,桃李

芬芳.已出版专著、教材３０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学术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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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表论文２００余篇.培养博士生４０余名、硕士生８０余名,其中已有４人任

副省级、３０余人任厅局级领导,１人任驻外大使;４０余人评为教授、副教授,近

２０人任博导.党和人民给予他充分的肯定:１９８５年评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

者,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８６年两次评为福建省劳动模范;

１９８７年和１９９２年先后评为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和首批优秀专家;１９９１年获国

务院特殊津贴;１９９５年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２０００年获福建

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先进工作者称号;２００４年被福建省委省政府评

为杰出人民教师.

　　多年来,他的大量学术成果得到学术界的充分肯定,先后获国家级奖和省

级一等奖共１６项(包括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和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４
项)以及主编国家级重点教材等多部;有的论文发表后被国外杂志译载.

一、«资本论»的研究者与传播者及实际运用者与创新者

　　(一)«‹资本论›解说»是我国系统解说«资本论»全三卷的第一部著作,是
福建师大经济学科建设发展的奠基之作,也是陈征教授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的扛鼎之作

　　陈征教授是当代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著名经济学家,尤其以研

究«资本论»而著称.自１９４９年开始从事«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

究,至今已有６０年.１９７８~１９８２年间,陈征教授集自己３０年的教学与科研

心得,写作出版了１４４万字的«‹资本论›解说»(初版五卷本,福建人民出版社

于１９７７~１９８２年陆续出版).这是陈征教授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里程碑

式的代表作.此后,他将«资本论»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拓展创新的新阶段.具

体地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对«资本论»进行横向研究;第二阶

段是对«资本论»进行纵向探索;第三阶段是着重运用«资本论»研究我国社会

主义经济中的实际问题,研究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资本论»是一部博大精深、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经典巨著.是马克思“整
个一生科学研究的成果”,它凝聚着马克思的全部心血和智慧,是他献给全世

界无产阶级的一部最重要的科学文献.要读懂、读通«资本论»并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国内学者曾出版过解释«资本论»的专著,但大

都只解释了«资本论»第一卷,或者是复述«资本论»的部分内容,尚未有系统解

释«资本论»全三卷的著作.恩格斯曾经希望,“如果出一套用通俗的语言解说

«资本论»内容的小册子,那倒是很好的事情.”恩格斯的这个愿望在中国由陈

征教授首先实现了.陈征教授以宏大的解说形式实现了«资本论»的通俗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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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资本论›解说»是我国系统解说«资本论»全三卷的第一部著作;是福建

师大经济学科建设发展的奠基之作;是凝聚了陈征教授３０年心血的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研究的扛鼎之作.

　　«‹资本论›解说»对«资本论»基本原理作出系统、准确、通俗的阐述.它以

文本解构的方式,按照原著章节,阐释其中心思想、主要内容,指明各章、节、段
之间的逻辑联系,联系实际回答有关疑难问题.材料丰富、条目清楚、逻辑严

密、重点突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使读者能一目了然地抓住主要内容,掌握

其立场、观点、方法,并结合经济学说史来阐述马克思在经济理论上的创新,成
为读懂«资本论»很好的入门书.陈征教授认为:“研究«资本论»有‘读懂’和
‘读通’这两个境界”.«‹资本论›解说»的出版,帮助读者“读懂”«资本论»,只
是第一步.为了达到“读通”的境界,继«‹资本论›解说»之后,陈征教授又开始

了对«资本论»基本原理的历史式纵向探索,努力让读者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中一系列原理在历史上的地位.他根据«资本论»有关原理,研究马克思以

前的学者提出了哪些问题,解决了哪些,还有哪些尚未解决,马克思在«资本

论»中又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怎样实现了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伟大革命,以
及«资本论»出版后的一百余年来,学术界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哪些争论,这些

基本原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又有什么指导意义.为此,既要深入研究经济

思想史和当代西方经济思潮,也要掌握国内和国外学者研究资本论的状况以

及争论的主要焦点问题.经过几年的探索,他主编或合著的一批研究成果陆

续出版,除了前文中提到的之外主要有«‹资本论›创作史研究»、对«‹资本论›
有关理论问题争论的看法»,«评介国外部分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资本

论›一、二、三卷研究»、«‹资本论›引读»、«简明‹资本论›词典»等.这些著作,
有高屋建瓴的宏观鸟瞰,有潜海寻珍的微观探索,取精用宏,新见迭出,闪烁着

科学的真知灼见,反映出作者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

　　«‹资本论›解说»的出版,不仅为广大读者准确、科学地理解«资本论»提供

了重要的辅导,而且对运用«资本论»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起着提示和引导作用.«‹资本论›解说»问世后的影响可从它的再版重印中得

到佐证,该书已修订三版,重印４次,印数达１４余万册,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

评,许多高校、党校、军事院校采用为教材,多次获国家级、省部级大奖.«‹资
本论›解说»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地解释«资本论»全三卷的著作,填补了研究

空白;对帮助读者学习和研究«资本论»起了重大作用,培养了一代经济学人,
今天许多有影响的中青年学者都曾通过读«‹资本论›解说»奠定了成功之路的

基石.在６０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不仅对«资本论»的教学和广泛传播不遗余

力,而且科学地、创造性地运用«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与创新,取得了丰硕成果,对«资本论»在中

国广泛传播、运用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陈征教授也以他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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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抵御了一个时期来自马克思主义研究界的不同声音.他反对两种对待

«资本论»的看法:一种是“过时论”,认为«资本论»仅仅是一部揭示剩余价值秘

密的著作,不适合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另一种是

“对号入座论”,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经济问题都可以在«资本论»中找

到现成的答案,排斥理论创新.针对“过时论”,陈征教授认为,«资本论»是马

克思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经验的总结,其中的一般

原理和规律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以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更需要运用«资本论»的基

本原理作指导.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后,陈征

教授陆续发表了«‹资本论›与市场经济»、«‹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
系列论文和«‹资本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一书,对如何运用«资本

论»的基本原理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正是在陈征

教授的引领之下,福建师大成为迄今为止在中国各大高校中,一直坚持开设

«资本论»解读课程、为数不多的高校之一.这也成为陈征教授及其经济学教

学科研团队的鲜明特色.

　　(二)基于劳动价值论的运用,陈征教授创造性地提出“现代科学劳动”范
畴,创建了现代科学劳动新理论体系,其专著«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运用和发

展»实现了劳动价值论的发展与创新

　　自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诞生后的一百多年来,围绕劳动价值论的激烈争

论就从未休止,其原因既有来自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偏见,也有来自于对«资本

论»理解的偏差.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全部

经济理论,包括«资本论»全书的理论体系,都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基础

之上的.一旦根基被动摇了,整个理论大厦就会倾覆.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

义者,陈征教授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经过潜心研究,依据劳动价值论的基

本原理对新的情况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和说明.他先后花费了１０多年的时间,
撰写了５０余篇有关论文,在此基础上,于２００５年出版专著«劳动和劳动价值

论的运用和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一书,此书是陈征教授在这一

领域辛勤耕耘的代表作,也是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创新之作.贯穿于该

书中一个重要基本内容,即系统地建立了现代科学劳动理论,并作为发展劳动

价值论的核心理论.这一新的理论体系主要涵盖了如下问题:当代劳动的新

特点、由科学劳动发展到现代科学劳动、现代科学劳动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现
代科学劳动与价值创造、现代科学劳动的具体表现形式、现代科学劳动的发展

趋势等.

　　«资本论»写作于１９世纪中期,当时还处在以蒸汽机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工

业化的初期阶段,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也属于早期阶段.随着现代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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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迅速发展,特别是２０世纪末信息化的高度发展,开始了一个新的信息时代,
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１９世纪中期马克思创建

科学劳动价值论时情况有很大不同.因此,劳动价值论必须在实际运用中有

新的发展.

　　１当代劳动的新特点

　　陈征教授指出,由于现代科技高度发展以及在生产、工作中的广泛应用,
由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使当代劳动呈现如下新特点:商品

价值创造由体力劳动为主逐步转变为以脑力劳动为主;科学劳动对生产和经

济生活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精神劳动生产的精神产品得到广泛的发展

和使用;管理劳动和服务劳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已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上

述现象构成现代科学劳动的现实经济条件.

　　２对科学劳动的阐发

　　马克思最早提出了“科学劳动”和“一般科学劳动”的概念,但对其具体内

涵并没有做出过直接而具体的表述.陈征教授敏锐地发现,研究社会主义条

件下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就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已提出,但长期被人们忽视

的“科学劳动”问题.他进一步指出,科学劳动是掌握科学技术的科学劳动者

所进行的劳动,是高级脑力劳动,是复杂劳动.科学劳动,既包括大量实践经

验的积累和总结,对科学的发现、发明、创造、发展和学习继承的劳动,也包括

由科学转化为技术、由技术到生产应用于实践过程的劳动.陈征教授对科学

劳动的阐发,为进一步创建现代科学劳动理论奠定了基础.

　　３创建现代科学劳动的新理论

　　陈征教授在研究一般“科学劳动”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现代科学劳

动”这一新范畴.他指出:在高科技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劳

动已发展为现代科学劳动,现代科学劳动是掌握了现代有关最新科学、多学科

的前沿理论和最新先进技术的劳动者进行的科学劳动,是高级或超高级的脑

力劳动,是高级或超高级的复杂劳动.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劳动者具有现

代科学劳动力,现代科学劳动力自身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现代科学劳动力

价值包括决定一般劳动力价值的三个要素,但为了掌握现代高科技,必须支付

较多的学习和研究费用.现代科学劳动比一般劳动能创造更多的价值,因为

他能将巨大自然力运用于生产过程,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因而提供了更多

的商品价值量和使用价值量,大大增加了社会物质财富,而且能办以往不能办

的事(如航天工程).陈征教授进一步指出,只要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所进行的

劳动都是现代科学劳动,是本质;通过不同的具体劳动表现形式,如管理劳动、
科技劳动、服务劳动等形式,则表现为现代管理劳动、现代科技劳动、现代服务

劳动等具体形式.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党和国家的这

一重大方针,都是建立在重视现代科学劳动的基础之上的.由此可见,现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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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学劳动是在现代科技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的重要范畴和核心

理论内容.可以运用它来说明现实经济生活中一系列重要情况和实际问题.
可见,现代科学劳动既是当今世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且正起着

越来越重要的决定性作用.通过现代科学劳动这一关键范畴,创建一个新的

高科技时代的劳动价值论的理论体系,用以说明劳动价值理论的新发展,则是

对«资本论»运用和发展的伟大创新.

　　(三)基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农业地租理论,陈征教授结合我国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以专著«社会主义城市地租»创建了社会主

义城市地租的新理论

　　«资本论»着重研究资本主义农业地租,对城市地租很少涉及,更谈不上社

会主义城市地租,这就为后人留下了广阔的研究空间.陈征教授在长期研究

«资本论»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
深入研究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发表了«要区分两种不同意义上的绝对地租»、
«有关绝对地租的几个争论问题»、«有关虚假的社会价值的几个争论问题»等
一系列论文的基础上,着力对我国社会主义城市地租进行深入研究,先后经８
年之久,撰写、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城市地租»专著,创建了社会主义

城市地租理论体系,为推动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１对城市地租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和特性的分析

　　陈征教授指出,社会主义城市地租必须以土地所有权的存在为前提,地租

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只要存在土地所有权(不论是私有还是公有)
必然存在地租;但土地所有权必须与使用权分离,并通过有偿使用的租赁关系

来实现;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的实现,又必须以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为客观经济

条件.这些条件在我国现阶段都已具备,因而社会主义城市地租有其存在的

客观必然性.

　　城市地租与农业地租相比,既有共性,也有其特殊性,城市地租的特殊性

表现在:农业地租直接包括在土地产品的价值之中,和土地产品密不可分.城

市土地是作为地基、场地发生作用,不生产土地产品,因而城市地租不直接包

含在土地产品中,不同行业的用地有不同的地租来源.农业地租主要依赖于

自然条件,而城市土地的使用,主要依赖于社会条件即土地资本的投入.城市

土地是作为具有城市功能的土地起作用,完全是人们对其进行改造的结果.
土地的地理位置起决定性作用,因而不同地段提供不同的级差地租或垄断地

租.农业中买卖、租赁土地的直接目的主要是作为生产手段起作用的土地本

身.城市则不同,城市土地是建筑物的载体,作为建筑物的房产与作为建筑物

载体的地产结合在一起,地租与房租结合在一起,建筑物产权转移必然伴随土

地产权的转移.因而在经营房地产时,往往出现土地投机,对城市地租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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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１辑 陈征的经济思想与主要学术贡献 １４３　　

分析,是研究城市地租的基础和出发点.

　　２对社会主义城市绝对地租的来源和地租量的探析

　　对于社会主义城市绝对地租的来源问题,陈征教授认为,不能把农业绝对

地租来源于农产品价值高于社会生产价格的理论硬搬到城市中来,必须从城

市用地不同于农业用地的特点出发来说明.他进一步指出,城市工业用地的

绝对地租,来源于工业平均利润形成以前的利润的扣除部分;商业等第三产业

的绝对地租,必须从商业利润中扣除,然后再形成商业平均利润;而居民住宅

地租应由消费者从个人收入中支付,源于必要劳动所创造价值中的扣除.关

于城市绝对地租的量,陈征教授指出,城市绝对地租量是由城市边缘地区的地

租量决定的.城市绝对地租量的下限是,不能小于郊区同等面积土地上支付

的农业地租量,上限是不能大于土地使用者使用该土地获得的全部超额利润,
也就是使企业能获得平均利润在上限和下限之间,存在一定的弹性,由供求关

系来调节.随着对土地需求量的增多,城市绝对地租量有逐步上升的趋势.
这就是城市绝对地租量的运动规律.

　　３对社会主义城市级差地租及其量的探讨

　　针对有人否认城市用地存在级差地租的观点,陈征教授从经济和社会等

不同方面论证了城市级差地租存在的客观条件,特别是对城市级差地租Ⅱ的

分析,是理论上的重大创新.他认为,土地资本的投入是城市级差地租Ⅱ形成

的决定性因素.从微观上看,在同等面积的城市土地上追加投资,可以建造高

层建筑提高土地建筑的容积率,增加级差地租Ⅱ;从宏观上看,追加投资进行

“九通一平”,增加城市的整体功能,这部分土地资本折旧和利息应分摊到不同

地段土地上的不同建筑物上,从而产生级差地租Ⅱ.这种由宏观投资最终形

成的级差地租Ⅱ和微观投资建造高层建筑而产生的级差地租Ⅱ是密切联系着

的.如果没有宏观的追加投资,微观高层建筑的级差地租Ⅱ就不可能产生;如
果没有微观高层建筑,宏观投资也不会呈现出城市整体功能的经济效益.关

于城市级差地租的量,陈征教授认为,其最低限应高于城市绝对地租的量,最
高限应低于使用最优城市土地最好企业实际所获得的表现为超额利润的那一

部分级差收益量.但这种上限和下限的级差地租量,因城市规模的不同又不

会完全一样.城市规模越大,单位用地收益也越高,相应的级差地租量的最高

限和最低限也越高.这就是城市级差地租量的运动规律.计算级差地租量的

关键在于确定级差地租率,即该地段由土地级差带来的超额利润和该地段预

付资本的比率.陈征教授对城市级差地租Ⅱ的阐述,深刻揭示了城市土地利

用的特点和作用,赋予其新的内容和含义,对于认识和利用城市级差地租规

律,制定有关政策,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４对社会主义城市垄断地租及其量的探索

　　针对有些人否定城市垄断地租存在的观点,陈征教授指出,产生城市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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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地租和级差地租的一般社会经济条件,也适用于城市垄断地租.社会主义城

市垄断地租是客观存在的,但和农业垄断地租相比有其不同的特点.主要表

现在:农业垄断地租由特殊土地条件生产特殊产品形成垄断价格而产生,城市

垄断地租则是由在特殊地段的建筑物上经营取得特别高的超额利润转化而

来;农业垄断地租包含在特殊农产品的垄断价格中,城市垄断地租可能来自特

别地段建筑物的垄断价格,也可能来自于特殊地段上经营所得的特别高的超

额利润;城市房产与地产密不可分,因而地价往往和房价结合在一起,地租往

往与房租结合在一起,垄断地租往往包含在高额房租中,高额房租掩盖着垄断

地租.因此,城市垄断地租是在城市中特别好的地段上经营带来特别高的超

额利润、产生特别高的经济效益的结果.关于城市垄断地租的量,陈征教授总

结为,垄断地租是以在城市黄金地段建筑物上经营取得的特别高超额利润为

前提,由土地使用者的需要和实际支付能力来决定,这在表面上表现为土地使

用者的主观意志,客观上却是由使用该土地取得多少特别高的超额利润所决

定,它是一个受客观所制约并由主观所决定的量.它不是一个固定的量,但也

是一个有一定限度的量.

　　５对城市土地价格特点的考察

　　陈征教授指出,城市地价具有二重性,作为自然物质的土地价格,是地租

资本化的结果,形成土地资源价格;而对城市土地进行投资,又形成土地资本

价格;这两部分之和形成城市土地的理论价格.城市地价所以包含这两方面,
乃是由地产作为土地物质和土地资本的综合体所决定的;而地产的这两方面,
又是由土地既作为自然物质又凝结了人类社会劳动这两方面所决定的.只有

认识城市土地的二重特殊性质,才能认识地产的特殊性质,也才能理解地价的

二重特殊性质.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索者、实践者

(一)«资本论»研究的继承与创新

　　力作«‹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除«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外,美国«国际

社会经济杂志»(IJSE)译为英文全文转载于该刊１９９１年第９、１０期),运用«资
本论»的商品经济理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自１９８４
年起,陈征教授以当代中国经济建设实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与

发展,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努力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出现的

一系列新问题,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出版了一

系列重要专著.

　　陈征教授认为,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从学习«资本论»开始,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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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１辑 陈征的经济思想与主要学术贡献 １４５　　

以«资本论»原理为指导,才能深入理解市场经济的有关问题.早在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初,面对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是否存在商品经济及其实质的论争,陈
征教授发表了«‹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一文,提出“社会主义商品是社会主

义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的观点,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

商品经济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前提.“运用«资本论»中的

商品经济理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以总结概括,使
«资本论»中的商品经济理论在社会主义运用中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是完

全必要的.”这表明他很早就主张社会主义必须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此

文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除«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外,美国«国际社

会经济杂志»(IJSE)译为英文全文转载于该刊１９９１年第９、１０期.

　　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后,陈征教授陆续发

表了«‹资本论›与市场经济»、«‹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系列论文和

«‹资本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一书,对如何运用«资本论»的基本

原理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

　　１«资本论»是马克思对自由市场经济经验的总结,为研究市场经济的一

般特征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陈征教授在我国最早提出“«资本论»研究的是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自由

市场经济”,“是马克思对自由市场经济经验的总结”,是研究市场经济的基础

理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过市场经济这个词,但实际上却研

究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分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

行机制和市场经济规律体系.他认为,市场经济只是经济运行的体现和资源

配置的手段,本身不具有社会性质.市场经济既有一般性,也有特殊性,一般

寓于特殊之中,通过对特殊的分析可以发现一般,通过对一般的研究才能真正

理解其特殊.因此,以研究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自由市场经济为特征的«资本

论»中的基本原理,如果抽象掉资本主义的特质,就会发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

的一般特征.这些一般特征主要表现在:企业主体、平等竞争、通过供求和价

格变动实现市场调节、市场体系、法制管理等方面.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要发

展市场经济都不能离开这些一般原理,所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从学

习«资本论»开始.

　　２«资本论»为研究市场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陈征教授指出:(１)«资本论»中关于资本商品的理论是建立资本市场、金
融市场的理论基础,正是由于资本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产生借贷关系,从
而产生了资本市场.可见,将资本作为资本商品来经营,是资本市场的理论基

础.(２)«资本论»中关于劳动力商品的理论,是建立劳动力市场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发现了劳动力与劳动的区别,劳动力能成为商品而劳动不能成为商品,
劳动力市场交易的对象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因而劳动力价值和价格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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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便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了理论依据.(３)«资本论»中关于土地商品化和地租、地
价理论,是建立房地产市场的理论基础.在商品经济较发达的阶段,土地成为

商品,出现了房地产市场.土地价格是地租的资本化.因此,研究房地产市场

的建立与发展,必须深入研究马克思的土地商品化理论、地租和地价理论.

　　３«资本论»中揭示的商品经济运动规律,也是市场经济运动的规律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商品经济运动的主要规律,在市场

经济运动中仍然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马克思所揭示的价值规律、供求规

律、竞争规律,以及价格规律、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规律等,完全适合于市场经

济,也是市场经济的规律.研究这些规律的内容、作用、表现形式、运动过程,
是研究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

　　４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运用«资本论»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

　　陈征教授在系统分析«资本论»如何为市场经济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之

后,又强调指出,不能把«资本论»生搬硬套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来,教条式

地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在«资本论»中找到现成的答案,也不能照

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而是应当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建立中国特色的

市场经济.他指出,运用«资本论»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是要吸取«资本

论»出版一百多年来世界上所有经济理论中有价值的东西,用以创建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理论;二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着重研究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问题,
探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运行机制和运动规律,创建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新理论,使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向前推进

和发展;三是要充分注意现代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是在概

括当时科技发展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写作«资本论»的,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

月异,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成为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

素.因此,运用«资本论»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像马克思写作«资本论»
那样,善于把现代科技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总结概括到理论高度上来.这些观

点,对于运用«资本论»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二)«资本论»研究的拓展与延伸

　　专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纲领研

究»、«‹资本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

　　系统论证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分析了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系列问题,有力地推动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理论

的研究.

　　陈征教授在我国较早出版的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专著«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理论与实践»(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一书中,系统论证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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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

本含义、根本任务、主要矛盾、基本特征等一系列问题,有力地推动了对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经济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纲领研究»
(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７月版)和«‹资本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

究»(山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９月版)书中,对中共的十五大提出的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经济纲领作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

制度,所有制关系,分配制度,共同富裕,科技进步,对外开放和国企改革等进

行了系统研究,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纲领的理论体系;围绕学术

界的争论,针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社
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

济基础等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和创造性的论述,实现了理论创新.

　　１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关

系

　　陈征教授认为,正确地理解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基本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既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也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这两

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贯串于整个社会主义社会

历史发展的始终,既存在于初级阶段,也存在于中级或高级阶段,而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着重反映初级阶段的特点,到中、高级阶段如何发展变

化,是一个有待实践的未来的问题.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是存在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之外的一种经济制度,而是包含在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之中.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具体表现,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表现,如
果离开公有制为主体,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经济.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具体国情,必须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而又具有初级阶段的特

殊性.总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现为共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

制度体现为个性,共性不能离开个性而存在,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即普遍性寓

于特殊性之中,离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去寻找社会主义基本经

济制度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２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

　　陈征教授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反映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范畴,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是反映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范畴,两者是有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
但是也要看到,反映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经济,不能脱离现实在真空中存

在,必须通过经济运行和发展等诸种不同形式表现出来.而现阶段我国的经

济运行和发展又必须通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来表现.从这个

意义上可以说,社会主义经济也可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者是一致的,
只不过社会主义经济是本质的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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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形式,两者的关系,实际是经济本质和经济运动形式的关系.

　　３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性质问题

　　陈征教授认为,对现阶段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必须基于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
眼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

和新的发展.他不同意有些人关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看作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的观

点.中共十五大报告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说的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不是说它的社会性质.不能把

地位和作用与社会性质混为一谈.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等私有制

经济即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有着明显的不同性质,
绝不能把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看成是它的社会性质.说非公有制经济

的非社会主义性质,绝不是否定它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正是由于它们对生产力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所以还应该鼓励、支持其发展,为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创造条件.同时,陈征教授也反对认为鼓励支持发展私有

制经济就是鼓吹私有化的观点,指出个别企业私有并不等于整个社会经济制

度的私有化,只有在个别企业私有的基础上,从量变发展到质变,引起整个社

会经济制度的转变,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取代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才算是社会

经济制度的私有化.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就不会出现什么私有化问题,必
须把个别企业私有和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私有化严格区别开来.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合写的“党的十五大报告对邓小平经济理

论的运用与发展”一文,１９９９年１０月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论文奖,名
列全国榜首,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赏.由此可见,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的研究在我国学术界的重要地位.

三、结束语:“资红书屋”主人的远大情怀

　　陈征教授认为,«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经典,«红楼梦»是中

国古典文学的主要代表作,他终生致力于对上述两本著作的学习与研究,并将

自己的书斋命名为“资红书屋”.这既可以勾勒出陈征教授学术研究的大致领

域与基本走向,也可体现出他宽广的学术视野与深厚的人文情怀.

　　陈征教授１９４９年５月毕业于无锡中国文学院.当时正处于中国解放前

夕,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运动感召着无数莘莘学子,陈征教授就是在这种背景

下毅然放弃了他所学的中国文学,坚定的追随马克思主义而参加革命的.从

此一发不可收拾,６０年对经济学和«资本论»的深入研究使其终成正果,成为

马克思主义的著名经济学家和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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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中国古典文学从来没有真正远离陈征教授,«红楼梦»从来也不曾离

开他的视线.在他的书斋里,我们可以看到«红楼梦»的多种版本与研究«红楼

梦»的多种著作;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文学各时期的大量作品.特别是近年来出

版的«陈征诗词百首»一书,反映了他的人生领悟和情感,它们和«资本论»系列

的经济类书籍构成了一道壮丽的学术风景.

　　“学海书山勤撷取”,“但愿得环球春早”,“老来犹作鸡鸣舞,小石虽顽可补

天”.这是陈征教授在«‹资本论›解说»后记和再版时所写的诗句,表明了他从

事教学、科研的目的和远大理想,也是他６０余年来在学术园地辛勤耕耘的深

刻写照.如今他虽然已过耄耋之年,仍奋斗在学术前沿,继续培养博士生等高

级专门人才,不断有新作面世,他时刻实践着自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察中外之理,成一家之言”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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