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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逻辑体系的新探索
———兼论马克思的经济学逻辑构建体系

颜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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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颜鹏飞(１９４６－),武汉大学经济思想史研究所所长,全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中

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研究会副会长,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

　　内容提要　本文首先探讨了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的规定性,并
在深入分析国外关于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研究的十大新进展的基

础上,提出了对中国经济学逻辑体系框架的若干新设想.

　　关键词　中国经济学　逻辑体系构建　马克思经济学

　　中国经济学体系(其他称谓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转型

经济学、中国市场经济学、中国政治经济学,不一而足)主要包括了以下内容:
基础性逻辑层次;经济学发展理论;涵盖了微观、中观和宏观三大层次的企业

主体理论、区域经济理论和政府干预理论;基于动态角度的经济体制改革理

论;着重综合视角、兼具具体化、政策化和宽泛化的中国模式理论;等等.

　　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为中国经济学逻辑体系提供了指导思想

和分析工具.

一、马克思的第三个重大发现: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精髓是什么? 它应该与该理论产生和加工的难度

紧密相关.而在１９世纪５０年代,马克思所获得的理论加工难题最大的成果,
是基本确立狭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结构或范畴体系.所谓结构是经济范畴的运

动形式或各个经济理论之间内在联系.它必须用从抽象到具体的复制理论结

构的叙述方法,从总体上和诸范畴、诸理论内在联系中,逻辑地又真实地再现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貌、内部结构和运动规律.这就是著名的马克思政治

经济学六册结构及其«资本论»四卷结构.马克思十分珍惜这一成果:“在像我

这样的著作中,细节上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

学的辉煌成就,这是单个的德国人完全可以承认的,因为这绝不是他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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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而是全民族的功绩.”①恩格斯则把它上升到马克思第三个重大发现和理论贡

献的高度.马克思的“逻辑方法”、“辨证方法”即“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

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②尤其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或学说,被
恩格斯视之为马克思第三大发现和重大研究成果———“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

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黑格

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

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

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③而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则是它们在经

济学领域的应用,也是“总体”方法论的具体化,或者说,这是 “思想总体”再现

“生产总体”和“具体总体”,主观辩证法或“概念辩证法”能动地反映客观辩证

法,并从总的联系和内在矛盾中阐述概念辩证法或主观辩证法的运动的一门

学问.

　　列宁赞成马克思这样一种说法,即作为“大写的逻辑”的«资本论»是“把辩

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并且,他在“辩证方法”一语下加了

两条横线以示重要.④

　　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主要的规定性如下所述:

　　(１)结构的规定性和层次性.它包括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本身的结构,思
想总体层次上的结构以及外在化的结构.

　　(２)经济学范畴转化或移植的三大规律.一是范畴转化的动力来自范畴

自身内在的矛盾而不能借助于后继范畴;二是转化路径是范畴中介管道;其
三,具备“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二重性的范畴,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之间的

移植规律.

　　(３)矛盾分析贯穿于逻辑运动的全过程.马克思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排斥

‘矛盾’的逻辑”观.

　　(４)经济学元范畴(逻辑起点)、中心范畴、中介范畴的选择原则和方法.

　　(５)抽象法、“内在观察法”,以及从抽象呈螺旋式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６)主体和客体、历史和逻辑、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以及具体总体和

思想总体相一致的方法,等等.

　　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正是从“破”中耸立起来的.其中包括对

黑格尔的唯心逻辑学体系的批判和扬弃;对黑格尔学派的有机整体论和德国

“新个人主义”(施蒂纳)有机整体论的批判和扬弃;对普鲁东空想社会主义逻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３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１８５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２５７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M]附录:恩格斯卡尔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M] 北京:

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６,１７５~１７６
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 列宁全集[M] 第５８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

４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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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２辑 中国经济学逻辑体系的新探索 ２３　　　

辑体系的“结构陷阱”的批判;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尤其对斯密、李嘉图和穆

勒体系的批评和扬弃.

　　政治经济学“六册计划”结构、«资本论»“大写的逻辑”是马克思经济学逻

辑体系构筑方法的结晶.关于这两大逻辑结构的相互关系和地位之争论已逾

百年,应该强调指出:

　　(１)“六册计划”,即马克思从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

易、世界市场６个方面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提供了建立科学体系的框架和

方法,从整体上代表了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的最高成就;(２)完成“六册

计划”首册«资本»篇的«资本论»,是该体系的基础或“精髓”部分,并形成一个

始基性体系,但是并未完全改变其“小圆圈”(抽象层次上经济学范畴的辨证运

动)的逻辑定位;(３)尚未完成的“续篇”(“六册计划”第２~６册)通过经济学范

畴上升到具体现象层次上的“大圆圈”辨证运动,再现以世界市场为最高具体

的“总体”;(４)«资本论»和“续篇”,“小圆圈”与“大圆圈”构成了不可分割的逻

辑体系整体,因此,马克思期待后人“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资本论»
“续篇”,最后完成“六册计划”逻辑体系.

　　长期以来,我们把«资本论»逻辑结构等同于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

学说的全部内容.马克思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半截子化”是政治经济学体系僵

化和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极有必要用完整的关于马克思经济学逻

辑体系构筑的学说来指导和建立科学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其意义在

于:这是一项“去标签化”、“去空洞化”,凸显其指导思想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基

础工程;而有没有自己的民族形式并取得话语指导权的经济学体系,也是衡量

一国软实力的重要指标.

二、国外关于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

说研究的十大新进展

　　１世界性学术思潮的一种新动向是“寻找马克思”、“回到马克思”,尤以

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以及美、英、法和日本颇为盛行,其特点是强调对

马克思经典文本的完整解读,崇尚文本的原创性.欧洲多国学者和专门机构

正在合作编辑出版马克思全集国际版.日本对«资本论»研究的学者已逾千

人.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开设高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专题研究

课程,就主张通过阅读«资本论»原著着重探索马克思经济学体系.

　　２关于“六册计划”与«资本论»两大逻辑结构的地位和关系之争.这是

在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史上争论已逾百年的问题,即两者孰重孰

轻以及 “互补论”与«资本论»“取代论”之争.加拿大学者 MALebowitz
(«‹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局限性»,２００３年)指出:作为六册计划第１册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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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论»是以资本和人格化资本为主体和发展主线来阐述资本的本质和衰亡的历

史总趋势,但由于没有完成其续篇尤其第３册的«雇佣劳动»篇,因此导致关于

工人作为主体的发展主线的缺位.

　　３西方出现了一股重新估价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思潮.对于黑

格尔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研究有两种思路,并出现了探讨马克思黑格

尔关系的几个新学派.“唯物主义借用”学派强调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

性,并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包含着可为马克思利用的“隐性唯物主义”;认为黑格

尔关于劳动自我创造力的探讨提供了隐含的唯物主义基础;该学派还强调矛

盾概念,认为黑格尔相信矛盾只有通过绝对观念中的思想才能得到解决,而马

克思则正确地认识到只有通过现实的历史斗争才能克服矛盾.以克里斯托

弗阿瑟(ChristopherArthur)和托尼史密斯(TonySmith)为代表的 “新
辩证法”学派“直接诉诸黑格尔”,力图表明黑格尔«逻辑学»及其黑格尔主义范

畴及推理形式与马克思«资本论»的相似之处,因为黑格尔的范畴尽管是抽象

的,但这些范畴可以在实践中通过价值和商品形式找到直接的对应者.

　　而把黑格尔从马克思主义中排除出去则是关于马克思黑格尔关系的另一

种倾向.这种倾向始自伯恩斯坦,继承者有德拉—沃尔佩、科莱蒂、阿尔都塞

等.在他们看来,«资本论»第一卷中还有受黑格尔主义影响的踪迹,而«哥达

纲领批判»和«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才完全彻底地免受黑

格尔主义的影响.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则试图把黑格尔影响的任何踪

迹都清除出马克思主义之外.

　　卡弗主张从马克思本人出发而不是借助黑格尔来理解马克思,反对树立

过分黑格尔化的马克思形象.他在«后现代马克思»中批驳了把马克思普遍

“黑格尔化”的做法.卡弗也不同意“去黑格尔化”,而是提出一种“最小化黑格

尔”的阅读战略.例如,«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这部被认为是黑格尔化

的著作中,马克思分析的力量之所在,是在于它准确地把握了思想与行动之间

的联系即马克思的社会矛盾理论,而不是对其做人为的区分.«资本论»第１
卷就舍去了许多黑格尔化的概念分析,但这并不影响«资本论»的理论力量.

　　探讨马克思黑格尔关系的新动向是见诸于当代文献中的第三种解读.这

种观点是:黑格尔的真正重要性不在于其一般哲学或思辨哲学,而在于其现实

哲学即社会和政治思想;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未作加工改造而“直接”来源

于黑格尔的社会思想;与其说马克思是黑格尔主义者,毋宁说黑格尔是第一个

马克思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同一个东西,都是唯物主

义的;黑格尔的“观念”根本就不神秘,它实际上是现实生活的人的产物和工

具.

　　美国马克思和黑格尔研究专家戴维麦格雷格的专著«共产主义衰落之

后的黑格尔与马克思»(１９９８年),是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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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成果.他通过对黑格尔生前没有公开发表的文本其中包括１８１７~１８１８
年海德堡演讲的深入解读,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黑格尔关系的理解.但凸显

和拔高黑格尔并夸大黑格尔对马克思影响的现象,甚至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

主义思想直接来自于黑格尔,黑格尔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直接先驱,这是

难以苟同的.

　　４恩格斯对«资本论»出版和写作的新贡献.１９９４年负责«资本论»第三

卷(MEGA２第Ⅱ部分第１２卷)马克思主要手稿编辑的福尔格拉夫(Vollgraf)
等人公开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根据该书的«附属材料»卷所收录的揭示恩格斯

编辑原稿与马克思原始手稿之间异同的三个附录,恩格斯并没有践行他尊重

原作的编辑原则.对马克思原始手稿的删减和增补、定式和术语以及序列变

更等超过５０００多处,而且这还不包括标点符号、笔误等技术性的失误以及恩

格斯对马克思原始手稿的概括部分.有些变更未必“只是形式上的改动”,实
际上涉及到对«资本论»内容的理解.例如,恩格斯创造了在第二卷中具有体

系性意义的“流通资本”概念;他还将马克思的生产资本概念改为产业资本,等
等.这不仅毫不影响恩格斯的伟大,也无损于马克思主义的名誉.并且,这将

使其成为当今研究马克思经济学及其逻辑体系的一个重要方向和生长点.

　　５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在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备市场假设基础上,首创

“第三条道路经济学”即转轨(型)经济学,为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理论

体系、体制设计和政策选择提出有启发性的思路.

　　６２０世纪后期,随着新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诞生出现了一批研究

复杂系统或体系的方法.这种思维方式总的导向是把系统与环境、认识主体

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内生化,着重研究系统的无序性、不确定性、多样性和

非线性特征.渊源于近代牛顿物理学和黑格尔逻辑学体系(也是马克思经济

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的一个来源)的现代演绎体系和思维方式,而受到挑战.

　　７俄罗斯学者自由学派的一个新动向是提出“晚年马克思放弃论”.其

理由是马克思在自１８７３年始,完全中止对«资本论»和六册结构的研究并且直

到生命的结束即整整１１年都没有再重返这项工作,而编辑出版«资本论»２~３
卷则由恩格斯又花费１１年直到生命的终结才完成的(列格列布涅夫,２００５
年).

　　８罗莎罗森堡的总体性方法论.前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对罗莎卢

森堡持批判态度,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例如西方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英国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拉克劳、莫菲等从她的

思想中吸收不少理论营养.卢卡奇的代表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所阐述的总体

性方法和阶级意识就是以罗森堡著述为蓝本的.卢卡奇有一个明确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主要特征是总体性方法.他指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

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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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

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①因

此,罗莎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等著作中所运用的总体性方法,以及她在同

机会主义的经济宿命论和伦理反对派进行论战时,所阐释的总体的历史考察

与机械的局部的历史考察、辩证的历史考察与机械的历史考察之问的本质区

别,“同样意味着向原来的、未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的复归”,就是使“马克思主

义再生”.② 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在这一点

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可见,总体性方法对于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对于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有重大意义.

　　９JPiaget和 GGarcia的“新范式”热.西方主流派学者一般都否定马

克思构筑学说而采用库恩和拉卡托斯的“范式”理论.而“新范式”提倡者把物

理学、数学、心理学和认识论引入逻辑领域和思维领域,创造心理学逻辑学体

系、逻辑认识论和运算逻辑,并提出关于“知识和逻辑的建构主义”理论,以及

“在有东方思想特点的辩证思维方式和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逻辑演绎形式主

义之间的鸿沟上架桥的任务”(Garcia语).

　　１０国内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多元化趋向.如出现以演化经济学范

式、过渡经济学范式、新制度经济学范式、发展经济学范式为代表的“范式”热,
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一些学者还提出马克思主义范式危机论;有的主张引进反

映“资源配置全过程”的西方经济学范式;有的学者以«资本论»结构框架＋范

式的“拼盘”模式来构筑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等,亦即体系多元化、方法多元化

与指导思想多元化并存.目前尤应关注前一种倾向掩盖之下的后一种倾向.

　　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与西方范式理论在研究对象、规定性、方
法论和优劣的区别主要在于:

　　(１)马克思的逻辑体系构筑学说擅长于对规模宏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

演变规律的分析以及对“生产力———经济制度关系———经济运行关系”框架的

设计,强调事物和系统的可知性、历史性、整体性和社会性.辩证逻辑和规范

分析方法是主要分析工具,

　　但是,其前提条件是,它考察的对象和事物必须处在成熟阶段至少其主要

矛盾已经展开,并且,这种体系建构是一项艰巨的理论系统工程.

　　(２)范式理论是围绕假设、准则、硬核、保护带、启示法、研究主题、论据、方
法论原则、技术、事例等形成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它强调事物和系统

的开放性、变迁性、无序性、不确定性、多样性和非线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擅
长于对局部中的整体或非整体性事物的实证分析和数理模型的构筑;对资源

①
②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２６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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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２辑 中国经济学逻辑体系的新探索 ２７　　　

配置的市场经济分析是它的长处.这是一种“短平快”的研究方式.

　　但是,以经济人假设———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行为———自由市场经济

的经济模式为标志的范式框架,往往具有非社会性、非制度性和非历史性的倾

向,逻辑空间比较狭窄;有时对某些局部的表象问题,仅仅提供对策性、描述性

的说明或数理模型.

　　因此,总体思路首先是“回到马克思”.完整地全面地把握关于马克思经

济学逻辑体系构筑的学说.其次是“发展马克思”.该学说自身随着新情况、
新条件尤其新科学技术的突破,必然赋予其新的理论思维形式和内容;同时又

要借鉴和吸收国外相关理论尤其范式理论和复杂系统方法论的优秀成果.

三、中国经济学逻辑体系框架的若干新设想.

　　被恩格斯视之为马克思第三大发现和研究成果的“逻辑方法”、“辨证方

法”尤其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或学说,引发了关于中国经济学体

系框架的若干新思考.

　　１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方法论的基础只能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

体系构筑学说而不是西方的“范式”理论.应该强调指出:国内经济学逻辑体

系构筑方法呈现多元化趋向.鉴于用范式理论构筑理论体系在学术界蔚然成

风,因此,尤应提倡从属型“互补论”,换而言之,借鉴范式理论的合理成分,把
范式理论纳入并从属于马克思逻辑体系构筑学说及其方法论体系.

　　同时,马克思逻辑体系构筑方法还应该借鉴２０世纪后期产生的新系统

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营养成分.这种思维方式总的导向是把系统与环境、认
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内生化,着重研究系统的无序性、不确定性、多
样性和非线性特征.渊源于近代牛顿物理学和黑格尔逻辑学体系(这也是马

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的一个来源)的现代演绎体系和思维方式,因而

受到强有力的挑战.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自身随着新情况、新条

件尤其新科学技术的突破,必然赋予其新的理论思维形式和内容;同时又要借

鉴和吸收国外相关理论尤其范式理论和复杂系统方法论的优秀成果.

　　２发展是中国经济学的核心主题和重要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经

济学就是植根于中国水土的发展经济学.斯密的«国富论»虽然貌似古典经济

学大百科全书,实际上凸显发展为主题、主线和轴心的发展经济学体系.怎样

建构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体系,怎样区分发展与增长尤其怎样区分科学发

展和非科学发展,值得研究.

　　我们在改革开放３０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同时也付出了巨

大的发展代价.如何走出诸如“增长中的贫困”、“增长中的烦恼”或者 “不带

来好运”一类可持续发展的困境或瓶颈:诸如没有创造就业机会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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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jobless),无情的即成果不能为社会共同分享的增长(ruthless),无声的即没

有发言权、没有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的增长(voiceless),无根的即没有文化根基

的增长(rootless),无望的即以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为代价的没有前途的增长

(futureless),低头的即过度依赖外需和外资的依附型增长(independenceＧ
less),以及失控的即鼓吹市场神话和公共品市场化的增长(controlless).国

际经济组织和西方有识之士提出“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State)、“理性

增长”(smartgrowth)以及“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propoorGrowth)的理

念及其制度安排,即能够显著减贫、穷人获益而同时能够改善社会机会不均等

从而使增长成果为社会共同分享.

　　这就为新的科学发展观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材料.科学发展必须解决

“什么叫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由谁来享受发展成果”等一系

列问题,从而实现社会向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向度转移或纬度转

移.这种科学发展就是一种创新型发展、公平与和谐型发展、绿色型发展和非

依附型性发展.

　　３中国经济学体系的特征是转轨型经济学.中国３０年改革实践所提供

的经验材料和逻辑构件在目前只能构建中国转轨型经济学体系.该体系应保

持一定的弹性,以免让不成熟的体系来束缚实践活动.由此,许多学者主张先

对具体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和理论归纳,对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不断涌

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分析、解释和总结,通过点的突破然后再带动理论体

系的变革,所以构建体系要缓以时日.我是持反对意见的,理由有三:一是理

论体系既不是绝对真理更不是“绝对精神”,只能逐渐逼近相对真理;二是中国

３０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提供构建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研究材料和逻

辑构件;三是不要忽视理论思维的前瞻性和自己独特的运动规律.

　　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因其强调资本主义取向的政治转轨而对“转轨”
(Transition)、“改革”(Reform)和“转型”(Transformation)的概念进行了严格

区别.中国经济学着重研究经济转轨,其中包括经济体制的转轨、资源配置的

转轨和发展模式的转轨.现阶段中国经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因其鲜明的

阶段性或过程特性、开拓性、不成熟性、双重过渡性和改革开放的渐进性,因而

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而作为其理论反映的经济学体系,无疑打印上“摸着

石头过河流”试错和实验的烙印,只能是一种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体系而不是成

熟型或典型的中国经济学体系.

　　基于其鲜明的阶段性或转轨过程性质,正确化解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的

矛盾、均衡性与非均衡性的矛盾,演进进程的驾驭、路径的选择和政策的动态

设计,以及如何确定和把握历史转折点或者拐点,是转轨型经济学必须作好的

一篇大文章.

　　鉴于其研究对象的非成熟性,其逻辑体系和研究方法应该允许呈现“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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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２辑 中国经济学逻辑体系的新探索 ２９　　　

现象”,即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并存的二重性(但是以叙述方法为主),内在观

察方法与外在观察方法并存的二重性(但是以内在观察方法为主).其次,研
究对象的定位要突破狭窄化趋向.要回归马克思和恩格斯,其研究对象应该

囊括“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生产关系不仅是

位于抽象层次上的第一级的原生的生产关系,而且包括上升到具体层次的“第
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即“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亦即生产

关系的表现形式、实现形式或发展形式.①

　　此外,研究与实践经验紧密相连的经济体制具体运行模式———研究社会

主义经济的运行准则即模式问题是“经济学的基本任务”(布鲁斯语)———是具

有弹性的转轨型经济学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应该总结这方面的新鲜经验并

适时上升到理论层面.例如,珠三角“探索科学发展模式试验区和深化改革先

行区”模式、上海“浦东开发区模式”、武汉和长株潭“两型社会模式”、“苏南模

式及其县域现代化的太仓模式”、毕节“开发扶贫与生态建设实验区”模式、“温
州模式”、“华西村模式”等,不一而足.

　　４中国经济学范畴的定位和结构布局是重中之重.马克思经济学逻辑

体系构筑方法或学说理论遗产之一是:确定始点范畴、主线以及作为主线落脚

点的基本范畴十分重要.

　　(１)体系框架可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社会生产总过程的程序,或者按生

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的顺序,来搭建逻辑体系的脚手架.有一种意见

认为运用抽象分析法之要义就是假定前提符合实际、论证过程合乎逻辑,通过

对经济理论进行综合集成,确立了子理论体系框架和若干基本原理.还有学

者开创了现代政治经济学“五过程体系”,而每章内部均按照“范畴一般与范畴

特殊分析法”来叙述.

　　(２)应该从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点上确定中心范畴和研

究主线.例如,前苏联经济学者关于逻辑主线的诸多意见有“生产资料公有

制”、“劳动者联合会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整个社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或“国家与物质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同志式合作互助关系”、“劳动力与生

产资料的有计划结合”、“直接社会劳动”、“劳动的社会形式”(鲍里索夫)、“集
体劳动”等.

　　(３)创新性范畴的推出,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特别要重视“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这个创新性范畴.不主张把“公本”或“社本”作为新体系的中心范畴.

　　(４)商品范畴是转轨型政治经济学新体系元范畴或逻辑起点.它对于理

顺逻辑顺序、逻辑层次,打开逻辑通道和扩大逻辑空间有重大意义.新体系看

来不能用“自主联合劳动”、经济人或“新经济人”假设作为逻辑演绎的起点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６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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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畴.

　　(５)四大“中介”范畴是逻辑演绎和体系构建的“枢纽点”.“中介”范畴就

是逻辑中项,也是范畴上升或转化的条件和过渡环节.① 要注重研究经济体

制、运行机制、产权和股份制这四大“中介”范畴.

　　经济体制是改革的重点对象.经济体制不仅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

经济制度的中介形式,又是处于具体层次上生产关系的发展形式.生产关

系—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既是从抽象到具体、从本质到现象、从客体到主

体的上升序列,也是稳定性逐步衰落的下降的序列,并且也是决定与被决定关

系的连续序列.这就决定了经济体制的下述特征:

　　其一,生产关系和基本经济制度规定了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质、方向和发展

趋势,但后者对前者又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和相对独立性:一是体制性属性与基

本制度性质有很大区别,体制可以游离和独立于社会基本制度之外;二是体制

层面的变化和创新必然要求和诱发制度的变革;所以体制改革是解决社会主

义基本矛盾和解放生产力的突破口和必由之路.

　　其二,经济体制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范畴,既包含了经济成分的结构,
所有制关系,又包含经济管理体制,经济运行机制和分配制度,等等.因此,作
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经济制度的中介形式,经济体制直接与生产力层次

相联系,具备有把生产力发展的各种要求和信号向生产关系反馈和传递的功

能,因此,基于这种亲和性,反映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制改革和创新无疑成为

生产关系和基本经济制度变革和完善的前提.

　　 “产权”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中介范畴.改革深处是“产权”.社会经济

的原动力就是财产关系及受其制约的利益关系,最后归结到所有制及其法律

表现形式即产权关系.我们要很好地完成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

系怎样进入了不平衡的发展”的理论遗愿.因而它是抽象层次上所有制与具

体层次上所有制之间,以及基本经济关系或制度与具体经济关系或制度之间

的不可或缺的中介范畴或“枢纽点”.这也是需要重点研究的生产关系表现形

式、具体形式及实现形式.

　　但是,区别在于: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唯“资本产权”独尊,强调能带来

剩余索取权或剩余控制权的资本产权,强调物质财产产权而贬低劳动力产权,
并取消或异化“劳动力产权”.尽管西方国家推出收入理论、经理革命、福利国

家理论、资本民主化和人民资本主义等理论,并力图用利润分享制来代替工资

制例如ESOP即职工持股制度;但实际上不会从根本上动摇以剩余优先索取

① “中介”范畴在逻辑系列上就是联系逻辑始项和逻辑终项这两个范畴的逻辑中项,或范畴从抽
象上升到具体的中介环节(例如货币是商品转化为资本的“中介”范畴),也是范畴上升或转化的条件
(劳动力转化为商品,就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件).把握一切“中介”才能真正地认识事物,这是逻辑
演绎和体系构建的重中之重.李嘉图体系瓦解的逻辑根源就是犯了跳过必要的中介环节而导致抽象
过度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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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或剩余优先控制权为标志的资本产权.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赖以旋转的轴

心,是万万不能丢掉的“通灵宝玉”.恰恰相反,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应该

强调劳动力产权、人力资本产权以及兼顾物质财产产权和劳动力产权的双重

要素产权制度;并且要防止和消除双重异化即劳动力产权异化和行政权力异

化即行政权力对利益的优先索取权.“产权人本化”或“产权社会化”是对社会

主义具体经济制度定位的一种新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不能将劳动(者)
的经济学倒退为一种偏袒资本、剥夺劳动者的资本所有者的经济学.

　　５我们要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交互作用中催生转轨型中国经济学体系.
大胆借鉴“范式”理论和复杂系统研究方法论的优秀成果,注重研究萨缪尔森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体系和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体系等诸如此类的积极

成果,尤应加强对西方转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过渡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发
展经济学和激进经济学的研究.

AnNewExplorationonLogicSystemofChina’sEconomics
———ConcurrentlyDiscussiononLogicSystemConstruction

ofMarx’sEconomics

YanPengfei

　　Abstract　Thispaperfirstlydiscussesthestipulationsoflogicsystem
constructionofMarx’seconomicsandbringsoutsomenewideasaboutthe
frameworkoflogicsystemofChina’seconomics,basedontheanalysisof
logicsystemconstructiontheoriesofMarx’seconomicsbyforeignscholars
　　Keywords　China’seconomics　logicsystemconstruction　Marx’seＧ
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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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