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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现代马克思主义学者都从不同方面,如:马克思关于自然资源的作用与可持续发展思想,马克

思关于人和自然的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思想,马克思关于资本循环周转的理论和人的全面发展与可持续

发展思想,去纠正马克思与可持续发展无关,并认为消灭剥削并不是马克思思想的全部,可持续贯穿了

马克思理论.

　　②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发展,人得到充分自由全面发展的可持

续发展思想.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没有把它作为主要矛盾进行讨论.

　　内容提要　本文在马克思两大部类理论基础指导下,引入环境视角对原

来的单一经济系统进行系统拓展、价值拓展等,并构建三部类的马克思再生产

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

　　关键词　环境———经济系统　环境价值　三部类简单再生产　三部类扩

大再生产

　　一直以来,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成为了经济研究的核心内容,从哈罗德—多

马的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到罗默、卢卡斯等的内生增长理论乃至融入现代生态

环境经济理论下的经济增长理论,比如:以可持续下的经济增长为论题的新经

济增长理论在经济研究中备受关注,很多经济学者认为只要你开始研究西方

经济增长理论,你的世界就放不下其他东西了.相比之,贯穿了可持续思想①

并第一个系统地制定了科学的经济增长理论的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却少有发展

和研究.

　　马克思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建立的

再生产经济增长理论不是着眼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环境视角不可能

纳入再生产的经济增长理论体系中② .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今的生态环境与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资源耗竭、生态破坏、环境恶化已经成为

困扰全人类、威胁世界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世界难题.在可持续发展成为现

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背景下,环境视角理应纳入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

中进行研究.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与现有增长理论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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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结合起来,通过环境与经济系统的作用,使得原来传统经济的单一系统拓

展到环境—经济大系统中,在此基础上拓展价值概念,引入环境价值;使原有

的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体系中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等价值量及资本

有机构成、积累率、剩余价值率等参数呈现出新的内涵;使原来的两部类经济

拓展为加入环境生产的三部类经济系统.建立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增

长范式,从而大大地改变了原有增长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逻辑和作用力度,
这不仅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可持续发展

理论,也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一、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能解决环境

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问题

　　无论是从政策角度或是从实证角度,环境与经济增长密不可分,西方经济

学从传统经济学逐步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生态环境从经济发展的外生变

量转化为内生变量,但还没有实现真正的内生化①.刘思华②认为:环境经济

学和生态经济学等,虽然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及基础作用,着重从探讨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一般的协调发展关系,指出生态

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制约因素,这些就为生态环境内生化及其创新提供了

新的理论与方法,但还是没有将它作为决定经济发展及其可持续性的内在力

量来对待.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程恩富教授在其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四大理论假

设中的第三大假设———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中,阐释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

学的重要假设即资源有限和需要无限的逻辑错误,指出了资源和需要在一定

条件下的有限性和放开条件下的资源无限性,用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说

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非不研究社会资源配置,社会资源的配置不仅包括

计划或市场的配置方式,而且是公有或私有的配置方式.资源配置和经济运

行的方式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并不是一个与社会制度无关的自然现象,在不

同的经济关系下具有独特的社会经济内容和经济运动形式.而西方主流经济

学显然缺乏这种历史高度和辨证思维③.与此同时,国外众多马克思主义理

论流派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关于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问题研究方法

上:从表面看虽然完美,运用大量的数学工具配以严格的哈密尔顿动态最优法

则等,而实质则是缺少宏大框架结构下的室内粉饰,再怎么装饰也无法掩盖其

①

②

③

注:其实要把环境变量真正内生化,除了环境价值这个概念的界定及计量外,没有更好的方
法.

刘思华．关于发展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若干理论思考[J] 海派经济学[M],第２２辑,３４ 上
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６．

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J]中国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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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洞百出.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具备这种宏大的、动态的框架,站在历史

高度,运用辨证思维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因此,许多学者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的框架中探究可持续问题,在诸多理论流派中生态马克思主义对可持续

发展理论的研究可谓独树一帜,奥康纳明确指出,“在生态危机的问题上,马克

思主义谱系的理论要比自由主义以及其他类型的主流思想更有发言的机

会.① 上世纪末,国内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思考环境与经济活动的问题、
环境的价值及环境价值的构成、计算问题;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承认环境

价值的重大意义,现有成果主要有李金昌(１９９１)双重价值论、胡昌暖(１９９２)的
资源租金论、王彦(１９９２)的有限资源价值论、吴军晖(１９９３)的价格决定价值

论、蒲志仲(１９９３)的使用价值决定论及黄金贤(１９９４)的二元价值论等②.他

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环境的价值,其前提是环境存在价值.２１世纪以刘思

华为代表的可持续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克服了所有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关

于生态环境外生假定的根本缺陷,转向在生态环境内生假定下考察现代经济

发展及其可持续的源泉和决定,将生态变迁、生态创新这一长期经济可持续发

展最基础的决定因素视为可持续发展经济系统的内在力量,突破了当今国内

外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框架,形成为生态创新内生化可持续经济发展理

论③.朱殊洋(２００５)在«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与循环经济系统»一文中,从马克

思再生产理论出发,导出了两部门循环经济模型④.另朱殊洋(２００５)在«资源

约束下的马克思扩大再生产模型的稳定性分析»一文中,在马克思再生产理论

基础上把自然资源作为外生参数独立出来,从而建立起以自然资源为参数的

再生产模型⑤.

　　总结现有研究,仍然具有以下局限,即: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以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作为研究假设前提的缺乏历史高度的研究体系及方法无法把环境流与

经济流之间的物质转化、价值转化及能量转化等进行合理的对接,同时西方主

流经济学的只注重技术层面而缺乏宏大框架的逻辑体系缺乏辨证思维方式,
无法为环境—经济系统的系统分析提供一个科学的、真正动态的经济发展核

心框架.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具有的历史高度和辩证思维方式可以为此

做出贡献.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可以说是一个真正动态的经济发展及经济增长

的理论体系,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在环境—经济大系统下考察马克思再

生产问题的理论体系;使得经济增长的投入产出关系是物质的价值关系,而无

法将环境价值关系收入马克思再生产研究视野之内,也就无法实现真正意义

①
②
③

④
⑤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由的理由[M]南京:南京出版社,２００３,２９８．
何承耕自然资源和环境价值理论研究述评[J]福建地理,２００１－４
刘思华关于发展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若干理论思考[M]海派经济学,第２２辑,３４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６
朱殊洋．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与循环经济系统[J]探求,２００５－４
朱殊洋资源约束下的马克思扩大再生产模型的稳定性分析[J]岭南学刊,２０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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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环境内生增长.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思路,试图在界定好环境价值

的基础上,把其引入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模型中,改变传统经济增长分析模式,
在环境—经济系统下,探究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内生化马克思主义再生产模型,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内生增长性.

二、环境—经济系统下的环境价值

　　１环境—经济系统

　　我国«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

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
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
市和乡村等.”“环境包括资源和生态两个部分,是人类生存、发展和享受的物

质基础,也是人类开发利用的对象①.”引入环境后的环境—经济系统如图１
所示.

图１　环境—经济系统下的生产

　　在图１中充分显示出经济系统(或经济生产)与环境系统(或环境生产)的
循环依存关系,在环境—经济系统下考察生产或再生产必须明确以下观点:
(１)环境的生产过程包括三部分内容②:一是自然的生产过程,如绿色植物利

用光合作用及土壤中的营养物质合成有机物的自然过程,以及水体中的微生

物将污染物消解为可以再生利用的物质的过程(自然过程);二是人类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通过投入而促进改善自然环境的生产过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生

①
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总则第二条.
王奇,叶文虎 从可持续发展看两大部类生产理论丰富和发展[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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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建设如植树造林等或是相反的恶化环境的生产过程如乱砍滥伐等(劳
动过程);三是人类通过生产劳动而人为地将有害废物转化为无害废物的过

程,如生产、生活废水及固体废物的处理或与之相反的制造三废的生产过程①

(劳动过程).(２)假定经济生产按传统经济系统理论只是物质生产即通常所

述的生产资料生产(中间产品)和生活资料生产(最终产品)②,而环境生产按

照环境定义包括的不仅有有形的环境货物生产还有无形的环境服务生产.有

形的环境货物主要是一种数量上的而无形的环境服务主要是质量上的.(３)
经济生产(或再生产过程)和环境生产(或再生产过程)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

系,经济生产以环境生产过程为前提条件,而环境生产过程又受到经济生产的

影响.(４)环境生产以经济生产过程为前提,而经济生产又受到环境生产的影

响.具体表现是一方面环境提供了经济生产过程中的必须的原材料和能源,
包括不可再生资源、可再生资源、半可再生资源;同时环境提供了经济生产过

程中的数量上的货物和质量上的服务,可以说经济生产以环境生产为前提.
另一方面,经济生产又决定着环境数量和环境质量的变化,经济生产在环境系

统下对环境生产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也可以说环境生产以经济生产为前提.
因此,环境—经济系统是一个互为前提、互相影响的封闭循环系统.它为我们

接下来的价值拓展提供了一个基石.

　　２环境价值

　　就价值关系而言,作为主体与客体之间一种客体的基本范式,它指的是:
在主体的实践—认识活动中,客体的存在、属性符合规律的变化,具有与主体

的存在和发展相一致,符合或接近与否的性质.这种性质,是主体内在尺度作

用的结果.它的肯定变现即正价值,是客体不断主体化和主体需要不断得到

满足的过程.与之相反的结果就表现为负价值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商
品价值作为“人类劳动的凝结”,也无非是在物(商品)中物化了人的活动及其

尺度.它体现了以下几点:从物(客体)的存在和属性与人(主体)需要的关系

中理解价值;价值产生于主体(人)对客体(物)的实际作用,即“物的人化”;同
时主体(人)的内在尺度是价值的根本尺度,客体同主体的一致程度是价值的

基本标志.在环境—经济系统下拓展价值概念,根据图１进行抽象,并基于劳

动价值论,对应价值概念,可得出环境—经济新系统下的价值构成,如图２所

示.

　　图２中第一、二象限所示的是经济生产过程中,在经济系统下所形成的经

济价值与环境系统下对应的环境价值,它们是人类活劳动的结果,因此经济价

值下对应的环境价值把它称为环境的劳动价值.按劳动价值论的观点,价值

①
②
③

这里一是没有劳动参与的,而二或三却是活劳动参与的结果.
没有考虑经济生产中的非物质生产如服务,这是在原有的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上的拓展.
巴克拉捷近代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史纲要[M]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０,２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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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环境—经济新系统下的价值构成

是凝聚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

动时间决定的.因此,商品的价值(经济价值)和环境的劳动价值是人们的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结合于不同对象的表现,与环境系统结合就表现为环境劳动

价值.比如:生产资料第一部类生产价值１００单位的棉纱,里面有５０单位的

不变资本(假设为棉花)、２５单位的可变资本价值及２５单位的剩余价值,那么

在形成这５０单位的不变资本价值时,主体(人)一定对环境(客体)产生一个环

境价值,这一价值我们把它称之为不变资本环境价值,如果它与主体需要不一

致,则这一不变资本环境价值为负.如果它与主体需要一致,则这一不变资本

价值为正.如何评价它与主体需要是否一致呢? 通常我们认为在形成５０单

位棉花过程中,由于对环境造成了破坏,如污染了环境则与主体(人)需要不一

致,相应地产生了一个负价值;如果对环境没有任何改变,则其价值为零;反
之,如果对环境起到保护作用,则相应的产生一个正价值.同理,形成２５单位

的可变资本价值及２５单位剩余价值时,也会产生相应的或正或负或零的可变

资本环境价值及剩余环境价值.处于图２中第三象限所示的是环境生产过程

中,在经济系统下由人的劳动所形成的环境的经济价值,它实际上也是环境生

产中由于劳动而形成的环境劳动价值(第三象限).而第四象限所示的是环境

生产在环境系统下的没有劳动参与的环境自然生产过程即环境的自然价值.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定义的环境价值包括两部分,一是环境劳动价值(一
方面从数值上说它包括环境劳动的正价值、负价值或零价值,另一方面对应劳

动价值论下的不变资本价值、可变资本价值及剩余价值我们把其称为不变资

本环境价值、可变资本环境价值及剩余环境价值);二是环境的自然价值,也即

通常所提及的自然力价值.对环境自然价值的认识有虚拟价值论、劳动再生

产论、劳动积累论、劳动补偿论、劳动替代论等几种观点①.其中虚拟价值较

有代表性,主要用马克思的地租理论来说明自然资源价值,并计量其价值.总

之,无论基于何种观点,都从不同视角承认了环境自然价值,这为我们探究环

境视角下的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① 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作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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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３环境价值通过马克思再生产模型改变了传统经济增长逻辑

　　在人类进行经济活动的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前端:由环境为之提供土壤、矿
藏、淡水、森林等各类环境资源,它的中间和后端由环境的物质运动过程为之

消纳、分解或转化废弃物.因而社会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前后两端都连接并

依赖于必不可少的环境生产与再生产.因此,在环境—经济大系统中拓展马

克思再生产理论,除了包括生产资料生产部类和生活资料生产部类外,还需增

加一个新部类即环境生产部类,使得原来的两部类模型扩展为三部类模型.

　　这样马克思再生产模型拓展为:第一部类即生产资料部类的价值构成记为

W１＝
C１１＋V１１＋M１１

经济价值 ＋
C２１＋V２１＋M２１

环境价值
即W１＝C１１＋C１１＋M１１＋C２１＋V２１＋

M２１,其中C２１(第一部类不变资本环境价值,或生产资料部类的不变资本环境

价值)表示生产资料生产中为形成不变资本经济价值C１１所产生的或正或负

或零的第一部类不变资本环境价值①,与此类似,V２１表示第一部类可变资本

环境价值、M２１表示第一部类剩余环境价值;C２１＋V２１＋M２１实际上是生产生

产资料的环境劳动价值,它可能为负值,它要在再生产过程中与第三部类环境

部类进行交换补偿②.同理,生活资料部类的价值构成为 W２＝C１２＋V１２＋
M１２＋C２２＋V２２＋M２２;环境生产部类的价值构成为W３＝C１３＋V１３＋M１３＋
ENV.③ 这里对环境生产部类的价值构成做一个特别说明:根据前面对环境

价值的界定,C１３＋V１３＋M１３可认为是环境部类在经济系统中的价值体现,它
一定是通过人的劳动对环境所形成的劳动价值,因此即是环境劳动价值,它可

能为负值,其值取决于并影响着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环境劳动价值,它分别

与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的环境劳动价值进行交换补偿④;ENV 可认为是环

境的自然价值,自然界在长期演化过程中产生了人和人类社会,同时形成大体

稳定的物质能量循环网络系统,保持了大气、水域和土壤环境的物理、化学和

生物学性质及其相对稳定的特征.因此,一定时期内ENV 是一个相对稳定

的量,根据对环境自然价值的理论认识,其值为正.

　　把环境价值⑤引入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原来的物质生产部类即第Ⅰ部类

和第Ⅱ部类拓展到三个部类即加上环境生产部类⑥,原有的模型发生了如下

变化:(１)原有的不变资本(C１１)、可变资本(V１１)、剩余价值(M１１)的价值内涵

和价值量发生了改变,由于环境劳动价值的存在,使得拓展后的包括环境视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形成不变资本价值C１１的经济活动对环境造成破坏,则对应的不变资本环境价值C２１为负,反
之为正,如果对环境没有任何影响则为零.

Cij、Vij、Mij中的i＝１代表经济,i＝２代表环境,j＝１、２、３分别代表Ⅰ、Ⅱ、Ⅲ三大部类.
ENV是环境系统中环境产品的价值即环境———环境本身的价值也就是通常所述的环境自然

价值.
在后面第三部分环境视角下的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中还会做出详细说明.
环境价值既包括环境劳动价值又包括环境自然价值.
第Ⅲ部类是既有物质又有非物质生产的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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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２辑 环境视角下的马克思再生产模型构建 １４５　　

的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中的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的价值变为不变C１１＋
C２１、可变资本V１１＋V２１、剩余价值 M１１＋M２１

①;由于环境劳动价值可能为负

值,因此,新内涵下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有了约束条件,还可适用

于可持续背景下的讨论.(２)原有的第Ⅰ、Ⅱ部类经济价值变为经济价值加上

环境劳动价值后,其对应的环境劳动价值需在第Ⅲ部类中得到价值体现和价

值补偿.(３)新增第Ⅲ部类由环境劳动价值和环境自然价值两部分构成,其环

境劳动价值需在第Ⅰ、Ⅱ部类中得到体现和补偿.于是,原有马克思增长理论

的内容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即:再生产实现条件的改变、约束条件的限

制、经济增长模型的改变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现实问题等.

三、引入环境视角下的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实现条件

　　传统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中简单再生产必须以三方面的交换完成为条件.
也就是如果要保持全社会的原有规模的简单再生产在下一年继续进行,必须

完成三方面交换:一是第Ⅰ部类的４０００C,即价值４０００的生产资料,在本部

类内部进行交换,以解决本部类的各生产部门的次年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二是

第Ⅱ部类的５００V＋５００M,即价值１０００的消费资料,在本部类内部进行交换,
以解决本部类的各生产部门的次年所需要的消费资料;三是第Ⅰ部类中的

１０００V＋１０００M,即价值２０００的生产资料,和第Ⅱ部类的２０００C,即价值

２０００的消费资料相交换,以解决第Ⅰ部类次年所需的消费资料和第Ⅱ部类次

年所需的生产资料.由此,总结出简单再生产实现的基本条件,即:Ⅰ(V＋
M)＝Ⅱ(C)和派生条件,即Ⅰ(C＋V＋M)＝Ⅰ(C)＋ Ⅱ(V);Ⅱ(C＋V＋M)

＝Ⅰ(V＋M)＋Ⅱ(V＋M).按照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的原理,从简单再生

产的角度来探究加入环境价值后的三部类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实现条

件.

　　１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如图３所示):

　　(１)基本条件:

　　Ⅰ(V１１＋M１１)＝Ⅱ(C１２);

　　Ⅰ(C２１＋V２１＋M２１)＝Ⅲ(C１３);

　　Ⅱ(C２２＋V２２＋M２２)＝Ⅲ(V１３＋M１３).

　　基本条件说明,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社会生产三大部类之间存在着互为

条件、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内在联系,即第Ⅰ部类提供给第Ⅱ、Ⅲ部类的生产

资料和第Ⅱ、Ⅲ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之间,第Ⅱ部类提供给第Ⅰ、Ⅲ部类的

消费资料和第Ⅰ、Ⅲ部类对消费资料的需求之间,第Ⅲ部类提供给第Ⅰ、Ⅱ部

① W１＝C１１＋V１１＋M１１＋C２１＋V２１＋M２１＝(C１１＋C２１)＋(V１１＋V２１)＋(M１１＋M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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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图３　环境—经济系统下的简单再生产实现条件

类的环境资料和第Ⅰ、Ⅱ部类对环境资料的需求之间在使用价值和价值两方

面都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① 所以,上面三个等式就是简单再生产得以

实现的基本条件,由此可推出派生条件.

　　(２)派生条件:

　　Ⅰ(C１１＋V１１＋M１１＋C２１＋V２１＋M２１)＝Ⅰ(C１１)＋Ⅱ(C１２)＋Ⅲ(C１３);

　　Ⅱ(C１２＋V１２＋M１２＋C２２＋V２２＋M２２)＝Ⅰ(C１１＋M１１)＋Ⅱ(V１２＋M１２)

＋Ⅲ(C１３＋M１３);

　　Ⅲ(C１３＋V１３＋M１３＋ENV)＝Ⅰ(C２１＋V２１＋M２１)＋Ⅱ(C２２＋V２２＋M２２)

＋Ⅲ(ENV);

　　派生条件说明,第Ⅰ部类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等于三大部类消耗的不

变资本价值之和;第Ⅱ部类生产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等于三大部类消耗的可变

资本价值及剩余价值之和;第Ⅲ部类生产的环境价值等于一、二大部类消耗的

环境劳动价值加上第三部类的环境自然价值.

　　(３)约束条件:

　　环境—经济系统下的环境劳动价值可能为负值,于是对三部类简单再生

产模型还必须有一定的约束条件,保证再生产的实现.

　　在第Ⅲ部类(即环境部类)价值构成中:W３＝C１３＋V１３＋M１３＋ENV,再
生产得以继续,其中的可能为负的环境劳动价值的绝对量不能超过环境自身

的价值即环境自然价值,这也即是通常意义上的经济活动必须以环境承载力

为限的理论体现.在这具体表现为:环境总价值②W３＞０;同时,生产资料部

类和生活资料部类由于也可能存在着负价值,因而,要保证再生产能够进行,
其对应的第Ⅰ、Ⅱ部类的价值构成应大于零即W１＞０和W２＞０.整理如下:

W１＞０、W２＞０、W３＞０.

　　２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如图４、５所示):

①
②

不仅是一种数量关系,而且也是一种结构关系.
即环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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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２辑 环境视角下的马克思再生产模型构建 １４７　　

　　马克思在分析简单再生产后,认为扩大再生产必须有多余的生产资料为

前提.同时,扩大再生产除了要有多余的生产资料外,还需追加消费资料.也

就是两大部类要积累和扩大,才具备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同

时,多余的生产资料和追加的消费资料也必须实现三方面的交换,社会扩大再

生产才得以进行.即Ⅰ(V＋ΔV＋Mx)＝Ⅱ(C＋ΔC).按照马克思两大部类

再生产的原理,从扩大再生产的角度来探究加入环境价值后的三部类马克思

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实现条件.

　　首先,第Ⅰ、Ⅱ部类价值包括经济价值和环境价值,在扩大再生产中其经

济价值中的剩余价值部分拿出一部分用于积累记作 ΔC、ΔV,对应的环境价

值也产生一个增量,而第Ⅲ部类中由于环境自然价值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量,短
期内它不受环境劳动价值的影响,即前面的增量没有带来后面对应的增量.
具体如图４所示:

图４　环境—经济系统下的扩大再生产

　　接着,在交换中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１)基本条件:

　　Ⅰ(V１１＋ΔV１１＋M１１X)＝Ⅱ(C１２＋ΔC１２);

　　Ⅰ(C２１＋ΔC２１＋ΔV２１＋M２１X)＝ Ⅲ(C１３＋ΔC１３);

　　Ⅱ(C２２＋ΔC２２＋V２２＋M２２X)＝Ⅲ(V１３＋ΔV１３＋M１３X).

　　(２)派生条件:

　　Ⅰ(C１１＋ΔC１１＋V１１＋ΔV１１＋M１１X ＋C２１＋ΔC２１＋V２１＋ΔV２１＋M２１X )＝
Ⅰ(C１１＋ΔC１１)＋Ⅱ(C２１＋ΔC１２)＋Ⅲ(C１３＋ΔC１３);

　　Ⅱ(C１２＋ΔC１２＋V１２＋ΔV１２＋M１２X ＋C２２＋ΔC２２＋V２２＋ΔV２２＋M２２X )＝
Ⅰ(V１１＋ΔV１１＋M１１X)＋Ⅱ(V１２＋ΔV１２＋M１２X)＋Ⅲ(V１３＋ΔV１３＋M１３X);

　　Ⅲ(C１３＋ΔC１３＋V１３＋ΔV１３＋M１３X ＋ENV)＝Ⅰ(C２１＋ΔC２１＋V２１＋ΔV２１

＋M２１X)＋Ⅱ(C２２＋ΔC２２＋V２２＋ΔV２２＋M２２X)＋Ⅲ(ENV).

　　派生条件说明,第Ⅰ部类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等于三大部类消耗的不

变资本及其追加的不变资本价值之和;第Ⅱ部类生产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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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三大部类消耗的可变资本价值、追加可变资本价值及个人消费剩余价值之和;
第Ⅲ部类生产的环境价值等于一、二两大部类消耗的环境劳动价值加上第三

部类的环境自然价值.

　　最后,在环境系统下,还需满足约束条件.

　　(３)约束条件:

　　W１＞０、W２＞０、W３＞０.

图５　环境—经济系统下的扩大再生产实现条件

四、结语

　　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也是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引入环境视角的马克思再

生产模型所揭示的原理在前面已经清晰展示了,如何用它来指导中国经济发

展、经济增长的实践工作,指导地方政府进行经济发展呢? 在环境劳动价值不

能呈现正价值增长的情况下,绝对不能做出加剧环境价值即W３ 变小的经济

政策主张.同时,为了使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更应采纳使环境劳动呈现正价

值的如环境保护、发展循环经济等等政策主张.物质生产与环境生产对制度

有着不同的要求:与有形物打交道的物质生产对体制、机制的依赖性相对较

弱,而与人和物都打交道的环境生产对制度的依赖性却很高.在制度不完善

的社会里,环境生产发展缓慢、停滞不前甚至是极度的负生产.如果一国或一

个地区的制度机制不利于环境生产,片面追求物质资料的生产或 GDP的增

加,那么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所以,机制和制度是确保引入环境视角的马克

思再生产理论能够实现的关键因素.

　　引入环境视角的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是对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的极大丰

富.在环境—经济大系统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其对应的增长逻辑及路径,决
定经济增长率的参数如资本有机构成、积累率、剩余价值率等的内涵将发生改

变.三部类实现再生产的基本条件、派生条件及约束条件对解决再生产过程

中的适度规模问题;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处理;对自然资源怎样影响劳动生产

率等等理论问题的认识提供新的逻辑体系.然而,在具体应用中必须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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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２辑 环境视角下的马克思再生产模型构建 １４９　　

好以下几个问题:(１)经济价值与环境劳动价值如何进行价值量的沟通即如何

实现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价值量的统一折算;(２)环境自然价值与环境劳动

价值量上的沟通和折算;(３)如何把理论模型变为能进行实证研究的实证模

型,去检验并指导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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