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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黄茂兴(１９７６－),男,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博士,副教授,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院

长、全国经济综合竞争力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分中心常务副主任.

　　李建平教授是一位对马克思主义具有坚定信念、在国内率先运用文本分

析并且把经济学和哲学内在地结合起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经济学

家.

　　李建平１９４６年农历十一月初六出生于福建莆田,祖籍浙江温州.１９６６
年高中毕业,１９６９年初到闽西连城下乡插队,１９７２年进入福建师范大学政治

教育系学习,１９７５年毕业留校.１９７９~１９８１年在福建师范大学攻读马克思主

义哲学研究生,１９８５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在同济大学留学预

备部进修德语,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在联邦德国波恩大学做访问学者,专程拜谒了

位于特里尔的马克思故居.１９９１年晋升为教授.先后担任过政治教育系副

主任(１９８４)、系主任(１９９０)、经济法律学院院长(１９９４)、副校长(１９９５~２００２)、
校长(２００２~２００８).他现在是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全国经

济综合竞争力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分中心主任,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

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学术带头人,福建省重点建设学科政治经济学学科负

责人,同时还担任福建省人民政府经济顾问、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
福建省科协副主席.他是福建省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１９９３)
和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１９９９).

　　李建平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发展史、«资本论»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改革方法论、区域经济发展等,已发表学术论文一百

多篇,撰写、主编学术著作、教材６０多部.他先后六次获得福建省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两次获得二等奖,还获得全国第七届“五个一工程”优秀理

论文章奖等.李建平教授的社会学术兼职有: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
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世
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

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学术委员会委员、福建省哲学学

会会长、福建省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会长、福建省经济学会副会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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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２辑 李建平的学术贡献与经济思想 １６５　　

一、李建平的学术贡献

(一)在我国最早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研究马克思的经济理论

　　李建平在１９７９~１９８１年攻读研究生期间,有幸聆听了我国著名«资本论»
研究专家陈征教授讲授的«资本论»课.陈征教授鼓励他按«资本论»章节顺序

研究«资本论»的辩证法,认为这在国内外还没有人做过.当时有关«资本论»
辩证法的著作主要有两本:一本是苏联学者罗森塔尔写的,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出

版;另一本是中国学者吴传启写的,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出版.这两部著作有一个

共同的毛病,就是“原理加例子”,很多地方牵强附会.按«资本论»的章节研究

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是很有创意的,但是难度很大,主要有三:一是要找出«资
本论»每一篇、章、节的逻辑结构和所用方法的有机联系;二是要弄清马克思创

作«资本论»时处理结构和方法的原初考虑和实际思想进程;三是有足以证明

上述想法和分析结论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值得庆幸的是,当时这方面的材料

已陆续出版,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４０~５０卷、«马克思恩格斯‹资
本论›通信集»等.１９８０年他写了«浅谈马克思分析商品的方法———学习‹资
本论›札记»①,这实际上是研究«资本论»第一卷第一、二节马克思所应用的方

法.接着他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三节所应用的方法作为研究

生毕业论文,题为«价值形式辩证法试探»,并于１９８１年底通过了论文答辩,论
文于次年发表②.马克思曾说过,价值形式这部分对于«资本论»全书“太有决

定意义了”,因为它“包含着货币形式的全部秘密,因此也就包含着萌芽状态中

的劳动产品的一切资产阶级形式的全部秘密.”③但是,它又特别“难懂”,其中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马克思特意“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④为了理解

价值形式的辩证法,李建平下了很大功夫,收集并研读了当时所能获得的大量

有关资料,包括«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第一章的中译本(载中国社会科学

院经济研究所学术资料室编印的«经济研究资料»１９８０年第２６期).这应该

是国内第一篇运用文本分析研究马克思价值形式辩证法的论文.１９８３年他

又有多篇运用文本分析的研究论文如«试解‹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结构的奥

秘»、«马克思分析商品拜物教的方法初探———学习‹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

四节»、«‹资本论›的逻辑起点试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的系统方法初

①

②

③
④

李建平浅谈马克思分析商品的方法———学习‹资本论›札记[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０
(４)

李建平价值形式辩证法试探———读‹资本论›札记[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２(２);经济研
究参考资料,１９８２(９６)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２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８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６,２１５~２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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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探———学习‹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浅谈中介在马克思工资分析中的作用»
发表在«学术月刊»、«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等刊物上.１９８６年他出版了«‹资本

论›辩证法探索»上册一书,在“前言”中明确指出:“在阐述过程中,我主要以马

克思本人的著作(包括手稿和书信)为依据,力求做到观点和材料的统一.”①

运用这种文本分析的方法,李建平破解了«资本论»的许多难题.

　　在研究«资本论»辩证法过程中,李建平也研读了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当时国内有两个中译本,一是中央编译局的译

本,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一是刘丕坤的译本.当时国内的研究

主要依据这两个译本.１９８９年李建平在联邦德国访问时,查阅了由苏联、东
德联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２)中收集的未

经后人编辑整理的«手稿»原始文本,发现俄文版编者对它的理解和编辑加工

存在诸多重大错误,如结构、书名等,这些错误又为中译本所沿袭,以讹传讹.
他的研究成果回国后发表在«福建师大学报»１９９１年第４期上,题目为«关于

马克思１８４４年巴黎手稿文本的研究».该论文在国内应该是第一次基于«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２)的最新文献对马克思这部很

有影响的手稿进行了深入的文本分析,提出了有创新性的见解.该论文１９９４
年获得福建省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进入新世纪以来,马克

思主义的文本分析在我国学术界日益受到重视,并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

一大热点.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０日,«光明日报»理论版以“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研

究的文本学派”为通栏大标题,刊登了北京几位学者的一组文章.同年４月

１９日,李建平在河南大学召开的全国首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与发展论坛

上作了有关马克思主义文本分析的演讲,并介绍了６０年前的研究成果,引起

了与会者极大的兴趣.他还对在我国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提出了一

系列的建议,如进一步认识开展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重要性;想方设法尽一

切力量,收集开展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所需的各种资料;加强翻译队伍建设,
加快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和有关资料的翻译速度;经常

召开马克思主义文本问题研究的学术会议,加大国内外交流的力度;在北京尽

快筹建马克思恩格斯博物院等.②

　　(二)是国内把经济学和哲学内在地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

个整体来研究的先行者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不可分

割的,这既体现在马克思一生的思想发展过程中,也体现在他的每一本主要著

①
②

李建平«资本论»辩证法探索(上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１
李建平大力开展文本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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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２辑 李建平的学术贡献与经济思想 １６７　　

作中.例如,«资本论»既是一部伟大的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伟大的哲学著

作.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一定要从整体上来把握,特别是要把哲

学和经济学内在地结合起来.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有识之士已纷纷著文呼吁,
就是为了要纠正长期以来在研究中出现的把两者拆分开来的偏颇.李建平从

１９８０年开始研究«资本论»辩证法时,就有意识地在哲学和经济学两方面下工

夫,并且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他开设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选读»、«欧洲哲

学史»、«现代西方哲学评析»等课程,对黑格尔哲学颇有研究.１９９０年当他从

联邦德国访问回来,看到国内有人诋毁和否定黑格尔哲学,感到十分可笑和愤

怒,当即写下了«为黑格尔哲学一辩»一文,发表在同年的上海«学术月刊»上.
他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始于读大学时期,当时陈征老师把尚未出版的«‹资本

论›解说»第一卷讲稿的铅印本借给他看,由此进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殿

堂之门.国内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在评价吴传启的«‹资本论›的辩证法问题»一
书时曾这样写道:“在哲学的研究上,吴传启可能有一定的水平.但他对«资本

论»的辩证法所发表的一些意见,我们却感到不少是门外之谈.从哲学到经济

学,在他的脚底下尚有一条未能跨越的鸿沟.”该书“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包含有

严重错误的遗产.”①这不仅是对吴传启的批评,也是对那些不熟悉经济学又

要对经济学发表高论的哲学研究者的警示.由此可见,把哲学和经济学结合

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在两方面都要有相当的基础.李建平的«‹资本论›辩证法

探索»上册一书较好地体现了哲学和经济学的结合,１９８７年该书获得福建省

首次由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六

五规划重点项目优秀专著奖”.２００６年该书由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再版,易
名为«‹资本论›第一卷辩证法探索»,«当代经济研究»的一篇书评认为,该书

“这些有益的、卓尔不凡和细致深入而能引人思索的探索,再次有力地证明,不
钻研辩证逻辑,就不能完全理解«资本论»”.② 李建平对一系列经济问题的分

析,如劳动价值论新解、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资本营运、分配改革、扩大消费、信
用研究等,都充分体现了经济学和哲学的结合这一正确的方向.

　　(三)对«资本论»方法进行创新性的研究,在国内高校中率先开设«资本

论»方法论课程

　　«资本论»方法是«资本论»、当然也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出版后,马克思对有关«资本论»方法的评论

很不满意,所以在德文第二版跋中专门就«资本论»方法问题作了详细论述.
一百多年来,研究«资本论»方法的论著不少,李建平研究的特色和贡献在于:

①
②

胡培兆等«资本论»研究之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７１
陈俊明不钻研辩证逻辑,就不能完全理解«资本论»———再读«资本论»第一卷辩证法探索

[J]当代经济研究,２０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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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一是从欧洲哲学史的理论背景下,注重从黑格尔哲学,特别是从«逻辑学»来研

究«资本论»所应用的方法.这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已有明确的指示,
但知易行难,李建平知难而上,难能可贵.二是从«资本论»现有版本各篇章节

的结构分析入手,佐以大量的相关材料(如马克思书信、手稿、«资本论»各种版

本等),力图找出隐藏在表面词句深处的方法.这种研究完全不同于曾经流行

的“原理加例子”,主观臆测,生拼硬凑,因而具有较高的学术性.三是从历史

发展的角度来看待马克思经济学方法.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如同他的其他理

论一样,也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从比较简单到相对完美的过程,不能抓住

其发展过程中某一个时期或某一个地方提到的方法(如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或

所谓科学抽象法)就当作«资本论»或者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方法,这会犯以点

代面、以偏概全的错误.马克思关于«资本论»方法最直接、最全面的论述应该

是写于１８７３年１月２４日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第二版跋.所以«资本论»
方法实质就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辩证法.它和以前提到的某一种方法或几

种方法并不矛盾,只是把它们统摄其中而已.四是在国内最早开设“«资本论»
方法论”的课程.１９８２年上半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的李建平受陈征老师之邀,
为来自全国高校的«资本论»教师进修班学员和本校１９８１级政治经济学硕士

研究生开设“«资本论»方法论”新课程,很受欢迎.而且从那时开始,这门课程

在福建师大经济学研究生中一直没有间断过,即使在社会上曾一度刮起的«资
本论»方法的“过时论”之风甚嚣尘上的时候.他所撰著的«‹资本论›辩证法探

索»已成为这门课程的基本教材.

(四)捍卫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尊严,提出有别于传统诠释的创新性见解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一生的两大主要发现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的基石.２１世纪初,针对经济学界有人片面理解和歪曲马克思的劳动价值

论,散布劳动价值论“过时论”,欲以西方经济学价值理论取而代之,李建平教

授极为愤慨,在北京、上海等地召开的有关学术会议上,以及在«人民日报»、
«当代经济研究»、«学术月刊»等报纸杂志上撰文,对上述观点予以严词驳斥,
捍卫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尊严.在这场大论战中,李建平利用其在«资
本论»方法研究上的优势,指出“过时论”鼓吹者之所以陷入迷误,“其中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不了解«资本论»所应用的方法,导致以讹传讹,谬种流传.”①例

如,“有一本著名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在批评劳动价值论偏颇时,认为马克

思未能正确理解价值和价格这两个范畴在历史上和理论上的关系.按照作者

的观点,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始终是一个本质的事实和唯一的

① 李建平掌握«资本论»方法,正确理解劳动价值论[J] 载胡钧、樊建新主编 深化认识劳动
价值论过程中的一些问题[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６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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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２辑 李建平的学术贡献与经济思想 １６９　　

存在,而价值不过是价格中的一种形式,即长期价格水准;只有从价格的存在

和变动去探求和证明价值,而不是相反;价格决定比价值决定层次更高,更带

普遍性,价值决定原理理应从属于价格的决定法则.”①李建平认为该作者的

上述谬论,反映出他对«资本论»方法的理解存在三个偏差:一是不了解现象与

本质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明确指出,价值是价格的本质,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

现,即现象形态.如果把价值合并到价格,也就从根本上取消了价值这一本

质,这不仅是对劳动价值论进行釜底抽薪,也违背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常识,
使经济科学研究的任务成为多余的了.二是不了解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关

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虽然先论述价值,以后才论述价格,但这并不表

明,马克思在研究价值前没有进行过价格的研究.恰恰相反,马克思在研究

«资本论»之前和过程中,收集了大量的有关货币和商品价格的历史和现实的

材料,作了深入的研究.”② 然后才有可能从具体价格达到抽象价值规定,再从

抽象价值规定逐步达到具体价格.“前一行程属于研究过程,后一行程属于叙

述过程,他们所采用的方法是有区别的.指责马克思没有从价格的存在

和变动去探求和说明价值,说明他对马克思在‘价格存在和变动’方面作过的

大量研究视而不见,并且把«资本论»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混为一谈”.③ 三是

不了解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法.按照这种方法,作为«资本论»逻辑起点的

商品,既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历史起点相一致,也与人类社会商品生产历史

的起点相一致.因此,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开篇中,同时存在有关两种商品生

产的论述也就不奇怪了.那种认为劳动价值论适用范围仅限于实物交换场合

的观点,只看到«资本论»开篇有一些关于人类商品生产历史起点的论述,未能

把握马克思主义所应用的科学方法,就轻率地得出不符合«资本论»原意的结

论.“这进一步说明,在理解劳动价值论时,掌握«资本论»所应用的辩证方法,
是多么重要.”④

　　李建平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具有两种形态的新

观点.第一种形态是劳动价值论的抽象形态,它的内容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

学批判»第一分册和«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其特点就是所论述的内容都是

一些最简单、最抽象、最一般的规定和形式,它适用于一切时代,不仅适用于资

本主义简单商品生产,也适用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当然也适用于社会

主义商品生产.虽然这一形态的劳动价值论是抽象的、简单的、一般的,不可

能用它来直接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但它却是马克思整个经济大厦的基础,
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劳动价值论的第二种形态是具体形态,它是第一种

形态的逐步具体化,其内容主要体现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至第三卷第七

①②③④ 李建平掌握«资本论»方法,正确理解劳动价值论[J] 载胡钧、樊建新主编 深化认识
劳动价值论过程中的一些问题[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６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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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篇中,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剩余价值学说,其特点:一是不再从纯粹形态方面进

行考察;二是贴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三是具有鲜明的阶级倾向性.
在揭示了劳动价值论的两种形态后,李建平认为,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

思的劳动价值论,就是要准确地、完整地加以理解;发展抽象形态的劳动价值

论要十分谨严;要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在深化劳动价值论具体形态的研究上下

功夫.李建平关于劳动价值论两种形态的观点开辟了深化劳动价值论研究的

新视角,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五)努力探索«资本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运用和发展,提出一系

列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见解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作指导? 这在经

济学界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李建平坚持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已向

世人有力地证明所选择的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及其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完全是

正确的,而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士所鼓吹的‘中国崩溃论’等论调则是完全

错误的.”①“«资本论»虽然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的市场经济,但同任

何特殊事物都包含着一般一样,透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特殊,马克思也揭

示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这‘一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同样适用的.因

此,我认为要从现时代的观点重新解读«资本论»,发掘那些有益于建设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东西”.② 李建平和陈征教授等主编的«‹资本论›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中的运用和发展»一书出版后很受欢迎,２０００年获得第四届福建省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李建平的探索主要有:(１)关于资本及其运动的

原理在现代的应用和发展.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

段.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资本营运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项必然的战略选

择被推上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舞台.１９９７年李建平发表系列论文,强调资

本营运是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的突破口,势在必行.它是一项复杂的系统

工程,既需要重点突破,也需要整体推进.首先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解决

“资本必姓资、流动即消失”的认识误区.他认为,“资本”这一范畴并非资本主

义的专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可以利用.他发

表在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９日«福建日报»理论版的论文«关于资本营运的几个问题»
获得了１９９７年度全国报纸理论宣传优秀理论文章一等奖.(２)«资本论»关于

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价格体制有重要指导意

义.其一,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市场价格的形成.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

现,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但是,社会主义市场价格并不是直接以价值为基础,
而是以价值转化形式即生产价格为基础,但这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而我国已

①② 李建平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与竞争力[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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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第３２辑 李建平的学术贡献与经济思想 １７１　　

经具备了这一条件.市场价格的形成与市场供求关系有密切关系,过去在研

究市场价格的形成时忽视以至否定供求因素的作用,那是片面的、不对的.但

是,如果认为市场价格完全由市场供求来决定,那就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市

场价格的形成也受国家宏观调控的制约.在核算和确定市场价格中的成本

时,对纯粹流通费用要作具体分析,虽然这种费用不会产生新价值,但它有助

于商品的销售,占领和扩大市场,从而促进商品生产,因此,这种流通费用也应

列入成本.其二,有助于理顺市场价格关系,最根本的是要遵循价值规律,贯
彻等价交换的原则.其三,建立市场价格管理的新体制,在价格的决策主体、
形成机制和调控方式等方面实现从计划价格到市场价格的根本转换.①

(３)挖掘«资本论»中关于经济效益的论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前三

篇中,对如何提高利润率和阻止平均利润率下降、增加利润量有许多深刻的论

述.虽然这些论述主要是研究资本家为了追逐更高的剩余价值和利润而采用

的种种剥削手段,但是如果去掉其资本主义性质,对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条件下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仍然是适用的.这些原理主要有:提高经济效益

必须实行规模经济;提高经济效益必须加速资金周转;提高经济效益必须依靠

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必须加强企业管理.② (４)关于«资本论»中商业资本

理论的应用和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３卷第４篇中,批判了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关于商业资本的错误观点,创立了科学的商业资本理论.李建平认为,
马克思对商业资本的研究,虽然只是在分析资本的核心构造所必需的范围内,
较详细地说明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这两种资本形式的特征,但是从

中所揭示的关于商业资本的一系列重要原理,对于我们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条件下,研究社会主义商业资本运动的特点,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商业的地

位和作用,进一步改革流通体制,加快商业现代化步伐,积极发展现代流通组

织形式,建立管理有序的全国统一市场体系,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仍具有重要

的意义.③ (５)关于马克思分配理论的应用和发展.１９９８年是我国改革开放

２０周年,理论界从各方面对２０年来的改革开放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李建平

在«经济学动态»、«福建论坛»等杂志上发表了多篇论文,着重论述了分配改革

问题,认为２０年来的分配改革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的分配

改革在理论上有突破,在实践上有创新.它给予人的启迪和思考:一是２０年

来的分配改革的成功是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光辉指导下取得的;二是分

配改革一定要注意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三是分配改革要坚持马克

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不动摇,但又必须依据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对这一理论加

①

②
③

陈征、李建平等主编«资本论»与当代中国经济[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７８~３０４

李建平«资本论»中的经济效益理论探略[J]当代经济研究,１９９７(２)
陈征、李建平等主编«资本论»与当代中国经济[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

３１７~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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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以丰富和发展.他有关分配改革的系列论文２０００年获得了福建省首届邓小

平理论基地研究成果一等奖,第四届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６)关于扩大消费需求问题.１９９７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

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市场消费需求相对疲软已成为影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态

势和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问题.李建平撰文提出:要正确认识消费需求在经

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生产和消费这一矛盾的对立双方中,由于买方市场

形成这一特定的条件,消费已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需要集中力量加以解

决;扩大消费需求并非权宜之计,而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战

略方针.扩大消费需求不能搞单打一,而需要居民、企业和政府一齐动手,多
管齐下,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提出新的消费热点的形成关键在培育,即为消

费创造相应的主观和客观的有利条件.只要经过深入、细致的培育工作,新的

消费热点才能真正“热”起来,从而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① 这篇论文虽

然是１０多年前写的,但现在仍有指导意义.(７)关于信用的研究.李建平从

２０００年开始就关注信用问题,并指导他的一位博士生以此作为博士论文选

题.２００２年５月该博士论文«信用问题的经济学分析»通过了答辩,获得专家

一致好评,同年８月由中国城市出版社出版,这是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研究信

用经济的学术专著.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李建平教授在«当代经济研究»、«东南学

术»、«福建论坛»等杂志上发表了系列论文,提出关于信用的若干新观点:一是

要正确理解信用概念.从«资本论»有关信用的论述可以看出,信用本质上是

一个经济范畴,不要简单地把它归入伦理道德范畴;经济信用问题的解决,主
要依靠经济手段,辅之以法律的他律和道德的自律.二是信用是经济发展到

一定阶段的产物.信用经济具有不同于传统经济的新特点,它的形成要具备

一定的社会条件.三是社会信用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重点突破、整体推

进.看一个社会信用模式是否合适和有效,要从信用需求、市场秩序、经济发

展三个方面来衡量.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３０日,福建省社科联在福州召开“建设‘信
用福建’社会科学季谈会”,李建平和来自北京的著名经济学家等应邀在会上

做了专题发言(见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３１日«福建日报»).２００３年初,又应«东南学

术»编辑部之邀,主持了该刊同年第二期“社会信用体系与市场经济”的专题研

讨,在省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２００５年李建平关于信用问题的系列论文获得

了第六届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六)深入进行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比较研究,开拓马克思主义经济竞争

理论研究的新领域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点之一,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经济.竞争不仅

① 李建平关于扩大消费需求的几点认识[J]当代经济研究,１９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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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２辑 李建平的学术贡献与经济思想 １７３　　

在企业之间进行,而且在区域之间开展;现代意义上的竞争,不再是单个指标

的较量,而是一系列指标的综合比较.在李建平的大力支持与推动下,２００６
年福建师范大学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等单位联合成立全

国经济综合竞争力研究中心,李建平担任福建师范大学分中心主任,组织一批

中青年学者进行攻关.他选择了国内外还少有人研究的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

争力作为主攻方向,经过５年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由李建平担

任第一主编的«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自２００７年在社科文献出

版社出版以来,每年一部(分上、下册,２００多万字),迄今已出版四部,在每年

的春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该书的新闻发布会暨省域经济研

讨会,引起了国内理论界、新闻界和各级政府机构以及海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产生了强烈社会反响.参与报道的新闻单位有新华社、中新社、中央电视台、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中国经济时报»等中央和地方媒体

１００多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第一时间播发了蓝皮书新闻发布会的全程

实况.此外,海外的路透社、«联合早报»、«星岛日报»、凤凰卫视、«香港商报»、
«澳门日报»等也都及时作了报道.以２０１０年蓝皮书新闻发布会为例,据不完

全统计,网络上报道的相关资讯已达３０多万条.

　　该书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根据«海派经济学»杂志２００７年

第１７辑的开篇访谈«开拓马克思主义经济竞争理论研究的新领域———访经济

学家李建平»以及几年来«中国经济导报»等媒体的报道,主要原因有:一是该

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把马克思主义竞争理论具体应用到区域经济学研

究中,开辟了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这一新领域,并且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进行研究,建立起国内首个比较系统的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评价模型和指标

体系.几年来的实践表明,它是经得起检验的,获得了各方面的认可和肯定.
二是该研究对提升各省市区的经济综合竞争力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该书一改

过去把GDP作为衡量各省经济综合竞争力主要指标的片面做法,以系统指标

体系取而代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该书不仅具体研究了各省市在２０７
个四级指标、２５个三级指标、９个二级指标上在全国的排名,明确其自身的优

势和劣势,还针对各省情况提出提升其综合竞争力的路径选择.三是紧密跟

踪全球和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与时俱进,不断充实研究的内容,使之更加贴

近时代和实践.例如在２００８年出版的蓝皮书中,把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

区列入评价范围,为此构建了一个有别于内地的新的指标评价体系,反应很

好.在２００９年出版的蓝皮书中,加强了对全国各省、市、区经济综合竞争力区

域分布的深度分析.在２０１０年出版的蓝皮书中,尝试选取１０多个主要经济

指标,把评价期内我国内地排名前１０位的省份与 G２０国家进行简单的国际

比较,从中可以更好地反映出我国省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能力,结果很受欢

迎.«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２００５~２００６)»一书于２００７年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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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了第七届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２００９年８月中国社会科学院

在辽宁丹东召开的全国皮书工作会议上,«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蓝
皮书获得首届优秀皮书“最佳影响力奖”.

二、李建平的经济思想要点

　　(一)提出注重方法是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点,通过经济学方

法的分析确定«经济学手稿(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的起始写作时间

　　李建平从马克思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到７０年代政治经济学研究史的考察中,
“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马克思在写作经济学著作时,十分注意解决方法问题,十
分重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研究.”①这说明,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

和发展,不能离开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研究,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有机整

体.通过经济学方法的分析,可以解决«资本论»创作史遇到的许多难题.如

被称为«资本论»第一稿的«经济学手稿(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马克思未说明写作

日期,俄文版和中文版的编译者认为写于“１８５７年１０月”,但究竟是１０月上

旬、中旬还是下旬? 不明确.但确定这一时段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研究又

是十分重要的,因为马克思１８５８年１月１４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他获得弗

莱里格拉特赠送的几卷黑格尔著作,他把其中的«逻辑学»又浏览了一遍,从而

对经济学材料加工在方法上帮了很大的忙.据史料考证,弗莱里格拉特是

１８５７年１０月２２日把书带到伦敦并通知马克思的,马克思很快(甚至当天)就
得到了黑格尔的书.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开始写作手稿的时间就应该

是１８５７年１０月底,而不是１８５７年１０月.当然,这是需要证明的.苏联学者

巴加图利亚根据马克思在手稿中标明的几个时间,确定了马克思写作手稿的

平均速度,然后推算出马克思恰巧是在１０月２２日以后才开始写手稿的«货币

章»的.② 李建平则认为,“这是一种论证.但是,我们认为更有力的论证莫过

于对手稿本身的分析.从«货币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和«导言»明显不同

的现象,就是较多地使用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些术语、概念和提法.下面试以

«货币章»第一部分(A)的第二节作一些分析.”“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有把握

地肯定:«货币章»,从而整个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在１８５７年１０月底看了黑

格尔的逻辑学后,才开始撰写的.在撰写过程中,马克思充分应用了经过批判

改造的黑格尔的辩证法,这给材料的加工帮了‘很大的忙’”.③ 李建平通过另

①
②

③

李建平«资本论»辩证法探索(上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１３
参见(苏联)巴加图利亚、维戈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遗产[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

１６０~１６３
李建平«资本论»辩证法探索(上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１５~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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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第３２辑 李建平的学术贡献与经济思想 １７５　　

一种途径得出了和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相同的结论,并且起到了相互补充和

印证的作用.

　　(二)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价值形式”这部分如何“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

表达方式”①提出独到的阐释

　　马克思曾说过,“价值形式”这部分对于«资本论»全书太有决定意义了,但
是又特别难懂,因为它带有浓厚的黑格尔抽象思辨的色彩.从１９世纪５０年

代末到７０年代初,马克思对这部分进行了多次修改,从字面上看,黑格尔哲学

的痕迹已不易辨别了.李建平查阅了与这部分有关的大量材料,通过深入的

研究,在１９８２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三个新见解:一是应用黑格尔的外

化理论,论证价值形式的发展是商品价值逐步外化的过程.最初是商品价值

通过该商品与另一个商品的关系而显露出来,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开始发

生空间上的分离,这种分离若即若离,还很不固定———这是简单价值形式;接
着是这种分离的逐渐疏远和趋向固定———这是扩大的价值形式;分离基本固

定(一般价值形式)直到最终固定下来(货币形式),其结果便是商品交换价值

在货币上的独立化,即货币成为商品价值可以看得见的表现;二是论证商品外

化的根源就在于商品自身的矛盾性,商品外化过程所经历的各个阶段也就是

商品内部矛盾的展开和深化的过程,它依次表现为差别、对立和矛盾几种不同

的形态(这也是黑格尔哲学特有的术语);三是马克思在划分价值形式的几种

类型时,并不是把它们看成各不相干的,而是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隶属的

内在联系,一种形式可以演化为另一种形式,低级形式必然发展到高级形式,
马克思在这里运用了从个别到特殊、从特殊到一般的逻辑推论,当然,这种逻

辑推论是建立在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历史基础上的.② 李建平所运用的研究方

法,也就是现在流行的文本分析的方法.

　　(三)论证马克思批判地运用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学说,分析商品(货币)
拜物教的内容和特点、产生根源和历史过渡性,提出有别于传统解释的新见解

　　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巴黎手稿中,曾把异化劳动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重要理

论.在«资本论»中,异化劳动理论已为剩余价值理论所代替,但在对商品(货
币)拜物教的分析中,马克思仍然运用了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学说.费尔巴哈

是１８４８年革命前夕德国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思想家,是欧洲近代哲学史上

最后一个旧唯物主义的杰出代表,马克思称赞他在黑格尔以后起了划时代的

作用.费尔巴哈袭用了黑格尔的异化概念,以他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为基础,建

①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２４
李建平价值形式辩证法试探———读«资本论»札记[J]经济研究参考资料,１９８２(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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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立了宗教异化学说.他把感性的人作为出发点,认为必须从人的本性去解开

宗教之谜.他明确指出,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费尔

巴哈宗教异化学说的合理思想,并用来分析商品拜物教.李建平认为,商品拜

物教的内容和特点,可以用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１８６１~１８６３)»中的一句话

来概括,就是物的人格化和人的物化.所谓“人的物化”,一是指人的属性变成

了物的属性;二是指人的关系变成了物的关系.所谓“物的人格化”,一是指本

来是僵死的、无生命的人手创造的产物,一旦成为商品,就变成赋有生命并同

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二是指被创造出来的商品又反过来支配人,控
制人,统治人,如同宗教中的上帝一样.① 马克思指出,商品拜物教的性质来

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李建平认为,这里指的是在资本主

义商品生产社会中,个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分离和对立.从个人劳动中分离

出来的社会劳动,虽然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但必须以劳动产品作为它的物质

外壳,即要加以物化.由于社会劳动的物化,产品就转变成商品,从而社会中

一切真实的关系都被掩盖颠倒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

物,成了人间的统治者和上帝.个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分离是种暂时的社会

现象,具有历史的特征,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在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社会

也不存在,商品拜物教终将走向消失.

　　(四)提出商品作为«资本论»逻辑起点的六个特征,这对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理论体系建构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资本论»既是一部伟大的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伟大的逻辑学(辩证法)
著作.在«资本论»中,各种概念、范畴不是机械排列、随意处置的,而是有机相

联、相互隶属,一环紧扣一环.因此,在建立«资本论»整个体系时,逻辑起点的

选择是至关紧要的.马克思选择商品作为«资本论»的逻辑起点,正是恰到好

处,表现出他巨大的辩证法才能.李建平１９８３年在一篇文章中深入研究了

«资本论»逻辑起点理论②.他认为马克思在选择«资本论»的逻辑起点时,批
判地吸收了黑格尔关于逻辑起点一般规定的合理思想.通过对马克思一系列

经济学手稿和相关著作的研究,提出作为«资本论»逻辑起点的商品具有六个

方面的特征:(１)商品是一个经济的具体物,具有客观实在性.在«经济学手稿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中,马克思曾打算把第一章的标题定为价值,但在１８５９年出版

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改为“商品”.这一改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

义.价值虽然具有客观实在性,但毕竟看不见、摸不着,只能借助想像.把价

值作为起点,会给人一种唯心主义叙述方法的“假象”.而以商品作为起点,就

①

②

李建平马克思分析商品拜物教的方法初探———学习«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四节[J] 经
济研究参考资料,１９８３(２４)

李建平«资本论»的逻辑起点试析[J]经济研究参考资料,１９８３(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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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２辑 李建平的学术贡献与经济思想 １７７　　

使整个叙述行程奠定在唯物主义的客观基础上.(２)商品体现特定的社会生

产关系,具有历史的性质.马克思强调,产品成为商品,需要有一定的历史条

件;全部产品或至少大部分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这只有在一种十分特殊的生

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会发生.亚当斯密从超历史的“经
济人”的利己主义本性出发来建立经济学理论体系,因此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

看成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把表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经济范

畴都看成是永恒不变的,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３)商品是资本主

义社会的最简单、最抽象、最一般的形式.所谓最简单是指它是构成资本主义

社会的基本单位,如同动植物体中的细胞一样;所谓最抽象,是指马克思对资

本主义社会有机体进行抽象分析所应当达到的最大极限;所谓最一般,是指找

出千差万别的具体事物的共同点,即多样性统一的基础.但这一般,乃是黑格

尔所说的“本质一般”.因此,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一般”.(４)商品中

蕴含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的胚芽.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

一,商品经济的一切矛盾,都是从这个矛盾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５)商品作

为逻辑起点同商品生产历史的起点相一致.首先是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历

史起点相一致,其次也同人类社会商品生产的历史起点相一致;它们之间并不

互相矛盾,其中前一个一致是主要的、基本的,是马克思所着重考察的充分发

达了的商品生产,但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发生和发展也以浓缩的形式再现

了人类社会商品生产的产生和发展,正如现代社会个人意识的发生和发展是

人类意识的发生和发展的缩影一样.李建平明确回答了当时经济学界关于

«资本论»开篇商品性质的争论,即并非简单商品生产的商品,而是充分发展的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商品,只不过马克思在开篇暂时舍象去资本的关系,从它

的纯粹形态来考察罢了.(６)商品是资本运动的起点,也是资本运动的终点.
作为资本运动终点的商品和作为起点的资本主义生产元素的商品不同,它表

现为一定部分的资本和资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承担者.值得注意的是,马
克思在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间写作了«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打算把它作为«资本

论»第一卷的第六章即最后一章.在这一章中,马克思是把商品作为资本的产

物来分析的.马克思关于«资本论»逻辑起点的理论是严谨而又完备的,它对

多门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具
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五)破解«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论述货币各种职能的内在联系和特殊逻

辑结构的奥秘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论述货币的各种职能.该章有两个难

点:一是马克思如何揭示货币的各种职能的内在联系,并且依照它们在历史上

先后出现的顺序,在逻辑上正确地再现出来;二是该章结构十分特殊,从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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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到每一节中的各个小项,都是按三个层次进行论述的.这种结构序列和黑格

尔«逻辑学»“三一式”结构序列确有惊人相似之处.这究竟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呢,还是马克思有意为之,即特意“卖弄”起黑格尔特有表达方式? 在«资本论»
研究史上,还没有人注意到这两个问题,当然也就谈不上去解决了.李建平发

表于«学术月刊»１９８３年第６期«试解«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结构的奥秘»和

１９８６年出版的«‹资本论›辩证法探索»上册第五章«试论货币规定发展的辩证

法»,成功破解了这两大难题.首先,李建平明确指出,“马克思在第三章论述

货币规定的发展,总的说来是应用了黑格尔‘正反合’即‘肯定—否定—否定之

否定’的三段式方法.他从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金开始分析,到世界货币结束,
形成一个大的圆圈,这个大圆圈中间又包含了一系列大小不等的圆圈,一个连

着一个,一个大似一个,结构十分紧密.”①其次,李建平的分析不是从概念出

发,停留在“原则加例子”上,而是深入研读了与该章相关的所有马克思文本,
坚持以理服人让事实说话.例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１８５７~１８５８)»谈到

“充分发展的货币的第三种规定”② (即该章第三节的货币)时,写道:“货币作

为单纯的尺度,已经在作为流通手段的自身中被否定了;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

尺度,已经在作为货币的自身中被否定了”③ “货币作为离开流通并同流通相

对立的独立物,是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尺度这两种规定的否定(否定的统

一).”④ 等等.这样的论述是大量的,只不过在第三章中在字面上被淡化处理

罢了.再次,李建平也明确指出,马克思在第三章所应用的否定之否定方法

“虽然直接采用了黑格尔的思想材料,但是经过他的批判改造后,已经起了根

本性质的变化,和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有本质的区别,绝不能把两者混为一

谈.”⑤

　　(六)第一次揭示«资本论»在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论述过程中所体现的内容

与形式、原因与结果、偶然与必然、可能和现实、目的和手段等逻辑范畴的应

用、联系和转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和第五章考察货币转化为资本全过程

时,应用了一系列经过批判和改造过的黑格尔的逻辑范畴和逻辑方法,并把它

们和所论述的内容巧妙地结合起来,不仅使其相互联系,而且实现由此及彼的

转化.李建平通过深入的研究,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章第一节首先考

察作为资本的货币流通形式 GWG,它和简单商品流通形式 WGW 既有联

系又有区别,这种区别首先在于它们具有不同的流通形式,因此马克思对这两

种流通形式进行了比较研究.由于形式是内容的表现,形式的区别反映了隐

①②③④⑤ 转引自李建平«资本论»辩证法探索(上册)[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１１７、
１２７、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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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２辑 李建平的学术贡献与经济思想 １７９　　

藏在它们背后的内容的区别,所以马克思进而考察它们的内容,从比较中揭示

出作为资本的货币流通本质是以交换价值为主要内容,是谋求价值的无休止

的增值,马克思把这个增值额叫做剩余价值.在这一分析中,马克思应用了形

式和内容这一对范畴.剩余价值表现为 GWG 这一流通结果,而这一结果

又同价值规律相矛盾.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反而制造了许

多混乱,以便为资本辩护.因此,弄清剩余价值产生的真正原因,就是十分必

要的了.这样,形式和内容这一对范畴就转化为结果和原因的分析.马克思

拨开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散布的迷雾,论证了剩余价值的产生既在流通中

又不在流通中,其结果最后归结到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上,它是解开剩余价值

来源之谜的一把钥匙.劳动力作为商品,并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它只

是在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并且具备一定的条件时才出现的.从这个意

义上说,劳动力商品的出现具有偶然性.但是,偶然中包含着必然,劳动力转

化为商品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产物,是许多经济变革的总结,因此,它的出

现又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这样从因果关系范畴就过渡到偶然和必然这一对范

畴.货币所有者购买劳动力,是因为劳动力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它不仅是价

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的价值的源泉,但是劳动力在未消费以前,只是

一种可能的使用价值.要使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从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把它

和物的条件相结合,这种结合过程就是现实的劳动过程,这样,偶然和必然范

畴就过渡到可能和现实这一对范畴.人类的劳动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从现实到

可能、又从可能到现实的矛盾运动过程.从纯粹形态来考察,劳动过程是制造

使用价值的有目的活动,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但在资本主义生产

中,这种以生产使用价值为目的的劳动过程却成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基

本手段.“可见,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同时也是逻辑范畴由浅入深的转化

和过渡过程马克思把精辟的经济分析和辩证的逻辑推演巧妙地结合起

来,从而把资本的变化一步步地展示在读者面前.”①通过李建平的研究,我们

可以进一步理解恩格斯１８６７年６月２４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所说的“关于货币

转化为资本的一章和剩余价值产生的一章,就叙事和内容来说,是迄今为止最

光辉的两章”②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了.

　　(七)揭示«资本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内在联系,发掘马克思经济学分

析的系统方法思想

　　马克思１８６７年８月２４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这一

章时写道:“关于第四章(即现在版本的第四篇———引者),我是费了很大力气

①
②

李建平«资本论»辩证法探索(上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１９１~１９２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６,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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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才找到这些东西的本身即它们的联系的.”①是什么方法把相对剩余价值生产

涉及的错综复杂的各种材料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呢? 李建平１９８３年发表的

一篇论文发现,马克思所说的“联系”方法和现代系统方法极为相似②.虽然

系统方法在２０世纪才发展成为独立的科学方法,但人们对系统的认识和对系

统的应用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现代系统论的创始人LV 贝塔朗菲和

一些著名研究者如钱学森等都承认马克思对现代系统方法所作的贡献.在

«资本论»中,系统方法的应用到处都是,其中尤以第四篇最为突出.李建平认

为,研究马克思的系统方法,一定要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注意避免把马克思

“现代化”,尽量少用２０世纪中叶以后才流行起来的一般系统论的术语概念.
李建平的分析“是以整体和部分的辩证法为主线的,这一方面是因为系统的本

质就是整体和部分的对立统一,整体和部分的辩证法是系统理论的重要哲学

基础,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整体和部分这一对范畴的历史比较长久,因此马克

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前人研究成果,赋予这一范畴以更丰富、更深刻的

内容,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③李建平从五个方面探讨了马

克思的系统方法:(１)整体性原则是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前提.马克思在

阐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概念时,不是孤立地考察个别资本家和个别部门,而
是把它放在资本主义生产这个大系统中,从整体上加以研究,从而得出相对剩

余价值生产必须以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全面提高为前提,并且是

在各个资本家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自由竞争中实现的这一科学结论.(２)整
体大于各孤立部分的总和.整体具有其组成部分在孤立状态中所没有的性

质,如新的特性、新的功能、新的规律等.这一原理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了,并在

生产实践中作了大量应用,如修桥、建塔等.第一个从理论上加以概括的是古

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黑格尔也有许多深刻的论述.马克思在分析相对剩余价

值生产的三个阶段即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生产时,应用了这一原理,还
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术语,如“结合劳动”、“总劳动”、“总工作日”、“生产总体的

劳动”等.(３)影响整体功能的几个重要因素:整体要素要有一定的数量和质

量;要素构成整体时位置排列要有一定的规则和秩序;相互之间要保持一定的

量的比例;复杂事物的内部结构具有多级层次性等.(４)整体对部分的决定作

用,它表现在:部分不能脱离整体而单独存在,整体能够改变组成要素的性质,
整体能影响部分的量的改变.(５)整体和部分的相互转化.整体向部分的转

化表现在生产单位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等方面,而部分向整体的转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６,２２５
李建平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的系统方法初探———学习«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J] 经济研

究参考资料,１９８３(１６４)
李建平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的系统方法初探———学习«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J] 经济研

究参考资料,１９８３(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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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２辑 李建平的学术贡献与经济思想 １８１　　

化则表现在从工具机到机器和机器体系的转化,从一个工业部门到所有工业

部门的转化,从工业、农业到交通运输业的转化,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

基础到上层建筑的转化,随着机器大生产的发展,一个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社

会体系终于确立起来了.李建平的每一步分析都有扎实的文本依据.马克思

的系统方法在现代经济分析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八)提出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对其

要历史地、全面地看待,从而为«资本论»方法论的研究开辟一条新途径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初,国内经济学界对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论发

表了各种很不相同的见解,有的认为是科学抽象法,有的认为是从抽象上升为

具体的方法,有的认为不是一种方法,而是若干种方法,等等,各执一词,争论

激烈.应该承认,这些见解都可以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一定的根据,因此,
都包含着正确的成分,但又不够准确、全面.李建平１９９２年在«‹资本论›与当

代研究»杂志上著文,提出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有一个历史形成过程,“我们应

该从动态方面考察其历史的演变,只有这样,上述争论才能得到比较合理的解

决,并为«资本论»方法论的研究开辟一条新途径.”①他认为马克思经济学方

法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１８４４年的巴黎手稿阶段.这时马克思

已初步区分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马克思推崇实证的研究方法,这与费尔

巴哈对他的影响有关.在叙述方法上即是以异化劳动范畴为核心和出发点的

演绎推理方法,这是德国古典思辨哲学同马克思刚刚起步的经济学研究相结

合的产物,显然是不成熟、不科学的.二是１８４７年的«哲学的贫困»阶段.“马
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上前进了一大步.这表现在研究方法上除了

继续坚持和强调唯物主义的实证性外,已开始运用已经创立的唯物史观作指

导;已包含了叙述方法要以研究方法为前提的思想,并正确解决了逻辑和历史

的关系;提出矛盾分析的方法、建构经济学体系的方法,虽然对它们的理论界

定和实际应用还在继续探索之中.”② 三是１８５７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

言»阶段.在«导言»中,马克思主要解决叙述方法问题,着重阐明了两种叙述

方法:首先明确提出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并区分了在运用这一方法时

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其次对逻辑和历史的关系提出了崭新的见

解,即安排经济范畴的次序不能依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而是由它们在现

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结构来决定.马克思这一重要方法论思想直

接决定了他正在酝酿中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分篇结构.四是１８５８年以后马

克思写作和出版«资本论»的阶段,这以马克思１８５８年１月１４日给恩格斯的

信为标志,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明确表示,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的东西对他

①② 李建平«资本论»方法的历史演变[J]«资本论»与当代经济,１９９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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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加工政治经济学的材料帮了很大的忙.从此以后,马克思总是把他的政治经

济学方法径直称为辩证方法,再也没有变更了.李建平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

学方法的“最终形态是唯物史观为基础的辩证法范畴和规律的体系.这一方

法论体系和«资本论»本身一样,也是博大精深的,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它的研

究还远远不够.”①“所以,要把«资本论»方法论的研究不断推向前进需要

我们付出非常艰苦的努力.”②

　　(九)提出«资本论»方法是一个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以辩证法为主体、包括

形式逻辑和数学方法、从自然科学等具体科学中“移植”过来的方法等构成的

方法论体系,简称为唯物辩证法或辩证法

　　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以来,经济学界和哲学界关于«资本论»方法的争论

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李建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
合他近２０年的潜心研究,在１９９８年的«东南学术»杂志上著文,指出«资本论»
方法是一个包含四个层次的辩证法体系:第一层次是唯物史观,这是«资本论»
方法论的核心和基础,是«资本论»方法区别于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其他

资产阶级经济学方法论的根本所在.第二层次是辨证方法,这是马克思批判

地改造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结果.“这一层次的辨证方法是相当丰富的,它既

包括客观辩证法的一系列规律和范畴(远远不止于现行哲学教科书上所列举

的那些规律和范畴),也包含主观辩证法的一系列规律和范畴,如抽象上升到

具体、逻辑和历史的一致等.这一层次的辨证方法是«资本论»方法的主体,我
们迄今为止对它的认识还仅仅是初步的,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③第三层

次是形式逻辑方法和数学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叙述过程中,也要遵循

一定的思维规则,应用形式逻辑的基本定理.”④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各

个经济范畴既注意定性分析,又注意定量分析.在定量分析中,采用了多种数

学方法,如模型法、图表法、公式法等,还进行了大量的数学计算.长期以

来,人们忽视«资本论»中数学方法的应用,于是有人认为«资本论»中只有定性

分析,没有定量分析.这实在是一个误解.”⑤ 第四层次是具体科学、特别是自

然科学中的研究方法,马克思把它们移植到政治经济学中来,如理想化方法、
细胞分析方法等.“以上所述四个层次的方法中,唯物史观是核心、是灵魂,辨
证方法是主体,它们和第三、第四层次的方法一起构成了«资本论»方法的有机

整体.完整地说,这一方法整体叫做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辩证法体系;简单地

说,叫做唯物辩证法体系.这里所说的‘唯物’,就是指作为整个方法论基础的

唯物史观;这里所说的‘体系’,就是指«资本论»方法具有多个层次,包含以辩

①
③

② 李建平«资本论»方法的历史演变[J]«资本论»与当代经济,１９９２(３－４)
④⑤ 李建平«资本论»方法之我见[J]东南学术,１９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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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法为主体的十分丰富的内容.在明确了以上两种含义后,也可以更简要地

把«资本论»方法称为‘辩证法’.”①李建平的这项研究成果,不仅对政治经济

学,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有重要的意义.

　　(十)在国内第一次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第一手

材料,对马克思１８４４年巴黎手稿文本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一系列创新性观点

　　马克思１８４４年巴黎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在我国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选集、文集和单行本中称为«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李建平第一个对

此提出异议,认为名不副实.这是他在深入研究«手稿»的原始文本后得出的

结论.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李建平在联邦德国进行学术访问期间查阅了«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２)第一部分第二卷(柏林狄茨出版社

１９８２年版)中的未经后人编辑整理的«手稿»的原始文本,经过和俄文版、中文

版手稿的比较分析和深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第一,关于手稿的组成

部分问题.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中文版编者的«手稿»“由三个未

完成的手稿组成”的说法和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奥古斯特科尔纽提出的«手
稿»“总起来说共有四篇手稿”的说法都是不确切的.李建平的结论是:“«手
稿»是由三个笔记本和两张插页组成的;三个笔记本可分别称之为笔记本Ⅰ、
笔记本Ⅱ、笔记本Ⅲ或‘第一个笔记本’、‘第二个笔记本’、‘第三个笔记本’;两
张插页是马克思对黑格尔著作的摘录,可作为«手稿»的附录”.② 第二,关于

«手稿»笔记本Ⅲ的逻辑结构和共产主义理论问题.①«手稿»现行版本的编者

对笔记本Ⅲ的内容编排“存在很大的缺陷”.一是把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论

述弄得支离破碎.李建平认为,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论述的七个方面环环相

扣,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把其中任何一部分拆分、独立出来或平行看待;二
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哲学的一章实际上是对世俗宗教的批判,是马克思当时

关于共产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单独抽取出来,放在«手稿»最后;三
是“把论述人的需要、生产和分工的第(７)点成为脱离前后联系的相对独立的

一章,不仅使笔记本Ⅲ的内在逻辑联系更加模糊不清,也冲淡和掩盖了马克思

正在酝酿探索中的历史观的重大突破.”③ ②对 MEGA２编者编排«手稿»的评

价.MEGA２编者也按照他们的观点编排了另一个文本.李建平认为,这种

编排“比起俄文版,是合理得多了.它把第(６)点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和

第(７)点有关需要的部分也增加到对笔记本Ⅱ的补充中去,这是个极为大胆而

有见识的变动”,“这种编排也有缺点:其一,它把第(６)点、第(７)点与前面的

‘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处于并列地位,说明编者还不能深刻了解它们之间的

①
②

李建平«资本论»方法之我见[J]东南学术,１９９８(６)
③ 李建平关于马克思１８４４年巴黎手稿文本的研究[J]福建师大学报,１９９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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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内在有机联系;其二,它把第(７)点分为三个部分肢解开来,是没有道理的,在
这点上,原文版是比俄文版后退了.”①③提出对«手稿»笔记本Ⅲ的结构重新

编排的方案.第三,认为政治批判是«手稿»笔记本Ⅱ佚失部分的重要内容.
在«手稿»的三个笔记本中,笔记本Ⅰ的大部分篇幅是马克思有关政治经济学

的摘录,笔记本Ⅲ的内容大部分是对笔记本Ⅱ的补充和发挥,因此,笔记本II
应是«手稿»的核心部分,但偏偏是这一笔记本的大部分佚失了.国内外许多

研究者根据残存的４页和前后联系,推断笔记本II的佚失部分的内容主要是

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李建平“则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固然是笔记本II的

重要内容,但不是唯一内容,另一项同样重要的内容是政治批判方面”,② 并从

四个方面作了论证.第四,关于«手稿»的书名.俄文版定为«１８４４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中文版沿袭下来了.在 MEGA２中,把“１８４４”年去掉,改为«经济

学———哲学手稿».李建平认为,这样的书名是不合适的:一是它没有体现«手
稿»的政治批判这一重要特征.二是它没有正确理解«手稿»中有关哲学论述

的地位和性质.李建平认为,“在定«手稿»的名称时,应考虑三个因素:一是

«手稿»的实际内容,如前论述,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批判;二是马克思本

人的意见.马克思虽然没有给«手稿»直接命名,但他１８４５年初和出版商签订

的两卷本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合同,«手稿»显然就是为出版这部著

作做准备的,也可以说,马克思间接为这部«手稿»定了名;三是和马克思其他

手稿的出版命名在体例上保持一致.基于以上考虑,可把«手稿»定名为«政治

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１８４４年)».”③

　　(十一)提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具有抽象和具体两种形态,这一划分

在理论上可回答长期以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对«资本论»的诘难,并对深化劳动

价值理论的认识和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２００２年李建平在«人民日报»、«学术月刊»上著文,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

理论提出了有别于传统的新阐释.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

的理解,仅限于«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的内容.李建平认为,“马克思的劳动

价值理论的内容不能仅仅局限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应该包括马克思

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它是«资本论»的初篇)、«资本论»全四卷和一

系列经济学手稿.劳动价值理论的‘庐山真面目’,就在于它具有两种形态,第
一种形态是劳动价值理论的抽象形态,它的内容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批

判»第一分册和«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中,其特点就是所论述的内容都是一些

‘最简单的规定’、‘稀薄的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虽然这一形态的劳

动价值理论是抽象的、简单的、一般的,不可能用它来直接解决现实中的经济

①②③ 李建平关于马克思１８４４年巴黎手稿文本的研究[J]福建师大学报,１９９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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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但它却是马克思整个经济科学大厦的基础,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马

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第二种形态为具体形态,它是第一种形态的逐步具体化,
其内容主要体现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篇至第三卷的第七篇中,也就是通常

所说的剩余价值学说.其特点:一是不再从纯粹形态方面进行考察,一些原来

被舍象掉的因素如市场竞争、供求关系等通通进入了研究的视野;二是贴近了

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的经济生活.三是具有鲜明的阶级倾向性.”①“要准确

地完整地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就应该包括上述两种形态的内容.第

一种形态是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和基础,第二种形态是第一种形态的逻辑推

演、逐步展开和具体化,两者构成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劳动价值理论的整

体”.② 划分劳动价值理论两种形态的依据在于:首先,这一划分符合资本主义

商品生产发展的规律.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经历了从产生、不发展到发展的过

程,劳动价值理论的抽象形态和具体形态正是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历史发展

过程不同阶段的“思想反映”,逻辑和历史是相一致的.其次,这一划分是马克

思总结古典经济学派理论失误的教训的结果.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

济学代表人物的历史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是也指出他们理论失误的一个

重要原因,就在于运用抽象的价值规定原理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时,没有分两步

走,而是企图毕其功于一役,把劳动价值理论的抽象形态和具体形态搅和在一

起,最终无法走出困境.再次,这一划分体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

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方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

体的方法,以劳动价值理论的抽象形态为基础和出发点,在第一卷第二篇至第

三卷的各篇中,通过一系列中介环节,逐步解决了使李嘉图学派解体的若干难

题,揭开了许多悬而未决的历史谜团,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变革.划分劳

动价值理论的两种形态给我们的启示:一是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的劳

动价值理论.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劳动价值理论.
二是发展抽象形态的劳动价值理论要十分谨严.“这是因为:第一,这一部分

是马克思长期以来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扬弃和对历史和现

实中的大量材料进行深入研究得出的结果,具有很强的科学性.第二,这
一部分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最抽象的部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形

式’,因此,它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适用于其他存在商品生产的社会.
它具有质的相对稳定性,不会随着某些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较大的变化,这
就像１５０年前人类的细胞同现代人的细胞不会有多大区别一样.第三,这一

部分是马克思整个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如果基础发生动摇,整个大厦就有倾覆

的危险.１４０多年来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极力攻击抽象的价值规定,秘密

①② 李建平划分和研究两种形态的论劳动价值论[J]人民日报理论版,２００２－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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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里.”①三是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在深化劳动价值理论具体形态上下功

夫.“今天,«资本论»的出版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半的世纪,世界的经济和政

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抽象形态,应该说还是普遍

适用的,但是它的具体形态,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对当代经济生活

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这是时代的需要,也
是实践的呼唤,作为经济理论工作者,我们肩负光荣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②

　　李建平教授非常敬仰德国的两位哲人,这可能跟他长期以来的学术研究

有关.一位是被马克思称为“大思想家”的黑格尔,一位则是发现了唯物史观

和剩余价值理论的马克思.他很欣赏黑格尔所说的:“一个有品格的人即是一

个有理智的人,由于他心目中有确定的目标,并且坚定不移地以求达到他的目

标.”③他也很欣赏马克思所说的:“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

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④他喜欢用中国的格言

来表达上述思想,那就是“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他已把继承和创新马克

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作为今后“确定的目标”,决心朝着这个目标坚定不移走

下去,生命不息,探索不止.

①
③
④

② 李建平论劳动价值理论的两种形态[J]学术月刊,２００２(９)
[德]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１７４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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