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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访经济学家薛宇峰

薛宇峰 刘晓音

  收稿日期:2012-07-10
  作者简介:薛宇峰,(1964-),云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中
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和世界政治经济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农业经济学。
刘晓音,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转型经济学、俄罗斯东欧

经济。

  刘晓音(以下简称“刘”):薛教授,您好! 您是国内很有影响的坚持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立场的著名专家,您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与

“三农”问题的研究工作。2002年您在日本获得博士学位,归国后,在上海财

经大学财经研究所从事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通过对农村总体收入不平等

指数的定义,给区域性农民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

时,您对农民阶层分化问题也有着独到的见解。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薛宇峰(以下简称“薛”):好的。归国后,我在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从

事中国区域经济和“三农”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出发,以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运用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的技术手段和实证分

析方法,密切关注中国的“三农”问题,实证分析中国农业政策对“三农”问题的

影响和经济效应,重点集中于农村的收入分配、农民的劳动力转移和农业的粮

食生产区域分化等问题。同时,也密切关注着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
  在论文《中国农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及其地区差异》中,我定义了农村总

体收入不平等指数,用于测算一省(区、市)内部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

度,使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对重要的领域和重要问题作了系统的描述、分析

和概括,得到了至今为止尚未有文献报告过的研究结论和新的发现:
  第一,中国农村居民低于平均收入水平的农户的数量在增加,半数以上农

户的家庭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户收入不平等程度日益严重。
  第二,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状况在持续恶化之中,目前在中国

农村,基尼系数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之间还不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
 

  第三,在中等收入区的粮食主产省(区)的农村,收入分配表现出日益恶化

的局面和倾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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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论文《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空间分布特征的实证研究》中,我提出了古

典的农民阶层分化理论的存在条件和成立基础现在已不复存在。但是,以生

产力发展程度作为检验标准的现代农民阶层分化理论,仍具有科学的认识价

值,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和实用的理论。分析了近年来有学者研究了中国农村社

会变迁中农民层分化问题,提出把使用生产资料的方式和对所使用的生产资料

的权利这样两个参数引入分层,同职业相结合作为农民分层的标准。认为以职

业作为农民阶层分化的重要标志,忽略了作为农民问题核心的土地问题———农

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和肥力的区域间差距,以及作为农业问题核心的生产力———
农业生产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农业剩余的区域间差距的问题。在对现状分析的

研究中,新古典的理论应用和研究方法的局限性的存在是不言自明的。
  刘:请问您是如何走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之路的?
  薛: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再现了近代史上“西学东渐”的过程,但
这个过程还远没有结束。不可否认,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引入对我国的经济改革

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最近几年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条化

越来越变本加厉,大有席卷中国经济学界之势。(贾根良,2006)我国的哲学社会

科学是否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个原本清清楚楚的指导思想问题,在一部分

人心目中似乎并不明确。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以及思想文化的其他领

域,不赞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鼓吹指导思想多元化的有之;“明修栈道,暗渡

陈仓”,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有之;任意修改、随意曲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马

克思主义搞得面目全非的亦有之。漠视甚或公然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中需要十分重视的倾向性问题,绝不是细枝末节。(陈奎

元,2004)在经济学领域,具体地表现为,国内一些重点大学的经济类院系花费巨

资买断国外经济学原版教材的版权,一字不改地影印给中国学生作为教材,甚至

完全以西方经济学作为本科和研究生的教学与考试的重点,并取消政治经济学

在研究生课程和入学考试中的科目设置。因此,随着西方经济学教材的大量引

入,出现了“从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主张应当有包

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两个基础,发展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地

位遭到削弱甚至被边缘化、西方经济学逐步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情况。已形成了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核心的教学和研究体系不断被排斥和贬低,而以西

方经济学为核心的教学和研究体系不断被误升和渲染”的结局。在国内某些经

济学刊物,只发表介绍、推崇和生搬硬套地应用西方经济学的文章,而不发表用

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经济改革和转型经济学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的文章,表现出

唯“西方主流经济学”马首是瞻,甚至不允许“马克思主义”和“非主流”经济学家

发表不同的学术言论。这种妄图垄断话语权和学术统治权的现象这些年愈演

愈烈。新自由主义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甚至根本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在他们眼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甚至连一个学派的地位都没有,马克思主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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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说几乎没有哪一个基本原则不受到公开的否定和批评。
 

  在以上这种背景下,
 

我在上海财经大学工作期间,学校经常会举办讲座邀

请程恩富教授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对中国经济的现状分析,我听后发觉,
 

程恩富教授在讲座上所讲的内容,与我以前在日本读博士期间的指导教授所讲

述的观点与立场非常接近或一致。在当时的上海财经大学,有程恩富教授等坚

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存在难能可贵。因此,我开始逐渐地阅读程恩富教

授的论著,积极参加程恩富教授组织的关于《新时期劳动价值论的发展与创新》
系列研讨会,并且在程恩富教授的鼓励和引导下,不断地尝试参加全国性的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术研讨会,
 

让我受到了理论上全面的启迪。而上海财经大学马克

思主义研究院的冯金华教授和马艳教授也在专业上给了我很多指点与帮助,让
我少走了很多弯路和歧路,受益匪浅。而与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年轻教师和博

士们的探讨与争论,则不断地吸引和刺激着我持续深入地探索和研究马克思主

义的经济学说和理论。近八年来,
 

我主要以“资本论”作为理论指南,
 

以马克思

主义经济原理作为理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及其应用相应作

了些研究工作。
  刘: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也是

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最根本内容。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离不开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请您谈谈对此的看法。
  薛: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在吸收前人最高思想成果的基础上,经过革命

性变革而形成的科学。同时,它又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和种种伪科学进行斗争

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受到非难和打击。
但是,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被骂倒,反而在人们的批评中,在斗争的风雨中,成为世

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科学理论。
  我们知道,一种研究范式的特色是由它的理论视野、假设前提、方法论基础

和研究范围来表明的,由此决定了不同经济学流派特有的研究分析方法和理论

结论。从经济思想史的演进来看,任何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都是在既有的理论

体系无法解释所面临的经济现象和经济矛盾的情况下产生的。
  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创立,是发展和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中最富有挑战性的重大课题。研究对象的变化是现实经济条件变化的使然,发
展和创新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理所当然地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运行和发展作为研究对象。而发展和创新一个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条件下的完整的中国市场经济学理论体系,必须对下述困扰中国经济改革和

转型经济的要害问题能作明确无误的回答和解释: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的位置特征,如何才能

有效发挥其正常和高效的经济运行机制?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特殊的生产关系特征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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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此特殊生产关系的前提条件下,人们的阶层分化特征、各阶层的生产

和生活的行为特征又是怎样的?
 

  (4)在此特殊生产关系的前提条件下,由谁掌握和拥有对生产与否的判断和

决定的权利,这种判断和决定的权利的特征是什么?
  (5)这种对生产与否的判断和决定的权利实施与作用后的结果,会形成和诱

发何种经济现象与经济特征?
 

  (6)上述经济现象和经济特征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

度上能发挥何种作用和产生何种效果?
 

  (7)上述经济现象和经济特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高

度化再生产过程中,能发挥何种促进和提高的作用?
  在上述七大类问题中,由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范式和分析工具的局限性注

定其仅仅只能分析上述第5类问题,而无法解释和回答其他6类问题。只有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全面的综合的作出明确无误的回答和解释。
  刘:近几年,西方经济学逐渐充斥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处于被

持续的边缘化的危险局面,具有被不断地架空的倾向和趋向。在这样的情况下,
迫切需要不断地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您可否谈谈对此的观点?
  薛: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渗透、
相互激荡更加突出。在社会思想多元化的借口下,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一些错

误的思想观点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也在不断滋长和成形。是非混淆、善恶

颠倒、荣辱不分的现象时有发生,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公然受到挑战毫不奇

怪。西方经济理论,主要是集中鼓吹“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

论,已经在我国大行其道,不断地试图影响和误导我国经济改革的进程。部分学

者为一时迎合某种需要,竟然搬出早已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批得体无完肤的庸

俗经济学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创新,形成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名义来崇拜

和贩卖西方经济学的局面。这种局面事实上的结果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的彻底否定。比如王东京教授在《驾驭经济的理论支点———王东京教授在中央

党校省部级干部班上的讲演》一文中写道:“……现代经济学里,真正基本的、管
用的理论,我认为就是三个假定、三个原理。这三个假定是:经济人假定、资源稀

缺假定和保护个人产权假定;与此大致对应,便是三个原理:利润最大化原理、供
求原理和等价交换原理。这六条,简单得令人吃惊,但却是经济学智慧的结晶,
用个时髦词语,是精髓……我们强调要掌握这些基本的理论原理,并不是说人们

无须学习高深的经济理论。在我看来,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对领导干部来说,要
更简捷、更实用一些。”(王东京,2004)又如,晏智杰是用多要素价值论、效用价值

论、供求均衡价值论这种大杂烩式的西方经济学的各种价值论来否定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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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劳动价值论。① 因此,由于历史虚无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这两股思潮相互策

应,滋长蔓延,影响所及,使得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理论观点、价值观念和思维

方式已经成为一些干部和青年的思维方式,并且,新自由主义的思想理论已经在

一些地方转化为现实的政策。(纪宝成,2006)
  中国理论经济学在具体演进中创新、改良与若干不良倾向是并存的。在20
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学界曾进行过“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理论争

论,主要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这个核心,对中国理论经

济学的发展方向和研究规范等一系列基本的理念和原则进行了激烈的学术讨

论。颜鹏飞教授指出:有一些同志不赞成“建立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在概念和

体系上完全不同的中国经济学”,而主张引进反映“资源配置全过程”的现代经济

学范式(董辅礽,1997;魏杰,1997);或者着眼于世界三大理论体系互补性的“马
克思主义新综合”,但前提是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进行发展和改造”,并
且也不主张构筑新体系,因为“斯密的理论体系在当初已经完成了这一任务”(樊
纲,1988)。因此,所谓的《资本论》过时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非科学论,西方经

济学真理论,等等,已经在中国形成一股思潮。(颜鹏飞,2005)在这种背景和前

提下,高校中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学生在持续减少。许多学校管理类学科已不再

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专业核心课程,2006年高校政治课改革,更是把政治经济学

合并到马克思主义这一门公共课,自上而下的措施与教学改革使问题变得更加

严重和突出。从表1可以知道,教育部于1999年在全国13个大学设立的经济

学专业建设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的课程体系中,理论经济学中,政治经

济学的学分与西方经济学的学分比例一般为1︰2,高者达到1︰3以上。西方

经济学的课程群的总学分差不多超过政治经济学课程群的总学分的1倍。而且

大量学术刊物对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框架和方法的文章已不感兴趣乃

至封杀。而这又导致许多大学生不敢或不愿意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形成恶性循环。因此,政治经济学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在不断减弱,造成了许多

大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兴趣远不如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兴趣高和造成了

许多大学生产生社会信仰危机的恶果。
  由于高校在经济类学科中取消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即使还保留的也

只是作为公共政治课而开设,这就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高校中的学术地位

明显削弱。从师资力量来说,政治经济学师资力量也明显下降,特别是新一代

年轻教师,优秀的教师越来越少,由此产生恶性循环,师资力量和教学质量不

断下降。出现了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滑坡、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科研人员

转行和师资队伍萎缩日益严重的局面。新自由主义的思想理论在中国的崇拜
表1 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课程体系中理论经济学与数学的地位

① 卫兴华:“不要制造‘传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当代经济研究》2006年第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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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两课”(不含
政治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数学及数量
分析课程

学分
比重
(%) 学分

比重
(%) 学分

比重
(%) 学分

比重
(%)

总学分

北京大学 10 7.1 8 5.7 20 14.3 24 17.1 140
上海财经大学 8 4.8 11 6.6 23 13.8 28 16.8 167
西南财经大学 9 5.0 8 4.7 29 16.9 36 20.9 172
中国人民大学 12 7.5 12 7.5 21 13.1 23 14.4 150

武汉大学 15 9.4 13 8.1 22 13.8 27 16.9 160
南开大学 13 8.7 10 6.7 20 13.3 22 14.7 150
辽宁大学 15 9.4 14 8.8 27 16.9 18 11.3 160
吉林大学 12 8.0 9 6.0 15 10 19 12.3 150
复旦大学 12 8.5 6 4.3 6 4.3 9 6.4 140
南京大学 14 8.6 9 5.3 12 7.1 15 8.9 169

  资料来源:
 

桑乃泉、王健:“经济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与课程设置的中外比较研

究”,《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者,利用人们对原先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条主义的反感而兴风作浪,通过把持

学术话语权和教学领导权,充分利用职称评审、课题经费和岗位设置等机制,
引导和左右教师的思想,使得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和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大学和

研究机构大行其道。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从事专搞西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

教师,尤其是在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教授培养并获得学位的人中间,有日渐增多

的人不赞成或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但被聘为学术单位的领导和

学科带头人,甚至违反国际惯例而用紧缺的国家教育经费,超中国院士甚至国

际大学标准的高薪聘任这类海外科学者,使广大师生感到不少重点大学是支

持和重用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者的。(程恩富,2005)
  刘国光在论及当前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时提到了当前意识形

态领域存在的两种教条主义。所谓两种教条主义:一种是迷信、空谈马克思主

义,而不是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另一种是迷信、崇仰西方发达国家的、
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学派、某些理论或者西方

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为教条,向我国思想、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渗

透。事实上,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和实践已在进行。在

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中国学者们之所以一窝蜂地盲目推崇西方经济理论,主
要在于西方经济学信奉者们不懂或不愿意承认西方社会科学的阶级性、意识

形态和价值判断。西方经济理论之所以不是科学,并不在于其过度数学化的

倾向,而是在于其“理性经济人”假设的非现实性。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马

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批评则更是建立在一种简单的、原始的、假定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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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是完全误解了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不是努力去证伪可检验的预测,而
是花费了大量时间证明真实世界如何符合他们的语言,于是,他们用轻易的证

实取代了艰难的证伪”,从而形成了“没有理论的测量”。实际上,西方经济学

的盲目推崇者已经陷入了一系列理论误区,以为西方经济学具有普遍适用性,
而不承认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以为西方经济学是纯科学,而不承认西方经济

学是西方主流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以为西方经济学讲的是客观经济真理,而
不承认价值判断在西方经济学中起着重要作用。(吴易风,2006)在我们这个

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学课堂上,全国统一使用

按照新古典综合派理论体系编写的教学大纲和教材,这最起码也说明我们还

没有真正能够从全局的角度、从应有的理论高度对西方经济学进行驾驭。(丁
堡骏,2006)
  众所周知,过去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解中,

 

有三种不良的倾向曾

经普遍存在过:
 

第一种是附加的理解,
 

马克思本来没有而由别人强加给马克

思;
 

第二种是教条的理解,
 

把马克思的理论当作万古不变的信条;
 

第三种是

曲解,
 

按自己主观的臆想来理解马克思的本意。这些不良倾向,
 

是割裂了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历史与现实关系的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新

时期被持续地边缘化和处于被不断地架空的重要原因。但是,不可否认,因为

上述的“左”的教条主义的存在,现在中国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认为马克思

主义已经过时,不再坚持马克思主义,甚至拒绝在理论上接触马克思主义的

“右”的教条主义在当前已占上风。这种局面事实上的结果,就是对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的彻底否定。(丁堡骏,2006)
  刘:程恩富、张薰华、洪远朋、顾珏民、马艳、冯金华、周肇光等教授作为新

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成长起来的。
“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始终坚持经典马克思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精神和核

心价值观念,努力寻找马克思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积极探

索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

道路问题。”
 

(伍装、丁晓钦,2007)请您评价一下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所作的积极贡献。
  薛: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明确提出我国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必须适

应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科学发展需要,
 

在历史传承和现实

借鉴中不断实现自主综合创新的过程。强调以“世情为鉴、国情为据,
 

马学为

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认为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应当以马克思

主义科学知识为体或为导(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
 

应为主体;而对于其他大多

数经济学科和社会科学来说,应为指导),以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知识和

合理元素为借用,以国学为根基和源头,进行可持续的综合创新和理论超越。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进步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方法论上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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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各种传统的和最新的经济学方法对经济实践进行理论概括,是建构当代

中国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作为变革中的现代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学派,力图既超越马克思经济学和苏联经济学,又超越现代西

方经济学和中外古近代经济学,体现综合创新的时代精神和科学理念。在程

恩富教授主编的《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西方主流与多学科视角》一书中

可以看出,
 

该学派突破了传统研究的某些方法局限,在重新阐述和发掘马克

思经济学方法论、科学评述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以及广泛借鉴和采用相关社会

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知识等方面,
 

作了创新性的探讨。
  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主张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转型,不是从传统政治

经济学转向现代西方经济学,而是在科学扬弃和超越苏联经济学与现代西方

经济学的基础上转向现代政治经济学,包括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资

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同时倡导要繁荣与发展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就
应“继承现有成果,面对中国现实”。要有扬弃地科学继承已有优秀成果,既包

括现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包括现代西方的各种经济学流派。
  就像何炼成教授针对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重要著作《现代政治经

济学创新》(程恩富教授主编)中关于“方法论”篇的论述时(何炼成,2008)指出

的:
 

这是本书写得最好的一篇。第一,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原理,
遵循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基本方法论,强调辩证逻辑和阶级分析的方

法。第二,第一次提出经济学的两个层面:本质经济学与表象经济学的划分,
强调本质经济学的重大意义和基础性作用,这对我国现阶段经济学界忽视本

质经济学、光强调应用经济学的偏向,是一个重大的启示。第三,明确提出:
“经济学的理论分野:劳动价值论与要素价值论”。这本来是恩格斯早在《反杜

林论》中就指出的:价值理论是“经济学体系纯洁性的试金石”,但早被人们所

遗忘了,因此本书强调指出这点,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第四,在《关于经济学

研究方法的几个问题》一文,具体指出了:“研究的对象:
 

现实具体”———“研究

的结果:
 

思维具体”———“研究的过程:从现实具体到思维具体”———“叙述的

方法:再现思维具体”。这是对马克思《资本论》方法:“从研究来说是从具体到

抽象,从叙述来说是从抽象到具体”的具体生动的描述,这对理论经济学的研

究和论述来说都是适用的。第五,关于《海派经济学方法论:综合创新的若干

思考》一文,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方法论问题,都是我们经济学界在研究中所忽

视的方法论问题,值得我们很好地汲取和运用。(何炼成,2008)
  刘: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学者弗里、法国学者迪梅尼尔分别独立地提

出了劳动价值论的“新解释”,引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长期争论。
“新解释”被普遍认作当代劳动价值论研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您认为学者们

为何关注“新解释”学派,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者又应该怎样对待西方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的“新解释”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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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新解释”自提出以来,各种争论延续至今。
尽管该理论自身有其局限性,但围绕该理论的争论开启了国外劳动价值论研

究脱离鲍特基维茨和新李嘉图主义“正统”进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外劳动价值论研究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逐步脱离鲍特基维茨和

新李嘉图主义“正统”桎梏的历史。这一历史至今尚未画上句号。(孟捷,
2011)但是,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特征简而言之就是用斯拉

法的价格理论来代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且试图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

新古典经济学“融合”起来,修正为没有马克思经济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面临着如何准确认识和理解劳动价值论的“新解

释”的问题,面临着如何正确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问题。
  近年来,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开始关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新解

释”,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讨论的热点,同时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我认

为,无论从对国外文献的掌握上,还是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看,目前都还存

在很大的不足,有待进一步地推进和深入地挖掘。
  关于应该怎样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解释”学派的问题,众所

周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所以受到排挤与质疑,关键在于其具有鲜明的阶级

性、实践性和历史性。马克思通过创立劳动价值论,揭示了劳动采取价值这一

异化形式的社会条件及必然性,阐述了表现为价值规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对生产者的支配和控制。同时,马克思通过创立剩余价值论,揭示了剩余价值

的源泉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剩余劳动的秘密。而且,马克思通过对货币

转化为资本、劳动异化为雇用劳动的内在逻辑的分析与研究,揭示了雇用劳动

者受剥削与压迫的真相。作为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石和有效方法

的劳动价值论的学术性和政治性,使得西方经济学的崇拜者和信仰者一致认

为只有推翻劳动价值论,才能从根本上和逻辑上拆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厦。
  正如恩格斯借用杜林的话所说的那样,“价值学说是经济学体系的纯洁性

的试金石!”
 

(恩格斯,1975:193)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往往是建立在人

们日常生活的直观感觉基础上,如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或者建立在对

经济中价格运动的表面观察基础之上,如边际成本理论直接将以货币形式表

现出来的价值当作价值本身。因此,马克思曾经指出:“只有商品价格的分析

才导致价值量的决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货币表现才导致商品的价值性质的确

定。”(马克思,2004:93)价值的实体是凝结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同

时,马克思也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实体和内在尺度,但是它本身没有价值。”
 

(马克思,2004:615)而劳动力则应“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

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
 

(马克思,
2004:195)但货币关系掩盖了雇用工人的无酬劳动。从而,马克思在论证劳动

力转化为商品的同时,也论证了劳动力的价值转化为工资,使它更具有劳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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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形式,揭露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货币“产生”货币的秘密。
  货币通过价格使商品的价值量有了统一的衡量尺度,使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决定的商品价值量可以用统一的价格加以体现。马克思把货币价值实体定

义为凝结在单位货币商品中的劳动时间。但是,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仅仅

理解为价值实体(即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和价值量(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价值量)的理论,无疑是肤浅和片面的。为了能够证明生产价格是通过资本主

义竞争过程中货币对生产过程中所支付的劳动时间的社会再分配,西方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的“新解释”学派对“货币价值”与“劳动力价值”进行了新的定义

(但这种创新是非马克思的)。即“货币价值”被定义为社会活劳动时间的货币

表现。而“劳动力价值”则被定义为“货币价值”乘以工资之积。因此,按照马

克思的货币的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理论及其经典述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新解释”的定义与理论基础无疑与马克思的定义与理论基础有着本质的区别

与差异。
  刘:我们知道,“新解释”学派通过强调货币和劳动时间的关系,主张以这

种关系“重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您认为“新解释”学派是否发展和创新了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
  薛: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解释”学派认为,“新解释”的本质是它提

出了一个在任何实际的经济(不论在周转时间或联合生产活动方面的生产体

系多么复杂)中可操作的并且是清晰的测度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示的方法,既然

“新解释”只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概念中的一部分定义(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示

和劳动力价值),那么它可以与其他组成特殊资本主义生产理论的假设(例如,
关于阶级斗争、诱导型技术变迁、国际贸易和帝国主义理论)相结合。(邓肯·
弗利著,高伟和张苏译,2008)
  反对者则认为“新解释”的结论没有理论的或科学的内容。萨德—费罗

(1996)就明确提出:这种价格定义在方法论上是存在问题的。它的主要缺点

是它仅仅是基于流通的价格观点。就现状而言它是正确的,但是它并没有给

予在概念上更为根本的问题(例如,劳动在生产中的效率)分析的优先权,而是

将分析的优先权给予了更为表面的现象(例如,每一商品或垄断力量的供给与

需求关系)。新方法的内在结构指引它从一开始就致力于表面现象……是这

一明显的优势却要被迫付出巨大的代价:它使得在所要解释的现象的选择、对
于它们重要性的判断和它们与现实的其他特征之间的关系中如果不采取专制

方法的话,进一步发展这一理论就是非常困难的。(SaadFilho
 

A.,1996:
128)
  由于“新解释”所定义的货币价值可以直接使用统计数据国民生产净值来

测度,所以比之前的实证研究更容易,一旦得出货币价值,就可以度量劳动力

价值、剥削率等重要经济变量。诚如弗利所言:“新解释”的定义在方法论上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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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优势。它是完全一般性的,因为它可以与任何价格形成理论(包括,但
不仅仅限于利润率平均化的生产价格理论)相融合。它开启了一条路径,将马

克思理论的基本部分(例如,相对剩余价值、资本主义诱导型技术变迁、资本积

累的长期趋势、资本循环理论)解释为可以验证的经验假设,可以用广泛的可

用统计数据进行验证。它开启了在马克思的传统上进行实证研究的新途径,
例如对于汇率与劳动的相对货币表示之间关系的检验……我相信,“新解释”
在最近的15年中,在引导马克思经济学开启一个更为严格和丰富的实证分析

和理论发展中,已经做出了一些贡献。在Senchan(1983),Azari(1996),Mat-
thews(1995),Dumenil和Levy(1994)的研究中,测度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示、
剥削率和其他的资本循环参数方面已经有了充满希望的开端。(邓肯·弗利

著,高伟和张苏译:2008)
  莫汉也认为,新解释在“在马克思的总量范畴和国民收入统计之间,在马

克思的个量范畴和资本主义企业的会计之间,建立了潜在的直接的联系,因而

有可能开创一个进步性的研究议程。”(Mohun,2004:67)根据“新解释”的解

释,“所有核算都是以货币为单位进行的,不管价格可能处在什么水平。剩余

价值率就是总的利润—工资比率,资本有机构成就是全部生产资料的货币价

值和总工资的比率,利润率是完全以传统方式定义的,即作为货币总量的比率

……在此意义上,新解释为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行

一贯的经验描述提供了理论基础。”(Mohun,2004:93-94)
  但是,就如蒙杰奥维于2002年发表在《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上的题为

《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庸俗经济学:对分期单一体系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一
文中所批评的,TSS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和相等两命题”的数学证明

非常笨拙,就像是数学游戏,仿佛J.罗宾逊夫人曾经讽刺过的,当着观众之面

把兔子藏在帽子底下的拙劣戏法。实际上,在西方经济学派中,除了彻底否定

劳动价值论的新李嘉图学派和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外,无论由市场上供求关

系决定价格的鲁宾流的抽象劳动论,还是主张从价值到价格的分期的变化的

“TSS”学派,或者强调劳动的货币表现试图链接劳动量和价格的“新解释”学
派,尽管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理论差异,但在从货币层面决定价值这一

点上,毫无疑问具有共同的高度的理论一致性。
  当然,从价格层面推导出价值的研究方法,不管其理论意义的正确与否,
首先在实证分析中,其便利性和优越性也是无法否认的。现存的统计资料中

的数据绝大多数是用价格表示的。即使在价值层面的计测中,由于可以使用

劳动时间来替换从而也显而易见变得容易了。可是,毋庸置疑,在价格层面上

进行实证研究的“新解释”学派的研究方法,与极力否定劳动价值论的西方主

流经济学一贯的研究方法究竟有何差异?
  事实上,由于马克思的价值概念非常抽象,对价值进行计测极端困难。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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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理论重点在于如何说明客观性的社会价格决定体系。马

克思认为,价值由并且只有决定于劳动;而且价值决定了价格的波动。现实生

活中的价格,不仅会受资本的周转速度或固定资本投入数量的影响,而且会受

市场上供求关系状况所左右。更何况还得被市场上战略的价格设定、垄断价

格或国际贸易等众多不确定因素所影响。而这些影响因素的存在,使得现实

生活中的价格与其价值出现背离。虽然在理论分析上,可以设定在其他因素

不变的前提下,来探讨某种因素变化的形成原因,但不可否认,现实生活中几

乎所有的影响因素同时在起着不同的影响作用。所以,因为价值的测定工作

的困难而采用类似“新解释”的实证分析方法,则无疑具有明显的缺陷,其合理

性和准确性也无法得到充分的证实和确认。
  因此,正如莫斯利指出的那样,因为生产性劳动是剩余价值的源泉,从而

剩余价值为资本积累提供了动力,但是,非生产性劳动不仅没有创造剩余价

值,而且会消耗某些已经生产出的价值。而西方学者却并没有做出这种区分,
因此,他们用于测算所使用的国民经济数据不能直接反映马克思的理论框架,

 

因而用于对马克思的论述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结果不具有任何科学的经济学

意义。(Moseley
 

F.,1988)
  刘: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您有什么建议?
  薛:在看到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重建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

该清醒地看到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所面临的危机和困境。中国政治

经济学要摆脱危机走出困境,创新和重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认为

有几点是必须坚持强调和重视的:
  (1)必须坚持强调和重视的是旗帜鲜明地坚决捍卫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的指导和主流地位。2004年4月,胡锦涛同志在会见出席实施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时再次强调指出:中央决定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任务,
是中央加强党的理论建设的重大举措,意义深远,任务繁重”。因此,必须坚持

强调和重视的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重建必须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

价值论和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现象的本

质,以及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和规律,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揭示了资本主义

剥削的秘密和实质,以及资本主义运动的特殊规律,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并

且以此为理论依据,科学地阐明了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也就是为

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论证”,从而使社会主义真正变成科学。马克思主义对

20世纪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则充分说明了它的科学真理性。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的现代形式,是对现代经济生活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反映,它要说明新现

象,回答新问题,揭示新规律,要有新的主题、概念、范畴和理论观点。在马克

思主义看来,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与不断变化的条件相适应的历史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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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必须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林岗、张宇,
 

2000)
  (2)必须坚持强调和重视的是以“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

 

积极

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重建。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但需要

坚持或继承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也就是人们

常说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把它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顶礼膜拜。中国政

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不但面临着范式危机,更面临着信仰危机。如果只讲

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将被彻底边缘化。
 

  (3)必须坚持强调和重视的是科学地理解“与时俱进”,用科学和发展的态

度坚持和继承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们必须坚持强调和重视的是实现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与时俱进,而且应该科学地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

义的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的相互关系。中共中央在《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强调指出,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积
极推进理论创新。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

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
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准确把握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深
刻认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努力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
积极推动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不可否认,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作为具有特定历史指向性的,并诉诸于特定阶级的历史能动性的理

论体系,它在历史实践中的地位并不仅仅取决于其自身理论体系的完备,而且

取决于特定阶级的历史际遇和历史能动性。因此,即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

论体系在中国得到了令人满意的发展和完善,也很难完全解决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在当代中国的地位问题。(石冀平,2006)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基本原理和方法的继承与发展是并行不悖的,坚持是基础,创新是根本,确切

地说是必须以发展的、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我们的经济改革和

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是需要发展和创新的,要根据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

展,扬弃某些被实践证明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观点和论断,提出更加符合时代和

实践发展要求的科学理论和观点。“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

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

的方法”。坚持和继承是发展和创新的基础,离开坚持和继承,发展和创新就

没有正确的方向。
  (4)必须坚持强调和重视的在于重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主流经

济学应该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理论体系的基础是《资本论》。一个完

整的理论体系的创建,是创新和重建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学中最富有挑战性的

重大课题。程恩富教授等创立的“海派经济学”即“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
主张以当代中外市场经济实践为思想源泉,以传承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主要假设为基点,积极吸纳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合理成分,广泛借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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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方法,构造既超越苏联经济学范式,又超越西方

经济学范式的新范式,即新建在世界经济大环境中反映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初

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性的经济学范式。(程恩富,2005)
 

“新马克思经济

学综合学派”对上述困扰中国经济改革和转型经济的要害问题作了明确无误

的回答和解释,提出了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本质上可

视作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后现代经济学”。
  (5)必须坚持强调和重视的是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科学

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在其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必须强调和重视将西方经济学

中包含的有益科学成分纳入自己的分析框架,使自己更加充实和完善。通过

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比较和科学地借鉴,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

和时代性。虽然新古典经济学无法科学地分析经济制度,而是以各种荒谬观

点来辩护和美化新自由资本主义。经过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70
年代发达国家的“滞胀”和90年代的金融混乱的发生和形成,使得居于主流地

位的现代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陷入了危机和泥潭。而且,新古典经济学虽然

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主流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其所主张的经济政策已使世界

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并成为解决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的障碍。但是,必
须清醒地认识到,“看不见的手”在造福人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繁

荣的同时,也是造成新形势下人民大众贫困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根源。没有

国家管理的市场不但会导致社会的分裂,也会埋葬市场经济。必须批判地借

鉴西方经济学,但不能对西方经济学中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明显冲突的内容

进行所谓的“兼收并蓄”。只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框架的前提下,把西方

经济学中一些合理的成分纳入这个框架中进行整理,使它成为我们自己的东

西,而不是食洋不化———这样的结果就是我们被西化。我们要反对两种倾向,
既反对全盘排斥西方经济学,也反对全盘照搬。目前,尤其要注意反对后一种

倾向。在基本的理论问题上,应当通过对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

行比较,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林岗,2005)
  (6)必须坚持强调和重视的是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学应该成为应用经济学

研究的理论分析之基础和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为我们的理论经

济学,而且也为我们的应用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共同的、必不可少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的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坚持以历史唯

物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范式、理论框架或方法论原则。中

国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重建要注重理论研究的解决现实问题的功能。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要为应用经济研究提供理论分析的基础。在对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进行整理、提出自己的阐释体系的时候,要注重运用一些形式化的分析技

术。当然不是滥用数学,而是我们在科学论证中间要充分运用适当的数学工

具。(林岗,2005)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2012年第3期 坚持、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15   

  (7)必须坚持和强调的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能泛数学化,不能为

“数学化”而“数学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能排斥数学方法,在唯物辩证方

法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理论与命题的证明,有必要而且有可能成功地

运用数学方法。(丁堡骏、黎贵才)数理经济学方法是从经济现象中提炼出一

些假设,从这些假设出发,应用抽象的数学推导,建立反映经济现象的数学模

型,这种方法又称为公理化方法。毫无疑问,新古典经济学主要是通过数理经

济学家的工作来导出逻辑推论,并通过统计学手段检验它们的预测,而这两个

过程经常是同步进行的。判断一个经济学家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最
根本的是要看他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看他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同
情心”。森岛通夫和萨缪尔森几乎运用完全相同的方法来研究马克思的劳动

价值论,由此决定了他们的研究结论都在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丁堡

骏、黎贵才)又如,罗默的剥削理论,实际上与萨缪尔森等人的剥削理论一脉相

承。而其理论的相关范畴、研究方法,理论基础及前提,都与马克思剥削理论

有本质的不同。不能认为罗默理论折中了马克思剥削理论或发展了马克思剥

削理论。(蒋平,2007)因此,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学要摆脱危机走出困境,创新

和重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学化当然可运用,但是,必
须要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唯物史观,其理论体系的基础必

须是《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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