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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经济学在资源配置视角下
别样光辉的发现

———《马克思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理论研究》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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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

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市场经济中的资源配

置方式。以王云中教授为首的一批学者从资源配置视角研究马克思经济学,得
出马克思经济学也包含资源配置理论。这些研究成果既充实了马克思经济学

的理论宝库,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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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

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市场经济中的资源

配置方式。那么,马克思经济学是否也包含资源配置理论呢? 以王云中教授

为首的一批学者从资源配置视角研究马克思经济学,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肯定

的。《马克思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理论研究》(王云中,2010)一书(以下简称《配
置理论》)汇集了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不少新颖的观点,既充实了马克

思经济学的理论宝库,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值得

大家关注。

一、马克思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理论的特点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般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历史规定的

形式。而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

在历史上经济上独特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马克思,1975:924~925)
马克思经济学中所包含的这个“一般社会生产过程”,就是指资源配置方式理

论。这是个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而不是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也是该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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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经济学在资源配置视角下别样光辉的发现 165  

的研究对象。
  《配置理论》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中涉及、蕴涵和体现着广泛大量的资源配

置问题和理论。不过,马克思是在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交换关

系的限度内,涉及和阐述资源配置问题的,这使马克思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理

论有些内容是专门的、系统的,而更多内容却不是专门的、系统的,甚至是散见

的、隐含的。这是马克思的资源配置理论形式上的特点,这种看上去“非典型”
的理论形式虽然给后人进行系统化研究预留了空间,但并不意味着这种理论

不成熟或不深刻。
  正如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卓炯先生所指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体系中,
充满了一般与特殊的辩证法,只是由于以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作为主要任务,这
个一般性是处在一种不发达的状态,因而为人们所忽视。我们今天研究社会

主义经济,有一个由一般到特殊的问题。所以发掘《资本论》体系中的一般性

就成为一个重要任务,只有解决了这个一般性之后,才能谈得上研究社会主义

经济的特殊性。”(卓炯,1987:2)可见资源配置方式理论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这是从一般到特殊的科学的认识论所要求的。
  现代西方经济学把资源配置方式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因此对资源配置

问题的阐述是专门的、系统的,在形式上看起来比马克思的资源配置理论“漂
亮”。但是这种理论由于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所局限,不能深入到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内在矛盾说明问题,只是武断地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看成是社会生产的唯一形式,用市场经济一般代替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市场经

济特殊,用人们的心理因素从流通领域或技术构成说明问题。这就使他们采

用的研究方法、建立的模型和得出的结论脱离了科学的基础,因此只能在一般

社会生产过程范畴的层次上,即从物质资料生产和社会化商品生产的层次上

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否定了不同历史阶段社会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的区别,否
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正因为西方经济学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的特殊社会性质,所以直到今天,西方经济学家仍无法预测、预防经济

危机的发生,在危机发生后也无法解决“后危机时代”的高负债、高失业等棘手

问题。
  《配置理论》的研究表明,相对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的资源配置理论显然

更高一筹:“资源配置问题是任何社会生产所共有的问题,所不同的只是在不

同的社会条件下社会资源的表现形式不同,支配资源配置的规律不同和资源

配置的实现机制不同。”(王云中,2010)马克思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将其具体的研究方法置于科学的哲学基础之上,
将科学的世界观与具体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揭示

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内在的矛盾,与资本主义若干经济现象存在和发

展的必然联系,从而能够科学地说明问题。例如,在解决我国当前的需求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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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上,西方经济学通过刺激需求拉动经济的理论,具有重大意义,但由于缺

乏关于需求的本质分析和阶级分析,不能完全适应我国现阶段存在大量低收

入人口造成的结构性需求不足的情况,而马克思有关需求的本质分析和阶级

分析,则为我国解决当前由于不同阶层人口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和低收入阶层

人口有所增加情况下的结构性需求不足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再如,关于

利率本身具有的稳定经济的内在功能。与凯恩斯和萨缪尔森经济学的流动性

偏好利率理论相比,马克思经济学更加深刻地揭示了利率决定的内在机制。
凯恩斯和萨缪尔森经济学的利率理论,把利息看作是牺牲货币流动性或取得

货币流动性的报酬和代价。而“流动偏好”的大小是无法计量的,因此,作为这

种由流动性偏好所形成的利息或利率,也就自然缺乏内在的界定依据。在货

币需求曲线既定的情况下,利率只能由中央银行控制的货币供给决定,是一个

外生变量。而利率对经济运行的调节功能,就只表现为“逆风向操作”,就利率

本身则难以制定出一个稳定经济的货币利率政策措施。而马克思的利率决定

和调节机制的理论,把利息看作是使用资本生产利润的能力的报酬。资本生

产的(平均)利润,必须在借贷资本和职能资本之间瓜分,利息只能是平均利润

的一部分。这就界定了利率的上限,从而规定了利率波动的轨迹和趋势。即

从长期来看,利率在平均利润率水平以下,沿着平均利润率的变动轨迹而波

动,其走势和平均利润率大体一致。由于平均利润率的水平在相当长的时期

是相对稳定的,由此决定的利率也会是相对稳定的。在这个稳定的利率水平

下,如果其他影响因素不变,借贷资金或借贷资本的供求也会是相对稳定的,
从而投资和消费也会是相对稳定的。这样经济运行就会保持原有状态,这就

使利率具有了稳定经济的功能。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
不仅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作为社会化商品生产的形式、方式、方法、体制、关系

和规律等社会生产一般性质上的问题,即资源配置问题,更重要的是,考察了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起点、前提和基础,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和生产关系的特征,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揭示了

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过程的矛盾、对抗性及历史局限性等,这些资本主义生产

特殊性上的问题。“马克思正是既考察了资源配置的一般性问题,又考察了资

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特殊性问题,从而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

交换关系的完整认识。因此,我们说,资源配置问题是马克思经济学中的重要

内容,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王云中,2010:41)按照笔者的理解,
“马克思《资本论》体系中存着三个一般与特殊。这就是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

与特殊、经济规律的一般与特殊、经济范畴的一般与特殊。这三个方面的一般

性,正是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特殊性的理论前提。”(李炳炎,2011:27)上述三种

一般性都应当包括在资源配置理论中。这是进一步深入研究资源配置方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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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应该注意的所在。

二、马克思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理论的现实意义

  正因为马克思的资源配置理论不仅揭示了一般社会生产中的资源配置规

律,而且还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源配置的特殊矛盾,所以这种理论除了为

我们提供认识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理论工具之外,还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

践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例如,在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的作

用下,资本主义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

盾、生产的无限扩大和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萎缩的矛盾的不断尖锐

化必将导致经济危机。我们看到,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采取了一系

列反危机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并时有激化,财
富分配的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提升消费需

求,支持经济增长,美国一方面通过发展消费信贷,鼓励居民借债,在近年来储

蓄率为负的情况下,依靠日益增大的负债去提前实现未来二三十年的消费能

力,以保证大量过剩产品的销路;另一方面,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吸引世界各地

资金,支持消费信贷,并从中获取巨额利润。更为严重的是,把大量的贷款借

给了那些缺乏还款保证的购房人。由于个人购房贷款需要二三十年才能还

完,这种做法实际上是通过制造在未来都难以实现的虚假购买力的办法来实

现大量过剩的产品。随着房地产市场和整个社会经济在由次贷支撑的虚假需

求的拉动下越做越大,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日益突出,到了2006年,过高的债务

随着房地产交易的降温、价格的下降,许多家庭的房地产变成负资产并无法偿

还债务,于是,资金链断裂了,危机爆发了。可以看出,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

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和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造成大量产品的生产过剩。
  所以,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要像马克思那样,在看到市场机

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自动分配社会劳动或资源的同时,还要看到市场机制分

配资源的缺陷和不足,要注意克服市场机制的自发性和盲目性。也就是说,我
们在把市场机制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的同时,还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辅之

以必要的宏观经济调控,保证在国民经济整体上资源的合理配置。在当前应

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真心实意地关注民生,防止贫富分化,以矫正市场机制之

不足。
  在就业问题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样显示其特殊性。因为就业或失业

问题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是伴随着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而出

现的。在雇佣劳动制度下,就业和失业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就业意味着

劳动被资本所雇佣,实现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失业意味着劳动未被资本所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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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处于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状态。由于西方经济学认识不到失业是资本主

义与生俱来的顽症,所以西方发达国家直到现在仍对失业问题一筹莫展。欧

美各国近年来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目前美国的失业率为9.1%,欧盟平均

失业率为9.4%,其中年龄在24岁以下的青年平均失业率达20.5%。
  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也逐渐认识到失业是一个需要认真对

待的问题。“十二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了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就是要采取

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千方百计地扩大就业和创业的规模,特别是要重点解决

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和城镇困难人员的就业问题。《配置理论》立足

于马克思资源配置理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解决失业问题的措施,极具

启发性。

三、马克思货币理论在资源配置视角下的现实应用价值

  西方经济学有一个货币中性的教条,即认为就长期而言,货币供给的增加

不会对产出和就业构成影响。但是最近美国政府为了渡过金融经济危机,在
病急乱投医之际,一再运用一种称作“量化宽松”的新政策。所谓量化宽松,就
是一国央行通过大量印钞、购买国债或企业债等方式,向市场注入超额资金,
以降低市场利率并刺激经济增长。这种纯粹“印钞票”的做法显然与货币中性

的教条格格不入,却在避免危机继续恶化的实践中颇为有效。
  郎咸平教授对量化宽松措施的分析是这样的:“次级债危机使美国的银行

资产都变成坏账或者说有毒资产,针对这些坏账,美国的做法完全违背了教科

书的理论,那就是直接印美钞消除这些坏账,但没有造成通货膨胀,这就是其

先进之处。美国把有毒资产买回来之后,又印了国债从银行手中换回钞票,最
后几乎没有什么钱流入流通市场,因此没有造成通货膨胀。这个政策一推动

之后,印美钞除了收回有毒资产之外就是打击美元汇率,从而拉抬了美国的出

口,增长率超过过去的一倍。随之而来的是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当时美国

宣布要购买6
 

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让长期国债的市场资金突然充裕起来。
长期国债的市场资金充裕带来的结果就是利率下跌,而美国政府又不断调低

短期利率使之接近于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降低借贷成本,帮助那些发生危

机的企业渡过难关。这一招救了美国的企业,并且美国政府出来为企业担保。
通过两轮量化宽松的积极货币政策,打击了美元汇率,打压了美国利率,其结

果就是美国今年一整年的经理人采购指数平均为57.3%,前4个月为60%,
5月份跌到53%,6月份又涨到55%。”(郎咸平,2011)
  郎教授于是评价道:“美国这一次的政策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它是21世纪

我们教科书上从没有看到过的最先进的货币政策,对于他们的这种政策,在推

出之时我都大吃一惊,因为从来没有听过,也从来没有学过。当时还在担忧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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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这种政策的可行性,现在看来他们是非常巧妙的。”(郎咸平,2011)
  郎教授在西方经济学方面功底扎实,但显然没有系统研究过马克思经济

学。其实,量化宽松这种政策措施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中是可以找到依据的。
根据《配置理论》的研究,虽然马克思本人并没有货币是否中性的直接提法,但
从马克思的货币的交换媒介职能和货币的资本职能本身来看,执行交换媒介

职能的货币是中性的,执行资本职能的货币是非中性的。《配置理论》从资源

配置视角研究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批判了西方经济学货币中性的教条,得出了

一些很有实用价值的结论,例如:“如果是在一个有效需求不足、市场疲软和存

在闲置资源的情况下,适当增加货币供给,则可能拉动内需、扩大生产、增加产

出和就业。因此,在这里,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也具有了增加总量的作用,是
非中性的。”(王云中,2010:219)又如:“从马克思的资本和再生产理论来看,即
使是在没有闲置资源或充分就业的情况下,适量增加货币供给,即货币供给增

量与社会生产的利润或产出增量相适应,也会使产出增加。”(王云中,2010:
219)
  量化宽松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来说,不过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应急措施,然
而即使是这样的治标措施,对其作用机理的解释,西方经济学仍无能为力,而
需仰赖马克思的资源配置理论。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防止患上资

本主义避免不了的危机顽症,因此我们不但需要有治本的制度(例如公有制占

主体地位),也要准备一些治标的措施(例如量化宽松)。好在不论治本还是治

标,我们都能从马克思的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理论中找到依据。
  以上所述,只是笔者对《配置理论》中诸多亮点的一个粗线条的勾画。实

际上,《配置理论》中的新颖观点还有很多,也留下了不少可供给后续研究的线

索。对于有志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学者,此书不应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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