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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生产关系两重性理论及其意义

崔朝栋

  内容提要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任何一个层次的经济范畴或经济现象都

具有两重性或两个方面,即都是由一定的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构成的,分析不

同层次的经济范畴或经济现象的这两个方面及其关系,是研究经济问题及揭示

经济现象本质的一个根本方法。马克思《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
自始至终都是围绕着生产关系两重性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的。深入探讨马克思

生产关系两重性理论,尤其是深入探讨马克思对生产关系两重性内涵及其相互

关系的分析,对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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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任何一个层次的经济范畴或经济现象都具有两重性

或两个方面。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自始至终都是

围绕着生产关系两重性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的,这是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和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分析和研究问题的具体体现。深入探讨马克思生产关系两

重性理论,尤其是深入探讨马克思对生产关系两重性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的分

析,对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意义重大。

一、马克思生产关系两重性内涵理论及其意义

  早在1963年4月,张闻天就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的分析对生产关系两重

性的内涵作了较好地阐述:一是生产关系一般,即“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

系,是指人们为了进行生产,依照生产技术(即生产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情
况和需要而形成的劳动的分工和协作的关系”。它适应“生产一般”需要而产

生,反映在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过程中。二是生产关系特殊,即在“一定社

会形态中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品的所有关系”。这方面的生产关系的基础和核

心是所有制,说明的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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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分配方式(张闻天,1995:5)。
  周新城对马克思生产关系两重性内涵的阐述也很具有代表性:第一是反

映社会经济制度本质的经济关系。可以把这种经济关系叫做“社会经济关

系”。这类经济关系的实质和基础是所有制关系,它说明的是:生产资料归谁

所有,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成果的分配

方式。第二是在具体组织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过程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

经济关系,即日常经济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类经济关系反映

在经济运行、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它说明的是各种生产要素相互结合的具体形

式和特点。例如,劳动的分工、专业化与协作、生产的集中与联合、企业的经营

形式与管理方法等,即经济运行的具体机制。可以把这种经济关系叫做“组织

经济关系”(周新城,2005:1)。
  目前,理论界虽然在马克思生产关系两重性内涵理论中的一些具体问题

上还存在一些分歧,如分工和协作属于生产力范畴还是属于生产关系一般范

畴等,但是在生产关系包括生产关系一般和生产关系特殊两重属性,也即经济

运行和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体制及机制等属于生产关系一般,经济制度(指基本

经济制度,尤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属于生产关系特殊的认识上,已经基本上

达成了共识。
  目前,理论界在马克思生产关系两重性内涵理论的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

处主要是:对马克思所阐述和揭示的不同层次的经济范畴或经济现象所具有

的生产关系两重性的分析不够深入系统,尤其是对马克思所阐述和揭示的资

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范畴或经济现象所具有的生产关系两重性研究

不够,甚至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些经济范畴或经济现象中所包含

的一般的或共性的东西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特有。比如,直到今天社

会主义经济理论教科书还坚持认为剩余价值规律、社会化大生产和私有制的

矛盾、经济危机、两极分化、雇佣劳动及剥削等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特有。
这些理论与实际明显矛盾的观点,貌似坚持马克思经济理论,实质上仍然是没

有能够很好地用马克思生产关系两重性理论和方法分析问题。
  根据马克思生产关系两重性理论和方法,任何一个层次的经济范畴或经

济现象都具有两重性。也就是说,同一个经济范畴或经济现象的两个方面的

对立或区别都是相对的,这两个方面各自都包含着共性和特性两个方面。比

如,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部分(第二篇至第六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

程的分析,就是先从生产关系一般的角度分析劳动过程,再从资本主义生产关

系特殊的角度分析价值增值过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分析,也是

“首先要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分析劳动过程的“一般性质”,
然后再分析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特殊社会形式(马克思,1975:201)。马克思

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殊即价值增值过程的分析,也是先从生产关系一般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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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生产一般的角度分析价值形成过程,在此基础上又从生产关系特殊即资

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价值增值过程。马克思明确指出:“作为劳动过程

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

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
(马克思,1975:223)即使马克思在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殊的角度分析价值

增值过程时,也是从生产关系两重性的角度进行分析的。马克思不仅分析了

剩余价值产生的自然基础,而且明确指出剩余劳动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

有……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任何一个层次的经济范畴或经济现

象的分析所揭示的生产关系一般或共性的东西,都可以为中国经济学吸收,为
分析中国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服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任何一个层次的

经济范畴或经济现象的分析所揭示的生产关系个别或特性的东西,也都可以

为中国经济学吸收,为分析中国市场经济特殊性服务。
  如社会化大生产和私有制的矛盾即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

相关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问题,如果从生产关系两重性的角度分析,资本主

义基本矛盾不仅是生产关系特殊与生产关系一般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商

品经济条件下的具体表现,而且也是一般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私

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市场主体

必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具有“自私自利”性,这必然与社会化大生产所要求

的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相矛盾,必然会使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出现矛盾,
这样才会引起价格波动,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才能起调节作用,这才是商品经

济。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正是在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价值规

律通过市场机制自发的强制性的调节。只不过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商品

经济或市场经济更具有天然的结合点,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及其资本家更具

有天生的自私自利性和独立自主性,这样从整个社会来看更容易导致社会生

产的无政府状态,更容易使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及其生产和消费、供给

和需求的矛盾等尖锐化,从而更容易导致经济危机。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公有

制经济大量存在,尤其是存在与国际市场有天然联系的外资企业经济。即使

是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企业,也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具有相对的自私自利

性。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存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
也存在社会化大生产和私有制的矛盾,也存在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矛

盾。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会出现经济危机。只不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条件下,作为市场的主体并在市场经济中起主体作用和主导作用的公有制

企业及其国有企业,只具有相对的自私自利性和相对的独立性(也正是从这种

意义上,不少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说成是局部

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同时,国家能够代表社会的整体利益,并以公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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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为基础,对社会经济进行更有力、更有效的宏观调控。因

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社会化大生产

和私有制矛盾、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供给和需求的矛盾等都没有资本主义市场

经济条件下那么容易尖锐化,经济危机也没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那么

容易爆发。即使是出现了经济危机,政府也很容易通过有力、有效的宏观调控

予以治理和消除。
  再比如关于经济全球化问题,目前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教科

书在分析其两重性时,有的是片面强调生产力的全球化,有的是片面强调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但是如果从马克思生产关系两重性的角度分析,它
既是生产力及其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又是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不

同经济制度在全球范围的相互碰撞和融合。社会主义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

的过程中,不仅要学习和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生

产力,还要学习和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和方法,而
且即使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密不可分的一些制度、管理方法、理论、范畴和

现象等,也不能盲目排斥,要用马克思生产关系两重性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分

析,吸收其合理成分。比如,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雇佣劳动关系、
剥削和两极分化等问题,用马克思生产关系两重性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分析,它
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而且与市场经济有内在联系,因而该问

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会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当然,
对于资本主义腐朽的不合理的东西一定要加以抵制,并力争对社会主义合理

的东西加以扩展,以最终实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主导的不同经济制度在

全球范围的相互碰撞和融合。

二、马克思生产关系两重性关系理论及其意义

  目前,理论界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两重性关系理论的研究中存在的不

足之处主要是,对生产关系两重性的关系问题研究不够深入和具体,甚至存在

片面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对生产关系一般对生产关系特殊的作用分析和阐述不够。这方面

不但不够,而且当前都比较强调生产关系特殊对生产关系一般的决定性作用。
比如,周新城讲:“社会经济关系是根本的、第一位的;组织经济关系是从属的、
第二位的。前者决定着后者的社会性质,后者只是前者的具体表现形式”(周
新城,2005:1)。顾海良、顾钰明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也这样

阐述:经济制度是经济体制的基础,一定的经济制度决定着与此相联系的经济

体制的根本性质和主要特点,规定其发展的方向(顾海良、顾钰明,2003:34)。
  其次,好像从一种经济体制及机制转向另一种经济体制及机制仅仅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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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变革,不需要经济制度的变革就可以自然实现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及机

制的对接。换句话说,好像同一种经济制度可以与任何一种不同的经济体制

及机制自然对接,同一种经济体制及机制也可以与任何一种不同的经济制度

自然对接。比如,
 

顾海良、顾钰明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样

阐述:“经济制度相同的各国,可以有不同的经济体制;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不

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可以有不同的经济体制。”(顾海良、顾钰明,2003:34)
逄锦聚、洪银兴、林岗、刘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也这样阐述:“经济体制改革,
从本质上说,是在本质关系保持不变的前提下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对经济运

行关系所进行的调整。”(逄锦聚、洪银兴、林岗、刘伟,2002:31)
  最后,虽然也看到了生产关系特殊与生产关系一般是个性与共性、特殊与

一般的关系,但又总是过多地把生产关系特殊与生产关系一般的关系说成是

深层与表层、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周新城认为:“经济关系的两重

性往往是以本质和现象的形态表现出来的。社会经济关系是人们经济关系的

本质,它决定一种社会制度的性质;组织经济关系则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具体实

现形式,它是现象形态的东西。”(周新城,2005:1)逄锦聚、洪银兴、林岗、刘伟

主编的《政治经济学》也这样阐述:“经济制度揭示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次的所有

制关系,而经济体制反映的是社会经济中较为浅层次的关系。”(逄锦聚、洪银

兴、林岗、刘伟,2002:327)
 

“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经

济体制作为形式反映经济制度。”(逄锦聚、洪银兴、林岗、刘伟,2002:31)
  根据马克思的论述,生产关系两重性的关系应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生产关系一般是生产关系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特殊是生产关系的社

会形式。不可否认,生产关系一般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特殊中运转的,不可

能离开生产关系特殊孤立地存在。经济制度,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从根本

方面规定着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社会性质,从而也规定着生产关系一般的

社会性质。但是,正因为一般(共性)存在于特殊(个性)之中,一般(共性)才是

内容,特殊(个性)才是形式。这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常识。正如张闻

天所讲,“任何生产关系一般,都必须在所有关系的形式中表现出来。生产关

系一般是内容,而所有关系是形式”(张闻天,1995:1)。从马克思的《资本论》
来看,马克思对任何一个层次的经济范畴或经济现象的分析,大多是从共性与

个性、一般与特殊两个方面来分析的,并且大多是把共性和一般看作是内容,
把个性和特殊看作是形式,尤其是把反映生产关系特殊的社会性质方面看作

是形式。比如,在社会生产方式这一经济范畴中,属于共性和一般的生产力是

社会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属于个性和特殊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方式的社

会形式。进一步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各自作为独立的经济范畴,也都具有

反映一般(共性)的物质内容和反映特殊(个性)的社会形式。
  (2)生产关系一般比生产关系特殊更接近于现实生产力层次,更具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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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生产关系一般作为在具体组织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过程中发生的人与

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实质上就是人们改造自然与征服自然过程中生产力的具

体的社会组织形式,因此它比生产关系特殊更接近于现实生产力层次。也正

因为如此,逄锦聚、洪银兴、林岗、刘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把经济体制及机制

看作是“介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范畴”(逄锦聚、洪银兴、林岗、刘伟,
2002:327)。当然,它们实质上都属于表现为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不可否认,
从生产关系一般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特殊中运行、生产关系特殊决定生产

关系一般的社会性质的角度讲,生产关系特殊与生产关系一般的关系是深层

与表层、本质与现象的关系。但是,从生产关系特殊与生产关系一般同生产力

的关系看,生产关系一般比生产关系特殊更接近于生产力层次,更具有基础性

和深层次性。正如所有制决定社会生产的性质,但生产力是社会生产的基础

一样。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常识也告诉我们,一般和共性的东西,大多是基础

性的东西。正如张闻天所讲的:“既然生产关系一般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

费四个方面,所以这四个方面也就在所有关系中表现出来。所有关系,不只是

一种形式,而是表现出有复杂内容的形式。没有内容的所有关系,也是一种抽

象,也是不能单独存在的。只有以一般的生产关系为内容的特殊的生产关系,
才能是客观的实体。”(张闻天,1995:7)也正因为生产关系一般是接近于生产

力层次的最一般、最基础的经济关系,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两重性的分析,大多是先分析基础性的生产关系一般,然后再分析表现形式的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殊。比如,《资本论》第一卷的对象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

过程,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但由

于剩余价值生产过程是以商品生产过程为一般基础的。为此,马克思《资本

论》第一卷第一篇(“商品和货币”)先抽象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殊,分析商品

和货币一般。通过从商品到货币转化的分析,马克思创立了劳动价值论,揭示

了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这是资本和剩余价值生产的历史前提和理论前提。
因此,马克思把《资本论》第一篇“商品和货币”称为《资本论》第一卷的导言

部分。  
  (3)生产关系一般的发展变化是由生产力直接决定的,而不是由生产关系

特殊直接决定的。生产关系一般作为在具体组织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过程

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实际上也就是一个社会的社会经济形式及

其经济组织方式,它客观上要求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来安排和组织,也
就是说,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决定着各种生产要素从经济有效性来看的

配置方式和组织原则。
  (4)生产关系一般的发展变化决定着生产关系特殊的发展变化,而不是相

反。既然生产关系一般是比生产关系特殊更接近于生产力层次的范畴,是组

织和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根据马克思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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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当然是生产关系一般的发展变化决定生产关

系特殊的发展变化,而不是相反。
  综上所述,生产关系一般是生产关系特殊与生产力的连接点或中介环节,
生产关系特殊的发展变化最终由生产力决定是通过生产关系一般的发展变化

实现的,生产关系特殊的发展变化对生产力的重大反作用也是通过生产关系

一般的发展变化实现的。因此,正像所有制是经济制度的基础与经济制度最

终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并不矛盾一样,生产关系特殊决定生产关系一般的社会

性质与生产关系一般构成生产关系特殊的准生产力基础,并决定生产关系特

殊的发展变化也是不矛盾的。
  深入探讨生产关系两重的关系,对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意义重大。
  以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与所有制个关系问题为例,首先应当肯定,所有制

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存在和运行的前提和基础,决定着商品经济或市场经

济的社会性质。但是从所有制和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与生产力的关系来看,
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更接近于生产力层次,它决定着所有制的发展和变化。
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和世界经济发展史,商品经济就其固有的发展趋势来讲,它
不但不是某种所有制的产物,而且它的发展还会自然地矫正与自身本性不符

合的所有制形式。商品经济冲击的第一个堤坝是原始公有制、集合制。商品

生产的本性要求有社会分工、不同所有权和交换条件。这一切都因商品经济

的产生和发展而逐步形成和完善。原始社会由于偶然的接触交换有了基于自

然差别而引起的不同产品;由于交换的频繁发生,产品逐渐地转化为商品。由

于反作用,共同体内部不同机构之间也发生了这种变化。于是出现分工的固

定化,出现城乡的分离。经济的发展,还冲击和分解了奴隶庄园,冲击和分解

了封建国有制。当然,经济制度的演变有经济的、政治的、历史的、社会的等多

种原因,但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有着自己促进其演变的作为起到其他经

济因素不可替代的作用。商品经济的一个固有趋势是,它的产生和发展会将

集权的、封闭的、限制个人利益的所有制形式肢解为一个个不同的所有权。在

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人们将发现,它冲击的第二个堤坝是极端的私有、
分散制。商品凝结着这样一种关系:掌握不同社会使用价值的不同所有权之

间的交换关系。商品经济量变的扩展,同时就是商品关系在更大范围的辐射。
现代商品观念认为:商品经济是一个世界性的市场经济概念。商品无国界,哪
里有需求,哪里有市场,商品潮流就流向哪里。回首商品经济的发展史,特别

是在迈向发达的商品经济以及进入这一阶段以来,人们看到的是商品经济“如
胶似漆”般的将过去小敲小打、分家独户的小商品生产者“联姻”成大商品生

产;商品经济通过市场机制建立起企业之间、地区之间、国际之间的联盟;商品

经济随着社会化生产的进度和规模经济的要求,将所有权单位由小变大,以至

出现跨国公司这样的庞然大物。在这种发展的平行线上,出现国家公共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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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88   海派经济学 第10卷第1期

规模扩大、作用增强和政府干预的现象(如反托拉斯、反垄断、限制竞争、累进

税收、环境保护等),以迫使社会注意长远利益、全局利益,迫使社会减少贫富

差距。商品经济的另一个固有趋势是:它的发展会造成公共关系扩展和提出

控制自发性要求,会把私有制单位变大,并且会扩大公共部门的规模和影响

(巫继学,1997:487)。
  自然经济、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产品经济或计划经济作为三种不同的社

会资源配置方式及经济组织原则,都是由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直接决定而不是

由所有制直接决定的。生产力不仅直接决定生产关系一般的质变,如从计划

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而且也直接决定着生产关系一般的量变,如市场

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等。
  从中国改革的实践看,中国之所以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是
由生产力直接决定而不是由经济制度决定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不是由经济

制度决定的,而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制度也要发生变化。当

然,应当肯定,在改革开放初期,认识到生产关系具有两重性,把经济制度与经

济体制及机制区别开来,并强调在坚持经济制度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经济体制

改革,对于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有重大意义。不然的话,在当时思想认识

水平上,很难走出改革开放的第一步。但是,需要不断深化对这一理论的研

究。因为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中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不
可能不触动传统的经济制度。那种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仅仅是体制的转

换,不必进行经济制度的变革,就可以自然实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的结合的观点,实践证明是不对的。当然,那种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必须私

有化、只有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才能与市场经济相融的观点同样是错误的。这

两种看法是极端相反的观点,其实质都是片面强调经济制度对经济体制及机

制的决定作用,片面强调所有制对市场经济的决定作用。
  现今的一些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教科书,在阐述和分析中国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时,大多是强调以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并且在分析公

有制内部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时,又强调多种公有制形式及其所有权和经营

权的分离是其主要原因之一。这种观点同样是颠倒了市场经济与所有制之间

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即使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看,也正是为了发展市

场经济才调整所有制结构和变革公有制实现形式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

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及其“两权”分离

正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当然,就像马克思所讲的“物一旦对外成为商

品,由于反作用,它们在共同体内部也成为商品”(马克思,1975:106)的道理一

样,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反过来也会促进市场经济

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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