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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两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问题

王明友 王天一

  内容提要 在今天中国经济理论界,一些人无视马克思经济学对市场机

制的研究,主观地认为马克思经济学由于缺乏对市场机制的考察,因而缺乏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解释力。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市场机制有深

刻的阐述,两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命题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之一。

20世纪中国经济学界虽然对此进行过一些讨论,却未形成共识。为了深入理

解《资本论》对市场机制的研究,仍有必要就这一问题进行一些新的探讨。《资
本论》中讨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衡量商品价值量的机制就是市场机制,两重

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分析是马克思的辩证逻辑使然。全面理解社会必

要劳动时间衡量商品价值量的规律是理解马克思《资本论》中有关经济运行机

制分析的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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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当今,一些人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过时了。持这种看法的一个重要的

原因,就是认为《资本论》只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必然灭亡,并没有对市

场机制进行研究,特别是缺乏对价格机制的研究。在他们的观念里,《资本论》
只讲价值,不讲价格机制,自然也就缺乏在现实市场经济中的应用性与解释

力。正因为对《资本论》中的市场机制的理论缺乏认识,所以目前我国大学经

济学系的教学中,《资本论》的教学明显被边缘化,而长期被看成是与之相对立

的西方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教学份量却越来越重,因为在不少人看来,
只有西方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才研究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我们并不

反对认真学习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但如果因此而忽视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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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深刻研究,对马克思在这方面的闪光思想视而

不见,甚至避而不见,则不是科学的态度。
  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市场机制有深刻的理论阐述,其两重含义的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命题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之一。虽然中国经济学界在

20世纪的50、60、80和90年代对这一问题有过四次讨论高潮,并形成了第一

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第二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实现价

值”的主流观点(郭京龙、李翠玲,2003:80~115);最近由刘树成等专家领衔编

写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就明确主张“第一重含义涉及价值决

定,第二重含义涉及价值实现”(编写组,2011:41)。但在笔者看来,该观点仍

有进一步推敲的必要。而且,为了深入理解《资本论》对市场机制的分析,也需

要就这一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重新进行一些新的思考。这里,仅
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角度来探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市场机制所作的一

些根本性分析,并期盼学界专家批评指正。

二、准确把握市场机制的科学内涵

  所谓市场机制,是指市场调节经济运行的功能和方式。当前流行的经济

学原理一般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全部经济活动都由市场机制来调控,生
产者和消费者都对价格作出反应,特别是对相对价格体系作出反应,即面对相

对价格体系的变动来进行选择和替代。于是,市场就通过价格把供求状况传

递给了消费者和生产者,从而使两者发生联系。正是通过市场,消费者能够确

知他们可能购买的商品和劳务的愿望、能力和数量;生产者能够确知他们可能

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愿望、能力和数量。消费者构成市场的需求方面,生产者

构成市场的供给方面。假定其他因素不变,则某一商品的需求和供给的量就

取决于该商品的价格,需求是价格的减函数(Qd=a-bp),供给是价格的增函

数(Qs=-c+dp)。因此,在以横轴代表商品量(Q)、纵轴代表商品价格(P)
的平面坐标图中,就存在一条向右下方倾斜、斜率为负的需求曲线(D)和一条

向右上方倾斜、斜率为正的供给曲线(S),如图1所示。
  这里,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会使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相交于一点(E),
该点就是均衡点(需求量Qd=供给量Qs),由此决定的价格(P1)就是均衡价

格。在这一均衡价格下,消费者对某种商品的需求量(Q1)正好等于生产者愿

意提供的该商品的供给量(Q1)。所以,既不存在产品的短缺,也不存在产品

的过剩,市场达到出清的“理想状态”。当然,如果市场价格由于某些原因偏离

了均衡价格,市场机制就会通过供求双方的相互作用和反向的行为调整来使

价格逐渐恢复到均衡点(E)。因为面对过剩,卖者之间的竞争会把价格压向

均衡点;面对短缺,买者之间的竞争会把价格抬向均衡点。也就是说,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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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行为主体的行为逻辑来看,市场机制自身具有一种自动调节经济运行、使供求

达到均衡,从而使经济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的功能。而且,不仅单个商品的市场

是如此,许多种商品的市场最终也是如此,即所谓一般均衡。
  其实,市场机制从其发挥作用的功能的角度来看,它是借助供求机制、价
格机制和竞争机制来体现的。供求机制是供给随价格上升而增加,需求随价

格上升而减少;价格机制则是价格变化引发了供求依供求机制而发生变化;竞
争机制则是比赛机制、胜出规则,即“出价高者得,成本低者胜”。而这三个“看
得见的”机制实质上又都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商品价值量的机制决

定的。这是因为:第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衡量商品价值量的机制引发了降低

个别劳动时间,也就是降低个别生产成本消耗的竞争;第二,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衡量商品价值量的机制调节了供求关系的变化,因为个别生产成本越是低

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说越是低于社会生产成本,生产者就越有积极性,也
就越有能力增加供给,而且也就越有能力采用价格竞争手段来扩大市场需求;
第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衡量商品价值量的机制是商品现实价格的基础。只

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衡量商品价值量”这个规律并不能被人们直接看到罢

了。价值是本质而不是现象,人们不可能直接看到价值。人们至多也只能是

看到相对价值,或说交换价值。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就是到此而止步不

前的,而现代经济学由于无力对市场交换的本质进行说明,则干脆就不用价值

这个范畴了。
  那么,相对价值的完成形态是什么呢? 马克思说得很清楚,就是价格。既

然这个“价格”是相对价值的具体形态,因而它必然与价值有“血缘”关系,必然

以价值为基础。但是,也恰恰因为它是相对价值形态,它已经与价值有了并不

完全重合的可能性。此外,再加上供求的不匹配、不平衡,以及供求和价格之

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价格和价值之间的“血缘”关系就被掩盖得无影无

踪了。细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就会懂得,在马克思那里,劳动且只是抽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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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形成价值。抽象劳动是价值的实体,抽象劳动的凝结量是价值的量,商品的

价值以及它的量却不可能得到直接的和完全等同的表现,因为这既取决于被

表现物自身的价值和表现物自身的价值,又取决于供求之间相互是否平衡,以
及由此所引起的竞买竞卖而导致的所谓出价、要价的变动。
  总之,价值是价格的逻辑基础,但价值看不见,人们看到的是价格这一相

对价值的完成型的现象形态。而这个完成形态的量的表现与量的变化却又不

仅仅受价值这一个因素的制约。所以,马克思的理论假说是抽象劳动形成价

值的实体,价值的量是其实体的量,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值量是价格量的基

础,而供求与竞争则影响现实的价格水平,进而价格水平的变动又影响人的行

为,从而影响资源配置的调整与效率。而这一切,最深层的逻辑基础就是社会

必要劳动时间的衡量作用或是说机制功能。所以,全面理解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衡量商品价值量的规律,才是理解马克思《资本论》中有关经济运行机制分

析的前提和基础。

三、商品的价值量与第一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商品价值的“量”是关于价值的大小、价值的多少的问题。既然价值的“实
体”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那么价值的“量”也就应该是,也只能是这种

“实体的量”,即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量。马克思认为,对这个“量”进行衡

量的自然尺度只能是劳动的时间,即“人的脑、肌肉、神经和手等”的“生产性耗

费”了多长时间(马克思,
 

2001:57、51)。
  应引起特别注意的是:在这里,“劳动时间”只是衡量商品价值量的一个外

在尺度,而并不是价值本身。也就是说,劳动时间并不是决定价值量大小的实

体,而只是衡量价值量大小的工具。劳动时间能够作为度量价值量的一个工

具进入经济学的视野,只是因为它是衡量商品价值量的一个相对客观的外在

尺度。然而,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材里却常常将其表述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

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宋涛,1983:138;卫兴华,1999:
36;吴振坤,2000:15;编写组,2010:145;编写组,2011:38~39)这样一个命题。
  这样的表述有没有根据呢? 从《资本论》的文本来看有根据,但问题是怎

样来理解。的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

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马克思,2001:52)从
《资本论》的德文原文看,这句的中文译文是准确的,但不可忽略的是,马克思

是先详细阐述了商品的价值量是社会必要劳动量的逻辑和衡量这个量的尺度

只能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后,才讲了上面那句话的。而且,在讲了上面那句

话之后还加了一个注,继续强调“价值取决于生产它们所必需的和通常所用掉

的劳动量”(马克思,2001:52)。另外,上述那句话在《资本论》的英文版里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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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是“We
 

see
 

then
 

that
 

that
 

which
 

determines
 

the
 

magnitude
 

of
 

the
 

value
 

of
 

any
 

article
 

is
 

the
 

amount
 

of
 

labour
 

socially
 

necessary,
 

or
 

the
 

labourtime
 

so-
cially

 

necessary
 

for
 

its
 

production.”(Karl
 

Marx,1906:46)从这个英文表述来

看,显然,决定价值量的重点是落在了“社会必要劳动量”这个更为本质的问题

上。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后面紧跟着还指出:“在这里,单个商品是当作该种商

品的平均样本。因此,含有等量劳动或能在同样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
具有同样的价值量。一种商品的价值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的比例,就
是生产前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同生产后者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马克思,
2001:52~53)。这里,实际上是再次明确了价值量是社会必要劳动量的科学

内涵。也只有在这个内涵上,才有“在同样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

同样的价值量”的逻辑。
  总之,只有在明确了价值量是社会必要劳动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是对

这个价值量进行衡量的一个外在尺度的前提下来讲“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

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才是成立的。如果忽略了价值量是社会必要劳动量,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只是对这个价值量进行衡量的外在尺度这一前提,而直接就

讲“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那就如同说一个人的身高

是由米尺的标度决定的一样似是而非了。虽然一个人的身高可以用米尺的标

度来衡量,但一个人的身高却是由其生理上一系列的原因决定的。至于米尺

的标度,在这里只是充当了使表达身高的这个内涵在人们之间能够进行交流

和理解的一个思维中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衡量商品价值量的一个外在

尺度,其功能就是使人们之间能够进行交流和理解的这么一个理论思维的中

介。也正是在这个理论思维中介的意义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才多次直接

表达为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因为这样既简洁,也能更

直观地来理解。但我们认为,区分价值量的内在决定因素与对其进行衡量的

外在尺度,将有助于深入理解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衡量商品价值量的机制是市

场机制的本质的问题。
  “劳动时间是衡量商品价值量的尺度”作为劳动价值论的一个命题要有解

释力,就要限定这个时间的尺度不能是任意的,不能是商品生产者自己说了

算。因为对价值的量进行衡量的目的是为了交换,是为了使自己生产商品时

所耗费的劳动得到与之交换者的承认,得到社会的承认,从而得到对等的补

偿。所以,衡量的标准也就只能是社会的标准。马克思就把这个标准称为“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并把它表述为:“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

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马克思,2001:52)。这也就是经济学界所说的第一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其含义就是一个同类产品生产上的用时间标注的劳动耗费的“加权平均

量”,它是同类产品生产部门内部的劳动耗费的“一般”量。相比较而言,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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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产品的各个单个生产者的劳动耗费量则表现为“特殊”的耗费量。这个第

一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强调的是同一产品生产部门内部的“一般的

劳动耗费量”。所以,这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实际上就是一个竞争的基准、竞
争的准则、竞争的机制。因为个别生产者的劳动耗费量如果超过社会平均水

平,就处于被淘汰之列。
  正是由于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量来决定,并由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来衡量,所以才有“商品的价值量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正比变动,与
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变动”(马克思,2001:53~54)的规律。在实际经济

生活中,由于人们劳动的复杂程度不同,也就是劳动的知识含量、科技含量不

同,为了使其能够相互比较和相互交换,就需要把一定量的“复杂劳动”还原为

或换算成多倍的“简单劳动”(马克思,2001:58)。这个还原或换算之所以以简

单劳动为参照,是因为将复杂的换算为简单的比较容易理解。由此可见,以晏

智杰先生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只承认简单劳动,甚至是

只承认体力劳动创造价值,而不承认脑力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晏智杰,2001:
24~26)是过于武断的。
  当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及其对价值量的衡量,以及复杂劳动还原或折算

为多倍的简单劳动的逻辑都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马克思,
2001:58),即在商品生产者背后通过市场竞争,也就是借助市场机制自发地来

进行的,商品经济社会没有一个部门或中心来算这个比例。严格来说,这个比

例是一个一般均衡解,它是在整个相对价格体系当中,或者说相对劳动消耗条

件下,所有商品生产者及其所生产的商品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马克思建立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范畴,就是为了解释“等价交换”的内在本质到底是什

么这样一个理论命题。可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范畴是建立理论假说的

需要,也是理论层面上自治的要求和体现。从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就成为

社会必要劳动这一生产商品的客观的、内在的社会必要劳动消耗量主观的理

论层面的外在衡量尺度。

四、商品的价值量与第二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有“微观”和“宏观”
双重含义,经济理论界称之为第一种含义和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我们认为,用“重”而不用“种”来区分更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因为“重”可表达

一个对象的不同层次,而“种”则更易被视为两类。其微观含义是指生产单个

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就是前文(即《资本论》第1卷第1章)讨论的那

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它是由生产同一商品的部门内部的竞争确定的,是同

一部门内部的加权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消耗量。其宏观含义则是指社会生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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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商品的总量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说是第二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

动时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和第4卷(即《剩余价值理论》)中就研究了

这一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整个社会生产领域包含

着生产众多种类商品的许多生产部门。在一定时期内,社会对某一种商品的

总需要量有一定的限度。从而生产某一种商品所必要的总劳动消耗量对社会

而言也同样是社会的必要劳动量。如果某种商品的总产量超过了社会对它的

总需要量,即某个生产部门投入的劳动消耗总量超过了社会的这一生产部门

所必要的劳动量,那超过的部分就不具有社会的使用价值。因为,对于单个商

品来说,是否具有使用价值仅仅取决于它能否满足某种特定的社会需要;而对

于某一种类的商品总量来说,它是否具有使用价值就不仅要看它能否满足某

种特定的社会需要,而且还要看它的数量是否适合于社会对这类商品的特定

数量的需要。超过社会需要量的那部分商品是卖不出去的,这些卖不出去的

商品的价值也就无法实现,生产这些商品所花费的那个劳动也就不能现实地

转化为社会的必要劳动。因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37章“导论”中,
就又从社会生产各部门的相互比例关系的角度,也就是从商品价值总量的角

度,来进一步说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含义。
  他说:“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

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

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

同类的商品上。这是因为条件仍然是使用价值。但是,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

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需要,那么,社会产品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

于这个量是否符合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量上一定的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

据这种量上一定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我们在论述

资本在不同的生产领域的分配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在这里,社会需要,即
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

额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但这不过是已经在单个商品上表现出来的同一规

律,也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前提,从而也是商品的价值

的前提。”(马克思,2003:716)
  马克思进而还写道:“例如,假定棉织品按比例来说生产过多了,尽管在这

个棉织品总产品中实现的只是既定条件下生产这个总产品的必要劳动时间。
但是,总的来说,这个特殊部门消耗的社会劳动是过多了;就是说,产品的一部

分已经没有用处。可见,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生产时,它们才能卖

出去。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界限,
不过是价值规律本身进一步展开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

一种意义。”(马克思,2003:717)
  另外,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的手稿———剩余价值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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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入和资本的交换”中,马克思就明确指出,“虽然所花费的劳动时间的

每一部分都是创造总产品的相应部分所必要的,但是,一定生产部门所花费的

劳动时间总量对全部可支配的社会劳动的百分比,仍然可能低于或高于正确

的比例”(马克思,2004:284)。“从这个观点来看,必要劳动时间就有了另外的

意义。现在要问:必要劳动时间究竟按怎样的量在不同的生产领域中分配?
竞争不断地调节这种分配,同样它也不断地瓦解这种分配。如果某个部门花

费的社会劳动时间量过大,那么,就只能按照应该花费的社会劳动时间量来支

付等价。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总产品———即总产品的价值———就不等于它本

身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而等于这个领域的总产品同其他领域的产品保持应有

的比例时按比例应当花费的劳动时间。但是,这个领域总产品的价格比它的

价值降低多少,总产品的每一部分的价格也降低多少。”(马克思,2004:284~
285)可见,马克思在这里非常清晰地阐述了他的第二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的内涵———社会的某一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同其他领域的总产品保持应有

比例时按比例应当花费的劳动时间。这个时间当然要以保持应有比例时按比

例应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为基础。在这里,整个社会的各个产品生产部门

按比例应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上升为了“一般”的规定,而各个产品生产部

门实际投入的劳动总量又变为了“特殊”。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衡量商品的价

值量的规律依然是“一般的规定”,也只有在这个一般的规定的规律之下,才可

以理解所谓整个社会的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应该按比例的问题,也才能进一步

理解价值规律对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的所谓调节作用,从而市场机制调节社

会资源配置也才能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得以说明。
  在我国经济理论界,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讲供求

关系,如果能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第二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观点,就会看

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的第二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观点正是从

市场供求关系的角度着眼的,这不仅是对市场机制的生动阐述,而且还是更高

层次的阐述。其理论内涵远远超过现代西方微观经济学对完全竞争市场长期

均衡模型的表述。
  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市场长期均衡模型的表述,如图2所示。
  在(图2)这里,如果供不应求,则超额利润(如图中面积P2E1FC1)会吸

引新厂商加入,超额利润会随之逐渐减少;如果供过于求而有亏损(如图中面

积C2GE2P3),则原有厂商会退出,亏损会随之逐渐减少。厂商“逐利避损”的
行为会使市场在平均成本曲线(AC)的最低点(E)点达到“长期”均衡,从而价

格(P1)和产量(Q1)都得到确定,且超额利润与亏损均为零。姑且不说这个竞

争模型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2篇的平均利润率形成的竞争机制颇为

相似,但一定要清楚,在西方微观经济学的这个模型里,只有价格的确定而没

有价值的问题。与之相比,马克思的高妙之处则在于: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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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成规律和两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机制是把价值论和价格论完美地进

行了统一,而这个统一是所有其他的理论经济学家至今难以望其项背的。

五、正确认识两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

  由于经济学界对马克思的第二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至今还没

有比较一致的意见,因而阐述马克思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教科书一般都不涉及

这个问题。也正因为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所以给人的错觉是马克思经济学缺

乏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缺乏对价格机制的研究,甚至认为价值论和价

格论讲不到一起去,马克思的价值论在市场经济中缺乏解释力,是没有意义

的,甚至有人明确提出应回到要素价值论去(晏智杰,2001:8)。鉴于此,我们

必须对两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及其相互关系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我们认为从逻辑上看衡量商品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能是一个

而不可能是两个。因为具体到一个商品,其价值量只能是一个而不可能是两

个。一个价值量由两个不同的时间来衡量,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其实,所谓两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实际是对同一个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从两个角度来看的结果。所谓两重含义,或说两个角度,实际也可以说是

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来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问题。第一重含义所侧重的

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质”的规定;第二重含义所侧重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的“量”的规定。如果能够这样来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就不会存在究竟

是社会必要劳动决定价值量,还是供求决定价值量的非此即彼的困扰了(这是

劳动价值论和供求价格论孰是孰非的长期困扰)。同时,也就不会存在第一重

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第二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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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和实现价值的困扰(这是我国经济学界以往几次讨论中的困扰)。理论只是

对真实世界的逻辑的阐释,而并不是真实世界本身。在说明所谓“等价交换”
的这个理论命题中,真实世界的逻辑就是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量,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衡量这个社会必要劳动量,这是商品经济世界的内在本质(当
然这是理论逻辑所揭示的所谓本质)。而现实社会中的商品生产者之间又是

通过“市场供求”这个现实的桥梁连接到一起的,同时“市场供求”又是通过对

“价格”这一价值的相对表现与变化来“折射”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商品价值

量的衡量的。
  从《资本论》看,商品的价值量就是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至于供

求关系的变化,说到底,它反映的其实也是社会必要劳动量(这其实是从社会

真实需要角度看的需求量)与实际投入劳动量(这是从社会实际生产供给的角

度看的供给量)之间的差异问题,而这个差异又是借助“看得见的”价格的涨落

来展现的,并通过价格的涨落来影响资源在不同产品上的投放量,从而又影响

供求变化。也正是这样的如此往复,才呈现出所谓的市场机制之效。
  对两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该怎么看,这还与马克思《资本论》的方

法有关:一方面,马克思主张在研究方法上要“从个别上升到一般”(马克思,
1995:31)和要“从简单上升到复杂”,两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关系,从
逻辑上看是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和从简单上升到复杂的关系;另一方面,马克思

主张在叙述方法上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马克思,1995:19),而两重含义的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叙述的方法来说,则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所谓从抽象

上升到具体,就是先在抽象的层面把最本质的问题的性质和关系交代清楚,即
把价值是人类一般劳动的耗费先说清楚。在这个层面上,价值的量也就只是

一般人类劳动的社会必要消耗量,衡量的尺度也就必然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要说明这个含义,第一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够了。当然,这里的“够
了”是说理论在这个最本质层面上的够了。应当指出的是,这里是就一种商品

自身的价值量而言的理论抽象,还不涉及其他商品和其他部门的问题,当然也

就还没有比例与供求的问题。然后,随着这个最本质、最基本的范畴的逻辑展

开,根据理论推演的需要,就还应逐步加入在前面被抽象掉的因素,按今天的

表达方式来说,也就是要逐渐放松一些最基本的假设条件,以便使所研究的那

个范畴,那个“思想总体”向现实生活中的那个“具体总体”靠近,从而使思想总

体更真实地反映具体总体。这样,当马克思的分析进入到资本主义经济现实

运行层面时,就不能仅仅是一件商品的生产与价值的问题了,而必须是诸多商

品和诸多生产部门的生产比例关系(也是劳动比例关系)的问题了,自然也就

是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了,因而这里当然也就必然要涉及市场供求关系

的问题了。于是,价值规律作为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规律,它也就必须走向具

体,走向社会的现实层面,走向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的层面,而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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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的第二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命题就是从这里着眼的。所以,马克

思才明确地指出这“不过是价值规律本身进一步展开的表现”。我们认为,以
往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问题上的诸多困惑恐怕是与对《资本论》的方法在社会

必要劳动时间问题上的具体运用理解不够有关。马克思经济学是一个整体,
支离破碎地理解是难以比较准确地把握的。
  在马克思那里,“思想总体”必须起始于“具体总体”(马克思,1995:19),严
格地说,是起始于“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另一方面,“思想总体”又要

再现出“具体总体”,严格地说,就是再现出“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

的总体”(马克思,1995:18)。而这个再现的实质就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
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马克思,1995:19)的过程。为此,随着理

论逻辑的逐步展开,就必然要逐步增加相应的规定(逐一增加,或说还原通向

具体总体的那些原来被抽象掉的规定),以达到“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

丰富的总体”,达到一个“多样性规定”的统一。所以,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
概念范畴是运动的、发展的和演化的,是由抽象一步一步走向具体的。恩格斯

在《资本论》第3卷序言中阐述马克思的方法时指出:“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

相互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

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它们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
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恩格斯,2003:17)所
以绝不能机械地、凝固地和僵化地去理解、去把握、去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的许

多范畴,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范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衡量商品价值量的

规律恰恰如此。两重含义恰恰表现了这一范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两个层

次。不懂得这一点,就难免将前后所谈的一个问题的两个角度和两个层次误

解为是无关的两个问题,或看成是对立的两个问题,甚至使其在现象形式的层

面、在“形式逻辑”层面“走向无解”。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更多地运用的是辩

证逻辑。虽然他要遵循形式逻辑,但遵循形式逻辑要受辩证逻辑来统领。辩

证逻辑是《资本论》在理论逻辑展开层次上的“一种普照的光”,它给马克思经

济学的许多范畴的逻辑展开都照射上了辩证逻辑的鲜明色调。

六、简要结论

  如果理解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重含义的“含义”,或者说,
懂得了从两个角度来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但会看到马克思经济学讨论了

市场机制的问题,而且还会看到马克思对市场机制的分析远远高于现代西方

微观经济学对市场机制的分析。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市场机制的分析

把价值论、价格论和市场机制论统一在了一起,并把这个问题进一步上升到了

经济哲学的高度,这是非马克思经济学迄今为止还未能达到的理论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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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的《资本论》本来就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以市场经济的视角和

感受写成的。因而,其研究市场机制自不待言。然而,马克思并没有止步于

“市场经济当事人”的现象层面的直观感受与观念,而是上升到了经济哲学的

高度,其着眼点是“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否定的理解”,即包含着马克思本人对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的理解。也恰恰是因为这个经济哲学高度的要

求,才必须对市场机制有着马克思的更为本质的理解。
  总之,在今天的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我们不仅非常有必要把马克思关于市

场机制的闪光思想阐述清楚,而且在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问题

上,也应努力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智慧当中汲取研究现实市场机制的思想

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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