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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率与

商品价值量成反方向变动”的理论展开了广泛地讨论,提出了劳动生产率与商

品价值量之间可能“成正比”的观点.关于“成正比”理论的思想轨迹和发展脉

络主要包括: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初至今三个阶段,以及个别劳动生产率说、劳动主观条件说、使用价

值变化说、劳动复杂程度说、商品价值期差说、价值范畴多层次说、劳动外延扩

大说、物化劳动转移说、物化劳动创造说和多种情况说十大方面.

　　关键词　劳动生产率　商品价值量　成正比

　　劳动生产率与单位商品价值量之间成反方向变动关系的理论是马克思从

价值量角度对劳动价值理论所作的一般性概括,这一理论在马克思整个经济

理论体系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它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以及相

对过剩人口理论、再生产理论、生产价格理论、平均利润率理论和地租这些基

本理论的数理关系在逻辑上能够成立的重要支持.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在现时代也

面临着极大挑战,即这一经典理论可以解释,劳动生产率提高会使社会财富总

量增加,价值总量不变,但单位产品的价值量却在不断下降的实际,却无法解

释现代经济社会出现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社会财富总量增加了,而
且价值总量也在增加的现象.同时也就无法解释现代经济社会,自动化机器

设备和机器人的广泛使用,物化劳动大幅度增加,活劳动急剧减少,但是全社

会新增加价值和剩余价值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的情况;无法解释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欧美国家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了,但是工资和利润却在同步增加的事实;
无法解释西方经济社会在科学技术迅速提高的同时,也大大缓解了失业压力

的状况;无法解释现代社会科技进步会同时影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使经济增

长发生变化的现实;无法解释现代西方经济社会农业资本有机构成高于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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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资本构成后绝对地租的来源等一系列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经济学者试图在新的背景下对马克思这一经典理

论给予新的解释和创新性发展.其中,我国经济学界关于主张“劳动生产率与

商品价值量之间的变动关系”有可能成正比的探讨尤为广泛,其研究探讨的思

想轨迹和理论脉络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并形成了十大方面说.

一、关于“成正比”理论研究的三个阶段

　　我国学术界关于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较多,有的

人认为两者之间“成反比”①,而有的人认为“成正比”.“正比论”和“反比论”
两种观点本身非常明确,但是由于劳动生产率本身又存在个别企业劳动生产

率与部门劳动生产率甚至社会劳动生产率之分,商品价值量存在商品价值总

量和单位商品价值量之分甚至商品个别价值之分,这使得问题讨论复杂化.
就“成正比”观点来看,大致存在“个别企业劳动生产率与个别企业的商品价值

总量‘成正比’”,“部门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总量‘成正比’”以及“部门劳动

生产率与单位商品价值量‘成正比’”三种情况.

　　我国学术界对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了讨论,不
同时期讨论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１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正值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学者

们对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应用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其中劳动价值论

也是研究和讨论的重点.但是,这一时期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大部分集中

在价值规律、价值决定和价值源泉等方面,而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之间的

关系问题只是在讨论其他问题的时候才有涉及,因此专门讨论较少.而且涉

及关于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关系的讨论主要侧重于个别企业超额剩余价

值的来源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创造说”和“转移说”两种观点.“创造

说”认为个别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得企业的个别价值小于社会价值,但是商

品的价值取决于社会价值,因此,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的劳动能够在同一时间

内创造更多的价值,价值是本企业内部创造的.可见,这种观点就是我们所提

到的“个别企业劳动生产率与个别企业的商品价值总量‘成正比’”的情况.这

是“成正比”理论的早期思想.

　　卫兴华(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３年)是较早提出这种“成正比”思想的学者,他在“价
值决定规律的作用会引起部门内部剩余劳动的再分配吗”一文中对劳动生产

率高的企业在同样时间内创造的价值与劳动生产率低的企业创造的价值相等

① 这里的“成反比”和“成正比”并不是严格数学意义上的反比和正比,准确地说应该是“反方向
变动”和“同方向变动”,这种说法包含了“成反比”和“成正比”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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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辑 关于“成正比”理论的发展脉络 ２５　　　

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个别企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会影响到它在单位

时间内形成的价值的多少,由于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那些

技术装备较好,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企业,生产同一产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但较少的个别劳动时间会被社会承认为较多的社会必要劳

动时间,因而会在同等劳动时间内创造出较多的价值量来.他认为“转移说”
是与马克思关于价值决定的论断相矛盾的,没有理解价值决定和价值实现之

间的关系.同时,卫兴华还顺便指出,熟练劳动和复杂劳动在同一劳动时间内

将创造出更大的价值,这与生产资料装备先进从而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同一

时间内能创造更多的价值是一致的.作沅(１９６４年)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他认

为,物化劳动条件(物质技术条件)的好坏,通过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对同量

劳动创造不同量的使用价值,制约着同量活劳动支出所创造的大小.而且他

明确指出:“劳动生产率高一倍或低一半,创造的价值就多一倍或少一半”①,
即个别企业劳动生产率与个别企业的商品价值总量成严格的正比关系.在这

一时期,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还包括黄良文(１９６３年)等.

　　２改革开放以后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学术界对劳

动价值理论讨论越来越深入,关于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之间的关系问题

的研究也越来越多.这一时期,仍有部分学者继续讨论关于超额剩余价值来

源的问题(如刘灿,１９８４年;马源平,１９８５年;何干强,１９８６年),但是更多的是

倾向于探讨劳动复杂程度提高与商品价值量之间的关系,同样这个问题,在改

革开放以前,学术界很多学者是将其撇开不讨论的②.很多学者认为,劳动生

产率提高不仅体现在生产资料技术装备的提高,同时体现在劳动复杂程度的

提高上,包括生产先进设备的劳动复杂程度提高和利用先进设备生产商品的

劳动复杂程度提高两个方面.因此,他们认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将会带来劳动

复杂程度提高,同一时间内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增加,即认为劳动生产率与商品

价值量“成正比”,这里的劳动生产率主要是指部门或社会劳动生产率,而商品

价值量可以是部门总价值量或单位商品价值量.１９７７年苏联学者布宁在«科
学技术革命和世界价格»一书中提出“世纪之谜”,即劳动生产力提高使得单位

商品价值量下降,为什么商品的市场价格却是上升的? 该书中译版１９８２年在

中国出版之后,针对“世纪之谜”,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我国学术界引起一场关于

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之间关系的讨论.在解释“世纪之谜”的过程中,很
多学者在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的基础上,通过发展劳动价值论以及商品价值

量的决定理论,将劳动复杂程度的提高作为问题的答案,并从多种角度分析了

这个问题.

①
②

作沅“试论劳动生产率与价值、价格形成的关系”[J]经济研究,１９６４(１),４８
如作沅“试论劳动生产率与价值、价格形成的关系”[J]经济研究,１９６４(１),４４;何安“生产

率较高的劳动能否创造较多的价值”[J]学术月刊,１９６３(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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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李翀(１９８８年)从劳动生产率动态变动对劳动的质和量两个方面的影响

分析了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总量及单位商品价值量之间的关系,提出在劳

动生产率的增长与劳动复杂程度的增长之间关系决定了单位商品价值量的升

降,并且认为只要两者都是提高的,则商品价值总量必然增加.彭鸿林、熊剑

(１９８９年)从劳动生产率对相对价值和绝对价值影响两个方面解释“世纪之

谜”.此外,余云辉(１９９２年)从劳动生产率的性质和内涵入手,将劳动生产率

区分为具体劳动生产率和抽象劳动生产率,论证劳动复杂程度提高带来的抽

象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成正比”.唐元(１９８５年)从劳动工具更新方式

角度,提出劳动生产率提高建立在劳动工具的整体改进基础之上,那么劳动复

杂程度提高将带来商品价值总量提高.此外,叶航(１９８０年)从价值的测量角

度,分析了精神生产对价值量的影响,认为一个增大的劳动生产率在物质形态

上表现为产品数量的增加,但每个产品的价值不变,因此,产品价值总额也会

增加.李慧中(１９８１年)认为叶航混淆了个别劳动生产率与社会劳动生产率,
认为叶航所说的“成正比”只在个别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前提下才是成立的.

　　３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到２１世纪初.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关于劳动价

值论的讨论掀起新的热潮.在深化对劳动价值论认识的过程中,学术界对劳

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重新深入地认识.１９９３
年谷书堂和柳欣在“新劳动价值论一元论”一文中通过对劳动量进行重新定义

(劳动量＝劳动时间×劳动生产率)将非劳动生产要素引入劳动的概念中,得
出“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的推论.该文掀起了一场关于劳动生产率与商

品价值量关系的讨论热潮.这一讨论主要焦点是在解答如何认识非生产性要

素对价值的作用的基础上,探讨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商品价值量的

关系.在这场讨论中,持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观点的学者认为劳

动生产率提高虽然使得活劳动时间大大减少,但是,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物

化劳动增加,由于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一样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因此,劳动生

产率与商品价值量是成正方向变动的.而持活劳动一元论的学者认为科技进

步对价值的作用只能体现在科技劳动的复杂程度等劳动内含量的提高,从而

同样时间内创造的价值增加,另外,这些学者还认为,应该将活劳动的范围扩

大,既包括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也包括一部分精神生产领域的劳动,以此来

解释日益增加的价值总量.参与这场讨论的学者主要包括何炼成(１９９４年),
李运福(１９９４年),钱伯海(１９９４年),李定中(１９９４年),吴宣恭(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８
年)等.

　　２００１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８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和认识”,
从而引发了关于劳动价值论以及“成正比”问题的大讨论.这一时期关于“成
正比”问题的讨论范围广、焦点多、层次复杂、观点各异.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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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辑 关于“成正比”理论的发展脉络 ２７　　　

层次重点讨论了“成正比”的三个层面的问题.有的学者从劳动外延扩大的角

度分析,有的学者从劳动主观条件分析,有的学者从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或转移

价值的角度分析,有的学者从劳动生产率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出发进

行分析,更多的学者从数理的角度证明了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之间的关

系,还有的学者结合价值的多种转化形态进行分析.这一时期,参与探讨“成
正比”问题的学者主要包括程恩富(２００２年)、孟捷(２００５年)、林岗(２００５年)、
张忠仁(２００６年)、白暴力(２００２年)、蔡继明(２００１年)、谷书堂(２００２年)、杨国

才(２００３年)等.

二、关于“成正比”理论研究的十大方面

　　综述以上三个阶段的讨论,至少存在十个方面的观点或说法:

　　１个别劳动生产率说.这种观点认为“成正比”说只有在讨论个别企业

提高劳动生产率与个别企业创造的价值总量之间的关系时才能成立.持有这

种观点的代表性学者如卫兴华(１９６３年)、何干强(１９８６年)、李仁君(２００１
年)、白暴力(２００２年)、林岗(２００５年)、吴宣恭(２００７年).他们认为,劳动生

产率高的企业将会创造更多的价值,同时承认部门劳动生产率与单位商品价

值量成反比,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不会影响同一时间内创造的价值量.林

岗(２００５年)运用“价值转化系数”的概念来解释“成正比”问题,认为价值转化

系数与个别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正比的关系.白暴力(２００２年)从劳动生产

率的数学定义出发,认为只有当个别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程度高于部门劳

动生产率提高的程度时,企业单位时间内形成的价值量才会增大.

　　２劳动主观条件说.这种观点认为“成正比”源于科技进步对劳动主观

条件存在正的影响,而由于劳动主观条件的变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存在两种

情况:一种是自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发生了变化(外延增加或减少),一种情况

是自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变,但是,密度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增加了,即在同

样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里,劳动复杂程度和强度提高,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程

恩富、马艳(２００２年)认为,如果劳动生产率变动是由劳动的客观条件变动而

引起的,劳动的主观条件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是反

方向的变动关系.而如果劳动生产率变动是由劳动的主观条件变动引起的,
劳动的客观条件没有变动,那么,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变动是正方向变动.如

果劳动生产率变动是由劳动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共同变动引起的,劳动生产率

与价值量变动方向不确定,也可能是正方向变动也可能是反方向变动.孙连

成(１９６３年)、丁聪(２００３年)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３使用价值变化说.使用价值变化说认为,劳动生产率提高不仅会引起

产品数量增加,更为重要的是会带来使用价值的变化,即产品质量的变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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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进步使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产品品质的提升以及新产品的出现,
这些创新产品的价值量的决定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方向变动.持这种观点的学

者包括彭鸿林和熊剑(１９８９年)、郑志国(２００２年)以及魏建斌和杨思远(２００５
年)等.彭鸿林和熊剑从价值量的绝对变化和相对变化的角度,分析了劳动生

产率可能会带来使用价值质量的变化,而只有使用价值质量的变化,劳动生产

率提高才可能与单位商品耗费劳动增加相联系.郑志国同时考察了劳动生产

率提高同时引起产品质量性能和产品数量的变化,此时单位商品价值量的下

降幅度会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幅度,从而价值总量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方向

变动.魏建斌和杨思远从创新产品所具有的特征(包括唯一性、垄断性、风险

性和创新劳动复杂性等)角度分析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得创新产品的价值大大

高于传统商品的价值.

　　４劳动复杂程度说.劳动复杂程度说认为随着科技水平和劳动生产率

的提高,会带来先进技术设备的生产劳动或者直接生产劳动的复杂程度提高,
而复杂劳动能转化为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在同一时间内能够创造出更多的

价值.复杂劳动程度说在解释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之间关系时,存在两

个层面的认识:(１)劳动复杂程度高的部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比劳动生产

率低的部门创造的价值多,因此,是一种横向的比较.这种观点大多数学者都

是认同的.(２)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部门劳动复杂程度提高,则该部门创造

的价值总量也会增长.对“成正比”理论来说,这种认识更有意义.孟捷(２００５
年)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学者之一,他认为部门劳动的复杂程度因技术变革而增

加时,多数其他部门还未发生类似的变化,因此形成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的

“基准”仍然未变,此时该部门的价值总量将会增长.持有类似观点的学者包

括耿文清(１９８６年)、刘解龙(１９９６年)等.

　　５商品价值期差说.这种观点认为由于不同时期的劳动生产率不同,不
同时期的一单位的商品价值量是不相同的.因此,比较不同时期的价值量,不
能以不同时期的劳动生产率为标准,而应该以同一时期的劳动生产率为标准.
张忠任(２００６年)把商品价值所具有的这种性质称为“期差性”.他认为若今

年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假定今年所投入的劳动时间总量是去年的一

半,那么今年的商品价值总量也按照去年的价值来计算应该与去年相同.而

按照今年的价值来计算,在量上则是去年的一半.可见,商品价值期差说认为

社会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成正比关系.另外张忠任(２００９年)还通过提

出“业差性”和“域差性”来解释不同部门以及不同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

值量的关系.

　　６价值范畴多层次说.丁堡骏(１９９４年)认为,由于价值范畴分为价值

(个别价值)、社会价值和生产价格三个不同的抽象层次,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

值量的关系也要分多个层次来讨论.因此,丁堡骏认为“成正比”理论只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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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别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上,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创出的市场价值

越多,反之亦然.他同时指出,那些认为具有较高劳动生产力的劳动在同一时

间内会创造更多价值的观点,首先是混淆了价值和市场价值的概念.陈永志、
杨继国(２００３年)将价值范畴看作包括价值、生产价格和国际价值的多层次体

系,因此“成正比”问题体现为以下三个层次:从价值层面来看,个别企业的价

值量与个别劳动生产率成正比;从生产价格层面来看,部门价值转化为个别价

值,因此,价值与部门劳动生产率成正比;从国际价值层面来看,国别价值成了

个别价值,其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成正比.

　　７劳动外延扩大说.劳动外延扩大说认为,在新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

率提高的条件下,创造价值的劳动已大大地扩展,不但包括物质生产领域的劳

动,而且还包括非物质生产领域的某些劳动,尤其是科技研发等领域的智力劳

动、企业中的管理劳动和第三产业的某些劳动,都创造价值.劳动外延的扩大

在以下几个方面使得价值总量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长:(１)科技劳动和管

理劳动属于较为复杂的劳动,在同一时间内将会创造更多的新价值.(２)由于

第三产业普遍的资本有机构成低于一般企业,社会总劳动量将随第三产业的

发展壮大而增长,从而使社会价值总量增长.(３)部分学者认为的无偿劳动,
包括知识化劳动、协作劳动和组合劳动的使用能使得剩余价值总量增长(朱妙

宽,２００３年).这些学者都认为生产劳动范围的扩大使得劳动生产率提高不

构成商品价值量成比例下降的必然性,而认为劳动生产率提高,会使得有更多

的劳动参与创造价值,从而使商品的价值总量增加.持类似观点的学者包括

张熏华(２００１年)、党建德(２００１年)和李建兰(２００２年)等.

　　８物化劳动转移说.这种观点认为,劳动生产率提高与生产资料的扩大

(包括质和量两个方面)是同步的,由于生产资料的扩大包括质和量两个方面.
因此,物化劳动转移说也存在两种说法:(１)劳动生产率提高必然带来资本有

机构成提高,体现为生产资料数量的增加.由于商品价值的构成不仅包括活

劳动创造的新价值,也包括物化劳动转移的旧价值,生产资料数量的增加意味

着商品价值中转移的旧价值增加,因此商品价值量也会增加.这种观点认为

由于物化劳动转移价值的增加,劳动生产率与单位商品价值量并不是成反比

的,但劳动生产率与商品的价值总量是成正方向变动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

主要包括李学曾(１９８７年)、邹新树(２００２年)和胡仪元(２００２年)等.(２)劳动

生产率提高更多地体现为生产资料质量的提高.由于先进的生产资料凝结了

较多的复杂的前期劳动,这部分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时将会增加商品的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并不一定增加商品的数量,因此劳动生产

率与单位商品价值量可能是成正方向变动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包括赵爱清

(２００１年)和何宇(２００７年)等.

　　９物化劳动创造说.这种观点认为,劳动生产率提高虽然使得活劳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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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大大减少,但是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物化劳动增加,由于物化劳动和活劳

动一样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因此,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商品价值量是成正方向

变动的.钱伯海(１９９４年,２００１年)提出的“社会劳动价值论”认为先进的科学

技术和高超的经营管理,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压缩必要劳动时间,延长

剩余劳动时间,从而创造相对剩余价值.并且是科技愈先进,管理愈高超,愈
能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愈多的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蔡继明(２００１
年)提出的“广义价值论”认为,商品的社会价值即广义价值由劳动要素和非劳

动要素共同创造,而劳动和非劳动要素决定比较生产力的大小,比较生产力高

的部门的劳动不仅能创造更多的价值,非劳动要素同样能创造出较高的价值.
此外,晏智杰(２００７年)、李定中(１９９４年)、李运福(１９９４年)、徐祥临(２００１
年)、吴尚宗(２００２年)及张亚(２００４年)等也持类似的观点.

　　１０多种情况说.这种观点认为,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之间存在多

种关系,具体要看劳动生产率对商品价值量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因素的大

小比较.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很多,较有代表性的有程恩富和马艳(２００２
年)、冯金华(２００８年)、汪玉奇(２００２年)、赵爱清(２００１年)和丁聪(２００３年)
等.程恩富和马艳从科技进步对劳动主观和客观条件的不同影响程度,将劳

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之间的关系分为正方向变动、反方向变动和不影响三

种情况.汪玉奇从劳动生产力对劳动脑力的耗费的不同情况出发,也将表现

出“成正比”、“成反比”和不变三种情况.赵爱清从部门总商品的供求状态出

发,认为当供大于求时商品价值总量不变,当供小于求时,商品价值总量将增

加.丁聪也从劳动主客观因素的增长速度角度将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价

值量变化分为增加、减少和不变三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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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ContextontheTheoryof“directproportion”

YanJinqiang　MaYifei

　　Abstract　SincethefoundingofPRC,ouracademiccirclehashadexＧ
tensivediscussionsonthetheoryofinverseproportionbetweenlaborproＧ
ductivityandcommodityvalue,andproposedthepointofviewofdirectproＧ
portionbetweenthetwo．Thethoughttrackanddevelopmentpathaboutthe
theoryof“directproportion”havethreestagesincludingafterthefounding
ofPRCtotheendof１９７０’s,fromtheendof１９７０’stotheearly１９９０’s,

andfromearly１９９０’stotheearly２１stcentury．Andtherehavebeen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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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ies,suchastheviewofindividuallaborproductivity,theviewofsubＧ
jectiveconditionsoflabor,theviewofchangeoftheusevalue,theviewof
complexlabor,theviewoftimedifferenceofvalue,theviewofmultievelof
valuecategory,theviewofexpansionofextensionlabor,theviewoftransＧ
ferofmaterializedlabor,theviewofcreatematerializedlabor．

　　Keywords　laborproductivity　commodityvalue　directpropor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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