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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工资上涨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从中国的“刘易斯拐点”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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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美 媒 称 中 国 正 在 进 入 刘 易 斯 拐 点 工 资 将 大 幅 上 涨http://finance．ifeng．com/news/

２０１１０３２９/３７７６８３８．shtml．

　　内容提要　国内有学者认为,中国正面临一个劳动力从过剩到短缺的转

折点即“刘易斯拐点”.美国媒体抓住这一点声称,随着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

工资将大幅上涨,从而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也会上涨,进而将引发全球的通货

膨胀.然而,尽管工资上涨与 CPI的上升由于价值转形而存在一定的关系,但
工资上涨与通货膨胀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即便存在也与

国际社会的通货膨胀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反的,滥发货币救市和掠夺世界人民

的国际垄断金融资本要对国际社会的通货膨胀即货币贬值负责.

　　关键词　刘易斯拐点　工资上涨　通货膨胀　货币贬值　CPI

一、中国的“刘易斯拐点”说明什么

　　２０１１年中国“两会”期间,一位学者型人大代表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刘易斯的说法,称中国正面临一个劳动力从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即“刘易斯拐

点”.这可能意味着,中国经济享受人口红利的时代过去了,“用工荒”将是“十
二五”时期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① 美国媒体迅速接过上述中国学者的话柄声

称,中国正在进入刘易斯拐点,工资将大幅上涨,继而认为随着价格上涨,中国

商品出口至全球各地,通胀可能成为一个令全球担忧的问题,来自中国的产品

价格上涨将使世界各国不得不接受新的中国价格.②

　　明明是国际垄断金融资本集团掌控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趁国际金融

危机之机大肆发放本身并无价值的美元、欧元、日元等纸币掠夺世界人民,并
在中东和北非制造骚乱和实行军事侵略导致国际油价大涨,而引发全球性通

货膨胀,西方媒体却和国内学界个别学者把这场通货膨胀的罪责归结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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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辑 论工资上涨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３５　　　

农民工要涨工资,让世界人民放过真正的罪魁,而把板子打在中国人民的身

上.

　　实际上,关于中国的刘易斯拐点说并不成立.中国的人口每年仍在增长

数百万人.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也表示,中国“十二五”期
间就业市场总体看仍是“供大于求”.据预测,我国“十二五”期间每年城镇需

要安排的劳动力大约在２５００万人,而目前每年城镇能够安排的劳动力就业大

约１２００万人,仍有１０００多万人的就业缺口.而且我国现在尚有１亿农民需

转移就业.①

　　另一方面,中国的农民工工资上涨不是刘易斯所谓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

的结果,而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滞留城市的结果.随着中国农民不再

以农闲时打零工的方式进城打工,而是转变为长期滞留城市的农民工,其生活

成本也就必然从农村的成本转移到城市的高成本.生活的成本上涨才是工资

上涨的原因.同时,近年来农民工工资的上涨也是中国一些学者认为由于政

府有关部门实行的长期的“温和的”通货膨胀累积的一个必然结果.它也与美

元大量进入中国和中国进口的原材料涨价,导致国际通货膨胀向中国转移有

密切的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工资上涨是通货膨胀的结果而不是通货膨胀的原因.中

国的“刘易斯拐点”论即便成立,也说明不了国际上的通货膨胀.在其他情况

不变的情况下,工资的上涨只不过反映利润有所下降,收入分配更为合理,而
这一点正是我国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标.美国媒体拿工资上涨作为

通货膨胀的原因,也有阻碍中国收入分配改革转向社会和谐之嫌.

二、工资上涨与商品价格上涨之间的一般关系

　　在这里,我们就来详细论述一下工资上涨与商品价格上涨的关系.由于

西方经济学认为,通货膨胀意味着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因此,这里所谈的也

就是工资上涨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只是这里的通货膨胀是在西方经济学的意

义上也就是人们在媒体上通常所见到的通货膨胀的意义上说的,而不是在通

货膨胀的真正意义上说的.通货膨胀的真正意义是流通中的纸币量超过了正

常经济活动所需要的货币量.绝不能把所有的价格上涨,都视为通货膨胀.
事实上,在货币的币值保持不变,即不存在通货膨胀与不存在通货紧缩的情况

下,商品的价格随着商品价值的变动而变动,甚至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动而变动

都是十分正常的.绝不能因为商品价格出现了这样的波动就说发生了通货膨

胀或通货紧缩.

① “拐点论”困扰中国经济http://news．１６３．com/１１/０３３０/０３/７０C７DQ９T０００１４AE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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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现代通货膨胀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即在失业率很

高且资源利用不足时,由于成本上升所造成的通货膨胀.为了将成本推动型

通货膨胀解释清楚,西方经济学家们常以工资为出发点.在１９８２年,当美国

的失业率几乎达到１０％的时候,工资上升了５％.① 但是,西方经济学家也不

得不承认,在１９９９年末、２０００年初,美国工资与价格上涨的顺序是价格—工

资—价格②.也就是说,价格上涨在先,工资上涨在后,而后是价格的进一步

上涨.

　　西方经济学家们用工资上涨来解释价格上涨,只是为了替滥发货币的金

融垄断资本家打掩护而已.要知道,工资只是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如果出现商

品价格的普遍上涨,劳动力商品的价格从而工资自然也是要上涨的.否则,即
便工资在其他商品价格上涨时不变,那也意味着工资的下降.“工资提高是商

品价格提高的结果,不是它的原因.”③

　　马克思早就指出,“如果资本主义生产者可以随意提高他们的商品价格,
那么,即使在工资没有提高的情况下,他们也能这样做,而且会这样做;工资在

商品价格跌落的情况下,就永远不会提高;资本家阶级就永远不会反对工联,
因为资本家阶级在任何情况下始终可以像他们现在不过偶尔在一定的、特殊

的、所谓局部的情况下所实际做的那样,利用工资的每一次提高而在更大得多

的程度上提高商品价格,从而把更大的利润放进自己的腰包.”④但是,既然资

本家和他们的西方经济学家们竭力反对工会,那就说明工资上涨,只是减少了

资本家们获得的剩余价值和利润,而不会带来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

　　有人或许要说,工资上涨后,工人的购买力增加了,会导致需求的扩张,于
是从需求的角度导致商品价格的上涨.对此,马克思回应说,“由于工资提高,
工人对需求,特别是对必要生活资料的需求会增加.他们在极小的程度上增

加了对奢侈品的需求,或者说,在极小的程度上产生了对原先不属于他们的消

费范围的物品的需求.对必要生活资料的需求的突然的更大规模增加,无疑

会暂时使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提高.结果是:在社会资本中用来生产必要生

活资料的部分将增大,用来生产奢侈品的部分将缩小,因为奢侈品的价格将会

由于剩余价值的减少、因而资本家对奢侈品需求的减少而跌落.反之,如果工

人自己购买奢侈品,他们工资的提高———在购买奢侈品的范围内———并不会

使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提高,只会使奢侈品的买者发生变换.奢侈品归工人

消费的数量比以前增加,而归资本家消费的数量则相应地减少.如此而已.
经过几次波动以后,就会有和以前价值相同的商品量在流通.至于各种暂时

①
②
③
④

[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宏观经济学(第１７版)[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２００４,２７４
[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宏观经济学(第１７版)[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２００４,２７２
资本论[M]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３７７
资本论[M]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３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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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波动,那么,它们造成的结果不外是把原来在交易所干投机事业或在国外寻

找用途的那种用不上的货币资本投入国内流通.”①因此,仅仅是在一定的、特
殊的、所谓局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工资上涨造成商品价格的上涨.

三、价值转形下的工资上涨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另一方面,从马克思的价值转形理论来看,工资上涨的确会造成西方经济

学用于度量通货膨胀的消费价格指数(CPI)的上升.但这只不过表明,消费

价格指数并不是度量通货膨胀的合适指标,而不能说明工资上涨导致通货膨

胀.

　　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假如一个棉纺织厂分成三个不同部分,如梳棉车

间、纺纱车间和织布车间.为了简便起见,假定每个车间所使用的不变资本都

是同样地全部加入所考察的资本的年产品中.其次还假定,不同生产车间的

(年)剩余价值率相同.假设投在这三个生产车间的资本的有机构成各不相

同,例如下表所示.

车间

不变资本

c
可变资本

v
总资本

剩余
价值率

剩余价值

m
产品价值 利润率

(１) (２) (３)＝
(１)＋(２) (４) (５)＝

(２)×(４)
(６)＝

(３)＋(５)
(７)＝

(５)/(３)

梳棉 ８０c ２０v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０m １２０ ２０％

纺纱 ７０c ３０v １００ １００％ ３０m １３０ ３０％

织布 ６０c ４０v １００ １００％ ４０m １４０ ４０％

合计 ２１０c ９０v ３００ — ９０m ３９０ —

平均 ７０c ３０v １００ — ３０m — ３０％

　　在这里我们看到,不同的生产车间,在劳动的剥削程度相等的情况下,按
照资本的不同有机构成,会有很不相同的利润率.投在三个车间的资本的总

额等于３００;它们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总额等于９０;它们生产的商品的总价值等

于３９０,平均利润率＝９０/３００＝３０％.这个资本３００的总构成是２１０c＋９０v,
平均每１００资本的构成是７０c＋３０v,平均每１００资本按照平均利润率都享有

平均剩余价值３０.

　　如果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这三个车间独立成为三个不同的生产部门,分
别属于不同的资本家.这时,如果商品仍然都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不同的生

产部分由于投入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会产生极不相同的利润率.但是,资本

① 资本论[M]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３７５~３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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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是讲究平等的,这种平等的要求,就是等量的资本要获得等量的剥削收益即获

得等量的利润率.也就是说,投入梳棉部门的１００资本要求与投入织布部门

的１００资本获得同样的利润.正如这两个部门归一个资本家所有时,该资本

家会认为他作为总资本投入的每１００资本带给他的收益是相同的一样.如果

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不相等,“资本会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抽走,投入利润

率较高的其他部门.通过这种不断的流出和流入,总之,通过资本在不同部门

之间根据利润率的升降进行的分配,供求之间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比例,使不同

的生产部门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润,因而价值也就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本主义

或多或少能够实现这种平均化,资本主义在一国社会内越是发展,也就是说,
该国的条件越是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就越能够实现这种平均化.”①

在上面的例子中,也就是,每个生产部门的每１００资本获得同样的平均利润

３０,这样,每个部门的１００资本的产品不是按各自的价值来出售,而是按同样

的(生产)价格１３０出售.

　　价值转形为生产价格的根本原因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不只是当

作商品来交换,而是当作资本的产品来交换.”②也就是说,当商品是劳动的产

品即劳动者自己所有的产品时,平等的等价交换规律自然应当是等量劳动的

产品相交换.“不然的话,难道可以设想,农民和手工业者竟如此愚蠢,以致有

人会拿１０小时劳动的产品来和另一个人１小时劳动的产品交换吗?”③但当

商品是资本的产品即归资本家所有的产品时,“平等”的交换规律自然就要转

形为等量资本的产品相交换了.

　　“但是,为了避免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必须认为不是所有成本价格都＝
１００.在谈到不同资本每１００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时,必须考虑到,商品

价值会因c中由固定组成部分和流动组成部分之比不同而不同,并且不同资

本的固定组成部分又会快慢不等地损耗,从而在相同的时间内把不等的价值

量加入产品.”④这样一来,商品价值中那些只是补偿商品生产上耗费的资本

价值的部分即商品的资本主义的成本价格⑤就会有所不同.为了把这一点说

得更清楚些,我们在上述例子中,假定不变资本各以不同的部分加入产品的价

值,也就是说,在我们考察的时间里(如一年内)固定不变资本的价值并没有全

部折旧掉,而且不同生产部门固定不变资本的折旧情况也不相同.如下表所

示.

①
②
③
④
⑤

资本论[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２１８
资本论[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９６
资本论[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０１６
资本论[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７５
在这个成本价格前冠以资本主义,是因为它在数量上与商品的价值或商品的实际成本价格不

同;它小于商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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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辑 论工资上涨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３９　　　

部门

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 剩余价值率 剩余价值
已经用掉

的c
成本价格 商品价值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２)＋(５)

(７)＝
(６)＋(４)

甲 ８０c ２０v １００％ ２０m ４０ ６０ ８０

乙 ７０c ３０v １００％ ３０m ２０ ５０ ８０

丙 ６０c ４０v １００％ ４０m ３０ ７０ １１０

合计 ２１０c ９０v — ９０m ９０ １８０ ２７０

平均 ７０c ３０v — ３０m — — —

　　在这个场合,这三个生产部门资本１００的总和的构成与平均构成仍然和

以前一样;平均剩余价值或平均利润也是３０.不过,由于不变资本c并没有

全部转移到商品的价值中去,因此成本价格(即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不变资本

加上可变资本)不等于总资本,总商品的价值也与前面的计算结果有所不同.
为了使得每个部门获得同样的利润率,就必须把这个平均利润加到各个部门

的成本价格上.当然,这个过程是由资本家对较高的利润率的追逐和资本主

义竞争来完成的.于是,我们就得到下表所示结果.

部门

资本
剩余
价值

商品
价值

成本
价格

平均
利润

生产
价格

利润率
生产价格与
价值的偏离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４)＋(５)

(７)＝
(５)/(１)

(８)＝
(６)－(３)

甲 ８０c＋２０v ２０m ８０ ６０ ３０ ９０ ３０％ １０

乙 ７０c＋３０v ３０m ８０ ５０ ３０ ８０ ３０％ ０

丙 ６０c＋４０v ４０m １１０ ７０ ３０ １００ ３０％ －１０

合计 ２１０c＋９０v ９０m ２７０ １８０ — ２７０ — ０

平均 ７０c＋３０v ３０m — — — — — —

　　甲部门的商品比价值高１０出售,丙部门的商品比价值低１０出售,就所有

的部门而言,生产价格相对于价值的这种偏离,则互相抵消,使得各部门取得

了相同的利润率①,这个利润率被称为一般利润率.将这个一般利润率乘以

各部门的资本量,得到各部门所分配的利润,再将各部门的利润与其商品的成

本价格相加,即得各部门商品的生产价格.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

① 利润率的计算是用利润除以总资本,而不是用利润除以商品中包含的成本价格.因此,那些
从单位商品角度而不是从资本投入角度对价值转形进行的研究,如日本学者置盐信雄关于一般利润率
的著名研究,是不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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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中,商品的市场价格就是围绕这个生产价格而不是转形前的价值来波动的.

　　在上述数值例子的基础上,我们考察工资上涨对于商品的(生产)价格的

影响.假定在上述的例子中,工资上涨５０％,于是剩余价值率下降至３３３％,
其他情况保持不变.这样我们得到如下的表格.

部门

不变
资本

可变
资本

剩余
价值率

剩余价值
已经

用掉的c
成本价格 商品价值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２)＋(５)

(７)＝
(６)＋(４)

甲 ８０c ３０v ３３３％ １０m ４０ ７０ ８０

乙 ７０c ４５v ３３３％ １５m ２０ ６５ ８０

丙 ６０c ６０v ３３３％ ２０m ３０ ９０ １１０

合计 ２１０c １３５v — ４５m ９０ ２２５ ２７０

平均 ６１c ３９v — １３m — — —

　　在这里,我们看到,成本价格提高了,但是,商品价值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因为剩余价值同步减少了.同时,我们还看到,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降低了.
一般利润率等于总剩余价值４５m 除以总资本３４５(＝２１０c＋１３５v)即等于

１３％,也就是说,每１００资本获得平均利润１３.生产价格的变化情况见下表.

部门

资本 剩余价值 商品价值 成本价格 一般利润率 平均利润 生产价格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１)×(５)

(７)＝
(４)＋(６)

甲 ８０c＋３０v １０m ８０ ７０ １３％ １４．３ ８４３

乙 ７０c＋４５v １５m ８０ ６５ １３％ １５０ ８００

丙 ６０c＋６０v ２０m １１０ ９０ １３％ １５６ １０５６

合计 ２１０c＋１３５v ４５m ２７０ ２２５ — — ２７０

平均 ６１c＋３９v １３m — — — — —

　　在这里,我们看到生产价格的总额与工资上涨前相比没有变化①,尽管成

本价格有了较大的提高,而且与平均资本有机构成具有相似构成的乙部门的

商品的生产价格也保持不变.同时,我们还注意到,高资本有机构成的甲部门

的商品的生产价格相对于工资上涨前下降了,而低资本有机构成的丙部门的

商品的生产价格则提高了,提高的幅度为５６％.因此,在市场经济中,一般

利润率现象的一般规律是,随着工资的上涨,商品的总体价格不变,高资本有

① 忽略在计算过程中四舍五入导致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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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辑 论工资上涨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４１　　　

机构成部门的商品的生产价格会下降,但低资本有机构成即劳动力相对密集

的生产部门的商品的生产价格会上涨.也就是说,“在工资普遍提高时,所生

产的商品的价格,在可变资本占优势的产业部门将会上涨,但在不变资本或固

定资本占优势的产业部门将会下跌.”①而工人的生活消费品则基本上是由劳

动力相对密集的即可变资本占优势的低资本有机构成部门生产的.从而随着

工资的普遍提高,工人的生活消费品的生产价格也会上涨.

　　不过,即便生活消费品的生产价格出现了这种上涨,但是这一生产部门的

资本家的利润率还是下降了,因而也谈不上工资的提高由价格的上涨来补偿.
由于总体上工人承受的剥削程度即剩余价值率下降,因此,这种由于工资上涨而

造成的生活消费品的生产价格的上涨的幅度会小于工资上涨的幅度.同时,由
于工人阶级的货币积蓄微薄,甚至要透支消费,因而这种价格上涨也不会削减多

少工人以往积蓄的购买力,从而工资上涨在总体上对于工人是有利的.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上面的例子逆过来看,假如我们先遇到的是后面一

种情况,再遇到前面一种情况,也就是说,不是工资上涨了５０％,而是工资下降

了３３３％,那么,我们将看到,随着工资的下降,商品的总体价格不变,高资本有

机构成部门的商品的生产价格将会上涨,而低资本有机构成部门生产的商品的

生产价格将会下降,但下降的幅度远远小于工资下降的幅度.西方经济学一直

指责工资刚性,即工资能升不能降,导致资本家难以靠进一步地牺牲工人来获得

更多的利益,而这里的分析则表明归资本家所有的商品的价格才是刚性的.

四、“工资上涨引起通货膨胀”理论的根源

　　在这里,在某些生产部门的资本家无论如何会有这样的经验:工资上涨,
商品的平均价格就上涨,工资下跌,商品的平均价格就下跌.至于不以工资的

变动为转移的商品价值对这种变动的隐蔽的调节作用,却是资本家的“经验”
说明不了的.既然西方经济学家们的思想和他们的理论越不出资产者的生活

的界限,因而他们只能将(部分)资本家陈腐的生活感悟加以系统化,赋以学究

气味来构成西方经济学的大厦.于是,即便他们不是出于为资本家的利益辩

护的目的,也会把工资上涨与通货膨胀联系起来.

　　由于西方经济学有意无意地用劳动力相对密集的消费品生产部门的商品

的平均价格构成消费价格指数(CPI)来片面地计算通货膨胀,因此,西方经济

学家自然更是可以似是而非地用计量西方经济学手段并选用特殊时段的数据

来“证明”通货膨胀源于工资上涨,一方面把通货膨胀的罪责推到工人或者工

会的头上,另一方面以此恐吓工人不要追求涨工资.

① 资本论[M]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３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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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但是,一方面,我们看到,工资的普遍上涨在价值转形下虽然会引起 CPI
的上升,但也会引起高资本有机构成的工业品的价格及其指数(PPI)的下降;
因此,如果PPI没有随着 CPI的上升而相应的下降,那就说明存在真正的与

工资上涨无关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的本质是货币贬值,而不是由

各种因素所影响和决定的商品价格上涨.即便商品的市场价格不上涨,也有

可能存在通货膨胀.这是因为,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单位商品的价值

进而转形后的生产价格会下降,如果商品的市场价格此时没有随着生产价格

的下降而降低,那就要用国际垄断金融资本所发行的货币的贬值来解释,从而

这种价格的不降低就是通货膨胀.

　　总之,工资上涨与通货膨胀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国的刘易斯拐点,与
国际社会的通货膨胀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反的,滥发货币救市和掠夺世界人民

的国际垄断金融资本要对国际社会的通货膨胀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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