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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综览马克思去世以后关于其价值理论的主要思想和

思潮.为实现这一目的,本文将通过透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时空单系统解读

(TSSI),观察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这些思想和思潮的发展和演变.近年来,

TSSI作为一种研究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方法,已受到相当的关注.本文将对

TSSI进行解释,并突出强调推动价值理论重要概念向前发展的重大事件.

　　关键词　价值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TSSI　新解答　暂时主义

前　言

　　本文是对马克思去世以后关于其价值理论的主要思想和思潮的总结.文

章将通过透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时空单系统解读(TSSI),观察在特定的历史

背景下这些思想和思潮的发展和演变.近年来,TSSI作为一种研究马克思价

值理论的方法,已受到相当的关注.本文将对 TSSI进行解释,并突出强调推

动价值理论重要概念向前发展的重大事件.

　　回顾历史,我认为,TSSI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所遭受的一个世纪之久的

强烈攻击面前,对其进行重新发现这一漫长过程的完备.遗憾的是,这个过程

很大程度上是由马克思主义者引领.还有一些解释价值理论的尝试虽不够全

面,却是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这些尝试中很多既难能可贵又富有趣味.因

此,在这篇文章中,我将 TSSI置于马克思时代以来价值理论发展的整体背景

之下.

一、开　端

　　２０世纪的黎明时分,我们处于现代所有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争论之

源,处于奥匈大帝国之都维也纳———欧洲的文化重地、保守思想的堡垒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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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辑 １８８１年以来的价值理论动态 １７９　　

巴黎共产党失败之后,欧洲各国的领导人便高枕无忧了.进步专制政治论者

“约瑟夫二世”(Josephinism)和俾斯麦的福利主义相争,掌控了整整一个经历

过工业发展、文化活跃、知识分子亵渎君王的新时期,历史学家们将这段时期

称为“美好时代”.

　　然而,骚动已经隐隐出现.仅成立２５年的第二国际在欧洲建立起规模日

益庞大的党派,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出版了«资本论»第２和第３卷,卡尔马

克思的思想开始在迅速扩张的工人运动中生根发芽.

　　帝王弗朗兹约瑟夫(FranzJosef)自１８４８年开始当 政,１９１６ 年 去

世,是欧洲在位时间最长的专制主义君主.传说中视阅读为颠覆性活动

的 Metternich王子向他谏言:要惯常地实行审查制度.从此,对政治嫌疑

人物的警戒就发展成了一种职业.由 FranzJosef的财政大臣奥尔根冯

庞巴维克所领导的意识形态反攻开始形成.不久,他将“财政稳定性”
的各项原则引入政府,其中包括,对国家开支的强烈制约,这一点加上一

场不能取胜的战争很快就唤来了一轮革命的热潮,从此永远地终结了其

黄金帝国.

　　帝国主义一波又一波的征服为扩张提供了财政基础,扩张的潮涌中又诞

生了各种社会力量.这些力量和自专制主义时代以来都鲜有变革的奥地利、
德意志、俄罗斯等军事—基督帝国的政治环境相对峙.马克思的理论解释了

新生代工人身边目睹的一切:定期发生的难以控制的冲突事件、赤贫和炫耀权

力与财富的腐败行径并存、大批工人的失业和悲惨营生,外加野蛮的政治镇压

和政治暴力.对于 马 克 思 作 品 的 风 靡,庞 巴 维 克 (BöhmBawerk)(１９４９
[１８９６]:３)曾愤愤不平地写道:

　　作为一个著书的人,卡尔马克思是非常幸运的.没有人会主张将他的作

品归为通俗读物之列.很多带有晦涩乏味的辨证和数学演绎的书籍,往往畅

销无门.而马克思却成了广大读者的传道者,这些读者中还包括很多原则上

不宜进行高难度阅读的人.

　　BöhmBawerk的两部重要作品是«资本与利息»①和«卡尔马克思及其

体系的终结»②.前者是对价值理论领域的界定,后者是对马克思理论的斥

责.自BöhmBawerk之后,在对马克思理论的讨论中,以下三条主张就占了

支配地位.

　　１．商品价值的尺度在于从这件商品中获得的益处③.

①

②
③

更常指的是«资本和利息»第２卷、第３版,１９１６年出版,现称«价值和价格»,此处引用为

BöhmBawerk(１９６０).
出版于Sweezy(１９４９)并带有 Hilferding的反馈,此处被引用为BöhmBawerk(１８９６).
早起价值理论不必要地摒弃了最本质的解释.一般情况下,“取决于商品的利益尺度事实上

也就是此商品的价值尺度”(BöhmBawerk１９６０:１３６,双引号表示引用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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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２．有两种价值:客观价值和主观价值①.边际主义告诉我们,后者可以解

释前者②,并取代经典理论关于在生产中定位价值来源的主张.

　　３．马克思在试图充分发展经典理论的过程中,证明了经典理论行不通.
«资本论»第３卷中得出的结论和第１卷中的结论相矛盾.马克思的辉煌主张

不过是空洞之辞,经典惯例已死.

　　众所周知,第一条主张,即传统边际主义的观点,是很有问题的.第二条

也同样值得怀疑,尽管它已作为价值理论的“标准”被归类载入文献,质疑的

具体原因我们会进一步分析.那么第三条主张就非常重要了:没有它,其他的

就无法成立.对马克思理论不一致性的确定是非常必要的.庞巴维克对此不

遗余力.

　　库巴维克(BöhmBawerk)思想是打开２０世纪经济学思想变化历程的钥

匙.尽管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１９７０)曾对２０世纪经济学思想过程

进行过阐明,但不应将其理解为一般的科学思想,在一般的科学思想中,一项

理论的成功与否最终只取决于与实际观察是否相符.

　　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并不是优选经济学理论的标准.经济学不仅对

２００８年的动荡及接踵而至的衰退毫无准备,而且还是不意后果的催化剂.因

为经济学小心翼翼地去除或边缘化了人们(如凯恩斯)从诸如１９２９年动荡等

历史事件中获得的领悟,相反,却迷信有效市场假说这类明显荒唐的理论,并
在此基础上拆除了自那时沿袭下来的大部分抵御金融过度的保护机制③.我

们只有懂得经济学理论被选用的依据是意识形态、政治和物质标准而非解释

力和预测力,才能较好地认识这一事实.对资产阶级而言,经济学是用来合理

化他们的需求,并保护他们不被弱势群体反抗的,这些弱势群体的产生恰恰是

因为他们的富足.所以,经济学当然绝对不能认可马克思这样具有颠覆力的

思想,不仅不能认可连当回事也不行.马克思之所以被妖魔化,就是因为始终

坚定地代表着这些思想.经济学从未同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交锋,也从不打算

如此,而是唯恐避之不急.

　　马克思理论能很好地解释当时所观察到的事件,就如它能解释今天所发

生的一切一样,且因为BöhmBawerk的文章,得到了广泛的宣传,最终被人们

视为可解决所有经典理论中突出问题的最高理论成果.这是在情理之中的.

①

②

③

“在最后的分析中,所有商品的价值都与人和人的目的密切相关.这样,人对于某个特定目的
的姿态决定着他是否会将价值归于一种特定商品.这一姿态可能会有两种,而且是基于主观价值和客
观价值的常见区别.主观意义上,价值表示某件或某些商品对特定主体的意义我这样说的意思是
拥有可以解决某种需求的商品可以带来满足,快乐或者减少痛苦另外一种价值是客观的,表示一
种商品产生一定外在客观结果的能力.”(BöhmBawerk１９６０:１２１－１２２).

“客观交换价值是经济学有必要解释的重要结果之一.主观价值属于经济学得以实现某些解
释的方法或工具”.(BöhmBawerk１９６０:１２３).

对于面对公众质疑正统理论是如何自圆其说,请见 Colanderetal．(２００８),或者 Freeman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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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辑 １８８１年以来的价值理论动态 １８１　　

　　因此,BöhmBawerk所要做的就是证明马克思理论和经典理论的科学对

峙永远不会发生.他不得不表示,虽然他本人的理论有许多漏洞,但是却找不

到比他更好的了.为此,他努力证明马克思的理论是不可能有成效的,因为它

“毫无意义”.其证明的结论在当时是不太可能成立的,任何可预言的成功一

定都是偶然来临的,在来临之前可能且应该受到压制和忽视.他作为一个知

识分子在这一点上敏锐的洞察力既带有幻想色彩又带有反叛色彩.在后来的

几百年内,马克思的支持者们发现这个精心上了饵的钩刺痛了他们.

　　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与马克思理论直接对立的经济学理论中没有一

个是独立于自己的双脚的.不论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凯恩斯理论兴起,还是由

２００８年动荡逐渐引发的当前的知识危机,每临关键时刻,理论的不稳固性就

会浮出水面.所以,证明马克思理论不连贯即非偶然又非次要.这对Böhm
Bawerk发起其接任者继续的意识形态审查工程至关重要.很悲哀的是,我们

会看到,审查对象包括大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

　　第二,对马克思理论的讨论并非学术性的.在２０世纪前半叶推起政治事

件的革命浪潮消退以后,学术界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讨论就变得愈发稀少、
模糊和做作.但是如果我们对“讨论”的理解仅是围绕诸如癌症产生原因的理

论争辩,我们将既无法领会讨论的意义,也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者及马克思主

义反对者和对手之间粗俗的相互辱骂行为.其中的利害关系涉及的不仅仅是

某些教授和资深人士的个人生涯.随着经济学理论渐渐被根据其对资产阶级

或其他少数人的帮助大小而被选择或淘汰,以及在资金、识别、出版、宣传、甚
至简单闲置时间方面越来越先进的控制方法不断被发展,学术界所面临的微

妙且可能腐败的诱惑已经成长为一个井井有条的系统,供某些阶层购买富有

意识形态意义的经济学理论.

　　在这点上,BöhmBawerk是一个典范,是一个开拓者(如果“开拓者”可以

用在这里的话).他不是不偏不倚、冷静客观的学者,而是训练有素的政治思

想家.他想证明不受欢迎的政策在无产贫困人们身上直接反应并强加了资产

富裕阶层的需求.对马克思理论的意识形态审查成了一场政治诫命.

　　这一点没有变.新自由主义政策并不是从逐步细化或发现的过程中发展

而来;它们其实代表着衰退,被强加在托达罗(Todaro)和史密斯(Smith)
(２００９)所谓的“新保守主义反革命”中.诸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

样的主导机构中聚集了众多经济学家,他们可以很靠谱地三言两语用图式阐

明结构性调整原理,并将这些原理运用于第三世界国家,让他们也去体验一下

所谓的“失去的数十年”.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前还不过是个偏门别派的“芝加哥

学校”突然间名声大噪,靠的就是其政治功效而非理论成果.它为美国让第三

世界国家政府为重振其日渐缩减的国力作出某些决策,为里根和撒切尔执政

时期本国人民经历的财政紧缩和普遍失业进行了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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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历史不断前进,但关键部分会反复.１９６８年及其后时期将马克思理论推

进了一个新的时代.继BöhmBawerk后,反对马克思的新一轮意识形态攻势

又蓄势待发.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１９７１)
接受丰厚的赠与后,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潜心研究马克思理论,为的就是发表一

篇文章,漂亮地指出马克思的“推理”是如何漏洞百出,如何没有研究价值.这

就为将马克思理论排除于正统期刊和经济学课程奠定了持久稳固的基础.就

如马克思所说,历史的重演总是以新的方式进行.这一次,马克思主义者们发

起并完成了反击式防御①,原因即本文所要讨论的大题.这场防御对马克思

价值理论后来的全部发展起了关键作用.

二、一致性和所阐释的问题

　　在确定马克思理论有无意义时,不得不优先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马克

思理论到底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我们显然无法去询问他本人

了②.他本人所发表的亲笔文字也只到«资本论»第１卷.起初,多数马克思

主义者甚至马克思反对者在为自己的论作著序时,都首先陈述他们相信该理

论是存在的.至于为什么这样认为,可以从他们对马克思理论的阐释中找到

答案.的确,很多著者如考茨基(Kautsky)在工人运动中的名望很大程度上

就是通过严肃回答了马克思理论是什么而获得的.

　　这种正派的做法后来逐渐淡出.变化具体是发生在哪一天很难交代,但
是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后期,继斯威齐(Sweezy,１９４２)的著名注释之后,马克思

价值理论方面的作家们要么不再阐释要么不再为自己的阐释辩护,而是开始

转向对马克思的“共识”解读,究其细节我们将简略地进行分析.“共识”因为

是大多数人的共同观点,慢慢就不需要被陈述了.结果,后来关于马克思的文

献都假定性地以为对马克思的阐释是来自介于马克思理论和马克思本人之间

的数代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共识.

　　但是,对马克思理论的“共识”性阅读真能代表马克思的思想吗? 被称为

TSSI的新兴思想流派又重新打开了这一问题.该流派主张,共识是一种被强

加的误 读,它 所 接 受 的 是 奥 地 利 经 济 学 家 鲍 特 凯 维 兹 (Ladislausvon
Bortkiewicz)继BöhmBawerk抨击后不久对马克思理论进行的基本重述,并
认为这一重述正确地代表了马克思理论.共识将马克思的思想视为一般经济

均衡中的一个变量,视为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LéonWalras)于１９
世纪６０年代建立但直至２０世纪开端才盛行于经济学领域的范式.相反,

①
②

见Freeman(２０１０)．
准确地说,很难得到一个确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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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辑 １８８１年以来的价值理论动态 １８３　　

TSSI学者们则认为,马克思理论要用暂时主义来解释,暂时主义是被运用于

经济学以外的所有学科中以研究运动的常用范式,可以从不同的一般均衡中

产生不同的结论,而且,这些结论是可验证的.在这样的阐释方法下,马克思

理论会生成很好的结果,和共识解释方法下的结论相比,具有更高的现实一致

性(Freeman２００９a;Kliman２０１０b).

　　实际中可能确定马克思“思想究竟是什么”吗? 这类研究的学术方法并不

稀有.例如,哲学家们研究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系统时,他们会由评估开始,仔
细缜密地依照已知步骤对亚里士多德说过的话进行评定.再由庞大的学术团

体对各种阐释的有效性进行卖力的检验.而且要在各种阐释之间对比判断,
以确定每一个作者所说的话正确与否.这样的方法在人文学科得到了很好的

运用.他们为其中的具体做法确定了标准,经济学家斯蒂格勒(Stigler,１９６５:

４８)曾说到:“准确的文本阐释,可以在对文本前提(阐释)的基础上,获得(并因

此复制)理论结果.”

　　TSSI理论家们重新点燃了对马克思理论的讨论,并通过显示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文献未能理解对马克思的判决如何取决于共识阐释是否代表马克思的

实际理论,来讨论马克思理论的有效性.如卡雷曼(Kliman,２００７)所示,阐释

本身因此成为学术理论发展的中心.

　　有一种重要的误解需要指出: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将 TSSI学者的诠释学

主张,即对某种解释有效性的确定,视为树立教条权威、谋求对真理一家独大

的垄断的野心.莱伯曼(Laibman,２００４)如是说:“新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声称,
马克思的图式,不论是价值理论中的,还是对资本积累和资本危机的分析中

的,都确实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没有出错,而是遗赠给了我们一个具备所有

要点的完整体系;马克思走在同时代的人前面,因此不幸在２０世纪中完全被

误解了.”

　　事实上,TSSI理论者们的立场非常不同于其他理论者:在接受一项解释

时,我们必须用证据法则研究它是否如其他任何科学命题一样,代表着其所主

张的思想.这和简单地说某项理论或解释是正确的大不一样.在没弄清楚这

些思想是什么之前,我们无法判定它们正确与否.在对马克思的讨论中,教条

主义者仅是那些宣称自己的解读才是最终权威,而不愿将其解读置于验证之

下的人.

　　TSSI学者不认为阐释本身就有所谬误,也不会捏造失实陈述;相反,他们

责备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懂得阐释是在所难免的.不加任何解释就将他人

理论置于某种框架之下进行陈述是不可能的.重要的不是不加解释地陈述,
而是识别有赖于此种解释的结论.

　　反对达尔文主义的里查德斯皮尔伯利(RichardSpilsbury)说,达尔文

主义“将奇迹般的力量带给了不当的作用物”,很明显是在说,在“非思想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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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的力量下诞生了“创造性思想者”.如果某位神灵论者因为这一言论就要求学

校禁止教授达尔文理论,科学界将作出如何的反应呢? 通过类比这样的询问,
我们就能阐明以上 TSSI的这一观点了.

　　达尔文很谨慎地避开了关于隐射奇迹是可观察到的自然现象这一说法.
否则,这一观点将给课堂的传授带来隐忧,尽管原因可能不是斯皮尔斯伯里所

说的那样.

　　达尔文主义者们应如何回应呢? “修正达尔文理论”以去除“神奇力量给

了不当的作用物的错误归因”是再愚蠢不过的了,这只会让出阵地.如果达尔

文真的出错了,不管修正与否,为什么还要将他错误的思想教给学生呢? 他们

第一要做的是评定达尔文是否提出过这样的主张.可是,在正统理论近一个

世纪之久的攻击面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没能意识到这种最初的防备的

重要性.

　　对历史思想的正确描述是理性科学对话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对理

论和事实之联系的朴素追求.没有正确的描述,任何一种恶意的修辞技巧都

可以乘虚而入、置换言辞、颠倒乾坤.

　　因此,研究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发展史时,不仅要考虑主要参与者的结论,
还要思索他们自身如何理解马克思,确实,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点比他们所得

出的结论更加重要.下面我开始围绕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三、均衡和暂时主义

　　BöhmBawerk晚年时期,历史向他扔出了一个难题:法国社会革命家和

经济学家瓦尔拉斯(LéonWalras,１９８４[１８７６])确立的聚合方法,即当下所谓

的“一般均衡”法,开始在正统经济学思想中占优势.

　　BöhmBawerk不赞同这一方法.直至今日,“新－奥地利”流派也还反对

“一般均衡”法,并有 WernerSombart(仲伯德)将其描述成“对逻辑学所犯下

的不可饶恕的大罪”①.然而,支配着２０世纪的正是马克思和奥地利批评者

间博弈的一般均衡重构.

　　托马斯索威尔(ThomasSowell)(１９７４:１２７)解释了这一重要环节上的

中心问题,即因果关系的问题:“分析方法取决于对因果关系的假设———含蓄

的或直接的,和关于应解释内容的预想.因果关系可以是序列的(A引发B,B
又引发C),可以是同时的相互决定(如在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中),还可以是

各种“趋向”的交汇,其净结果可能和任何个体元素大相径庭.在经典时期,不
论是正统还是异派经济学家都倾向于从序列角度构建因果关系,而不是在同

① 见 O’Driscoll、Rizzo(１９９６)和 Rychitko(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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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辑 １８８１年以来的价值理论动态 １８５　　

步均衡寻找因果关系.”

　　在BöhmBawerk的因果逻辑中,需要用人对现象的主观经验来解释现象

本身①.但是,尽管人对商品的主观经验是从对商品的消耗中获得,但商品客

观属性的产生是在早于消耗的生产中.那么这种主观经验如何解释在其之前

就发生了的事情呢?

　　向一般均衡过渡背后的意识形态诫命也是基于这样的因果逻辑,莫里

斯多布(MauriceDobb,１９７３:１８４－１８５)对此做了极好的解释.马歇尔

(Marshall,１８９０)②认为这是英国边际主义家杰文斯(Jevons)和包括 Böhm
Bawerk在内的奥地利人共有的一个弱点.BöhmBawerk仍然只从顺序角度

构建因果关系;杰文斯认为价值按以下方式确定:

　　●　生产成本决定供应量

　　●　供应量决定最终的效用程度(边际效用)

　　●　最终效用程度决定价值

　　对此,Marshall表示反对,他说“如果这一因果关系链真的存在,那么不

妨可以省略中间阶段,直接说生产成本决定价值”.为举例说明这一问题,他
将Jevons的逻辑颠倒过来:

　　●　效用决定可供应量

　　●　可供应量决定生产成本

　　●　生产成本决定价值

　　但是,这样的因果关系不能按顺序发生:因为在这一逻辑中过去需要由未

来决定,即生产该商品的成本需要由出卖后的商品价值来决定.这就是由

BöhmBawerk本人确立的边际主义工程的中心问题.市场还未告知生产商

某种商品的需求程度时,该商品的生产成本就已经形成.商品先被生产后被

出卖,那么如何是由出卖的状况来决定生产的状况呢?

　　马歇尔总结出,经济学应该落脚于“供应价格、需求价格和生产量”三者间

的相互制约上.然而,即使如此,只要消耗在生产之后,这个难题还是不能被

排除.瓦尔拉斯体系(均衡理论)的优点正是可同时确定所有的量值③.

　　均衡理论虚构了一个排除一切变动的理想经济体.在这样一个经济体

中,价格和数量永远不变.所以,均衡理论者的逻辑是这样的:通过对系统内

所有运动的抽象来研究效用和生产成本之间的关系,如果系统是静止的,就预

测这种关系将可能是什么.均衡理论并不声称实际情况就是如此,而是会更

微妙复杂,即它们认为世界的运转方式不会一成不变(Friedman１９５３).不幸

①

②
③

预示海德格尔 Heidegger(１９９３)的现象学坚持在本体论研究中将“意向性”置于首位的一种方
法.本体性被哲学领域的主观性研究取代是２０世纪中产阶级思考的普遍主题.这种取代遇到最多的
问题正是在经济学中.

马歇尔(Marshall)历经了几个版本.多布(Dobb)的引用出自附录I．１５,页码不定.
使经济学对物理学家 Wheeler的定理“时间是阻止事情立刻发生的装置”保留特别的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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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的是,就如２００８年再次提醒我们一样,我们所观察到的世界的运转和均衡理

论的预测一点也沾不上边.不论是基于本身预测能力标准,还是基于波普尔

标准,一个理论在遇到其所不能解释的事件时,都应该被摈弃.严重地说,均
衡理论是不正确的.

　　因此,一般均衡理论之所以还能被采用,是出于意识形态而非科学.采纳

均衡理论就避免了生产成本决定价值这一结论.之所以要避免这一结论不是

因为此结论不正确而是因为其社会危害性.甚至在马克思以前,霍吉斯金

(Hodgskin)辈的社会宣传家就已经从中推论出了利润是劳动者劳动输出中

的一个扣除项这一令人不快的结果.随着马克思的声望日益壮大,建立绕开

此结论的经济学理论就成了迫在眉睫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一般均衡理

论来得正是时候.

　　更深层的本质使其成为选择意识形态可用教条的方法.试回想,它最初

的假设就是经济体系内不发生任何变更.这样的话,就不可能在体系内找到

任何变化根源.换言之,该理论所描述的经济体系是不可能从内部出现危机

的.若出现问题,只能是出于外因,如糟糕的银行营运、众多的贸易联盟、政府

治国无方、恐怖主义威胁、一波又一波的技术冲击等.体系本身是不会出错

的,它永远处于最佳的自然状态.

　　总之,随着经济学转向一般均衡理论,对真正经济生活的研究就被一场从

逻辑上就荒谬的思想体系取代了,因为这一体系产生了政治上可接受的结论.
这是经济学思想中的一次分水岭,此后,所有以一般均衡为形式的经济学理论

都染上了教条的色彩,都受制于资产阶级的需求;经济学任何真正科学意义上

的进步,包括凯恩斯的著作等,都脱离于一般均衡理念.

四、马克思持均衡理论吗?

　　现在我们真正开始进入这场辩论了.２０世纪早期,奥地利学者拉迪斯劳

斯鲍特凯维茨(LadislausvonBortkiewicz)(１９５２,１９０６,１９０７)———Walras
的狂热门徒,在经BöhmBawerk同意后,发表了他的两篇重要文章.自１９岁

起,Bortkiewicz一直和 Walras保持通信往来.他们的第一封信是在１８８７年

１１月９日(Jaffé１９６５:VolII,p．２３０),其结尾处写道:“先生,您的文字唤醒了

我对将数学运用于政治经济学中的浓烈兴趣,在对经济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中

为我指点了迷津.”

　　１５年后,他解释了当初这封信如何改变了他关于马克思理论阐释的想

法:“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Marshall)有一次这样说李嘉图(Ricardo):
“他没有在一长串的因果关系链中,明确地论述在正常价值问题中各元素如何

相互制约而非相继制约,或许,在某些情况下他并没有完全清晰地理解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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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辑 １８８１年以来的价值理论动态 １８７　　

点”.这一描述对马克思更为适用.他坚定地认为所涉及的元素必须被

视为处于某种因果关系链上,链条上每一处衔接的组成和量级都取决于其之

前的衔接.现代经济学逐渐跳出了接连主义偏见的藩篱,这一点要归功

于LéonWalras所引领的数学流派.”(Bortkiewicz１９５２:２３－２４)

　　Bortkiewicz是一位聪明而缜密的数学家,他对经济学的贡献通常被低估

了,或许这使得他过度希望取悦他的边际主义赞助人(Gattei,１９８２).他细致

地将自己的体系同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区别开来.相反,Bortkiewicz开始通过

重新界定价值、价格和利润,使得它们和瓦尔拉斯均衡方法保持一致,来“修
正”马克思.在这个过程中,偶然间他彻底认识到,马克思本身不是均衡主义

理论家,这点我们可从他以上的引言中看出.很多马克思主义评论者批判

TSSI学者们太过教条主义,不愿接受任何对马克思的修正.然而,他们中却

没人愿意提及Bortkiewicz本人所作“修正”的内容.因为这样做的话,他们就

不得不同意Bortkiewicz的观点.

　　要完全地理解他的观点,还需要把握一些细节.他没有像BöhmBawerk
及今天的其他一些人一样在«资本论»第３卷和第１卷之间比较,而是对第３
卷和第２卷进行对比.他希望在第２卷中的再生产图式和第３卷中的价值—
价格转换中寻找到一致性.他认为,如果商品交换的生产价格在某段时期和

下一段时期间有所变动,再生产就不能发生(这一观点开始没人理会,后来被

克里曼(Kliman)和麦克罗恩(McGlone)驳倒).他这样推理:生产数量由价格

信号决定,但来自前一阶段的价格信号,不能精确地反映出本阶段的需求量,
因为本阶段的需求量会受到新的价格的制约,新价格不同于指引生产的旧价

格.

　　Kliman和 McGlone表示,这样的推理是错误的,事实上,就如 Carchedi
(１９８４)所指出的一样,马克思再生产图式和价格的因时变动是相一致的.然

而,在这一基础上,Bortkiewicz提出了一个建立于均衡理论之上的新的价值

理论,这一理论后来一直全面代表着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他争辩到,马克思本

应假设,在生产过程中价格不会改变,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输入价格和产出价

格相等”:商品被出售后,本身又进入了生产.比如说钢,必须假定在生产过程

末端钢被出售的价格与之前被生产出的钢进入另一轮生产时的价格相同.

　　Bortkiewicz假设“生产的三个分支”和马克思简单再生产的图式相一致:
部门I生产机器,部门Ⅱa生产商品,部门Ⅱb生产资本主义消费奢侈品.他

声称,马克思本应这样推理:首先,从简单再生产条件中,计算出每个部门产生

商品的单位价值,例如,假设部门Ⅱa消耗１０个单位的固定资本,雇用１０名

工人,产出２０件工资品,再假设工资是w.如果固定资本的单位价值是vI,
工资品的单位价值是vIia,奢侈品的单位价值是vIib,那么这个部门总共生产

了１０vI＋１０单位的价值,合２０vIia.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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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１０vI＋１０＝２０vIIa (１a)

　　同样,我们还可以为另外两个部门也分别写出两个方程式１b和１c,求解

这些方程式就可以得到每个部门所产出的价值.

　　现在,假设所有部门的利率相等.我们可以用价格pI 等代替价值写出另

一组方程式,并假定每个部门的成本价格由表示利率的量值r 标出.加上利

润r就相当于乘以１＋r.例如,部门IIa的固定资本成本是１０pI,工资品成本

是１０wpIia,将这两项相加,再乘以１＋r,就可以得到:

　　(１０pI＋１０wpIIa)(１＋r)＝２０pIIa (２a)

　　加上部门Ⅱa和Ⅱb的方程式２b和２c,三个方程式可用来解出单一利率

和一套独特的价格比率.这带来了一个难点,那就是将这些价格任意求积都

能得到答案,对此Bortkiewicz可以理解.他假设将一种商品,比如黄金,用作

货币,并将此界定为奢侈品,这样所有价格都能通过部门Ⅱb的商品价格的乘

积表现出来.现在,他可以重新将“转换问题”表达如下:一共有两套数字,价
值在方程组(１)中给出,价格在方程组(２)中给出.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
在这一系统中维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角度具体阐述过的两项“基本等

同”:

　　１．特定时期内所生产商品的价格总和等于价值总和;

　　２．同一时期的剩余价值总和等于利润总和.

　　然而,Bortkiewicz发现,两处等同都不能成立.由此,已有三代马克思主

义者得出结论,马克思理论是自相矛盾的.这就是著名的转换问题所在.

　　TSSI学者用了三条被普遍接受的术语来描述他们的方法.第一是“同步

性”,指理论成立所需的若干同步方程.第二是“双体系理论”,指的是其中所

包括的两组方程,表示价值的方程组(１)和表示价格的方程组(２).最后是价

值到价格的转形分别包含在计算出两组数值和两者间的证明推论上.可见,
不是所有的同步阐释都具有双重体系.然而,Bortkiewicz的“同步双重体系”
方法被广泛地当作马克思本人的方法来接受,以至于引用时无需进行注明出

处.

　　最后,我们将 Bortkiewicz和同其相伴的思维方法归诸于“物理主义学

派”.对此还需进行详细的阐述,但是随着辩论的往下进行我们将能愈发明显

地发现其重要性.这一术语之所以被用在这里,是因为此双重系统下的价值

和价格都完全是由“物理”价值或者说使用价值决定.给定三个生产部门中每

个产出和消耗的具有使用价值的物理商品的数量,给定工资,价格和价值就可

以被唯一地确定.

　　所以货币不参与价值或价格的决定.正如我们所提过的,该体系只决定

价格比率,而不决定绝对价格.Bortkiewicz选择某种商品作为货币的方法并

非真正有效,因为其选择是任意的:任意商品都可以被用作货币,如 Bö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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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辑 １８８１年以来的价值理论动态 １８９　　

Bawerk和后来的诸多作者所称,货币仅是一个数量单位(“numéraire”).严

格地说,利率和用作货币的商品无关,而是完全由工资和进出生产的商品物理

量决定.

　　而且,在对Bortkiewicz理论体系发展为“线性生产”体系过程的讨论中,
我们稍后还会看到,该体系认为劳动本身在价格决定方面也不起作用.就如

Steedman(１９８１)后来所说,价值体系是“多余的”.存在两个完全独立的体

系,一个用劳动来计算价值,另一个用物理量来结算价格.

　　后来,Samuelson(１９７１)将此描述为对转换问题“擦除式”的解决方法,这
一描述是恰当的.一个先写下了价值体系,另一个将其擦除并同时写出另外

一套计算价格的体系.这样就可以声明价值被转换到价格中去了.在此基础

上,三代马克思主义者和正统经济学作者们都认为,已经证明马克思理论系统

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然而,Samuelson有他自己擦除了的地方:他删除了所批判的理论的起

源.他的批评指错了对象:他可以针对Bortkiewicz的体系,但不能对任何马

克思本人所写的东西.他就如一个教授,本应给学生 A 打分,结果却将分数

打在学生B的文章上了,因为学生 B的文章上写了学生 A 的名字.这样的

话,人们便可以借评论者的笔误,来否认从达尔文到爱因斯坦的任何科学论文

了.

　　在马克思的转换步骤中,看不见甚至也推导不出同步方程:他根本没有假

定也没有暗示输入价格一定要和产出价格相等,在无数地方,他的假设恰恰与

此相反.另外,他也没有在转换过程中预设简单或部分再生产,根本就没有提

及任何种类的再生产.马克思绝对不认为货币只是numéraire(计量单位),
也不认为价值量独立于劳动.Bortkiewicz的理论体系并非简单地重现马克

思的理论,而是变成一种完全相反的理论了,一般被认为是马克思的修正.下

面我们再来分析由此带给后来三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

五、经典问题:转形为什么重要?

　　Bortkiewicz对马克思理论的处理引发的最著名的问题就是上述描述过

的:不祥但闻名的“两个等同”.

　　这两个等同为什么重要呢? Bortkiewicz的解释是具有很大的数学模糊

性,以至于根本问题都被掩埋了.问题不是简单的“数值是否相加”,尽管这点

也是重要的,而是:除非这两处等同确切成立,否则马克思的“劳动是价值的唯

一源泉”和“资本家仅从劳动阶级所生产的价值中获得收入”这两项主张都将

被推翻,他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唯物分析就会变得没有根据.

　　如果摒弃前一个主张,就必须先得出“价值源泉独立于劳动之外”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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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结论.别忘了,马克思的生产价格是价值的量值①.所以,如转换之后总价格

大于总价值,就产生了剩余价值.推翻马克思的结论后,剩余价值就不可能产

生于劳动了,那么必然存在另外一种价值源泉.这种奇异的价值源泉不需要

监督,不会招致贸易联盟或工人不满等复杂情景,也似乎无需任何成本.那

么,具有无穷创造精神的资本家迟早会倾其全力,不必顾及劳动者的生活需

求.

　　或者,Bortkiewicz的体系让我们得以断言总价值和总价格的神圣一致

性.但是我们会发现,在 Bortkiewicz的体系中总利润不能等于总的剩余价

值.不过这就等于诋毁了马克思.如果利润不等于剩余价值,那么除了剥削

工人外,资本家就会还有其他获得利润的方法.但是,这样一来,剥削理论的

基础又被推翻了,剥削理论也只能被作为奇物被移至博物馆了.

　　被Freeman(２０１０a)称为“没有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认为剥

削理论无关紧要.他们说,马克思的最重要贡献不在于他神秘的经济学理论

而在于政治学分析:他所代表的阶级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文化、心理学等.

　　但是,如果采纳Bortkiewicz体系,失效的不仅有剥削理论还有阶级理论.
如果资本家的收入来自于劳动以外的地方,他们就不用依赖劳动者而生存了.
在解释了一连串线性的理论依托之后,马克思逐渐解开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构,
并推导出各种社会、政治和历史结论.

　　就如谢赫(Shaikh)(１９９８)、奥乔亚(Ochoa)(１９８４)等人宣称②的一样,历
史唯物主义帮我们证实了“差别不是很大”:即使一千美元中只有一分钱的利

润能被证实没有雇佣工人,资本阶级也会倾其所有去开发这种可以产生利润

的新资源,这比牺牲时间、精力和社会稳定性去压榨工人有意义得多.不管真

实情况如何,在Bortkiewicz体系的基础上,没有理由认为这种利润来源不能

被放大.

六、利率和资本主义生产障碍

　　现在我们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同步阐释所遇到的第二个难题.

　　正如我们所见,Bortkiewicz和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前追随他的大部分人都专

注于价值向价格的转变.直到富有献身精神的日本共产主义者田信夫置盐

信雄(NobuoOkishio)(１９６１)出色地用数学方法揭示出潜在的根本问题后,注
意力才开始至少是部分地转移至马克思理论的另一方面,即浓缩在其理论中

的“利率下降趋向”(TRPF).

①
②

稍后会对这一点进行详细讨论.
不正确,正如Freeman(１９９８)和 Kliman(２００４,２００５)最终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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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辑 １８８１年以来的价值理论动态 １９１　　

　　迄今为止,经济学家们一直将它作为资本主义外部力量的作用结果来看

待,马克思本人认为这一实证趋向强有力地表现了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所
以,Ricardo等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为绝对事物的经济学家,感觉到这种生产

方式为自身设下了障碍,并试图从生产而非本质中(出租理论中)寻找障碍的

根源.他们对利率下降的惧怕中重要的一点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遇到发展

生产力的障碍,这和生产财富没什么关系,而是这种特有的障碍事实上证明了

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局限性、历史性和短暂性等特点,见证了这并不是创造财

富的绝对生产模式,而是会在某个特定时期,会和财富的进一步发展产生冲

突.”

　　反对同步阐释的那些人,对马克思总体思路中 TRPF的发现位置仍争论

不下.对整个马克思主义者学派而言,从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

未来的争论(１９８１)中得出的 TRPF是能富有逻辑地证明资本主义会易经受

灾难性崩溃(或者说Zusammenbruch)的证据之一,这类证据也包括所谓再生

产图式中的突出矛盾.对此,马克思本人的描述要微妙得多.在«资本论»第

１卷第２５章中的“资本积累的一般趋势”这一题下,马克思写到,TRPF是资

本主义基本历史趋势,资本主义本身会产生更远的后果同时也含有相互抵消

的一些因素,在这样的过程中就形成了易出现危机的历史发展过程.资本主

义社会的特点包括:劳动大军的储备、工人阶级的劳苦、资本集中、非资本部门

中资本的贪婪膨胀、对社会关系的变革、对需求认识的周期性失败,其中很多

还保留至今.

　　据我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TRPF并不是间歇性信用危机或周期性工业

循环的直接成因,马克思最先指出成因掩藏在他们背后,尽管有些其他作者认

为 TRPF就是成因.有些人强调价格波动和不同周转时期的资本投资聚集,
还有一些人关注失业率升降所引起的工资波动,另一些人则主要将工业循环

视为消费需求不足的结果①.这些解释当然可以和马克思价值理论相互包

容.不过,有争议的是,他们也和马克思利率下降趋向理论相容.所以,我认

为,将 TRPF对立于这些其他人的解释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中 TRPF出现位

置的误读.在马克思作出此类解释的文字中,其预设的背景和假定是,资本主

义无法“通过自身的成长”来摆脱这些问题,因为 TRPF为积累设下了绝对的

限度.而且,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会恶化这些次生矛盾,原因正好是在解决微

小的困难中丧失了资本能力,并滋生了一些无谓的结果,如投机和金融诈骗,
这主要是由于获益的投资遭到一贯的破坏.

　　实际上,只有当诸如帝国主义、战争和法西斯主义之类的巨大政治动乱将

主要生产部门移除资本主义关系网时,资本主义才能逆转这一长期的趋势,开

① 详细恰当的解释请见鲁特(Reuten,２００４)“趋向对循环”(trendversuscycle)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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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始新一轮的繁荣(Freeman２０１０b).和 Ricardo及其前人不同,马克思的重要

贡献在于在积聚过程中找到了此种长期历史趋势的成因.Ricardo的问题来

自土地生产力对增长造成的绝对限制,表现在地主阶层所占有的不断扩大的

利润成分中.但马克思认为,地主阶层和增长限制无关,因为资本可以提高土

地的生产力,就如可以提高任何其他领域的生产力一样.而是积聚过程本身

导致利率的降低.积聚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摩西和先知”,没有了积聚就不

再是资本主义.

　　在这一理论基础上,马克思独一无二地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内部的长期矛

盾.他认为,这些矛盾不得不为另一种社会制度铺路.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

性将导致内部矛盾的产生,内部矛盾又将铺平通往新历史时期的道路,这一观

点是马克思特有的历史研究方法的中心所在.

　　不幸的是,在对马克思进行的任何一般均衡阐释的基础上,这个观点并不

成立.在世纪之交,克罗塞(Croce)和巴拉诺夫斯基(TuganBaranowsky)曾
暗示过这一点,莫斯科斯卡(Moszkowska,１９２５)后来对此做了明确的阐述,再
后来罗宾逊(JoanRobinson)也有此主张.然而,只有到 Okishio,才在同步体

系中建立了严格的数学论证,证明只有在实际工资不增长的情况下利率一定

会不确定地增长,同时合理地认为资本家只有在可以降低单价时才会投资新

技术.

　　这一观点,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比转换异议更加诋毁了马克思的

理论,因此,如我们刚才所指出的,TRPF不仅是马克思危机理论不可缺少的

一部分,还是他对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总体分析中的重要成分.

　　除了将其嵌入一种能让危机预先消失而且永远不再回来的思维模式中,
还有什么更简单易行的方法能让马克思理论无效,使它失去革命意义?

七、马克思主义者对Bortkiewicz的支持

　　鉴于以上的难点,人们可能期望,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同一阵营会站出来明

确反驳Bortkiewicz的阐释,坚持对马克思实际理论的正确解读.但是事实并

非如此.弄明白其中的真正原因是理性历史学家的重要任务.

　　１９１７年革命高潮之后的时期有一个自相矛盾的特点,出乎马克思主义者

包括马克思本人意料的是,历史舞台上发生了两种重要的变化.第一是革命

浪潮在今天所谓的第三世界而非西方达到最高;第二是,更加没有预料到的,
西方工人阶级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挫败,法西斯的崛起更是让他们雪上加霜,
从此走上长期的政治衰退.

　　或许我们还应该加上第三点,那就是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去国际化.

１９１４年以前以及晚至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都毫无疑问地存在一些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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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辑 １８８１年以来的价值理论动态 １９３　　

的国际团体,他们相互间定期通讯,在国际上发表论著.到１９３９年,在美国,
不论是说英语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说德语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发现这被

分离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崛起,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受各种意图和目的的驱使,变成了英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际上,是
英语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者退至两个庇护所中:左翼政治党派和学术界.马克思理论

的发展不得不被理解为两个领域中各方面压力的作用结果.在两个庇护所

中,一个重要元素要么已经缺失,要么还在走下坡路,那就是大规模的社会或

阶级运 动,只 有 它 们 才 可 为 马 克 思 理 论 提 供 一 个 上 诉 法 庭.希 法 亭

(Hilferding)给庞巴维克(BöhmBawerk)的著名答复至今还未被遗忘,不只是

因为其科学价值,还因为他诉说的对象是一大群具有批判精神的听众,并且已

将信息传给他们.如今,这样广大的听众不存在了.在左翼党派中,他们的位

置被注明为来自某标准文本等教条权威的文献引用取代了,在学术界被出资

人取代了.

　　更为复杂的是,尤其是在Bortkiewicz的影响下,对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

争论开始以一种特别晦涩而无谓的数学形式进行.让人越来越难以将其置于

工人运动中理解.随着革命力量的逐渐衰退,越来越难以诞生能对峙一群新

生“马克思主义专家”的知识分子.这些专家身负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对工人

运动的解释渐行渐远,只能慢慢沦落至追求一个体面生涯而已.

　　对“马克思经济学”进行改编以适应资产阶级体制和现状是从这一点开始

的:资产阶级也许不太懂理论,不过到需要雇用专家时,它一定要知道在做什

么.那么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专家们就应和着对马克思理论进行改头换面.

Bortkiewicz对马克思理论的重构为他带来了学术威望;对马克思主义学术界

人士来说,在掀不起大浪的学术圈里将自己标榜为工人运动的“倡导者”确实

是一项既简便又实用的做法,因为学术圈纵使再“大胆激进”也是无力构成任

何威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领域于是变成了一个竞技场,不是被用来

为发展和延伸马克思的思想,而是供学术人士袭击以从中寻找到能推进他们

学术生涯的标新立异的“观点”.

　　Bortkiewicz是马克思主义者吗?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他当然不反对马

克思,尽管他对转换问题的图式阐述被广泛用来证明马克思错了.然而,更要

理解的是这一点:他为在主流一般均衡理论所迅速确立的体系规范的框架下

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讨论打开了大门.他让学术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支持者

得以在学术圈中,以一种既不损害理论安全性又不危害恳请者个人生涯的方

式,对其进行“解释”.

　　于是对马克思的均衡重构掀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在这一点上,保罗斯威

齐(PaulSweezy)起 了 种 子 作 用,尽 管 重 构 绝 非 因 他 一 人 而 起.他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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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Bortkiewicz的拥护,对马克思理论的表述,至今或许还是影响力最大、最为权

威的马克思主义记述之一.«资本主义发展理论»(Sweezy１９７０[１９４２]:５３)
对他的研究方法作了解释:“用现代的话来说,价值规律本质上就是最初关于

简单商品生产,后来被改至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均衡理论.”

　　这为一般均衡范式在经济学中如果发挥作用提供了有用的视角.它是一

种潜在的信号物,和中世纪天主教信条有几分相似,可被用来鉴别“真正”的经

济学家和险恶的门外汉.激烈而持续的压力使得所有创新的经济学思想都被

平衡化.所以,凯恩斯(Keynes)———均衡思想的猛烈抨击者和萨伊定律的顽

固反对者———刚刚为自己的理论立定了框架,Hicks’s(１９３７)的ISLM 重构就

将其说为均衡中的一个变量,并生成了新的“凯恩斯理论”,其后一直被当作

“凯恩斯的真正意思”在大学课堂中讲述,因此,罗宾逊(Robinson)公正地痛斥

之为“冒牌的凯恩斯理论”.在支持Bortkiewicz并将其体系视为“真正的马克

思”的过程中,Sweezy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进入令人神往的学术圈打开

了一个入口.

　　Sweezy认为,价值和价格都是资本主义具体现实“逐次近似”过程中的阶

段.价值是最抽象的范畴,可以想象它存在于假设的商品经济体中,并且在这

一经济体中,资本流动不充分,利润补偿不够.Sweezy将和资本能自由流通

的某一阶段相应的生产价格描述为对现实社会“更具体更好的近似”.最后,
实际的货币价格要在现实中观察.所以,Sweezy的表述中包括两层思想:

　　１．价值是一个“近似值”,而不是从现实中观察而计算出的具体的量值.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潜在不可见的量,处于经济体的运行背后.

　　２．价值还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人类世界具体范畴的演绎的一个阶

段.

　　这种论述模式和边缘一般均衡理论有几分相似,这并非偶然.Sweezy所

认为的价值,就是边际主义所认为的效用一样,不是我们可直接从世界中看到

的.同效用一样,我们从它所带来的影响中感知到它.然而,Sweezy添加了

另外一个观点:这种近似的过程是对马克思抽象方法的表述.但是实际上,这
种思想可以说是任何概念下的抽象的漫画版,更不用说马克思的抽象了.近

似和抽象并无关联.抽象来自于现实.例如,羊是动物.“动物”是一种被抽

象出的概念———动物有很多种,如牛、马等.但是１００只羊的羊群中包含１００
只动物,而不是９３只.

　　不过,托Sweezy的福,大家一致同意,Bortkiewicz本人的理论就是对马

克思的“官方”定义.对此,非马克思主义者 Bronfenbrenner(１９６８ [１９６５]:

２０５)发出了如下声音:“马克思理论体系很容易就被转换进 Walrasian的一般

均衡理论中去了也许要视它为没有充分利用的动态平衡.”

　　Morishima(１９７３:２)庆祝马克思成了均衡理论创始人时说:“马克思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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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辑 １８８１年以来的价值理论动态 １９５　　

生产理论和 Walras的资本积聚理论应一同被视为现代一般均衡动态理论之

父.”

　　这一转换是完全的.有思想的历史学家“看看猪再看看人,又看看人再看

看猪”,但是现在被归功于马克思的理论,已经不再是马克思的了.

八、计划、输入—产出分析和皮埃罗斯拉法

　　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现代发展包含详细的计算以及刚刚我们所描述的讨论

结果.

　　最重要的发展是皮埃罗斯拉法的贡献和接踵而至的论战.然而,若将

此归位,我们需要理解在他重要作品之前已有的发展,即所谓线性生产理论.
这一理论可以追溯到史密斯的劳动分工思想.如果社会把自身规整地分成若

干个小的部分,每一部分专门从事某种单一的活动,专门生产某种产品,那么

我们可以这样并非完全正确地认为:经济体系是由成千上万的分支构成,每一

个分支都只生产一种使用价值.木材业只生产“木制品”、农业只生产“农产

品”等.

　　那么,马克思再生产图式得到这样的重新阐释:事实上,不只有三个生产

部门,而是有很多个,每个部门分别生产一种产品,分别涉及一种具体的劳动.
造钢的工人造钢,造铁的工人造铁,等等.

　　温特尼茨(Winternitz,１９４８),梅(May,１９４８)和塞顿(Seton,１９５７)按这一

思想,将Bortkiewicz原本的三部门生产图式改成了一种包含成百上千甚至成

千上万商品的社会“模式”,每种商品都专门由相应的生产者而生产.这种模

式起源于战时紧急的军事生产.在俄罗斯被训练有素的里昂惕夫(Leontieff)
起初在基尔(德意志北部城市)工作,１９３１年以后在美国.１９４１年,他开始研

究后来为人所知的“输入—产出分析”.他的论著通俗易懂,把美国经济划分

为５００多个分支.而且,他记录了每个分支对另外一个分支产出产品的消耗

量.一旦这一步做完,模型就可被用来预测,比如多造１０％的飞机的话,经济

体系一共需要生产多少铁.

　　不过现在,我们遇到见证均衡推理力量的另外一个例子:Leontieff记起

接任者做了一项重要的简化.他们假设系统是“封闭”的———即每一阶段的输

入和同年内的产出相等,而不是像现实中一样,和前一年的产出相等.并且他

们还假设在这个过程中价格不变.

　　这种简化是没有必要的.它并没有使计算变得简单.没有它的情况下,
本也可以反复使用同样的等式来预测经济体内某个变化的最终影响和其随时

间的动态变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获得所谓Leontieff逆矩阵的数学步骤需

要将系统重设为开放不变且不断重复的,好似经济体为围绕自己的柱子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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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Leontieff本人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同 PaulSamuelson(１９８９)早期的阐

述一样,霍金斯(Hawkins)和西蒙(Simon,１９４９)也认识到,可能存在另外一

种“接连主义”阐释,他们之前在研究此封闭系统的稳定型和可行性中起了很

重要的作用.①

　　不过,输入—产出的各种模型既没有获得反复的运用也没有获得暂时的

运用,它们也被吸收到一般均衡的一致意见中去了,并被命名为“线性体系”或
者“线性生产体系”(帕西内蒂 Pasinetti,１９７９).于是,出现了将马克思理论

和一般同步的线性生产理论相等同,而非简单地与Bortkiewicz体系相等同的

做法.其挑战被作为反启蒙主义而排除了.

　　“在所有的经济学中,２０世纪马克思理论的生产价格概念和价格形成概

念最相接近,这点是可以论证的.它在价格体系中确定了相互制约的性质,避
免了早期马克思主义图式中的明显矛盾(假设这些图式被视为完整的理论工

具而非近似值),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新古典主义中心概念“不足”,这一概念被

认为是价格理论的基础

　　然而最重要的是,需要通过将其看成神圣先知来避免对他的不敬.

Messiah声称整个２０世纪是一片理论和实践的荒漠,然而如果我们最终读懂

了马克思,我们会听见他的声音,顺着他的指引走出资本主义的泥潭.显然,
在我们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亟待创造性的解决方法时,这种态度简直没什么帮

助.(Laibman,２００４)”

　　下面开始谈皮埃罗斯拉法(PieroSraffa).他是意大利的一名经济学

家,后来移民至英国,和凯恩斯及剑桥“马戏团”有密切联系.他的作品«用商

品生产商品»在 Kliman(２０１０a)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瓦解”年代里成了权

威.

　　Sraffa的贡献在于超级有效地运用线性生产理论来反攻边际主义,通过

证明居于一般均衡形式下的边际主义本身内部的不连贯性,将BöhmBawerk
策略反转过来.

　　从根本上说,如果我们将线性生产系统作为“客观的”价值理论,将新古典

一般均衡论(NGE)作为“主观的”理论来理解,我们会发现,两者的结果是互

相矛盾的.两种理论都自称要在线性系统方程的基础上解释价格.在新古典

一般均衡论的框架下,主观效用通过边际参数以及边际成本和产出而被感知

到.但是,在线性生产体系中,它们来自于生产和总消费的绝对需求.边际一

般均衡系统中的“主观”参数远远不能解释客观结构,是没有必要的,而且很可

能与其相冲.

　　这逆转了BöhmBawerk本人的抨击,华丽地改善了边际主义的处境.很

① 对于近期相关动态输入—产出模式的讨论,请见 Ryaboshlyk(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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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辑 １８８１年以来的价值理论动态 １９７　　

明显Sraffa(１９６０:v)的主要意图是:“边际方法需要关注变化,因为如果工业

规模和‘生产要素比例’都没有变化的话,就不会有边际产量和边际成本的产

生.在一个体系中,如果日复一日,生产的这些方面都一成不变,某个要素的

边际产量(或者某个产品的边际成本)不仅仅是很难发现,而且是根本不存在

的.”

　　然而,真正发生的情况和Sraffa及其拥护者所预期或希望的完全不一样.
对边际主义的抨击失败了,因为他误将正统理论视为科学.经历一连串没好

气的、拖拖拉拉的、最终还是未决的交流(哈考特,１９７２)之后,主流理论间接地

承认了斯拉法(Sraffa)的观点,随后却好似什么也没发生———这进一步证明

了学术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特点.

　　在马克思主义者中,这样的结果是不寻常且具破坏性的.学院派马克思

主义者充满疑惑.前些年里挥之不去的问题如今又回来折磨他们了,不同的

是这次又加了一个新问题.

　　第一反应是前所未有的乐观.Meek(１９７９)辈的作家们张开双臂欢迎

Sraffa体系,因为像很多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们在他的体系中看到了对

马克思的辩护和对马克思理论敌的对抗.的确,不久之后,包括 Meek在内的

马克思主义者就热烈庆祝Sraffa体系,视它为马克思本人观点的表达.但事

实证明,不仅从Bortkiewicz那里来的难题没有解决,又出现了一连串的新问

题,且Bortkiewicz如今的数学表述更加严谨,所产生的难点让人更加难以否

认.这样的阐释又指出了马克思体系中新的矛盾点.在所谓“联合生产”的环

境下,它会导致消极价格和不定结果的产生.“联合生产”即一个部门不只生

产一种商品,如牛畜业不仅产牛还产皮革.Bortkiewicz将货币引入体系中的

伎俩被识破了,货币只成了经济体系中没有用途的“面纱”.

　　还需要在这些异议上加上另外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出自 TSSI和其他

学者的研究结果.第一,没有价值也能产生劳动;第二,假如利润为正值,剩余

价值为负值,资本主义体系仍能成立.

九、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划分

　　可以毫无保守地说,价值理论在这些问题上被麻醉了,而且我还认为

(Freeman,２０１０a)整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被麻醉了.以下三种主要流派陆

续登场:最强势的一个声明与马克思的理论划清界限;较小的那个带着批评的

眼光重新诉诸于Bortkiewicz阐释的假设;另外那个,我将其命名为“没有马克

思的马克思主义”(Freeman,２０１０a),在社会地位日渐衰落的马克思主义者间

占有支配地位,并雄心壮志地奔向那项越来越站不住脚的主张:即不用马克思

的理论也能得出马克思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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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在意识形态的攻击下,划清界限受到了强力的鼓舞.意识形态的攻击就

这样PaulSamuelson(１９７１)所谓的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学术检验,发展到与

马克思理论划清界限.PaulSamuelson将马克思否定为“二流的李嘉图”,但
声称他对马克思的评判“就像期刊评审员对任何认真的投稿人一样毫无懈

怠”.IanSteedman(１９８１[１９７７])在他的一本颇具影响力的书中,无可辩驳

地指出了马克思体系中的大多数矛盾点,并且同样不以为然地在上面贴上“马
克思的”这一标签.这本书让划清界限流派如虎添翼.

　　“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斯蒂德曼(Steedman)本人、与约翰
罗默(JohnRoemer)和罗伯特布莱纳(RobertBrenner)相关的“分析的马克

思主义者”运动、GeoffHodgson的理论方法,还包括“长期分析”学派———

Sraffa的接班人,其中最显著的代表是库尔兹(Kurz)和萨瓦多里(Salvadori).
无数的引用文字(主要指我自己所作的引用)都可以用来论述“没有马克思”这
一点.我将它们归类在一起,因为我发现,大多数不见活生生证据就难以相信

当下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自身所立足的基础就

是明确反对马克思本人的理论:

　　“本书旨在用尽量简单连贯的方式表述非常确实的结论,并强调与马克思

唯物主义分析完全相一致的观点即回答了马克思与之格斗过的重要问题,又
显示了‘他的价值量分析和这些回答无关’.(Steedman１９８１:２７－２８)

　　严格来说,我们不能承认马克思,除非他已做好准备‘摒弃劳动价值论’.
(Morishima１９７３:８)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界定的剥削,即本书的焦点,实际上是和资本主义财

产,及同生产资料一样有用的财产(排除技术和其他人员)的不均等所有权相

关的特殊形态的剥削.在第九章中,‘我完全摒弃了马克思从剩余价值角度对

剥削的经典定义’.(Roemer,１９８９)

　　读者显然会发现,以上这些观点要么可以直接归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

作,要么是受其启发而来.然而,我们必须指出,和马恩理论相反,‘我们

的剥削理论不是建立于劳动价值理论之上’.(Hodgson１９８０:２７３)”

　　这一流派至今仍然统领着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圈.以下莱伯曼

Laibman(２００６)的表述最具代表性:

　　“根据２０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代表人物有温特尼茨(Winternitz,

１９４８),多布(Dobb,１９５５a,１９５５b),斯威齐(Sweezy,１９７０),斯拉克(Sraffa,

１９６０),米 克 (Meek,１９５６),布 洛 迪 (Bródy,１９７０),斯 蒂 德 曼 (Steedman,

１９７７),谢赫(Shaikh,１９７７),哈里苏(Harris,１９７８),利佩茨(Lipietz,１９８２),和
杜梅尼尔(Duménil,１９８３);也可见莱伯曼(Laibman,１９７３,１９９２)———没能在

价值画面中转换输入是马克思阐述上的一个瑕疵或者说缺点,这违反了简单

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并造成他对利率的测量不正确,这一点已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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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辑 １８８１年以来的价值理论动态 １９９　　

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做了更正.”

　　我们应该停下来问一问,为什么发现Bortkiewicz的阐释是错误的人如此

之少? 因为这在思想史上是一个重要问题.一个客观明确的原因是,当时再

也没有另外一种阐释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出现 TSSI.在五十多年甚至更长

的时间里,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因为Sweezy的权威而简单地以为 Bortkiewicz
的解读是正确的.在两次战争之间的马克思主义者间,Grossman可能是唯

一一个略知此处之滑稽的学者(Kuhn２００７).

　　第二个原因是开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革命运动并未渗透到第三世界国

家,仅有的成就是最终推翻了弗朗哥的专政独裁.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这场

革命运动全群撤退,从此没有再卷土重来.很多流派发现顺带摒弃马克思很

容易———一种不 是 不 值 得 考 虑 的 发 展,极 端 的 情 况 下,导 致 过 对 科 莱 蒂

(Colletti)的摒弃,Colletti临终前还是Berlusconi(贝卢斯科尼)右翼意大利力

量党的议会代表.

　　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一流派所作出的让人迷惑的反应,它一方面坚持自称

为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面又全面诋毁并试图压制马克思主义内的批评家.①

这也有其实质性的根源.潜在的问题是,这一派人物发现他们走入了学术的

死胡同,在当下的危机面前发挥不了任何作用,这点和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马克

思主义者相去甚远了.建立在过时的学术根基上的职业生涯需要受到保护,
这种保护又只能通过维护学术圈中温良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作用才能得以实

现.

　　因此产生了无法形容的混乱.正统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间

的讨论如今变得像两个魔鬼的决斗.前者以魔鬼 Sraffa为代表,后者以

Bortkiewicz为代表.他们在一个空空的房间里格斗,在场的观众少得可怜.

　　少数理智的学者群体开始了一项更为认真的研究.他们在或多或少的程

度上试图回到马克思最初的思想,看看他的价值理论是否可以有其方式来理

解.

十、什么是暂时主义

　　下面,我从“暂时单一系统”(TSS)———对马克思价值理论完全不同的另

一种阐释———的早期成果开始讨论.这种阐释产生于一些作者独立的作品

中.早期 Murray(１９７３)对 Okishio理论的一次驳斥无人在意.继 Ernst
(１９８２)的具有开创性的询问、那不勒斯(１９８５,１９８９)关于价值研究暂时方法的

著作、Carchedi(１９８４)价值—价格关系的质询之后,Kliman、McGlone(１９８８)

① 最近的例子请见 www．iwgvt．org/rr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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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及 Kliman(１９８８)发表了两篇界定性的文章,同吉桑尼(Giussani,１９９１)、马尔

多纳多—菲略(MaldonadoFilho,１９９４)各自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１９９２年,

Freeman和 Mandel一同编辑了一部论文集(MandelandFreeman,１９８４),还
在暂时原理的基础上生成了计算机模拟,和 Giussani协作后Freeman(１９９５)
将这一新方法描述为“暂时非二元主义”.拉莫斯(Ramos)和罗德里格斯

(Rodriguez,１９９６)对货币功能的研究著作对此进行了更明白的阐述,并由

Ramos(１９９６,２００４)将 其 纳 入 暂 时 理 论 框 架 下.米 歇 尔  哈 森 (Michel
Husson),罗伯特朗斯顿(RobertLangston)和布莱恩平克斯通(Brian
Pinkstone)等其他作者对讨论也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尽管他们所贡献的成果

未能被出版.① Kliman 和 Freeman 组 织 了 十 场 “价 值 理 论 国 际 工 作 组”
(IWGVT)会 议,会 议 的 文 章 可 见 www．imgvt．org;Freeman 和 Carchedi
(１９９６)出 版 了 一 部 作 品 集②,所 含 作 品 几 乎 全 在 TSSI理 论 框 架 之 下;

Freeman,Kliman和 Wells(２００４)共同总结了十年发展和讨论的成果.

　　什么是暂时主义? 它和同步主义有什么区别? 曾经引用过的Sowell的

简短解释能很好地阐明这一思想.它被明白地写在马克思杰出的价值循环

中:M－CPC′－M′
　　马克思本人的话语就可以解释这一要点:“每一种作为固定资本进入另外

一种商品的商品本身是另一个生产过程的结果.这样,这种商品便在成为其

他商品生产的先决条件和作为以另一些商品为先决条件的生产过程的结果间

交替.(Marx１９７２:１６７)”

　　“价值”,Bailey说,“是同时期商品间的关系,因为这样才能相互间进行交

换”这点是他总体上的误解.若按他的话说,交换价值等于价值,价值的

形式也就是价值本身,这样商品在不能很好地发挥交换价值时,其价值就不具

有可比性了,那么商品间也就不再能进行交换了.所以,他毫不怀疑,只有价

值可以自我认同并在周转的不同时期自我比较时才具有和货币一样的功能,
这根本不是“同一时期”,而是相继发生的.(Marx２００６a:１８６)

　　周转阶段是不同的时间点.在某个给定的时间点t０,“M－C”阶段,资本

家获得开始生产的固定资本和可变资本.那么,劳动和原材料(CPC′阶

段)在t１ 时间处产生新商品,新商品然后(在C′－M′阶段)被销售.循环一圈

后,我们到达时间点t２,如此类推.

　　现在思考一下,假设某种商品,比如说“钢”,进入了另外一种商品 “铁”的
生产中.假设在时间t０处,钢的价值是每吨十小时,用货币表示就是＄１０,再

①

②

马查多(JoãoMachado)在私下的通信中指出过曼德尔(Mandel,１９７４)总是从一种暂时意义上
解读马克思,而不表明自己的立场.作为 Mandel的合作编辑(MandelandFreeman,１９８４),我可以证
实这一点.

www．iwgv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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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辑 １８８１年以来的价值理论动态 ２０１　　

假设它在时间t１处被售予铁的生产者.销售价格是多少呢?

　　同步主义者会认为,钢在t１ 时间的销售价格一定等于t０ 时的销售价格,
没有这样的假设,同步方程没法建立,价格也就无法计算.价值也是如此.所

有认为马克思犯了“错误”的思想都只因为这一假设.

　　但事实上,一般情况下两个时期钢的价格不可能相等,除非我们能假设它

永远不变,或者能假设铁产商支出的货币和钢产商获得的货币一样多总

之,除非我们能假设货币和价值能凭空产生或者凭空消失.

　　无论如何,没有证据显示马克思持销售价格不变这种荒唐的想法.相反,
他直接假设了钢铁价值———价格———会随时间变化(是“暂时的”),可能比周

转开始时高也可能比那时低.带着这一假设,我们可以在完全不同的角度上

重新审视转换问题.在第３卷中,马克思显著地描述了生产的五个分支,商品

在生产过程中按价值买进,按生产价格卖出.接着他阐明了生产价格的形成

如何改变商品的价值,生产商可以提高某些商品的价值也可以降低另一些商

品的价值.这经常被描述为误差:可这其实不是误差,而是在诸如钢在t０ 时

间按其价值买进,在t１ 时间按生产价格售出这样简化了的顺序中完全行得通

的.

　　不过,商品按价值买进这一假设是为了进行解释说明.马克思(Marx,

２００６b:２６４)对此做了著名的评论:“起初,人们认为某件商品的成本价格和生

产该件商品过程中所消耗的商品的价值相等.但对于一件商品的购买者来

说,构成成本价格的是生产价格,生产价格并由此得以形成另外一件商品的价

格.因为一件商品的生产价格可以不同于其价值,所以一件商品的成本价

格———其中涉及其他商品的生产价格———也可以多于或者少于因生产材料的

价值而形成的各部分价值之和.需要记住的是成本价格的这种修正意义,同
时需要记住如果商品的生产价格和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相

等,总是会有可能出问题.目前无需对此进行更细致的研究.”

　　很多的学者引用了这篇文字,将其作为证明马克思本人曾意识到但未改

正其理论破绽的证据.本文不支持这一解读.马克思可能担心“读者”简化过

的描述看成事实后,会走向误区,这样的推测岂不是更简单更在理? 在«资本

论»中的很多地方(见 Kliman２００７;Giussani１９９１),马克思都明确地解释了

应该如何修正.人们必须能认识到,不论商品出售价格低于价值还是高于价

值,它都是以修正价值而不是正生产价值进入生产的.

　　所以,假设铁的生产商不得不以生产价格而非价值来交换铁,再假设价值

为１２小时,用货币表示为１２美元.这样的话,“错误”就可以非常简单地被改

正:因为钢转入生产的价值并非１０而是１２单位———不论是以小时计算还是

以美元计算,而马克思为我们假设了货币的价值为每小时１美元.同样,如果

产品以不同于价值的价格卖与工人,可变资本的价值就应该被描述为工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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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格,而非工资价值.

　　但这样我们不就是进行了和我们所指责的同步主义完全一样的假定吗?
我们不是假设过钢和工资品的价格在不同时期一样吗? 其实不是这样的,在
这一周转时期的钢和工资品并没有在t１ 时间出售,而是在接下来的t２ 时间

出售.它们确实有可能碰巧在t１ 时间以生产价格被出售,但不是非如此不

可,关键的是,我们在计算固定资产和可变资产价值时,并没有进行这样的假

定.有了这样简单的修正,转换就不再有问题了,转换步骤就有效了,就和马

克思的所有表述都相符了.

　　然而,问题并非就此终结,而正是在这点上,我们发现了将价值理论研究

从正统派的教条中解救出来的 TSSI又为我们揭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这些

问题是迄今未被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的.为了阐明其中的一些,让我们先来

探讨一下钢在t２ 时间的价格究竟有哪些种可能性.那么会有那些因素会导

致价格变化呢? 其中一个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技术变革.钢在t１ 时间按某特

定价值被购买,但如果同一时期内,技术变革引起生产效率提高,我们就会看

到钢的价格下降.另外,通常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价值会不断下降,那
么,随着连续几个周期内价值就会变得越来越小.

　　当钢的价格下降,构成资本的要素的价值也会降低,因为钢是生产要素之

一(生产要素还包括工厂、车床、机器等).马克思本人将“生产要素的贬值”引
用为导致价值降低的一项抗衡因素.然而,同步主义者认为,资本会立即贬值

至同种新生产品的价值,尽管这些商品仅代表现存同种资本的一小部分,更关

键的是,尽管资本家是以旧价值而非新价值购买现存资本的.如果在时间t１

处,资本家在机器上增加＄１０００的投入,在时间t２ 处,这些机器可以由之前

价值的９０％生产出,他们的资本必须被充分贬值至＄９００,因为同步主义最核

心的规则是两次的价格必须相等.

　　暂时主义者认为并非如此.机器以＄１０００的价格采购,这是“预付资

本”.那＄１００差额是无法注销的,除非奇迹发生.资本家的账本里将它列为

“过去”资本,按其当时的价值支付.实际的情况是,首先,“预付资本”只是部

分而非全部按此类商品平均价值而非当下生产中的最低价值被计入账本,这
点所有会计人员都再清楚不过了.第二,流失的或者说被记下的资本将会从

资本家的收入中扣除,而非凭空消失,让人以为贬值似乎不会给资本家带来任

何损失.进行了这些修正以后,利率就完全按马克思提出的那样降低了.

Okishio的定理简直就是错误的,对此 Kliman(１９８８)和 Freeman(１９９６)都已

证明.

　　不过,现在再来思考另外一个引起价格变动的因素.马克思多处讨论过,
商品可能因为利润平均化和技术更替以外的原因而无法按与价值相等的价格

出售,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它可能也确实会发生,仅因为价格会随着很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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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辑 １８８１年以来的价值理论动态 ２０３　　

而发生上下波动,例如供求关系、垄断、租金等等.那样的话,会得出关于固定

资本和可变资本价值的什么结论呢? 为回答这一问题,学者们发现需要重新

审视货币理论,(我们已看到)这是同步主义理论所不能容纳的.

十一、对货币的反思

　　也许对这一标准的最早思考是源于迪梅尼尔(Duménil１９８０,１９８３)的所

谓“新阐释”,“新阐释”由福利(Foley,１９８２)单独发现并被他改名为对转换问

题的“新解答”.“新解答”进一步发展,就成了沃尔夫卡莱利罗伯茨

(WolffCallariRoberts１９８２,１９８４),李 (Lee,１９９３)和 摩 斯 利 (Moseley,

１９９３a)①等人的“同步单一系统(SSS)”阐释.

　　这些流派并未抛弃均衡理论,不仅如此,Duménil和 Moseley等评论者还

坚定地维护均衡理论.不过,他们质疑了由此产生的货币概念.他们的核心

观点断言货币是重要的,不能被视为是一种法定货币而应该理解为价值的载

体和代表.

　　研究Foley/Duménil“货币价值”这一概念之后,这一点就很好理解了.
“货币价值”被界定为一年内以货币形式存在的总附加价值除以劳动总量所获

得的比例.比如说,２００９年英国,劳动总量为３１００００００,产出总值(GDP)是

￡１４００bn②,那么货币价值就是￡１４０００００/３１＝￡４５１６１/年.事实上,这
代表每位工人一年内所创造的平均价值.

　　这一比例再除以货币价值工作时间,就将以货币为表现形式的工资转换

成了劳动量.因此,可变资本价值,即资本家需要用于购买劳动力的费用,就
可以这样重新被界定:它不等于工人消耗的工资品的价值,而等于用于购买工

人劳动力的货币的价值.例如,如果一个资本家一年内用每人￡２００００的货

币购买十个工人的劳动力,那么他的可变资本价值就是￡２０００００/￡４５１６１
＝４．４３年,另外他所获得的利润,从价值角度说,就是１０－４．４３＝５．５７.

　　假如,整个经济体内,工资是￡７７０bn,我们同样用货币价值将此转换成

年数.那 就 是 ７７０bn/４５１６１＝１７０５００００年.这 样 的 话,剩 余 价 值 就 是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７０５００００＝１３９５００００年.再将此乘以货币价值,就可以得到

以货币为单位的利润值,即￡６３０bn.请注意,我们是从￡７７０bn的 GDP即货

币形式的工资中将此减去的.

　　对此,进行进一步研究之前,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新阐释保证了剩余价值

和利润相等,却没有保证总价格和总价值的相等.这是因为,如 Ricardo首先

①

②

本文将不对价值形式学派(ValueFormSchool)发表评论,因为(大部分原因)该学派的支持者
认为他们是在寻求建立自己的独特价值理论,而非对马克思理论进行阐释.

所有的数字都取自英国国民经济核算,但为简洁起见进行了四舍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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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意识到的那样,总价值不仅包括每年的附加价值,还包括一年中所消耗的固定

资本价值.用马克思的表述,总价值即:C＋V＋S;而新价值即:V＋S.

　　所以,即使鉴于新解答所提出的等同,如果 C的转换量和未转换量不等

的话,总价格还是有可能偏离总价值的.

　　“同步单一系统”(SSS)理论在往前一步,认识到资本家用货币支付固定

资本的情况下,令人满意地解决了这一点.货币价值如今就被计算为某年内

所生产商品的总价格(因为包括中间产品而常常大于 GDP)除以生产这些商

品的总劳动时间.相应的,固定资本价值被界定为货币形式的价格,或者如新

解答提出的那样,通过除以货币价值被转换为劳动时间.

　　SSS方案完全消除了两个等式的矛盾,证明了两个等式都是成立的.尽

管“新解答”的理论条理尚值得商榷(因为货币价值仅用来改变可变资本,不改

变固定资本),但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当活跃,Mohun(２００３b)在计算美国及其

他国家利率时以此为例①.

　　这两种方法中都存在两个难点.第一,他们没有系统全面地研究货币的

范畴,而只是套用了马克思本人对货币的分析.第二,Okishio的定理仍可全

副运用于同步系统:这类系统不能证明利润率下降趋势.其次,他们仍属于我

们所谓的“含蓄的物理主义派”②.尽管他们的叙述提供了对货币作用及解读

马克思的有用反思,但事实上,他们的计算仍是中了Bortkiewicz体系的毒,是
其体系的派生物.

　　将这些观点纳入暂时理论框架中,就出现了另一幅画面.因为篇幅所限,
只能对此作番浅显的介绍.从 Ramos和 Rodriguez(１９９６:４９－７６)对马克思

关于货币和价值的关系的思想进行分析的开创性研究开始:

　　“将价值界定为‘劳动’是一个很常见的错误,因为这样就将价值贬低至实

物了③.事实上,价值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是抽象劳动(其实质)个货币(其形

式)的统一体.因此,它具有内在和外在两种尺度,内在尺度为‘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外在尺度为‘交换价值或价格’.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被认为是货币形

式下的社会劳动.”

　　货币和抽象劳动是价值的两个方面.货币之所以会产生正是因为形成价

①

②

③

Mohun本人争辩到,新解答理论更富逻辑,因为他对将劳动力价格取代其价值使用的辩解
是:劳动力作为非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的独一无二的状态.

因为 Moseley等人坚持他的计算只从货币角度获得,我们需要对此进行详细说明.在同步理
论的计算中,价格、价值和利润都是一经商品的物理量确定后就被决定的.这对 Moseley的体系也同
样适用,在他的体系中,进入和离开生产的都以货币来量化.然而,Moseley没有认识到,既然在整个
计算过程中价格都被固定不变,货币就只能是一个数量单位.如果我将铁的价格固定为每吨１美元,
并指名制造一辆汽车素要１美元的铁,那其实只是说制造一辆汽车需要一吨铁,无非就是要用货币来
换一种表达.关键一点是,任何一个同步系统中的系数(应该是无因次的)都单一地决定了价值、价格
和利润.暂时系统不同的是,在不同时知道系数和输入的初始价值的情况下,价值是无法确定的.

例如,Hunt和 Glick(１９８７:３５６):“商品价值包括生产材料中所体现的劳动(死劳动)和用
于当前生产周期中的劳动(活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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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辑 １８８１年以来的价值理论动态 ２０５　　

值实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必须出现,货币是其出现的形式.所以说,货币

和劳动时间是同一事物的两个维度.Ramos和 Rodriguez在对转换问题的讨

论中,特别提到:马克思从未制定价值的单位.事实上,不管我们在数字后面

加上“小时”,还是在前面加上“＄”,其意义都不变.

　　然而,首先,同一事物具有两个维度并不是说这两个维度的分量就一定相

同.质量和体积也是物体的量的两个方面,但是,如果我们将钢棒加热,或者

使冰汽化,它们的体积都会发生改变,这样体积和质量的比值,即密度,就会发

生变化.同理,如果货币的价格翻倍,之间的１美元能代表１小时,现在就只

能代表３０分钟了.放大到整个社会中,货币和劳动的这一比值就被 Ramos
命名为“劳动的货币表现”或者“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MELT),且被广泛使

用.

　　MELT的变动不是价格偏离价值的唯一原因.“单件商品”的价格可能

会上升,例如价值为１小时的钢价格会从１美元涨到２美元.如果铁的生产

商在这一时期购买钢来生产铁,那会怎样呢? TSSI得出结论,铁产商的固定

资本价值也会翻倍,这一结论在马克思的多处文字中都可找到依据.事实上,
铁产商不得不支付是价值两倍的货币来获得钢.这就是实际情况下的支出,
所以也是被转移到铁中的价值.

　　这一观点使得很多现象都能在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框架下得到解释.马克

思主义者的价值理论,在同步主义强求一致的基础上,不得不忽视所有真正的

经济学现象,那就是价格系统而定期地偏离价值.在市场占支配地位的经济

体中,这些市场理论家其实什么话也说不上,因为他们讨论的只是Sweezy的

假想的“根本价值”,Kurz和 Salvadori的“长期”价格,或者 AnwarShaikh
“９３％准确”的垂直整合劳动系数.马克思———常被忽视的最高货币分析

家———在将货币表达为劳动时间数量的同时,揭示了货币总量的潜在社会意

义.这种货币与劳动时间之间的关联具体而不模糊.马克思体系指引的是真

实的资本主义,而非虚构的资本主义.

　　这一观点所带来的结果中,尤其重要的一点是洞悉了流动性偏好这一相

关的现象.首先思考以下问题:从价值角度看,某种商品价格上升而另外一种

商品价格下降,会产生怎样的实际结果? 比如说,铁的价格上升的同时服装的

价格下降.这意味着服装商家会大赚一笔,而经营铁的商家则要蒙受损失.
反过来说就是,铁的买家可以捡到便宜而服装买家只好节衣缩食.从价值角

度说,这有着确切的意义.由服装买家支付的价值是由卖家占为己有,由铁的

卖家放弃的价值却是由其买家占为己有.所以,一些相关的价格的波动起伏

都表现了各种买家和卖家占据价值的多少———即利用他人劳动还是自身劳动

被他人利用———的能力.

　　那么,如果货币本身的价值降低又会怎样呢? 也就是说,如果劳动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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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货币表现上升的话会怎样呢? 从根本上说,这意味着同样数量的货币所能购

买到的劳动时间越来越少.换言之,货币持有者手中的价值被商品持有者占

据了.这就是财富拥有者憎恨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因为在其他情况都一样

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的结果是会让没钱的人受益而不利于富人.当然,这样的

影响会被提高利率等手段抵消,因此我们不必过度同情应得财富之人.而且,
有头脑的资本家都会置办具有所谓“实际价值”的财产,比如说资源、房屋、精
美艺术品,再不行还有黄金.但是,在经济衰落时期(如现在)又会怎样呢? 如

果货币价值同前相比要么有所升高,要么下降的速度慢下来了,那么持有货币

就变得非常理性,因为这时货币“购买价值的能力”提高了.

　　TSSI最后从马克思那里重新得到的关于马克思理论的最后一个范畴是

“超额利润”,这一范畴常被误以为简单,其实具有极强的解释力.“超额利润”
是指在现实世界中占支配地位的平均利润以上的利润,和均衡理论中假想平

均利润形成对比.资本家的动力从来不是追求平均利润,这仅是出租食利者

的志向,资本家的兴趣在于追求比对手或友邻更高的利润.这就是竞争的具

体形式.资本家们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获得超额利润:由对效率更高的生产

过程投资而获得工业超额利润;由对某一资源或商业优势临时或半永久(若涉

及资金)垄断所获得的商业超额利润;由掌控金融系统而获取的金融或投机超

额利润.当资本主义国家涉入世界经济体中,某些国家在某些能获得超额利

润的领域内的优势就会凸显而出,例如战后日本和德国只能倾注于工业剩余

价值,而英国当然还有美国则聚焦于其特别的商业和金融优势,这一优势因战

争而来.不等价交换的真正机制可在对超额利润的暂时处理方式中被发现,
正如Carchedi不厌其烦地用信号表明一样.这是此领域内很多学者都未能

发现的.所以,资本主义现实的核心正是这一增长动力,它隐藏于帝国主义征

服和周期性的长久繁荣期背后,对于这类繁荣时期最近的例子有“美好年代”
(BelleÉpoque)”和战后黄金年代.

　　然而,在均衡解决方案的视角下,超额利润从理论上就不成立.一旦利润

开始偏离平均值,同步理论下的计算就变得不可能.摒弃了这一捏造的理论,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具有的深刻阐释力才终于有可能越过经济学的藩篱,在
新世纪这场未决之战中充分取得更好的发展.

十二、现　实

　　我认为,时至今日马克思的思想仍然影响着正统学派,仍可合理地解释我

们所面对的现实.如对此进行详细阐述需要另起新篇.不过,需认识到,对马

克思真实思想的探询不等于古文献研究.TSSI学者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

明,马克思独创的价值理论可以比其他任何理论,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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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辑 １８８１年以来的价值理论动态 ２０７　　

马克思主义世界.使得他从其他所有的经济学概念中脱颖而出.抛开经济学

可提供解释人类行为的普遍理论这一主张不说,马克思的目的只是为了解释

资本主义.虽然这在当时以及之后很长时间里形单影只,但马克思仍坚定地

将资本主义理解为人类历史的一个特定阶段,在固定的时间点处产生并形成

矛盾,然后被这些矛盾推向前,进入另一种组织形态.

　　虽然,这一新的组织形态尚未出现,资本主义仍然存在.对此,马克思的

诽谤者们从未停止过沾沾自喜,尽管２００８年在这点上他们出奇地沉默.但

是,资本主义还是世界经济体中主导的组织模式这一事实恰好说明了重要的

一点,那就是马克思的思想还是能被用来理解世界经济体系的最好方式.只

有等到资本主义真正让位于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体系时,马克思所确立

的科学原理才不再适用于我们所居住的世界.而且,就如我在本文中所说明

过的,“经济学家宗族”所构建的其他理论(在其他处有所命名),都试图将资本

主义定义为永恒的、没有矛盾的经济体,它们从根本上就是徒劳的,注定会失

败.

　　马克思的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当前所处的社会阶段,即因为资本主义受其

本身矛盾的限制,又因为资本主义还存在于我们之间.我们已经详细分析过

的商品、货币和资本仍是世界社会的组织原则.简单地说,马克思的理论比其

他名声日渐败坏的理论能更好地指引着我们的行动和领悟.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丁晓钦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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