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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一个关键

傅泽风

　　内容提要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主要由价值的载体、规律、源泉、尺度、形式

和实现构成.剩余价值理论也是一种价值理论.价值量决定于一定商品生产

的社会必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或劳动时间的数量.包含在商品中的价值和剩余

价值必须通过流通得到实现.价值的内在尺度是劳动时间,真正的度量活动是

“最终的”交换.只有生产中的工人阶级的劳动能生产价值,其他劳动的作用是

实现价值.这已经通过对抽象劳动、价值、资本、剥削、劳动、货币、利润和阶级

斗争等的分析得到了说明.因此,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是理解马克思

价值理论的一个关键.

　　关键词　价值的生产　价值的实现　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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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傅泽风,(１９６８－)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被认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一个戈尔迪之结.马克

思的价值理论由许多理论组成.它主要包括价值的载体、规律、源泉、尺度、形
式和价值的实现问题.剩余价值理论也是一种价值理论.价值的尺度,以及

价值或剩余价值的源泉或创造或生产与价值或剩余价值的获得或实现之间的

区别问题,是理解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关键.其中,价值或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

现,是理解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一个关键.

一、马克思的观点

　　马克思认为,价值或剩余价值的生产属于商品生产过程,价值或剩余价值

的实现属于商品交换过程.

(一)价值的生产和实现

　　马克思的分析是从对商品的分析开始的.作为一种商品,它必须进入商

品交换,交换必须是等价交换.交换价值是一种商品可以和另一种商品相交

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许多交换价值中共同的东西是价值.交换价值仅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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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第４辑 理解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一个关键 １４７　　

价值的表现形式,它建立在价值之上.价值是商品交换过程中商品生产者的

一种社会经济关系.

　　但是,没有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就没有价值.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交换

的基本规律,商品价值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交换必须建立在价值之

上并实行等价交换.商品价值所反映的是人类劳动本身,劳动力或劳工的使

用价值是价值以及更多价值的源泉.

　　所有商品中共同的东西是,它们都是劳动产品.一般来说,人类劳动不仅

是具体劳动而且是抽象劳动;不仅是流通过程中的劳动而且是商品生产过程

中的劳动.

　　价值量取决于社会必要地生产一定商品或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或劳

动时间的量.因为社会必要劳动和劳动时间是生产商品所社会必要的,价值

的生产决定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处在商品生产过程中的工人阶级的劳动.谁使

用劳工,谁就能获得被创造或生产的价值.除了劳动之外,价值没有任何更多

的物质①.

　　作为一种物质和一种财产,商品需要的不仅是劳动而且是一系列的工具,
但商品的价值只是抽象劳动或人类的体力和智力的结果.活劳动或抽象劳动

是价值的源泉.工人阶级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能创造或生产价值.生产性劳

动或生产中的劳动是进入商品生产中的全部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

动②.

　　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内在价值尺度是劳动时间特别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劳动产品的价值必定取决于生产某种产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制造一件商品是

一个商品生产过程.

　　马克思认为,价值包括简单价值形式、总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

形式和货币等.相对价值形式是一种它的价值被表现的商品,等价形式是一

种表现价值的商品.表现价值的商品或相对价值形式是一种直接被交换的形

式.尽管商品的价值要在生产中生产并且由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必须通过

众多部门众多企业的竞争以及必要的流通过程得以实现.如果没有社会需

要,商品价值不能在流通中得到实现,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或劳动时间或价值

就会被浪费.

　　在生产中被创造的价值数量或大于或等于或小于在流通中实现的价值数

量;反之亦然.但在交换过程中被使用的劳动不能创造价值,即使这种劳动是

雇佣劳动.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６,１３２．
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５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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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二)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

　　恩格斯曾经指出,对剩余价值生产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

功绩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①

　　为了获取剩余价值,首先,一个资本家要有必要的货币并购买生产资料和

劳动力,并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但交换不能生产剩余价值,因为依据价

值尺度的一般要求,商品交换必须按照等价原则进行,即使它不是等价的,也
不能生产出剩余价值.因为一方所得另一方必有所失,因此整个资本家不能

通过商品流通获得财富.剩余价值的创造仅仅出现在生产过程中.

　　在生产过程中,主要是资本家、生产工人、生产资料在相互作用.但资本

家不参加生产性劳动,不能创造价值,当然不能生产剩余价值.生产资料的价

值仅仅被转移到新产品中,因此它不能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生

产过程中,只有生产中工人的劳动能创造价值,而且是一个增值的价值,因此

它是生产剩余价值的重要因素.因为对劳动力或劳动的使用能创造一个比劳

动力价值新的更大的价值,因此资本家需要劳动力这种商品.劳动力的使用

价值是价值的源泉.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能生产一个比劳动力自身价值更大的

价值,这是劳动力商品的重要特征.

　　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个劳动和价值增值的统一过程.
为了获取剩余价值,资本家不得不首先生产价值.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过

程本质上是资本家使用工人劳动力的过程.在被使用到劳动过程中,“劳动

力”商品能创造出一个新的更大的价值,因为劳动力的价值和通过在劳动过程

中使用劳动力被创造出的新价值是两个不同的量②.这两者的差额即剩余价

值.这是超出劳动力价值、由工人创造但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这是资

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必定通过延长工作日

以提高劳动强度或提高劳动生产率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而集中注意力于剩余

价值的生产过程.马克思曾经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绝对规律③.剩余价值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目的④.获取剩余价

值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目的.剩余价值生产不仅决定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而
且决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认为,包含在商品中的价值和剩余价值不是通过卖实现而是通过

卖产生的观念是一种误解,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即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

的观念是一种资本主义观念.⑤ 但是包含在商品中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必须通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２４３．
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２１９．
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６７９．
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２５７．
资本论[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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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辑 理解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一个关键 １４９　　

过流通得以实现①,因此卖比买更重要.②

(三)货币、生产和交换

　　在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和交换作了一个分析之后,马克思分析了货

币.货币是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的最高产物,是一种价值形式,并且有许多功

能.马克思认为货币的特有功能仅仅是商品等价物、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货

币是商品流通的必要环节.货币和商品流通有助于实现商品的价值.但货币

不能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没有生产,就没有货币或一定数量货币的积累.

　　显然,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和交换以及货币的分析,有助于理解马克

思的价值理论.

二、对马克思价值理论错误理解的一个分析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无疑是正确的.特别是马克思解释了价值和剩余价值

的生产和实现问题.但有的人对它作了错误理解.

(一)方法错误

　　有人认为,在马克思«资本论»中黑格尔主义背景更为明显,交换中的抽象

过程是一个真正的实体化过程的终点.这是不对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是

黑格尔主义.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把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看成了价值和

剩余价值的生产.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黑格尔主义.

　　有人认为,对辩证法的六点分析是:第一,辩证法是系统辩证法;第二,范
畴必须在每个顺次的阶段或层次不断地重新加以规定;第三,有许多概念的转

换或转化;第四,黑格尔的逻辑是资本的逻辑,是基督教资本主义世界的逻辑;
第五,前提—设定的圆圈是在一个螺旋中结果的前提被结果本身设定了;第
六,对前提的设定是本体论的,因此资本作为生成价值的价值就像黑格尔的绝

对观念一样,它有助于实现和再生产它的整个存在条件.第一点和第二点是

正确的.但第三点到第六点是错误的.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不仅仅是一种概

念的转换或转化而且是一个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真实的分析,它不是建立

在概念的转换或转化上而是建立在事实之上.资本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不仅

是一个概念,它的转化不仅是一个逻辑.因此它不是一个绝对观念.抽象劳

动以及货币和价值生产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第五个方法论观点的例子.活劳

动被认为是第六个方法论观点的例子.但对前提的设定不仅是一种逻辑的方

①
②

资本论[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９３５．
资本论[M]．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１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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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法,而且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本体论特征.黑格尔忽视了后者.

　　有人认为,推动对资本阐述的内容是商品.它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两极,
它的发展是形式决定的.事实上,价值的内在尺度是劳动时间,特别是社会必

要劳动时间.尽管真正的度量活动是“最终的”交换,货币是度量衡,但它们不

是价值的内在尺度.价值不是形式决定的,它是由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时间特

别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有人认为,“生产”是资本概念的中心.我认为,马克思的重点在于资本主

义“生产”.但“生产”不是资本的中心.«资本论»探讨的不同层次是,给定的

“一般”需求、对生产中活劳动剥削的宏观阶级分析、“价值”和它的分配、剩余

价值生产.剩余价值生产是资本的真正中心.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分析是对资

本的经济学分析的基本中心.

　　有人认为,劳动的抽象以及抽象的真正实体化,是一个主谓倒置.他们认

为,当劳动被包含到资本中时,活劳动是抽象的.但外在于资本的劳动也是抽

象的,劳动的财富以及它作为具体有用劳动的特点不是形式决定的,活劳动必

须归结于生产中的工人.因为生产中的劳动不仅是包含到资本中的劳动,劳
动量是产品的决定性内容.

(二)观念错误

　　１抽象劳动

　　有人认为,抽象劳动来自交换,抽象劳动必须通过交换成为社会的劳动,
“直接私人劳动”是在个别资本家企业中,抽象劳动依赖于包括生产和流通在

内的整个资本主义循环,抽象劳动仅仅存在于最终交换中而且不需要社会必

要劳动或时间.这个观点没有把生产和流通区别开来.

　　马克思认为,抽象劳动来自生产过程而不是流通过程.资本主义流通过

程能实现抽象劳动但不能生产抽象劳动.当然,抽象劳动的实现依赖于商品

市场.抽象劳动能通过交换得到实现.但它必须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有

人认为劳动的抽象不仅仅是在最终的市场交换中,因为生产中活劳动与货币

预付之间的关系不确定.事实上,劳动的抽象仅仅处在生产过程中.他们混

淆了生产和流通之间、生产和价值的实现之间的关系.抽象劳动在商品市场

上成为现实,但它只存在于生产中.

　　２价值

　　价值的生产和价值的实现或许是同等重要的,但事实上价值的生产更重

要.一个“内在的”价值或一个“纯粹的”价值的内在尺度是劳动时间特别是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构成了价值.最终体现在市场交换中的

价值量是和生产过程中的价值量同等的.因此交换不能产生价值.价值在最

后的交换范围内完全得到实现,但它在生产过程中被生产出来.价值是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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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辑 理解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一个关键 １５１　　

化在生产中的抽象人类劳动.

　　３资本

　　有人认为,资本是“生成货币的货币”.事实上,只有工人阶级的生产劳动

能够生产价值.货币必须有一个给定的劳动内容,而且劳动时间的货币表达

仅仅是劳动或价值的一个实现,因为资本或货币不能产生价值.

　　４剥削

　　剥削是发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直接生产范围内、剩余价值分配过程中的结

果.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同样重要.剥削不

仅发生在流通中.因为流通仅仅有助于实现剥削.马克思已经说明了这一

点.他指出,即使商品不能被卖掉,工人阶级还是已经被剥削了.①

　　５全部劳动或活劳动

　　有人说,活劳动产生价值并且活劳动是一个相当于必要劳动的量,活劳动

的延长是对必要劳动的超出,马克思错误判断了价值与劳动的关联.这说明

活劳动的重要特点是,它通常是工人阶级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事实上,不是

所有的劳动或活劳动能够生产价值,在资本主义中只有工人阶级的生产劳动

能够生产价值,只有工人阶级的生产劳动等同于社会必要劳动,流通过程中的

劳动可以实现价值但不能生产价值.其他劳动的作用是实现价值.有人认为

马克思没有从流通中加以抽象.事实上,马克思已经证明价值是在流通中实

现的.马克思已经认为价值将最终在交换市场上成为社会的使用价值.马克

思的观点是所有劳动或活劳动有助于生产或实现价值,但生产价值的劳动不

仅仅是活劳动或劳动而且是生产过程中的活劳动或劳动.

　　６利润率的平均化

　　有人认为,马克思已经从工业中利润率平均化的趋势中抽象出来了,人类

劳动力是活劳动的唯一源泉,马克思没有从资本家们获取超额剩余价值的斗

争中抽象出来.但价值仅仅在工业利润率平均化趋势中得到实现,它仅仅是

在生产中生产出来的.资本家们的竞争只能实现价值或抽象劳动.有人认

为,马克思没有终止价格向价值的转化.事实上,价值是第一位的,价格次之,
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他们认为平均利润率即总的剩余价值.事实上,总的剩

余价值等于总的利润.因此马克思的理论构造是有效的.

　　７资本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对抗

　　有人认为资本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对抗是在生产过程中并且是对工人阶级

活劳动的剥削的一个结果.事实上,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对抗不仅仅是

在生产过程中而且在流通过程中.有人认为在流通中卖方能支配比包含在商

品中的劳动更多或更少的劳动.这是一个有关价值或劳动实现的问题,但不

① 资本论[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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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有关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斗争的问题.劳动既是具体的又是潜在抽

象的,包括生产劳动和流通劳动.因此斗争存在于商品生产和流通中.有人

认为反生产性已经证明产生于活劳动的新价值体现在货币中.严格地说,新
价值产生于工人的生产性劳动.

　　８劳动时间的货币表达

　　有人认为,货币构成价值,货币是非商品货币,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货币不

必成为一个商品,它只是一个历史的偶然.这是对价值生产和实现问题的一

个忽略.流通中价值的实现需要货币成为商品,因此它不是一个历史的偶然

而是一个必然.同时,价值必须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价值不能被货币创

造.因为价格依赖于劳动量,劳动时间包含在商品和货币中,劳动时间包含在

一个单位的黄金中.因此价值是价格和货币的基础,价值来自工人阶级的生

产性劳动,没有生产性劳动就没有商品.有人认为,劳动时间的货币表达取决

于流通中的纸币量和金币量之间的比例并且还成比例地变化.但它最终由生

产性劳动规定.有人认为,流通中的纸币量更加重要,它决定劳动时间的货币

表达.事实上,尽管流通中的纸币量能对劳动时间的货币表达产生一个巨大

影响,但它不是决定性的.有人认为劳动时间的货币表达更重要.但包含在

商品中的劳动量更重要.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必须在生产过程中生产

出来.

　　当然,货币是一种重要的商品并且在市场上使劳动的抽象化得到完成.
价值和抽象劳动必须被包含在商品中.没有交换,作为内容的价值不能实现

为作为形式的价值.只有当商品在最终商品市场上被出卖时,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才成为社会必要的.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还受技术平均水平、市场平均水平(或一般需求)的影

响.劳动包括生产和流通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应当是生产劳动时间并且

被流通中的劳动实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包含在生产中,价值不是在流通或

市场交换中生产的,但它们在生产过程中被生产出来后价值必须进入流通或

交换过程中.价值的实现是在交换(流通)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被消耗在生

产过程中,尽管对工人劳动的剥夺不仅仅是在生产中.

　　有人认为,活劳动能被看作给定的并且不受货币的影响,货币量只是真实

分析的一个纱幕,对先于最终交换的劳动时间的货币表达的确定不再有效,劳
动时间的货币表达决定于最终交换.我认为,对劳动时间货币表达的确定是

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它是很确定的.最终交换能影响劳动时间的货币表达、货
币量以及价值的实现,但它不能决定劳动时间的货币表达、货币量以及价值的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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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

　　总之,马克思价值理论不再是一个戈尔迪之结.打开这个戈尔迪之结的

一个关键是对价值的生产和实现之间关系的探讨.

　　第一,关于生产.抽象劳动存在于生产中并且可依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度量.新价值的源泉不仅是活劳动而且是工人阶级在生产中的劳动,劳动时

间是工人在生产中的劳动时间.货币必须包含价值或生产劳动.价值量必须

被看作是一个生产劳动的凝结.生产中的劳动量不随价格或货币而变化,它
被确定在一个生产过程中.尽管劳动时间的货币表达以及货币的价值受商品

形态变化的影响,货币供给量受企业预期以及它们的价格和工资预期的影响,
它们最终还是决定于生产劳动.货币的价值是劳动时间货币表达的真正内

容.生产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价值量的内在尺度.社会的客观的量的内

在尺度是生产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量是一个观念的预期的货币,生
产劳动是价值的源泉.

　　第二,关于交换.劳动时间的货币表达包含在商品产量中,并通过流通中

的货币工资去实现.商品市场上的最终交换可以影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含

义.在交换中度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是货币.它说明货币有助于将劳动时

间特别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转化为流通中的一个真实的价值.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价值的生产和实现是同样重要的.当然,生产中

价值的生产或创造是流通中价值实现的基础,流通中价值的实现是生产中价

值生产或创造的重要条件.这就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KeytotheUnderstandingofMarx’sValueTheory

FuZefeng

　　Abstract　Marx’stheoryofvalueisstructuredbythecarrierofvalue,

rule,source,scale,formandrealization．Theoryofsurplusvalueisakind
ofvaluetheory．ThequantityofthevalueisdecidedbysociallyessentiallaＧ
bororthequantitiesoflabortimeoncertaincommodityproduction．The
valueandsurplusvalueincludinginthecommodity mustbeachieved
throughthecirculation．Theintrinsiccriterionofvalueistheworkingtime,

andthetruemeasureofactivityis“final”exchange．Onlytheworking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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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roductioncanproducevalue,andtheotherlaborrealizesthevalue,

whichobtainstheexplanationbytheanalysisoftheabstractlabor,thevalＧ
ue,thecapital,theexploitation,thelabor,themoney,theprofitsandthe
classstruggle．Therefore,productionandrealizationofthevalueandsurplus
valueisakeytounderstandMarx’svaluetheory．
　　Keywords　productionofvalue　therealizationofvalue　thevalue
theoryandthesurplus　thevaluetheoryofMarx　Marx’sdialecticalmethＧ
od　Marx’s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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