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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资本化”何以可能?
———马克思“劳动力商品”概念的唯物辩证法研究

任洲鸿

　　内容提要　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决定问题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不可回避的

理论难题.在唯物辩证法视域下,“双向对象化”是人类劳动过程固有的本质特

征,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劳动主体本身就是劳动过程的产物.由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服从于追求价值增值的“资本一般”逻辑的历史统治,商
品仍然是社会财富(包括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元素形式,劳动作为人类最基

本的生命活动普遍表现为凝结或物化成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劳动力资本化

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和在坚持马克思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基本原理基础上深

入研究马克思劳动力商品概念的必然结论,系统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力资本

化理论是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进程的理论要求和时代要求.

　　关键词　劳动力商品　“双向对象化”　劳动力资本(化)　“资本一般”逻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７－１６

　　作者简介:任洲鸿(１９７３－),男,山东济宁人,博士,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前沿问题研究»(项目编号:

０７BJL００５);曲阜师范大学校青年基金资助项目:«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

社会”概念研究»(项目编号:XJ２０１０５３);曲阜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资助.本文根据笔者的博士

论文«“新按劳分配”论———劳动力资本化理论视域下的“按劳分配”研究»第三章第一节整理而成.

　　①　马克思认为:“资本一般,这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是使任何一定量的

价值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６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４４４．)即

“资本一般”作为经济范畴,本质就是追求价值增值的社会经济规定性.本文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

这一术语.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６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３９３．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６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４４８．

引　言

　　从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来看,人类社会生产力的绝对发展,
已经直接表现为以追求价值增值为本质的“资本一般”① 逻辑的绝对地展开,
它必然要求冲破一切生产条件的束缚和限制来最终实现“社会成员对自然界

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② ,这就在客观上要求逐步理解马克思劳动力商

品概念得以产生的以科学与劳动“绝对的分裂或分离”③ 为基础的“特有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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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辑 “劳动力资本化”何以可能? １２７　　

产条件”①.在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时代条件下,以
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的精神生产资料日益与劳动者相结合并取得了一体化的

存在形式,这已经与马克思所说的“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②存在

着本质区别,科学知识日益从“观念的财富”转化为有知识、有技能的社会主义

劳动者的“实际的财富”③.

　　劳动力商品向劳动力资本的转化何以可能? 这一命题本身早已为经济学

界所研究和探讨.④ 然而,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被以追求价

值增值为本质的“资本一般”逻辑所统治、浸透和贯穿,商品仍然是社会财富

(包括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元素形式,劳动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生命活动同

样受到“资本一般”逻辑的统治而普遍表现为凝结或物化成价值实体的抽象劳

动即“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⑤,这就导致人们的全部现实生活(包括物质生活

与精神生活)本质上都已经沦为服从于“资本一般”逻辑统治的社会存在.本

文试图以作为“同一个东西”的“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⑥和马克

思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铁的逻辑”⑦,深入揭示马克思“劳动力商品”概念自

身存在的质与量、形式与内容之间的逻辑矛盾,进而揭示现实劳动主体的劳动

力由商品向资本转化的历史必然性和经济合理性.抛砖引玉,以求方正.

一、“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决定: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无法回避的理论难题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应用到劳动力商品本身时所遇到的一系列理论难

题,早已被许多经济学家所关注.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斯威齐曾深刻指

出:“只要我们讨论的是简单再生产,那就可以假定劳动力按价值出卖,这个假

定不含有矛盾,因为没有各种力量来造成劳动力价格和劳动力价值的背离.
但是,一旦考虑到积累,情况就不再是这样了.要把价值规律应用到劳动

力这个商品上来,是有一定困难的.这个问题所牵连的,不仅是单纯的名词之

争.确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连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的正确性也成了问

题.”⑧而“马克思主义者普遍地忽视了把价值规律应用到劳动力这个商品时

所碰到的逻辑上的困难.奇怪的是,对马克思批评的人,也几乎是一致地忽视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２８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６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４６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６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３４．
参见拙文．国内近年来关于劳动力资本化问题的研究述评[J]．经济评论,２０１０(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６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１１１．
列宁全集[M]．第５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２９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１６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３５３脚注③．
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M]．陈观烈、秦亚男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１０２~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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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了这个要点.”①尽管斯威齐所说的“把价值规律应用到劳动力这个商品时所

碰到的逻辑上的困难”指的是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与供给、
价值与价格之间背离,并没有从唯物辩证法的理论视角来探讨价值规律与劳

动力自身的再生产之间的逻辑关系.

　　其实,这个理论难题并没有像斯威齐所说的那样被人们所“普遍地忽视”
或“一致地忽视”.比如,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米克明确认识到,把劳动价

值学说应用到劳动力这种商品会遇到“两点特殊困难”:一方面“劳动力的价值

决定,含有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另一方面,“就劳动力这种商品说,似乎

没有使价格符合于价值的那种普通机构”.② 由英国经济学家汤姆博托莫

尔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中“劳动力的价值”词条的解释中也指出:“关
于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价值是如何决定的这个表面上平淡的、无疑又是一

致的说法,隐藏着大量的难题,其中有些马克思已认识到了,有些只是在目前

才引起了争论.”③此外,伯恩施坦在与考茨基论战时曾认为:“劳动力在比喻

的意义上才是商品,同样它的价值也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能够从经济学上来

说明.劳动力的价值一大部分要归源于远超出劳动者的总生产费用(假如这

一名词用在这里是适当的)以外的社会因素,或者从社会因素推出来.劳

动力价值的确定根本不能和劳动产品的价值放在同一个水准上,它和后者是

不可比较的.”同时他还尖刻地指出,劳动价值论运用于劳动力商品概念上所

造成的理论困难使“马克思的价值学说就等于是倒转头来把自己吞噬的

蛇.”④而著名西方经济学家熊彼特也认为:“劳动价值论,即使我们同意它用

在其他每一种商品上都有效,它并不能适用于劳动力这个商品,因为这将暗

示,工人和机器一样是在合理成本计算下生产出来的.”⑤甚至声称劳动价值

论“已经死掉并已被埋葬.”⑥

　　不可否认,我们可以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发现许多关于劳动力商品价值决

定问题的论述及其在逻辑上的不一致之处,这无疑为质疑和批评马克思劳动

价值论和劳动力商品理论的学者提供了不少“理论依据”.

　　一方面,马克思认为:“雇佣劳动,在这里是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

动,我们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雇佣劳动是设定资本即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M]．陈观烈、秦亚男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１０３脚注①．

米克．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M]．陈彪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２０６~２０７．
汤姆博托莫尔主编．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K]．陈叔平、王谨等译,陈叔平校．郑州:河南人民

出版社,１９９４,６１９．
爱德华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M]．马元德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８９,３３４~３３５．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杨敬年译,朱泱校．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

７５．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杨敬年译,朱泱校．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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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辑 “劳动力资本化”何以可能? １２９　　

产资本的劳动,也就是说,是这样的活劳动,它不但把它作为活动来实现时所

需要的那些物的条件,而且还把它作为劳动能力而存在时所需要的那些客观

要素,都作为同它自己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生产出来,作为自为存在的、不以

它为转移的价值生产出来.”①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完全可以“还
原”为维持劳动者的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即“劳动力的价值

也是由它的再生产所必要的劳动量决定的;而这个劳动量是由工人的必要生

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从而等于再生产他的生活条件本身所必要的劳动———
这个情况是这种商品(劳动力)的特征,但并不比以下的事实具有更多的特征:
役畜的价值是由维持役畜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从而是由生产这

种生活资料所必要的人类劳动量决定的.”②尽管马克思将劳动力解释为“人
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

力的总和.”③即劳动力概念中包含着脑力或智力因素,但是马克思认为:“不
管怎样,教育费,即发展工人的天然能力,使他具有在一定劳动部门工作的能

力和技巧所必需的费用,在任何情况下都包括在工人为培养新的劳动能

力———自己子女来接替自己所需的生活资料中.这些费用是工人繁殖自己所

必需的生活资料的组成部分.”④

　　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意识到,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并非能够完全“还原”为相

应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比如,马克思曾指出:“如果我自己购买,或者别人为我

购买一个教师的服务,其目的不是发展我的才智,而是让我学会赚钱的本领,
而我又真的学到了一些东西(这件事就它本身来说,完全同对于教师的服务支

付报酬无关),那么,这笔学费同我的生活费完全一样,就归入我的劳动能力的

生产费用.”⑤也就是说,学习并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能这件事本身与对于教

师的服务支付报酬无关,尽管学费应该被计入劳动力商品的生产费用,但是学

习劳动本身所凝结形成的价值却是独立于这笔费用之外的.再比如,马克思

曾明确指出:“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同时也包括技能的世代传授和积累.”⑥“工
人本身的技能和知识(科学力量)的积累是主要的积累,比和它一同进行并且

只是反映它的那种积累,即这种积累活动的现存客观条件的积累,重要得多,
而这些客观条件会不断重新生产和重新消费,只是名义上进行积累.”⑦而科

学知识本身就是“财富的最可靠的形式,既是财富的产物,又是财富的生产者

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６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４６１．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４２４．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１９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４２．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２６卷,第１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４３７．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６３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２６卷,第３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２９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６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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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如何理解这些马克思关于劳动力商品价值决定问题看似矛盾的论述呢?
我们必须首先充分认识到,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批判是为了

创立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济学说.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是资本

主义社会中的一个具有否定性的普遍阶级,“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

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①所以,马克思认为:“在自由工人

的概念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他是赤贫,潜在的赤贫.按照他的经济条件来说,
他不过是活的劳动能力而已.”②这就在理论上要求必须将劳动力商品的价值

量严格设定在一个相当有限的范围内才能充分揭示剩余价值的来源,即劳动

力的价值与其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额,因为“任何别的商品都没有这个差

额,因为任何别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从而它的使用,都不能提高它的交换价值

或提高从它得到的交换价值.”③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调说“劳动能

力作为商品,它的价值规定具有极重要的意义.”④(———着重号是笔者加的)
这样,在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视域下,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决定问题本身也就不

再重要了,“唯一重要的事情是,要把这个水平(即工人的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水

平———笔者注)看作是已知的、一定的.一切不是同这个水平的一定的量而是

同它的变量有关的问题,属于对雇佣劳动的专门研究,而不涉及雇佣劳动与资

本的一般关系.”⑤马克思在自己的经济学研究过程中曾经反复强调过这一

点,他说:“在所有这些关系中,都是以工人按价值出卖他的劳动能力为前提

的,也就是说,劳动的价格或者说工资是与劳动力的价值相符合的.我们已经

多次说过,这个前提是整个研究的基础.”⑥

　　可见,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决定并不是一个“理论

问题”而只是一个“理论假设”.这样,马克思通过这种理论假设成功地“绕过

了”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决定问题,使劳动力商品概念不至于陷入价值决定的逻

辑困境之中,同时也使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得到清晰的政治经济学

阐释,从而为无产阶级创建了一种革命的经济学说.然而,如果考虑到劳动力

商品的再生产和劳动者所掌握和占有的科学知识的积累效应的话,马克思关

于劳动力商品价值决定的理论假设毕竟无法从理论上最终解决“把价值规律

应用到劳动力这个商品时所碰到的逻辑上的困难”.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１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６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１０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２６卷,第１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１６．
同上书,１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４４．
同上书,２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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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辑 “劳动力资本化”何以可能? １３１　　

二、“双向对象化”:唯物辩证法视域下的人类劳动过程

　　众所周知,将经济学研究的某些重要范畴和问题置于唯物辩证法视域下

加以考察,这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个鲜明的理论特征和巨大的理论优势,从而

使“马克思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结成了一个严整的唯物世界观.”①科西克甚

至认为:“从«资本论»的解释史来看,科学(经济学)与哲学(辩证法)的关系是

问题的关键.”②事实上,既然“经济学所知道的唯一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价

值”③,而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即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

泉”④;既然“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和恩格

斯“最为注意的事情”,也是“他们做了最重要最新颖地贡献的地方,”⑤那么,
运用唯物辩证法来深入考察人类劳动过程的本质特征,应当是能够真正解决

把劳动价值论应用于劳动力商品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时所遇到的“逻辑上的

困难”的正确理论途径,同时也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化对马克思的

劳动力商品概念的认识并以此为理论切入点来系统构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劳

动力资本化理论的基本前提.

　　马克思认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

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⑥如果从“简单的抽象的要

素”来理解,劳动过程就“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

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

自然条件.”⑦可见,“物质变换”是马克思所理解的人类劳动的一般性质.显

然,劳动过程中的物质变换是一个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双向运动过程,而
绝不是人或自然的单方面的占有或给予,这也就决定了人类劳动过程的生产

作用必然会产生“双重效应”:一方面劳动过程生产出劳动产品,从而实现劳动

的对象化的客体化,即劳动的对象化结果表现为外在于劳动者的客体化的劳

动产品;另一方面,劳动也必然会生产出现实的、具体的劳动者本身,从而实现

劳动的对象化的主体化,即劳动的对象化结果表现为现实的、具体的“从事实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转引自列阿列昂节夫．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形成与发展方面的作用[M]．方钢、志
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２,３００．

卡莱尔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M]．傅小年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１９８９,１２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６５７．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尽管没有明确表述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但这一思想观点

始终贯穿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之中并可视为其基本原理.参见资本论[M]．第１卷．２１９、４２４．资本论
[M]．第３卷,１６７,等等.

转引自列阿列昂节夫．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形成与发展方面的作用[M]．方钢、志
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２,３０４~３０５．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２０１~２０２．
同上书,２０８~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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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际活动的人”①.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

生产主体.”②因此,人类劳动的对象化本质上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可称其为

“双向对象化”过程,而不能将它简单地等同于“外化”或“客体化”,因为它内在

地包含着劳动的客体化和劳动的主体化两个方面.科西克则不仅深刻认识

到:“人在劳动中对象化自身.”③同时还正确地指出,马尔库塞“把客观化与对

象化等同起来,这使它容易遭到主观主义的攻击,并给劳动问题的阐述带来了

一些混乱和不连贯性.”④

　　事实上,“双向对象化”是运用唯物辩证法考察人类劳动本质特征的必然

结论,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在唯物主义实践观基础上的关于人类劳动与

人类生产所始终坚持的基本观点.

　　早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前,马克思就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考察

了劳动过程对人本身的深刻影响.一方面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即资产阶级政

治经济学仅仅将工业生产理解为效用的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或财富的生产,
而没有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外化等意义上来理解而感到不满.马克思

认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

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

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上,而总是仅仅从外表的效用方面来理

解,在通常的、物质的工业中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

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⑤另一方面,马克思

又肯定了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合理内核.马克思认为,尽管黑格尔“对人

的自我产生的或自我对象化的行动”采取了“形式的和抽象的理解”⑥,但是黑

格尔却能够“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

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这恰恰正是黑格尔的“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

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⑦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
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

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⑧而“生
活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活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活的生产(通过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７３．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６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２９．
卡莱尔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M]．傅小年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１９８９,１５２．
同上书,１６３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１２７．其中,这里所说的心理学是借

用的费尔巴哈用来指称认识论的术语.参见同上,４９５注释．
同上书,１７６．
同上书,１６３．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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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辑 “劳动力资本化”何以可能? １３３　　

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①

可见,人类通过劳动过程来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这个物质生活一方面

包括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即人类劳动对象化的客体化结果,它表现为一种

“自然关系”,因为就劳动过程本身来说,“我们不必来叙述一个劳动者与其他

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②另

一方面还包括作为劳动主体的劳动者本身的生产,而作为人类劳动对象化的

主体化结果的劳动者,总是处于一定的、现实的、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并且作为

这种社会关系的活的物质载体而表现为“社会的个人”.因此,劳动者的生产

也就必然表现为“社会关系”的生产.③

　　马克思恩格斯将“生活的生产”理解为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双重关系”
生产的思想,由恩格斯后来进一步发挥为“两种生产”④的思想.恩格斯在«家
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序言中认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

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

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

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⑤另外,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

的作用»一文中还特别强调指出:“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它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
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但是劳动的作用还远不止于此.它是一切人类生活的

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
动创造了人本身.”⑥也是旨在强调人类劳动过程的双重作用,即一方面是对

自然界所提供的材料进行改造和加工,乃至创造出自然界本身所不曾产生过

的新的物质材料,从而生产出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

则是对劳动者自身的改造和生产过程,因为“当他通过这种运动(即劳动———
笔者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⑦

　　由此可见,在唯物辩证法视域下,人类劳动过程表现为一种“双向对象化”
的本质特征,即一方面表现为独立于劳动者之外的对象化客体,另一方面则表

现为内在于劳动者本身的对象化主体.然而,马克思在其经济学研究中并没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３３．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２０９．
笔者的这种理解与俞吾金先生的观点存在分歧.俞吾金先生认为:“马克思这里说的‘生活的

生产’包括以下两种生产:一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通过劳动),表现为社会关系;二是人的生产(通过
生育),表现为自然关系.”参见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当代意义的反
思[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３８１．笔者认为,无论是从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基本思想来
看,还是从这段话本身的前后逻辑顺序的对应关系来看,俞吾金先生的理解都值得商榷.

马克思也使用过“两种生产”的说法,但与恩格斯所说的“两种生产”的含义不同,它指的是物
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２６卷,第１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２９５．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２．
同上书,３７３~３７４．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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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有充分发挥“双向对象化”思想并将其运用于对劳动力商品的经济分析上来,
这未免令人感到疑惑.笔者认为,除了前面谈到的阶级立场与理论目的即政

治上的考虑之外,也不能排除黑格尔的“物化”和“异化”概念的影响.在黑格

尔看来,“物化”与“异化”并没有区别.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

的劳动过程时明确区分了这两个概念.马克思认为:“关键不在于物化,而在

于异化,外化,外在化,在于巨大的物的权力把社会劳动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

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①可见,马克思对这两个概念的区分仅仅

是从一般与特殊之间的关系上来区分的,即“物化”是人类劳动的一般特征,
“异化”则是“物化”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劳动过程的特殊表现形式,或者说,
“异化”也是一种“物化”,并且首先是一种“物化”,它只不过是人类劳动“物化”
的一般本质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获得的特殊社会规定性而已.同时,在
马克思看来,“异化”、“外化”和“外在化”具有相同的意义,其共同特征就是“单
向对象化”即人类本质的一种“外在化”过程.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

为:“物化劳动是作为对象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②可见,无论是“外化”、“异
化”还是“外在化”,在马克思那里更多强调的都是人类劳动过程中必然产生的

一种由内到外或由人到物的“单向”运动过程,即都只是强调独立于劳动者之

外的客体的“对象化”过程,而对于这种劳动过程对劳动者或劳动主体本身的

“生成效应”及其政治经济学意义却在理论层面上被严重忽视了.

三、“现实的个人”:“双向对象化”效应下劳动主体的生成

　　正如科西克所说:“如果能把劳动的辩证进程的分析与人的存在内在地联

系起来,劳动的进程就同时是人的特征的展示.”③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

讨人类劳动对象化对劳动主体自身的“生成效应”,或者说,人类劳动对象化的

主体化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出来的具体特征.

　　首先,作为劳动过程的一个方面或一个环节的劳动对象化的主体化,必须

以劳动者的“活的躯体”的客观存在为前提,而绝不能像马克思所批判的资产

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那样,试图“硬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④

　　马克思指出:“生产的原始条件表现为自然前提,即生产者生存的自然条

件,正如他的活的躯体一样,尽管他再生产并发展这种躯体,但最初不是由他

本身创造的,而是他本身的前提;他本身的存在(肉体存在),是一种并非由他

创造的自然前提.被他当作属于他所有的无机体来看待的这些生存的自然条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６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３６０．
同上书,５１４．
卡莱尔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M]．傅小年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１９８９,１５０．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２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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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辑 “劳动力资本化”何以可能? １３５　　

件,本身具有双重的性质:(１)是主体的自然,(２)是客体的自然.”①从这个意

义上讲,作为劳动的对象化主体的劳动者,并不是指他的作为生理学意义上的

躯体本身,而是首先指对作为劳动前提而已经存在着的生理学意义上的躯体

的改造,也就是对劳动者作为其进行劳动的前提的“主体的自然”的改造.比

如,“只是由于劳动,由于总是要去适应新的动作,由于这样所引起的肌肉、韧
带以及经过更长时间引起的骨骼的特殊发育遗传下来,而且由于这些遗传下

来的灵巧性不断以新的方式应用于新的越来越复杂的动作,人的手才达到这

样高度的完善,以致像施魔法一样造就了拉斐尔的绘画、托瓦森的雕刻和帕格

尼尼的音乐.”②然而,对于那些不经历一定的学习和训练等形式的劳动过程

而仅仅作为“活的躯体”的劳动者来说,绝不会具有一双能够欣赏音乐的耳朵,
因为“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③

　　其次,作为劳动过程的一个方面或一个环节的劳动对象化的主体化,对劳

动者的生理学意义上的躯体的改造是相当有限的,甚至从外观上难以察觉.
唯物辩证法认为,人类不同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在于,人类能够在劳动实践过程

中能动地产生对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认知关系,这种认知关系主要表现为人

类的脑力劳动过程,从其劳动产品的特征来看,则表现为科学知识等精神产品

的生产过程,马克思将其称为“精神劳动”和“精神生产”.④

　　事实上,人类的脑力活动或思维过程本身就是物质运动的一种形式,精神

劳动首先是一种物质劳动过程,因为它一刻也离不开物质资料的参与和消耗.
同时,作为认知活动的脑力劳动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在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

质变换的基础上实现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信息变换,也就是人对客观世界在头

脑中的反映即意识的产生,从而生产出作为自然科学知识的精神产品,而如果

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必然产生的客观的社会关系(主要是生产关系)考虑在

内的话,这种作为认识活动的脑力劳动还包括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信

息变换,从而生产出作为社会科学知识的精神产品.由于生产精神产品的信

息变换是一种以物质变换为基础而又高于物质变换的人类特有的生产活动,
马克思也将精神产品的生产称为“最高的”生产.⑤ 从这个角度来看,精神劳

动对象化的主体化过程,也就是劳动主体对科学知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等精神产品的掌握和占有的过程,这就使作为人类劳动产品的科学知识内化

于劳动者本身并与劳动主体获得了一体化的存在形式.

　　再次,人类劳动的对象化结果并不仅仅是作为某种使用价值或物质财富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６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４８８．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３７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１２６．
参见拙文．“精神劳动”与“精神产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读[J]．东岳论丛,２００８(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２６卷,第１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２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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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而外在于劳动主体的物质产品,而且还有内在于劳动主体的以科学知识(自然

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主要内容的精神产品.或者说,人类劳动的对象化结果具

有“双重效应”,是一种“双向对象化”过程,它只能在对劳动过程中的主体与客

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辩证运动过程中加以理解,即物质产品的生产和精神产

品的生产是同一个人类劳动过程的两个方面.也只有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能

全面理解马克思经济学中的社会生产概念,否则必然会在认识人类劳动本质

问题时陷入某种意义上的形而上学.

　　比如,考茨基在嘲笑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序言提出的

“两种生产”的观点时曾说:“是的,它实际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纯粹是‘生
产’一词的文字游戏.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的生产是实质上完全不同的两个

过程.第一个过程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因而是社会生活发展的基础.
‘人’的‘繁殖’则纯粹是自然历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技术———至少到目

前为止———还没有引起丝毫的变化,因为它不能引起任何历史变化.”①显然,
由于考茨基仅仅将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理解为人类劳动的“单向对象化”过
程,从而将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从事这种物质生产活动的“现实的个人”②

的生产割裂开来,仅仅将人的生产理解为一种与动物界的繁殖没有什么本质

区别的“自然历史的过程”,而他竟然没有察觉到,离开了掌握一定生产知识和

技能的现实的社会个人的形成与发展,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中所需要的“技术

的发展”及其“不断变化”又从何而来和何以可能?

　　最后,作为劳动的对象化主体的劳动者总是现实的、具体的而绝不是抽象

的人,即劳动者始终都是处于一定的、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关系中的社会个人.
可见,仅仅认识到人类劳动“双向对象化”本质还远远不够,这种认识还仅仅是

“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它不过是

作为人类生产的一般条件和抽象要素,而“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

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③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

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④而任何一种社会关

系总是以这一社会的生产关系为基础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有时甚至将

社会关系与生产关系在同等含义上使用.比如,马克思在论及资本家与雇佣

工人之间的关系时指出:“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

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⑤显然,这里的社会关系与生产关系具有同等含

①

②
③
④
⑤

转引自BH托尔斯蒂赫等．精神生产———精神活动问题的社会哲学观[M]．安起民译,北
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８２．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６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６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２５．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５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６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４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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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辑 “劳动力资本化”何以可能? １３７　　

义.列宁也认为,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创立唯物史观,就在于“他所用的方法就

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

产关系来,并把它当作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①因此,我们

不能止步于对人类劳动“双向对象化”本质特征的一般性认识,而应当将其置

于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加以分析,才能理解人类劳动的“双向对象

化”所必然获得的社会经济规定性,从而为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应用于劳动

力商品本身的研究提供逻辑可能性和理论合理性.

四、劳动力资本化:“双向对象化”效应下劳动力

商品价值决定问题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如果仅仅从人类劳动的一般条件或抽象要素的角度来看,与劳动主体一

体化存在的精神产品作为人类认知活动或精神劳动的产物,首先是一种对“人
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②生理耗费而形成的生理学意义上的抽象劳动的

凝结或物化,表现为劳动对象化的主体自身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结果,那么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劳动主体在劳动过程中由认知活动或精神劳动

而产生的,并且内化于劳动者自身的以科学知识(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为主要内容的精神产品,也就必然表现为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抽象劳动的凝

结或物化,

　　从而获得了价值的社会经济规定性.③ 由于人类对于自然和社会具有无

限的认知能力,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社会和思维本身的运动规律的探索具有无

限可能性.正如马克思所说:“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

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空间.”④对于单个劳动主体来说,如果暂时撇开其

他生产过程中的一切“物的因素”不谈,只要劳动主体的作为“积极存在”的生

命时间没有完结,他(或她)就具有研究、学习和应用科学知识的基本必要条

件,而他所付出的研究、学习和应用科学知识的劳动时间也就必然成为凝结或

物化为价值,这个单个劳动主体所进行的研究、学习和应用科学知识的劳动也

就成为创造价值的精神生产劳动.

　　如果进一步考虑科学知识等精神产品的再生产过程,那么这部分已经与

劳动者获得一体化存在形式的科学知识则一方面表现为劳动过程所需要的精

①
②
③

④

列宁选集[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６．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５７．
笔者认为,在马克思著作中实际上存在两种意义上的抽象劳动,即“经济学意义上的抽象劳

动”和“生理学意义上的抽象劳动”,但是马克思并没有作出区分和说明,导致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其著
作中交织着,后一种含义的抽象劳动则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关于“经济学意义上的抽象劳动”和“生理
学意义上的抽象劳动”的详细探讨,参见拙文．马克思“抽象劳动”概念探析[J]．当代经济研究,２００９(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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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神形态的劳动资料,另一方面又表现为精神生产劳动所需要“加工”或“改造”
(也就是进一步思考、研究和探索)的精神形态的劳动对象.而这个再生产过

程的新的结果即新生产的精神产品又会进一步表现为劳动对象化的主体形

式,成为内化在劳动者自身的新的精神产品,同时也就是凝结或物化于劳动主

体的新创造的价值.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对于单个劳动主体的精神生产劳动

来说,以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的精神产品事实上承担着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

的双重经济职能,从而表现为精神形态的生产资料(简称为“精神生产资料”①

).尤其重要的是,这部分精神形态的生产资料作为劳动对象化的客观结果与

劳动主体处于一体化的存在状态,不仅表现为劳动对象化的主体化结果,还必

将作为劳动主体的精神生产劳动过程进一步展开的前提,从而也就必然随着

劳动主体的生命活动不断展开和劳动主体的自我发展的实现获得精神生产资

料的自我积累,这同时也就是劳动力商品的资本化过程.也就是说,劳动主体

作为“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和“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

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②在其社会生产劳动过程中并“不是在某一种规

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

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之中.”③或者说,社会生产劳动过程中的现实的

劳动主体在其整个生命活动中始终是一个尚未完成的社会存在主体,他(或
她)始终处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④的不断生成过程中,这诚如科西

克所说:“‘劳动是什么’和‘人是谁’这两个问题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⑤

　　通过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人类劳动过程的考察可知,即使从撇开不同经济

社会形态中的具体社会生产方式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来讲,人类劳动过程

也不仅仅是一个人与自然之间的单纯“物质变换”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在“物质

变换”基础上人与自然之间的“信息变换”过程,这种“信息变换”也就表现为人

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过程或意识的生产过程.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实践、
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

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
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⑥或许只有从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全面

理解马克思关于生产的如下判断,即“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

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⑦这里的“占有”一词,马克思所使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关于作为经济学范畴的“精神生产资料”的具体探讨,参见拙文．西方人力资本概念的劳动价
值论阐释[J]．当代经济研究,２００７(８)．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７３．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６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４８６．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７３．
卡莱尔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M]．傅小年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１９８９,１４９．
毛泽东选集[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２７３．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６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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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辑 “劳动力资本化”何以可能? １３９　　

用的是“Aneignung”,它是从动词“aneignen”转变过来的,含有攫取、占据和占

取的意思,包含着整个生产过程.① 显然,这个生产过程也必然是作为“从事

实际活动的人”和“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

发展过程中的人”的生成过程.

　　既然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包含着物质财富的生产与精神财富的生产两方

面,那么“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
则至少应当如下包含三层含义:第一,人类对自然界物质材料的直接地占有、
加工和使用等;第二,人类在社会生产实践过程中对自然运动规律与社会运动

规律即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的认识、研究和掌握(占有)等;第三,人
类通过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运用,从而对自然力和社会力的利用、控
制和占有等.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为什么将科学

理解为“历史发展总过程的产物,它抽象地表现了这一发展总过程的精华.”②

因此,马克思认为,掌握和占有科学知识等精神生产资料本身就是占有财富的

一种具体实现形式,因为科学知识本身就是“财富的最可靠的形式,既是财富

的产物,又是财富的生产者”,“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③.

　　显然,人类劳动过程内在地包含着以信息变换为特征的认知过程或精神

生产过程,否则我们也就无法理解马克思所始终追寻的通过占有“一般生产

力”和“了解”自然界而实现了“作为社会体而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的全面

发展的“社会个人”④何以能够历史地被“生产”出来.可见,既然“人本身”就
是“主要生产力”⑤,那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必然要与人本身的发展相伴

随,而不论实现这种发展的道路是多么曲折漫长或者是以何种形式付出怎样

的历史代价.其实,这种辩证发展的思想自黑格尔以来就已经深入人心,“但
是,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把这个思想具体地实际运用于每一个研究

领域,又是一回事.”⑥因此,如果将人类劳动过程仅仅理解为单纯的“物质变

换”,也就是说,如果忽视人与自然之间的“信息变换”以及由此对于一个现实

劳动主体的生成过程的深刻影响即对“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的“生成效应”,也
就忽视了人类劳动实践过程中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运动规律的认知过程

即精神财富的生产过程,必将抛弃唯物辩证法的思想精髓,从而导致马克思所

考察的人类劳动过程陷于一种“自然思辨”的理论指责下或者是仅仅停留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对于“占有”一词的德文用法的考证,参见马克垚．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J]．史学理论研
究,１９９３(２)．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８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３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６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３４．
同上书,２１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６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４１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２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３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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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自然思辨”的理论层面上.① 难怪卢卡奇在对其«历史与阶级意识»进行自我

批评时认为,研究唯物辩证法对“劳动”的“遗忘”,使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失去

了“最重要的现实支柱”,并导致“以真正的唯物主义观点来理解的劳动与劳动

者的进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必须消失.”②

　　事实上,马克思已经指出:“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总是

表现为社会生产过程的最终结果.具有固定形式的一切东西,例如产品,等
等,在这个运动中只是作为要素,作为转瞬即逝的要素出现.”③因此,从根本

上讲,只有具备“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能力”④的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

性和联系的人”和“具有高度文明的人”⑤才是人类更高级的经济社会形态的

最重要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意义上的“社会个人”只能在“以资本为基

础的生产”⑥过程中历史地生成.马克思在专门批评资产阶级经济学对人类

劳动问题上的形而上学观点时指出:“直接的劳动时间本身不可能像从资产阶

级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所看到的那样永远同自由时间处于抽象对立中,这是不

言而喻的.”⑦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直接的劳动时间”已经突破了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的狭隘界限而作了进一步的历史延伸.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

中,直接劳动时间表现为雇佣劳动的强制劳动时间,这种“直接的劳动时间”并
不属于劳动者本人,它表现为资本家对自己购买的劳动力商品的使用,劳动者

表现为为他人生产财富的手段.在“更高的生产方式”中,自由时间与直接的

劳动时间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享有自由时间的人也就成为“直接的劳动时

间”的主体,劳动者由于获得这种主体地位而又以“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

过程”⑧,这个直接生产过程表现为通过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而实现对科学

知识的掌握和占有,从而表现为“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

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

发展.”⑨

　　黑格尔指出:“有限自身的本性,就是超越自己,否定自己的否定,并成为

无限”可见,使有限转化为无限的,不是外在的力量,而是它(有限)的本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比如,德国哲学家施密特认为:“如同一切自然被社会所中介一样,反过来,社会作为整个现实
的构成要素,也被自然所中介.这种联系就是马克思那里所隐含着的自然思辨的特征.历史地更迭的
各个社会经济形态,是同样数目的自然之自我中介的方式.”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M]．欧力
同等译,赵鑫珊校．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７８．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１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６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２２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６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１０４．
同上书,３９２．
同上书,３９２．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６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２２５．
同上书,２２６．
同上书,２１８．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M]．第５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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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辑 “劳动力资本化”何以可能? １４１　　

性.列宁将其称为“事物本身、自然界本身、事件进程本身的辩证法.”①根据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由商品到资本的转化,就是商品价值量的有限性对自身

的超越,这种超越只有通过劳动力商品而没有其他任何商品能够实现,因为只

有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劳动本身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也是商品转化为资

本的唯一的活的源泉.然而,马克思将其劳动力商品概念的全部经济内容设

定为可“还原”的一定数量的、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即生产和再生产“严格

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所需要的全部生活资料的价值.其实,这种对劳动

力商品在价值量上的设定或限定,就已经内在地包含着劳动力商品超越自身

价值量的因素.可见,马克思将劳动力商品概念作为严格设定的雇佣劳动的

对应物,实际上是对劳动力商品价值量的一种理论规定,这种对劳动力商品价

值量的有限性规定,使劳动力商品概念始终具有超越自己、否定自己,进而并

入到自我增值的无限运动中的本性,从而表现为由劳动力商品向劳动力资本

转化的必然趋势.因此,当劳动力商品在劳动过程的“双向对象化”效应下超

越限定自身的“严格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概念所容纳的价值量时,客观

上要求抛弃自己原来的经济形式即劳动力商品的经济规定性,从而实现由劳

动力商品向劳动力资本即新的经济形式的转化.可见,转化为资本的劳动力

本质上是对仅仅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即表现为马克思所严格设定的雇佣劳动)
的一种积极的扬弃.

　　实际上,如果遵循马克思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铁的逻辑”②必将发现,人
类劳动过程的“双向对象化”效应使劳动力商品与劳动力资本之间始终存在着

一种内在逻辑张力,即一方面,在劳动主体自身的劳动过程中必然始终存在着

劳动力商品超越其最初有限的经济内容进而向劳动力资本转化的客观趋势;
另一方面,必然存在着由劳动主体掌握和占有的、以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的精

神生产资料(作为价值实体)在其自身的劳动过程中不断增加和积累的客观趋

势.正是在劳动力商品向劳动力资本转化的进程中,价值这个作为抽象劳动

的凝结或物化的“普遍的东西”,“它不仅没有因为自己的辩证的前进而丧失什

么,也 没 有 丢 下 什 么,而 且 还 带 上 一 切 收 获,使 自 身 不 断 丰 富 和 充 实 起

来”③可见,由劳动力商品向劳动力资本的过渡或转化本质上是一种从

“内容向内容前进”④的辩证发展过程,从而使劳动者在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中

不仅“更新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世界,同样地也更新他们自身.”⑤正是通过抽象

劳动凝结或物化而形成的价值实体,为劳动力商品与劳动力资本之间的辩证

①
②
③
④
⑤

同上书,９２．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１６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３５３脚注③．
转引自列宁全集[M]．第５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２００．
同上书,１９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６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２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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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转化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本质和联系的中介.劳动力资本对劳动力商品的否定

是一种产生新的经济规定性的、结果式的否定.相对于作为先行概念的劳动

力商品来说,劳动力资本是劳动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到的一个具有更加

丰富经济内容的阶段,“它是一个新的概念,只是比先行的概念更高,更丰富;
因为它由于成了先行概念的否定或对立物而变得更丰富了,所以它包含着先

行的概念,但又比先行概念更多一些,并且是它和它的对立物的统一.”①

　　如果说,“劳动是一个进程,其中发生的是一种变形,即辩证的中合.这种

辩证的中合不是对立面的平衡,也不是二律背反(antinomy)中的对立两极.
宁肯说,它是在转化过程中达到的对立面的统一.辩证的变形是形成新东西

的变形.辩证的变形是具有新质的东西的产生.”②那么,从唯物辩证法和马

克思劳动价值论相结合的理论视角来看,对劳动力商品来说的,这个形成的

“新东西”不正是转化为资本的劳动力吗? 或者说,劳动力由商品向资本的转

化,不正是劳动力商品所获得的“新质”即新的经济规定性吗? 可见,劳动力资

本化本质上既是对劳动力商品的辩证否定过程,也是对劳动者劳动能力的现

实发展过程,而这恰恰是由劳动力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即创造价值的唯一活

的源泉的经济规定性所决定的,由此也就决定了劳动力商品向劳动力资本转

化所必然具有的特殊经济内容和不可逾越的历史限度,即服从于追求价值增

值的资本逻辑.③ 因此,“双向对象化”效应是运用唯物辩证法考察人类劳动

过程本质特征的必然结论,而劳动力由商品向资本的转化,则是在遵循马克思

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将人类劳动过程的“双向对象化”特征运用

于劳动力商品自身的必然逻辑结果.

五、简短总结与理论展望

　　从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多年的发展历程来看,建立一个不断趋于完善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客观要求,一切社会资源(包括劳动

力)都必将被纳入到商品化、市场化从而并入到“资本一般”逻辑即追求价值增

值的无限运动过程中,这是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社会经济体制变迁的必

然逻辑.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追求价值增值的“资
本一般”逻辑的历史统治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充分利用“资本一般”的价

值增值逻辑才能充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

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④,才能将“多方面的

①
②

③
④

黑格尔．逻辑学[M]．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６,３６．
卡莱尔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M]．傅小年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１９８９,１５１．
参见拙文．关于实现“按劳分配”理论创新的思考[J]．经济学家,２０１０(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６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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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辑 “劳动力资本化”何以可能? １４３　　

需求以及全面能力”的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和“具有高度

文明的人”历史地生产出来,从而为实现向更高级的经济社会形态的演进创造

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①

　　在这种新的时代条件下,人类劳动所固有的“双向对象化”的本质特征决

定了劳动力商品向劳动力资本转化的历史必然性和逻辑合理性.事实上,随
着社会生产劳动的日益科技化和知识化,科学与劳动的普遍结合已经突破了

马克思劳动力商品概念得以产生的“特有的生产条件”即科学与劳动的“绝对

的分裂或分离”,从而改变了生产条件本身的分配状况,而“这种分配关系赋予

生产条件本身及其代表以特殊的社会性质.它们决定着生产的全部性质和全

部运动.”②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部政治经济学内涵有待于

重新认识和阐发,而这恰恰正是推进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题中

应有之义.恩格斯早已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内容”都来自建立在

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③.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理论

内容”也就应当来自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构建起来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从“商品”到“资本”既是一个经济上的质的

飞跃,也是一个理论上的质的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当代中国,将马克思

的劳动力商品理论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之中加以重新考

察,以唯物辩证法为方法论指导和坚持马克思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基本原理为

基础,系统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力资本化理论,是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中国化进程的理论要求和时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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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Can“LaborForceCapital”BePossible?
———theResearchofMarx’sConceptionof“LaborForceCommodity”

fromtheMaterialisticDialecticsPerspective

RenZhouhong

　　Abstract　Howtosolvethisproblemofdeterminingthesizeofthe
magnitudeofvalueoflaborforcecommodity?Itisanunavoidabletheoretical
conundrumforMarx’slaborvaluetheory．“Twowayobjectification”isan
inherentfeaturefortheprocessofhumanlaborfromthematerialisticdialecＧ
ticsperspective,therealisticlaborerwhopursueactuallypracticalactivity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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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辑 “劳动力资本化”何以可能? １４５　　

theproductsoflaborprocess．ThesocialistmarketeconomymodewithchiＧ
nesecharacteristicsissubmittingtothehistoricruleofthelogicof“capital
ingeneral”,commodityisstilltheelementsofwealth,labor,themostbasic
lifeactivitiesofhumanbeing,appearsasabstractlaborwhichcondensesinto
thesubstanceofvalue．Therefore,onthebasisofthematerialisticdialectics
andthefundamentaltenetsofMarx’slaborvaluetheory,thecapitalization
oflaborpowerisaninevitableconclusiontoMarx’stheoryoflaborforce
commodity．
　　Keywords　labourforcecommodity　“Twowayobjectification”　laＧ
bourcapitalizationthelogicof“capitalin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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