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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收入分配的“地位论”
和“贡献论”的演进及启示

乔　榛

　　内容提要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初次收入分配呈现出一个

劳动份额不断缩小的趋势,而且时至今日也没有出现扭转的迹象,这不仅有碍

社会和谐,而且也不利于经济持续增长.分析初次收入分配的各要素收入的依

据和份额,是经济学长期关注的课题,亚当斯密最早就该问题提出“地位论”

和“要素论”两种观点,这成为后来经济学研究初次收入分配或要素收入分配的

逻辑起点,由此发展起来的马克思经济学的初次收入分配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要

素收入分配理论以及在当代出现的新特点,这可以成为我们分析初次收入分配

的重要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进而还可以以此解读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初次收

入分配变迁的原因以及寻求我国目前初次收入分配格局调整的出路.

　　关键词　初次收入分配　地位论　贡献论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１２－０５

　　作者简介:乔榛(１９６４－),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在我国目前初次收入分配格局中显现出来的劳动者收入差距和劳动份额

偏低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和谐的一个非常突出的因素,然而,改变这种

收入差距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如此,我国的初次收入分配视乎陷入一个

“陷阱”,而怎样理解形成这一“陷阱”的原因,以及如何摆脱目前初次收入分配

的这种困境,成为当前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面临的一个难题.本文立足于初

次收入分配中各要素地位和贡献的理论分析和演进规律,来解读初次收入分

配中各要素收入份额变化的原因,进而借此找到摆脱我国目前初次收入分配

困境的出路.

一、初次收入分配的“地位论”和“贡献论”的斯密探源

　　初次收入分配的各要素份额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点.
而最先对此进行系统分析的当属西方经济学的奠基者———亚当斯密.在斯

密的经济学中蕴含了许多经济学理论的逻辑起点,而且更为突出的一个特点

是,在斯密的经济学中可以找到许多对立的经济学理论的源头.关于初次收

入分配或要素收入分配,斯密的理论中就有两种不同取向的分析.在论述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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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品价格的组成部分时,斯密进行了一次历史性考察,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尚

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劳动的全部生产物都属于劳动者自己,一种物

品通常应可购换或支配的劳动量,只由取得或生产这物品一般所需要的劳动

量来决定.”①“资本一经在个别人手中积聚起来,当然就有一些人,为了从劳

动生产物的售卖或劳动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上得到一种利润,便把资本投在

劳动人民身上,以原材料与生活资料供给他们,除了足够支付原材料代价和劳

动工资外,还须剩有一部分,给予企业家,作为他把资本投在这企业而得到的

利润”② ,也就是说,当资本产生之后,劳动的全部生产物,就不再是都属于劳

动者的了,而大多要与雇用他的资本所有者共享,“一般用于取得或生产任何

一种商品的劳动量,也不能单独决定这种商品一般所应交换、支配或购买的劳

动量.很明显,还须在一定程度上由另一个因素决定,那就是对那劳动垫付工

资并提供材料的资本的利润.”③ “一国土地,一旦完全成为私有财产,有土地

的地主,像一切其他人一样,都想不劳而获,甚至对土地的自然生产物,也要求

地租.”④ 因此,“无论在什么社会,商品价格归根结底都分解成为那三个部分

或其中之一.在进步社会,这三者都或多或少地成为绝大部分商品价格的组

成部分.”⑤

　　在斯密如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要素收入分配的“地位论”的观

点.作为劳动价值论的最早阐述者,斯密不仅提出价值的劳动决定问题,即
“劳动不仅衡量价格中分解成为劳动的那一部分的价值,而且衡量价格中分解

成为地租和利润的那些部分的价值.”⑥ 而且还提出价值的按要素贡献分配问

题,即“构成一国全部劳动年产物的一切商品价格,必须由那三个部分构成,而
且作为劳动工资、土地地租或资本利润,在国内不同居民间分配.”⑦ “不论是

谁,只要自己的收入来自自己的资源,他的收入就一定来自他的劳动、资本或

土地.来自劳动的收入称为工资.来自运用资本的收入成为利润.”⑧ 因此,
这实际上表明,斯密将价值决定问题和价值分配问题是分开的,其中价值分配

体现的是一种贡献根据,从这个角度讲,斯密又开创了一个要素收入分配的

“贡献论”的观点.然而,这并不是斯密要素收入分配理论的全部,当他进一步

分析各个要素在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额时,模糊了要素的贡献性,而转向要素

的地位问题.

　　斯密在论劳动工资时指出:“劳动者的普通工资,到处都取决于劳资两方

所订的契约.这两方的利害关系绝不一致.劳动者盼望多得,雇主盼望少给.
劳动者都想为提高工资而结合,雇主却想为减低工资而联合.”⑨ 而劳动者与

雇主在契约中地位,这在斯密看来是一个很容易判断的问题,因此,他又指出: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M] 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７,４２、４３、４４、４４、４５、４４~４５、４６~４７、４７、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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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次收入分配的“地位论”和“贡献论”的演进及启示 ７５　　　

“雇主的人数较少,团结较易.加之,他们的结合为法律所公认,至少不受法律

禁止.但劳动者的结合却为法律所禁止.有许多议会的法令取缔为提高劳动

价格而结合的团体,但没有一个法令取缔为减低劳动价格而结合的组织.况

且,在争议当中,雇主总比劳动者较能持久.”①非常明显,要素在收入分配中

所得到的份额又取决于要素的相对地位,而决定这种地位的不仅有经济因素,
而且还有政治因素.在经济上,资本所有者相对于劳动者具有更充分的生活

基础;在政治上,国家对资本所有者给予更多的支持,这反映出在资本主义发

展的早期,国家对经济有着较深度的干预,而不仅仅是一个守夜人的角色.正

是资本具有的优势和国家对资本的支持,决定了要素收入分配的资本优势地

位十分明显.

二、初次收入分配的“地位论”和“贡献论”的发展与争论

　　在斯密经济学中包含的要素收入分配的“地位论”和“贡献论”综合,为后

来的经济学关于要素收入分配的分析提供了不同的逻辑起点.自古典经济学

体系终结之后,经济学的发展形成了两个基本的取向:一个是对古典经济学的

庸俗化转向而逐步形成的新古典经济学;另一个是对古典经济学的革命化转

向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两种经济学都从一个方面发展了斯密

的要素收入分配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发展了斯密要素收入分配的“地位论”,形成了一个在坚持

劳动价值论前提下的资本主义分配理论.劳动力成为商品使人类社会的简单

生产劳动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实

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用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

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②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由雇

佣工人创造的新价值必然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作为劳动力价值或价格成

为工人的收入;另一部分是作为资本的剩余价值成为资本家的收入.这样的

分配体现了斯密对劳动价值论与要素收入分配的关系,即商品的价值是由劳

动形成的,但是对商品价值的分配并不是劳动者垄断,资本和土地私有权一定

要在价值的分配中得到体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所形成的新价值的分

配,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关系.至于资本和劳动力在新价值的分配中

各自能够得到多少,这完全取决于资本家和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
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的代表,他的灵魂全部附着于资本增值的身上,最大

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成为他们的唯一目的.如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分

①
②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６０．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３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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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就会形成一种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竞争(或斗争)的格局.在这种竞争(或斗

争)中,资本家和工人谁能够取得优势,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迁中具有较

为复杂的表现.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资本对劳动的优势还不明显,资本对

劳动的经济强制也不突出,因此,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斗争中国家会深度介

入.这正如马克思所讲的:“资本在它的萌芽时期,由于刚刚出世,不能单纯依

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榨取足够的剩余

劳动的权利.”①因此,从１４世纪中叶到１７世纪末,包括英国、法国等资本主

义相对发达的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劳工法»,实现了在法律上强制地规定了

最高工资和工作日界限.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走向成熟的阶段,生产方式

的变革实现了从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到以劳动资料为起点的生产机构的转

变,随之,资本积累过程也出现了一个时刻,那时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成为

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这时,资本对劳动具有了经济上的强制,从而资本家

对工人的斗争也取得绝对的优势.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资本主义生产表现出

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

　　新古典经济学继承并发展了斯密要素收入分配的“贡献论”,形成了一个

以均衡价格为基础的要素均衡价格的初次收入分配理论.在斯密的分配理论

中,要素获得收入要取决于它们在生产中所做出的贡献.新古典经济学的分

配理论完全继承了斯密分配理论的这一部分,并以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扩展

了斯密的分配理论.生产要素价格决定的主要理论基础是所谓的边际生产力

分配论.该理论最先由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提出.他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

和边际生产力递减的前提下,一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取决于其边际生产力.②

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对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加以改进,进一步提出,生产要素价

格不仅取决于其边际生产力,也取决于一些其他的因素.边际生产力只是决

定要素需求的一个方面,厂商在决定对要素需求时还要考虑要素的边际成本,
只有当使用要素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相等时,厂商才在要素使用上达到了

利润最大化.此外,要素的供给也是决定其价格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要素

的市场价格与其他商品一样,也是其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共同决定.③ 按照

新古典经济学建立起来的这样一种要素收入分配理论,劳动者工资就决定于

劳动者的劳动供给与厂商对劳动的需求均衡所达到的劳动价格水平;资本利

息决定于资本所有者的资本供给与厂商对资本的需求均衡所达到的资本价格

水平;地租决定于地主的土地供给与农业资本家对土地的需求均衡所达到的

土地租金水平.

　　在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中表现出来的这两种不同的要素收入分

①
②
③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３００．
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２６０．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１７版)[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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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理论,虽然有着共同的起源,但是,它们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取向,其中,我们

不仅可以看到它们理论取向上的差异,而且还可以看到它们代表着不同的阶

级利益.

　　马克思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因此,分配

的对象是劳动创造的新价值,但这种新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分配却

决定于特殊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具有两个重要的特点:
一个是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另一个是产品是资

本家的所有物,而不是直接生产者工人的所有物.这决定了马克思的收入分

配与作为分配对象的新价值的创造并不是一回事.因此,要素收入分配实质

上是各要素所有者在生产中的地位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雇佣

劳动决定了资本所有者在生产中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因此,资本所有者拥有收

入的分配权,但是,这些收入并不是由资本创造的,而是由工人创造的,如此,
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问题.当然,马克思决不会认为

资本所有者不应该得到一部分收入,他对收入分配的研究主要是关注了工人

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以及由此决定的工人获得收入的份额.而对于工人在

生产过程中地位,马克思认为这主要决定于资本所有权,以及劳动力变成商品

的事实.因此,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收入分配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人

占有.

　　新古典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抛弃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而建立在一种

要素价值论的基础之上,即凡进入生产过程中的各要素都在创造价值.因此,
这就为斯密要素收入分配的“贡献论”提供了新的依据.既然各要素在生产过

程中都是价值的创造者,那么它们之间的地位就是平等的,它们各自在收入分

配中获得的份额主要决定于在价值创造中所做出的贡献.在此基础上,新古

典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取向就是如何确定各要素在生产中的

贡献,边际生产力论和要素价格理论因此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收入分配的理论

基础.而新古典经济学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如此分析,其阶级立场非常明确,就
是在收入分配中不存在任何一种要素所有者对其他要素所有者的剥削.从这

个角度来看,马克思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要素收入分配

理论,它们之间的对立是十分明显的.不过,新古典经济学会遇到一个难题,
即虽然各要素获得收入的依据都是充分的,但各要素之间一定会出现收入分

配的差距.对此,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给出一个解决的方案,它们决不会认同

马克思所指出的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来解决各要素之间收入差距的问

题.

　　在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围绕要素收入分配所提出的不同理论以

及所表现出的不同阶级倾向中,实际上包含了一个关于收入分配的功能上的

难题.收入分配作为从生产到消费的一个环节,其首要的一个功能就是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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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可以满足消费,这体现出的一种自然要求就是要实现分配的公平,尤其在

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这种公平更被界定在平等的意义上.而收入分

配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环节并形成对生产的关系时,这种分配被要求需要完

成一个新功能,就是起到促进生产发展作用,因此,收入分配要具有效率.如

果要问为什么亚当斯密把要素收入分配的“地位论”和“贡献论”融合在自己

的理论中,那么可能的一种解释就是他认识到了收入分配需要实现这两种功

能.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

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

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

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

逾越的界限.”①因此,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形成后的经济学将不可避免地陷入阶

级斗争的阵营中,这一点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从来不回避.然而,这并不是经济

学的宿命,经济学对阶级斗争的关注会随着阶级斗争的形式的变化会有新的取

向.因此,经济学的要素收入分配理论也会在新的阶段产生新的内容.

三、初次收入分配的“地位论”和“贡献论”的当代特征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要素收入分

配出现了新的特征.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不断的技术革命的推动下逐步演变,特别是第二次

世界大战之后逐步发展起来的信息技术引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又一次质的

飞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做的经典分析,为分析和

理解资本主义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马

克思的那个时代经历了三个重要的阶段,即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
而这三个阶段表现出来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包括协作)中以劳

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②.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变革的历史中,虽然资本始终处于支配地位,但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关系

却经历了一个演进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初期,劳动者在生产

过程中具有突出的地位,因此劳动虽然受雇于资本,但是劳动者在生产中的这

种功能决定了他们在分配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正是劳动者在协作和工场

手工业这两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特殊功能和地位,使得这个时期的资本

家对工人的雇用受到国家的保护和偏袒.而发展到机器大工业这一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时期,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机器取代了劳

①
②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１６．
同上书,３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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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成为生产过程的主导者,而劳动力只是屈从于机器的附庸.这种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带来了劳动者地位的彻底改变,而这种改变为资本对劳动的经济

强制提供非常有利的条件,这意味着资本对劳动取得了绝对统治的权力.这

种权力体现在收入分配中就会出现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巨大差距,而围绕这

种差距就出现了“地位论”和“贡献论”两种对立的观点.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演进到更先进的信息技术阶段,这种生产方式是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中没有分

析的,不过我们完全可以沿着马克思的分析逻辑关注这种生产方式.如果说在

协作和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生产过程中是以劳动力为起点,而在机器大工业时期

的生产过程中是以劳动资料为起点,那么到了信息技术阶段,知识的特殊作用突

出了人力资本的作用,从而使具有知识的劳动者取得了生产过程中的主导地位.
这带给收入分配一种新的影响,劳动的贡献又一次突出来,有知识的劳动的地位

大大地提高了,在这种局势下,要素收入分配的“地位论”和“贡献论”又有了新的

特点.这一方面表现为劳动者特别是有知识的劳动者重新成为生产机构的起

点,从而使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具有一定的优势,另一方面表现为知识劳动者确

实在生产过程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这个时期人们以服务和品牌为主

的消费使得知识劳动者的作用更加突出,这也加强了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

优势.正是这种生产方式决定的收入分配中劳动者地位和贡献的改变,使得

劳动者的收入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得到大大地改善和较大程度的提高.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也引起收入分配的质的变化.传统的社会主义

生产方式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劳动者共同劳动,生产的产品由国家

集中分配的一种生产.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生产资料

不再是人们获得收入分配的依据,按劳分配成为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基本制

度.在这种制度下,劳动者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其不仅是社会财富的唯一创

造者,而且劳动者之间第一次取得了在劳动过程中的平等权利.这种劳动的

突出贡献和劳动者的平等地位,使得社会主义制度第一次实现了劳动主导收

入分配的格局,也是第一次实现收入分配平等的目标.所以,社会主义生产方

式下的初次收入分配基本上解决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的问题,因此,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再分配也没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而更

多的是提供公共服务和用来配置资源以发展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

义生产方式或者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由于劳动的地位和贡献的改变,
使得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居民收入分配达到了均等化.

　　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进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都在引起要素收

入分配的变化,但是,它们各自包含的机理却有所不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起

的要素地位变化和贡献差异,主要是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动过程的改

变,如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过程中的劳动者的地位又一次突显出来,
因此改变了劳动者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地位,以及获得的收入份额.而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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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式的建立对要素地位的影响,主要是源于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一基本制度的

建立突显了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地位和作用,从而实现了劳动者收入均等化,并且

缩小了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建立对初次收入分配影响的不同机理,并没有改变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劳动者地位

的提高和贡献的突出有利于初次收入分配的均等化和收入差距的缩小.

四、初次收入分配的“贡献论”和“地位论”带来的启示

　　要素收入分配的“贡献论”和“地位论”的演进不仅反映了要素收入分配或

初次收入分配的两种决定机制,而且其中包含的规律性对理解和调整我们目

前的收入分配具有重要的启示.

　　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因为对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收入分配改变

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化倾向而形成了一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

势,而且在经历３０多年的改革开放后,尽管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但是收

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也没有发生逆转,特别是初次收入分配中的要素

收入差距更为明显.这已经成为我们当今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突出难题.按照

以上我们对要素收入分配的“贡献论”和“地位论”的历史性梳理,其中带给我

们的一些启示就是,可以借鉴这两种观点来理解这种趋势发生的原因,进而找

出一个可以扭转这种趋势的路径.

　　我国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其出发点就是要为中

国经济发展找到新的动力机制.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角度看,传统计划经

济体制下的收入分配制度尽管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实现收入分配的平等,但
是却不利于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使经济发展缺乏最基本的活力.因

此,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出发点就是以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为目标,而为此

需要凸显两个“贡献”:一个是不同劳动者在生产活动的“贡献”,另一个是不同

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这两个“贡献”的凸显,一个是拉开了不同劳动

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另一个是逐步缩小了劳动收入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比例.
而这两个“贡献”凸显引起的收入分配的变化,对于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和充分发挥要素的功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与此相应地,各要素在生产中

的地位也发生了改变,劳动者从过去作为生产过程中的主导者变成为资本所

有者的竞争对手,而劳动和资本基于各自的稀缺程度和组织生产的作用不同,
它们之间的竞争力明显地向资本一方倾斜.劳动和资本的地位改变,对于改

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发展来说,也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体现在推动经济增长方

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不过,劳动和资本的这种“贡献”和“地位”的改变,却带

来了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扩大,而且劳动在

初次收入分配中份额出现了长期缩小的趋势.这已成为我国当前经济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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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很大的不协调因素.

　　基于劳动和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不同“贡献”和“地位”对于初次收入分配

的这种影响,我们可以确定,改变目前我国劳动和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
和“地位”是扭转初次收入分配中的两个差距的主要路径.而改变劳动和资本

的“贡献”和“地位”,从一种趋势来讲,需要建立在生产方式发展的基础上;从
政策选择的角度来看,需要政府对劳动和资本收入分配的介入.就我国目前

的情况看,生产方式相对落后,还不足以实现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优势

和“地位”凸显,而劳动和资本之间形成的较大的收入差距又成为我国的一个

极不和谐的因素.面对这一矛盾,政府被提到十分重要的位置,当然也是政府

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为此,一个高效且有力的政府选择正确的政策来扭转目

前我国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份额较低的趋势是最值得我们期待的.

EvolutionandEnlightenmentoftheInitialDistributionof
Income“StatusTheory”and“ContributionTheory”

QiaoZhen

　　Abstract　Sincetheinitialincomedistributionafterthemid１９８０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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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statustheory”and “elementstheory ”,whichbecamethe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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