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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理论的创新是时代实践的产物。因此,国内学者关于资本的

研究固然存在着“严重分歧”,但仍可以从中取出“生产条件—生产要素—资本”
作为分析性路线,对理论分歧进行“知识构图”。这是对实践进行的真实认识及

反应。显然,其逻辑展开代表了对彼此分殊的价值取向性的蕴含。在分歧中

“融合”,在融合中保存“分歧”,这是时代发展的主旋律;资本理论演进概莫能

外,这应当作为分歧各方的一个共识,同时也应成为辨别“理论流派”的依据。
讨论基础是《资本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论》中的资本概念的扬弃力

量的始航,启动了“实践融合”之路。由此决定“社会人力资本”范畴可以成为社

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实存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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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本研究的流派:划分的依据(代引言)

  在我国目前,显而易见,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特殊性和内涵轨迹

的独特性,已经形成了一批以研究“资本”为己任的理论学家、流派和工作团

体。“流派”这一术语是意义广泛的,简言之,就是指认有着共同的研究目标而

逐渐形成的理论研究上的“语言共同体”。所谓研究流派,是指具有共同学术

理想,遵循基本相同的学术方向或研究线路,以及共同使用某一种类的语言进

行学科交流、沟通的学术平台意义的“理论流派”或“学派”,他们尽管研究领域

彼此不同,但理论研究价值取向高度趋同。本文取后一工作涵义。具体到中

国资本研究,就是这样一些学术工作团体:他们拥有相对一致的立场、观点,基
于几近相同的理论基础和范式,并在研究上,对资本发展的某类现象产生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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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兴趣与关注,据此形成了可谓是“权威声音”的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这

同时是针对国内资本理论流派的实践发展而言的。
  资本研究存在着严重的“理论分歧”,是因对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和西方生

产要素理论进行了不同的“理论消费”: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和作为“生产要

素”的资本。“这些对资本概念的不同理解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的理解,其核心是将资本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第二类是西方流行经

济学的理解,将资本理解为一种生产要素”(鲁品越,2006:51)。为获得一种澄

明而彻底的理解,“我们必须从个体出发去理解整体,同时从整体出发去理解

个体”,“可是问题在于,是否这样一来,理解的运动就得到恰当的理解呢”(伽
达默尔,2003:40-41)。这是一个相互深化的过程。随着分歧的不断加深,两
大理论之间的对立变得越来越尖锐,所以就需要一个缓冲的中间地带,于是中

国实践的理论土壤之上逐渐诞生了“各种资本理论流派”,他们分别说自己是

“新资本论”。
  他们的独特优势也许在于不再固守《资本论》的文本,即不再信守这样的

“认识教条”:“马克思的辩证法……是马克思继承前人在论证社会变革的方法

论基础上,所形成的对进一步的社会变革的方法论……也是贯穿于《资本论》
中的原则。我们理解《资本论》的逻辑时,必须明确这一层……为了完成这个

任务,马克思就将他的辩证法具体运用到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揭示和论

证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论》的逻辑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在揭示和论证

资本主义经济矛盾中的具体化。”(刘永佶,1999:21)
 

二、分歧的道路

  实践从来都是理论认识的第一沃土。在我国,资本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

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经济范畴,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社会价值。但是现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提出,资本同样具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生产性”
功能,资本的内涵和外延毫无疑问地扩大了,这就在认知上,对国内学者所熟

悉的“马克思资本理论”产生巨大的冲击。
  但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而言,这是破除“普遍永恒资本”符咒的

伟大历史征途。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一项历史任务,就是“超越资本”。“‘超越

资本’一词的核心意思,正如马克思本人从事写作《资本论》时所指。在这个意

思上,它指的是超越资本,而不只是超越资本主义。”在此语境中,我们需要适

时关注“社会主义批判的历史遗产”,“在此,采取的方式不是对社会主义的理

论遗产做直截了当的历史描述”,“因为今天社会主义者面临的严重问题并不

源自于普通的理论和政治的关注。它们引发于痛苦的历史经验———20世纪

为后资本主义秩序寻找重要立足点之尝试的实际呈现和悲剧性瓦解———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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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相联系,所有那些赞同要为资本的统治建立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选择的人,
不得不界定自身的、极其不同的、有时甚至是严重冲突的立场”(梅扎罗斯,
2003:1012)。社会主义的期望最初是建立在可靠的物质基础之上。随着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经济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同时实践开始向人

们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也出现了越来越多亟待解决的迫切性现实问题,这
就迫使人们把目光重新投放到理论领域,重新回看马克思所研究的对象———
资本,审视其性质及蕴含的力量。我们在对已有的理论成果进行研究的基础

上,认为这些学者对资本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客观而论,目前

国内资本的研究存在一个重大的分歧,集中在以下方面:有一类学者(不妨称

其为“I类学者”)主张通过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理论来研究资本,———其实这

是马克思资本理论的中国运用;与之相对立的学者(不妨称其为“II类学者”)
则主张应通过生产要素理论来研究资本,———其实这是西方经济学资本理论

的一个“在中国的”应用。两类学者、两类迥乎不同的工作思路,撞击出两股彼

此激荡着的理论逻辑洪流。I类学者的观点可归结如下:其一,认为中国经济

的对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其间蕴含对资本

关系的社会主义利用(规定);其逻辑主线就像马克思那样,以生产力―生产关

系的基础―生产过程中人们的相互关系―再生产过程中的其他关系,作为依

次性的展开(吴宣恭,2010)。其二,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方式理论一

方面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也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的基本范畴与概念体系,具体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
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就是以生产方式理论为核心的科学范式(于金

富,2008)。据此,一些学者从中挖掘出所谓“资本二重性”的规定,以作为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历史根据。其认为:“资本二重性就是资本在商品化或市

场化的经济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些由其本质决定的,但又不是以本质形态

存在而是以现象形态的资本的性态或特征。正是这种二重性决定着资本私有

制从封建经济中发展而来,又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发生着革命,最终通过

自我爆炸或者通过自我扬弃来突破私有制的限制而走向社会主义经济。”(杨
志,2002:1516)

 

  II类学者理论观点同样可以归纳为三点内容:(1)资本作为诸多生产要素

中的一种,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虽然马克思资本理论与西方资本理

论是对立的,但是由于资本增殖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前提的规律所限定,所
以,此二者在由资本构成变动产生的效率变动的方面具有认识的一致性。这

样,他们就对马克思的资本定义提出了新的理解:“资本的内涵整体地体现为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联系,二者密不可分,本质上是历史性质的,在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中应该遵守资本是一个历史范畴的经典定义。在整体定义的前提

下,资本又同时分别具有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个方面加以研究和运用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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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吕炜,2005:171)(2)资本理论的发展有助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他们认

为资本是国有企业生产的要素之一,因为资本要素的结构对国有企业的绩效

和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如解决负债比例过高、投资主体错位等问题(张维迎,
1999:163179)。(3)此外,洪银兴教授也倾向认为: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

要素”(实则是社会生产条件)理论分析视角,资本是经济增长诸多要素中的一

种,资本研究应与实践发展相结合,在不同的阶段,资本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

样的,它可能将其他要素组合进入经济过程,但也可能被其他要素所组合(郑
江淮等,2004)。
  I类学者秉承马克思资本理论批判路线,试图从中挖掘建设的力量。他

们认为资本并不是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的代名词,它能够与各种不同的经济

关系、社会经济制度相结合。他们一方面想结合马克思的立场和方法,另一方

面又想从新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理论,希望在不违反其原则的条件下,得出新

的结论。他们坚信马克思资本理论是科学的,并且能够对当下市场经济的发

展产生重要的作用。同时,他们承认资本理论之间的分歧,认为需要通过发展

了的资本理论来解决分歧的理念。这些学者普遍地把自己学说的理论基础归

于马克思的研究,依据《资本论》中的理论与逻辑提出对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种种看法。
  与之相对立,Ⅱ类学者普遍援引西方经济学资本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希
望通过现代西方生产要素理论来解决资本理论发展的分歧,认为资本是一种

生产要素,从而解释其理论内部不存在根本性分歧,具体到资本关系方面,不
同“资本理论”只有量上的差异。所以他们指出,现阶段应该把马克思政治经

济学有关生产方式变动的基本理论作为基础,同时吸纳和融合西方生产要素

分析的相关成分,把马克思资本理论和西方资本理论予以“结合”,建立一个在

二者之间能真正对话和沟通的理论平台。
  对理论分歧的不同方向的解释,我们可以发现:Ⅰ类学者研究的根据在

于,依照实际经济条件对资本理论加以限定,从而提出了研究对象上的生产关

系的演进观;Ⅱ类学者则认为,我们应该不断结合西方理论体系中的生产要素

知识,把资本看作只是多种生产要素中的一个,它们只是服务于价值增殖的社

会运动形式。为此,他们提出了研究对象上的生产力进步观。这么对比之下,
可以将“分歧”归结为资本研究的生产关系对象观与生产力对象观的严重对

立。“一种名副其实的解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展示这种本质的历史的实在

性……称之为‘效果历史’。理解是一个发生在效果历史中的过程,并且它可

以被证明是从属于解释学活动在其中必须自创其途的语言状态。”(伽达默尔,
2003:48)所以,形成这样的理论分歧,是有一定的理论背景所支援的。
  首先,马克思资本理论流派一直占据着话语的主体地位,但是随着西方资

本理论的传入,开始冲击这种地位,使之产生“革新”的理论需求。这是内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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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力之间不断上演与反复进行的一场“持久的较量”。随着较量的开展,马克

思资本理论的主体内核似乎开始“瓦解”,导致了西方主流理论的加速传入,冲
击力度和节奏明显加大。于是乎一时间,传统话语的解释力和解释效果显得

岌岌可危了。① 其次,我们也要看到,一方面,马克思资本理论(其理论优势和

正统的地位)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被理论击溃的”;另一方面,西方主流资本

理论欲彻底取代马克思资本理论,也并非一日之功可以实现的。这样,彼此之

间就慢慢形成了理论对抗和逻辑的对立,形成中国体系中目前可以说是最为

醒目的“分歧”。最后,两类学者对于资本的理论研究虽然存在严重性分歧,但
是我们同样可从中察觉出一点:生产关系和生产要素,尽管话语不同、性质迥

异,但是在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认识交集,就是说“共同点”。它

们分别阐述了生产逻辑的两个不同方面———社会关系的逻辑和技术关系的逻

辑。概言之,两类学者均对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现实与实践问题以及大众所

普遍关切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充分地阐释与说明,为此均发表了观点鲜

明、论证充分、逻辑性较强的“理论演说”。他们堪称中国资本理论的“实践阐

释派”。
  在此基础上,对认识矛盾进行直接的折中势成必然。国内一些学者试图

“综合价值论和要素论,进而旨在实现价值论和财富论的‘对接’”,导致“解释

本体是对本体的解释性,是没有内容的形式规定性,旨在提供手段和目的性解

释”。但同时,也产生了不良的工作结局:“所谓‘创新’,到头来导致的是严重

的理论和方法论庸俗化倾向。”(许光伟,2012a)但是,他们声称这种理论完成

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资本的理论解释,我们必须将其作为理论基础。
如简新华教授提出“资本中性论”,以与传统的“资本剥削论”和“资本非剥削论”
对抗。突破性认识是:第一,商品经济是资本存在的条件之一,而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也是商品经济,其中劳动力就是商品,这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基础。资本在

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可以反映不同的经济关系;第二,在不同的所有制条件下,资
本可以与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相结合,从而会打上不同的社会烙印,是物掩

盖下的各种经济关系(简新华等,2003);第三,“资本中性论”所说的资本不是物,
乃是具有不同的制度属性的规定。并且它们都不是生产力的范畴,而是生产关

系的范畴,这与传统的“资本实物论”明显不同(简新华,2004)。

三、基于流派的研究述评

  毫无疑问,“资本中性论”混淆了资本发展的属性———这是“历史中性”
的———和资本的制度性质。这种研究坚持认为资本是制度中性的,能够与不

① 上述举出的“资本二重性”,即可算是强力应招的一个勉强的理论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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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质的社会经济形态进行“制度联结”,而可以打破“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存在

资本”的认识神话。其结论是突兀的。如果说它是从《资本论》中“研读”得出

的结论,却令人难以信服。尽管如此,透过它,我们能够清楚地审视学者们提

出的不同的反对意见。更为重要的是,透过它,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知晓“反
对”何以可能。
  (一)马克思《资本论》研究流派

  1.资本范畴的研究

  正统而“保守”的学者们主张以马克思提供的经典著作为依据,进行资本

范畴的研究。其主张诘难“资本中性论”,否定它的解决“资本为什么存在”的
逻辑可能与理论合理性。主要观点:一是指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资

本的现象,应该通过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来解释,用“资本中性论”来分析理论

逻辑不通;二是指出通过“中性论”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资本,是缺乏科

学依据的:一方面,运用资本中性论,“从资本的本质特征中得不出资本‘姓资’
的结论”,这样就不能表明:“资本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更不必然体现资

本主义剥削关系。”另一方面,其也无法否认资本具有社会属性。可见,关于资

本中性的理论存在一个明显的矛盾:既然资本是中性的,从其本质特征不能得

出“姓资”的结论,那么,这个规定又何以能够打上“社会”烙印? 而通过运用劳

动二重性理论来分析:“资本”一方面具有生产力的属性,是市场经济必不可少

的生产要素,另一方面又具有从抽象劳动角度看的生产关系的属性,体现人际

关系。所以资本是一种价值,表现为生产要素的价值。可见,“同是商品经济,
用劳动二重性理论分析,由于目的和手段的换位,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商

品经济有了本质的区别”(侯廷智,2003)。
 

  上述学者提出坚定不移地走“马克思资本理论”道路,认为这个理论体系

至今对中国而言仍有实际的指导作用。由此,不能通过变异的劳动价值论的

“价值涵义”来宣传使用价值决定价格,或效用价值论。实际上,这是一两百年

前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马克思经济学早已经否定了的观点。归根结底,要想

准确无误的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必须系统地掌握马克思的经典著作

以及其他论著中的相关内容(卫兴华,2002)。
  正统学派学者的研究,可以说是中国化的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发展。在上

述学者的眼里,理论演进的轨道是没有变化的,尽管不断发展,但最终形成的

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理论”。他们认为《资本论》的理论对于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建设,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仅是指导理论,而且很多地方甚至可以直

接套用的。这些看起来过于“保守的”观点,也遭到某些同样信奉马克思理论

逻辑的学者①的反对:“不能只局限于马克思经济学本身研究问题,应同时精

① 他们通常把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视为抓住了马克思资本理论“灵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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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的原理和方法,马克思经济学者需要掌握‘两个基本原

理’:马克思经济学原理和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从方法上讲,传统的‘定性’
和‘抽象’法虽然是为传统目的服务的,但不能丢弃;不过,研究‘目的’的转变

客观要求研究方法有一些创新。在坚持马克思特色方法的前提下,研究经济

运行机制时,应该大胆而有选择地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定量’分析方

法和工具。”(杨继国,2005)
  2.公有资本的研究

  在正统流派内有两个分支:其一是正统保守学派;其二是公有资本研究学

派。我们现在来看后者。不满足前者的“纯继承的”范畴研究,公有资本学派

展开“有发展内涵的”资本范畴研究。他们整体上认为,公有资本更多地体现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反映国家、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根本利益关

系。主张以下几点:第一,“公有资本虽然克服了资本关系中阶级的对立,消灭

了资本对劳动的阶级剥削,但是却不可能同时消灭由现代生产力特征所决定

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不可能避免社会利益以外在强制方式迫使劳

动者个人把劳动时间延长到必要劳动时间之外”(荣兆梓,2004)。第二,“在我

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采用混合所有制经济,但是目的和形式应有所

不同,混合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公有资本为

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程恩富等,2015)。第三,“社
会主义资本”和“公有资本”虽然在概念和范畴上很接近,但两者并不完全能够

等同,“公有资本”不能代替“社会主义资本”而成为中国现实社会的基本范畴。
归根结底,“‘社会主义资本’的范畴和理论是基于当前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对

‘资本’的一种理智清晰的让步,它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靳共

元,2007)。
 

  按照研究性质而言,此种理论体系确实贯彻了这么个原则:“《资本论》与
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研究目的不同,一个是批判的理论,一个是建设的理

论。”但是,如同这个理论判断:“作为建设的理论,《资本论》缺乏短期分析工

具”,其仅限于“本质分析”,———起码从已见到的研究成果看是如此,那么,公
有资本的研究无论如何不能和《资本论》理论逻辑实现“无缝对接”。因此,其
使以下论断明显地具有了某种缺憾性:“《资本论》研究的市场经济是不包含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内的,在作上述理论构建之前,应该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范畴

进行再抽象,建立市场经济一般理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经济

一般’的‘个别’形态,从而使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成为《资本论》研究的市场经

济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具体化’发展”(杨继国,2005)。
  (二)西方资本理论研究流派

  1.生产要素的研究

  无论如何,“批判”不可能平滑地转向“建设”。为了强制性地硬性统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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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西方生产要素理论同一化“物质要素”和“社会要素”,使之成为“生产要

素”。而遵从物化的要素理论思维的学者实际上是认为:资本是作为一种纯粹

的生产要素规定而存在,没有姓资和姓社的区别,也不存在所谓的“资本中性

论”。
  为此,这一学派提出了自己的审慎性意见:“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可以

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生产要素的划分都具有很强的相似性,但是西方经济学的

生产要素价值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是根本对立的”(于刃刚,2002)。
他们指出:“萨伊和凯恩斯的供求理论虽然各执一端,但最后还是合流在一起,
都以发展供给来解决供需矛盾”(胡培兆,1999)。这可不就是他们眼中的“要
素的”统一性吗? 所以简而言之,“西方经济学的生产要素理论是资产阶级辩

护性经济学的微观构图,运用的方法论技术是解释学,其主要目的是循环论证

其物象化的总认识预设……西方经济学生产要素理论是一种解释学规划,其
基本进路是从物象化的实体论一步一步地转向物象化的关系论”。这带来了

很大问题。故此,“实际上,马克思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生产要素理论的批判

是一种方法论进路的建构性批判,是‘真理的方法’向‘方法的真理’的转变”,
从而无法“促成理论和方法的辩证交融,实现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的统一”,这
其实“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已经丢失的重要科学内涵”(许光伟,2012b)。
  因此,尽管这一流派的学者对资本在经济中的运动增殖做了研究,并且也

认为资本的增殖就是资本的收入,是一种“合理的”、理所应当的范畴,但是,还
是倾向于把资本的运动和市场经济中的供求运动相对应。这样,他们就把社

会增殖运动看成是“公平正义”的原则,美名为“效率”。通过生产要素的物象

化法则,可见,西方主流资本理论在发展、创新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口号掩

护下被“合法化”了。对此,我们不仅要引以为警惕,更要正确认清其理论根源

与性质。
  2.人力资本的研究

  西方生产要素理论通过把生产条件一味地予以技术逻辑化、物态化,强调

了“物本位的”研究路向。但自舒尔茨1960年发表《人力资本的投资》以来,生
产要素对“自身”进行投资成为研究的一个新动向。但这是把人作为生产要素

来研究的做法:认为人既是物质要素,也是社会要素,从而把握住了生产条件

的总性态。为此,我国学者从赋予人的主体化特征的角度对资本增殖运动进

行了重新研究,同时参照“西方人力资本理论”,试图提出“人力资本假说”,理
论基础兼容劳动价值理论和生产要素理论。即便如此,其实质仍然是局限于

纯粹技术涵义对生产要素实行的继续研究,而把生产要素(规定)彻底物象化

了。这是“人本位”研究路向。
  例如,认为:“市场中的企业是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契约,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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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事前完全规定各要素及其所有者的权利和义务条款,总要有一部分留在

契约执行中再规定……人力资本的产权相当特别:只能属于个人,非激励难以

调度。”(周其仁,1996)但是,人力资本的产权在马克思与西方学者的眼中是不

一样的。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是以所有制及其法律表现“所有权”为中心展开

的,认为一定社会的所有制形式或者产权结构不是个人之间自由交易和自由

契约的结果,而是社会结构的整体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矛盾运动的结果。相比来看,西方产权理论乃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之

上的抽象人性论,运用的是个人主义方法论。国内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
即认为通过对洛克的劳动产权理论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行深化发展研

究,劳动产权已经不是简单的关于利润分享的问题,而是关系到科学社会主义

的理论和实践,尤其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改革实践,关系当前社

会主义制度的改革走向(李惠斌,2013)。其认可劳动产权是一系列财产权利:
最重要的就是与非人力资本投入者一起分享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

(曹天予,2006:7)。因此无论“劳动力产权”还是“劳动产权”,都是人力资本产

权所包含的一个方面。①

  这些学者还强调:“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方竹兰,1997)针对中国企业改革,则认为:“现实需要我们用人力资本产权原

则替代货币资本的产权原则主导国有企业的下一步改革,用人力资本产权原

则确定全体人民的国有资产所有权。”(方竹兰,2008)尽管把劳动者视为和股

东一样的“企业的所有者”,但是这一框架中,人彻底沦落为经济动物和交易动

物:“新型公司企业中劳动者也拥有自己人力资本的完全产权,他们除了在劳

动市场保护自己的人力资本产权外,还通过与公司股东和经理共同拥有企业

的所有权而实现自己人力资本的产权。”(杨继国,2002)可见,其对“理论”提出

了特别要求:“我们通过科斯的企业契约理论,加上产权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
可以提供一种对市场里企业组织的新理解。但是,要把这个新理解直接用于

分析非市场条件下的‘企业组织’却是困难的。”(周其仁,1996)
 

  (三)社会资本、智力资本研究及其他流派

  1.社会资本的研究

  所谓“社会”资本,即以社会网络或文化形态存在的“资本”;其指向了“广
义上的社会关系”,描写“人群的生产条件”或“社会生产条件”。人力资本范畴

① 主张“劳动力产权”和主张“劳动产权”的理论观点是有区别的。后者是严格意义的资产阶级
法权。前者则试图从“劳动力商品”逻辑中扩展出劳动力产权意蕴的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力资本化”理
论,这实际上还是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一个“变种”:“可见,劳动力资本对劳动力商品的否定之所以表
现为一种辩证的否定,就在于它不是一种外在的否定,而是一种基于自身内在矛盾的否定,它根源于劳
动力商品自身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辩证运动的过程,这种矛盾正是劳动力商品向劳动力资
本辩证转化的根本动力,也是在‘资本一般’逻辑即追求价值增殖的历史普遍性中实现劳动者自身发展
的现实基础。”(任洲鸿,201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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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生产条件人格化了,忽视了生产条件的社会逻辑与性态的研究。这在一些

学者看来,是不恰当的:“‘人力资本’理论否定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在这

个理论体系中,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一样,凭借所有权获得各自的

收入。这不仅掩盖了财富创造的真实过程,更重要的是掩盖了资本与劳动之

间的客观对立,模糊了各种人群在社会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不同诉求。”(靳共

元等,2009)它还需要被生产条件的“社会的性态”所整合或者补充。后者的研

究视角相比单纯的人力资本研究而言,更为重视了“个人”和“社会”的对接性。
一言以蔽之,其主张在企业、社会中考察社会资本理论的类型、差异以及影响

因素。
  按这种观点来看,“在微观层面上,社会资本是解释中国私有企业绩效的

重要变量,但是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不一致。当期社会

资本投资即社会资本流量与企业的扩展显著相关,而长期社会资本投资即社

会资本存量却显著影响了企业效率(张其仔,2004)”。
 

“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

总量存在差异:领导干部、企业经理、专业人员及其他白领阶层拥有较高的社

会资本积累,而小雇主和工人的社会资本处于相对劣势地位。”(边燕杰,2004)
对企业而言就是:“企业社会资本是指通过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摄

取稀缺资源的一种能力,一个企业社会资本量的大小,受经济结构和企业家能

动性两大要素影响。”(边燕杰,2000)
  2.智力资本的研究

  如果说生产条件在性态上具有外向的可扩展性、交叉性和彼此间“可渗透

性”,那么,它同样也具有内向的“内涵性”。这是资本的“智力因素”———智慧

化的生产条件。该学派的学者认为,智力资本虽然是一种无形资本:既触摸不

到,也无法衡量,但是正因为这个特点才决定了其可以运用到很多不同的行业

和领域,表现最突出的就是高校。
  在智力资本理论中,可贵之处在于指出:“智力资本的本质是知识,但其形

成依赖于企业投资,表现为企业运营过程中实实在在的资金投入。智力资本

在企业的运营中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它的形成都是企业从成立以来长期不断

积累的结果。”(南星恒,2014)具体到当今的高校而言,他们建立了相关的理论

模型,认为高校智力资本能够通过人为的某些因素不断地转化为“企业智力资

本”,形成创新“知识活动”和成为创新“知识资本”。究其实质而言,其实是强

调:“以新的知识和技术改造物质资本,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管理水平。”(洪银

兴,2013:46)可见,“智力资本已经成为高校组织的‘第三资源’,是高校竞争的

核心因素,代表着高校未来的发展潜力”(王小明,2005)。
  3.其他研究

  关于虚拟资本的研究认为,虚拟资本其实“是不存在的财富”,但是它的重

要性在于:“只有单纯以价值形式存在的财富,才更能体现市场经济中财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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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属性,即市场经济承认的财富的本质属性———它的社会性。”这可以概括

为:“个人财富中的物质财富比例越大,个人对社会的依赖程度相对越低;个人

财富中的虚拟财富比例越大,个人对整体社会的依赖程度越大。个人财富的

虚拟化,把人们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们对整体经济状况的敏感程度不

断上升,个人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这就是市场经济的社会化。”(刘骏民,
2002)关于道德资本的研究认为:“马克思并未否认资本的物质形态,但更为重

要的是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基础上考察了社会资本的各种形态,既包括

资本循环中的各种物质形态,也包括反映资本关系的道德意识形态和资本运

动中的信用道德制度,甚至指出了这些道德资本对于维系资本循环运动顺利

进行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刘琳,2013)关于心理资本的研究则试图指出:“智
力资本概念的视角是宏观的,带有整体性,是从企业整体出发,强调企业中的

人力资本、内部结构和外部关系在提升企业整体绩效中的作用;而心理资本概

念的视角是微观的,带有个人性,是从个体心理出发,强调个体的心理状态水

平对提升个人绩效的作用……智力资本的概念经过了从单纯的人的个体智力

资本到组织智力资本的发展历程,其内涵包括了个体和组织层面;而心理资本

只是从个体心理资本的角度出发……因此,智力资本和心理资本这两个概念

是相互补充的,它们比人力资本更清晰地指出了蕴藏在企业中的人身上的巨

大的隐性价值,并启示企业的管理者如何通过开发这些价值以推动企业经济

的发展。”(赵曙明,2011)总的来看,这些拓展和补充的研究反映人们对于生产

条件的社会形态具有良好的认知,丰富了资本的形态的知识。

四、可能的融合———实践的向度

  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服从于实践的发展。正是由于中国经济改革

的实践才酝酿了中国当下的资本研究流派的理论繁荣局面,这也往往预示着

理论本身的发展与进步。换句话说,没有理论上的繁荣,就难有理论的进步,
这是必要条件,但充分条件仍然是实践本身。在理论的实践与应用取向上,我
们认为可以借鉴《21世纪资本论》的一些成功的做法。“该书在研究方法上将

经济学和历史学熔铸一体,既有经济理论家宏大的视野,也体现出史学家细致

扎实的史料挖掘功力,这是十分难得的。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学研

究在方法和工具上似乎已和国际‘接轨’,日益繁杂精深的数理模型、计量模型

已成为中国经济学论文的标准模式。然而,模型和工具精巧的背后却是思想

的缺失和贫乏,不少经济学论文仅是‘为了建模而建模’。”(杨春学等,2014)尽
管这本书同时也反映了“小资产者的哀怨、无知和偏见”,并且基于皮凯蒂“对
收入和资本等的错误计算”(余斌,2015),“他在‘资本’的概念、‘无限积累原

理’、‘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资本主义崩溃论’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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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对马克思的理论做了切割,存有曲解(李其庆,2015)”。
  依循实践的批判、继承和发展预示着理论的可能的融合。逻辑依据和可

能路线是“生产条件―生产要素―资本”(许光伟,2012b)。首先,中性论“企
图将生产要素直接塞进这个结构……导致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的同义反

复……生产要素与资本本身的同义反复”(许光伟,2012c)。其次,正统资本研

究流派则认为中性论是错误的,但是,该流派的保守学派在从理论逻辑上破除

资本中性论观点的方面也存在不足,如混淆了“资本主义批判”和“社会主义期

望”,导致其无力探索批判域中的实践过渡。相比之下,公有资本研究派则能

够在及时更正这一不足的条件下,认真探索“制度的演进”,倡导公有制经济与

非公有制经济的平等竞争。再次,西方资本理论流派(包括智力资本研究路

向)的资本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并不算是真正意义的“资本”研究。其局限于生

产要素研究与模型整理工作。这些研究的路径是:物质要素推动→人力和智

力要素推动→创新要素推动。因此客观而论,这个学派的理论实践只是直观

地深化了人们对资本的物质形态的认知,并越来越把物象关系的形态神秘化

了。最后,社会、文化、智力以及道德、心理资本的研究关注的是资本的内在的

力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软实力”。着眼于摆脱西方的个人主义思维定式束

缚,力求多路向发展,这一研究路线是值得肯定的。但研究者的另一面是:忽
视生产要素结构的历史演进研究,试图直接从“生产条件”过渡到“资本”,势必

损害资本理论的固有逻辑,造成生产关系的制度特性的研究“缺位”或“越位”,
等等。这些不足应引起相当的重视。从理论演进逻辑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层

面上看,虚拟资本的研究可以说是有效地克服了上述的不足之处。因其要旨

是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构型绝不是纯粹符码化过程。它的批判性依据

即在于平均利润率实现机制的现实性,从中产生虚拟的必要性。虚拟形态或

虚拟生产价格是市场生产价格的转化形式,很显然是以完全分配意义的财产

关系实体的生成为前提基础的。”(许光伟,2014:550)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发现资本理论流派的各自的创新空间似乎十分

有限:它们彼此之间很容易从对手的逻辑中区分开来,都拥有严格地属于自己

体系的“理论”。但同时,它们其实又是必不可少地倚靠着对手的,通过与对手

之间建立的批判活动来谋取自身理论的发展。这恐怕就是中国资本理论发展

的现实,也是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一个现实的反映。因此,可以认为:“当前我

国政治经济学流行理论的残缺,最重要的是方法论上的偏差……我们必须在

方法和体系上进行创新……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所有制二元化的实际出

发,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吴宣恭,2015)这就要求我们要不断从

国内以及国际上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获取思想源泉,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的基本方法,积极主动吸取古今中外各种经济发展理论的合理成分,从中勇创

“马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主流经济学,构建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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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理论的新范型(程恩富,2000)。

五、结语及展望———因应潮流的建设

  本土化的资本理论因应中国时代潮流下的实践与建设,而又在分歧中求

融合,在融合中保存着“分歧”,这就是对资本进行历史扬弃性的工作内涵,也
是理论演进的“逻辑内涵”。其中的要点还是建立恰当的“时代的资本范畴”。
因其需要集中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如何来”、“为什么”和“是什么”,要义

也就在于:“在当下,生产要素规定整体构筑在劳动———(人力)资本的实践中

介中。它承载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历史‘共
构’,映照着两种生产关系范畴———资本以及‘人力资本’的‘社会共构’,致力

于完成‘历史导引’的任务。”(许光伟,2012b)这种范畴是批判与扬弃、实践与

建设的工作合一,承接这样的历史内涵:“中华商品生产体系,以及以之为基础

的有限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定。”显然,它还意味着“现代意涵劳工概念的成长”,
体现“资本→社会主义劳工(人力资本)的发展转化关系”,从而可以说,“这是

对联合发展关系的一个社会确认,是生产者和劳动者重回社会人格范畴之过

程”(许光伟,2014:2)。其“超越资本”之处就在于:在实践中引领资本的发展

航向,“以致,资本和社会人力资本(规定)同时成为彼此以对方为条件的自我

扬弃的发展运动”(许光伟,2014:671)。
  生产条件在这一架构中“实践态”化了,生产要素在理论语境中社会规定

化了,扬弃资本的经济力量成为“革命的实践”。这种实践按现实内涵涵容“资
本的概念”,其超出的行动是绝对的“历史主义”和“实践主义”,即一方面是商

品经济形态的继续发展,这使得资本成为商品社会的“资本”;另一方面产品经

济形态获得现代意义的发展,与商品社会形成“矛盾的对抗”,这使得资本同时

成为积极扬弃自身的社会力量,并因其这一属性而得到认可。“对社会主义生

产体制来说,人力资本是从微观到宏观无时不变身着的经济参量,从而是在谋

求共富缩距的发展轨迹中脱颖而出的生产制度结构和社会博弈参量。其具有

宏观和社会实在意义。而且,越来越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以太范畴’。”这
说明,这种范畴委实与西方理论实践域内的人力资本规定迥然不同:“对资本

主义生产体制来说,人力资本是一个微观场域的个别变量,并不具有实在的宏

观意义。”相反,“对社会主义经济生活而言,一方面在有效替换资本的工作位

置上,处在劳动社会场域的总体人力资本,从而社会劳动体规定必须被视为直

接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而定格这样的行动公式:社会人力资本=社会主义

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分配关系;另一方面,其人格化范畴又须得从抽象领域

中抽身出来,通过行动,处处为实践提供具体工作范型。”(许光伟,2014:666
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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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范畴确实是“社会人力资本”。它酝酿着人类劳动过程的新的文明规

划。它冲垮了“人人都做资本家”的行动诉求,并坚持把分配方式的革命不断

地引入生产方式的实践领域,推动生产方式的革命。从而,资本不再仅仅是对

社会产品的分配权,以至于不再是对生产条件的社会支配权,这种属性越来越

少,“人力”(人的体力和智力)就从个体的束缚中释放出来,从外在的机器束缚

力量中解放出来,就直接成为“社会物质力量”(有形的和无形的物质力量)。
这提示我们:社会人力资本不再是社会关系的实体范畴,而是资本关系和社会

财产关系的形态范畴,是社会财富的“语言共同体”的范畴,因而,它既是理论,
也是实践,是能动的理论认识和社会实践。其作用的聚焦点是引导新型人类

生活的“生产关系-交往关系”,目的是把“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引导为“生产

关系-合作交往关系”,即联合劳动发展取向的能动的社会交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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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innovation
 

of
 

theory
 

is
 

the
 

product
 

of
 

the
 

times.
 

There-
fore,

 

domestic
 

scholars’
 

capital
 

research
 

has
 

a
 

“serious
 

differences”,
 

but
 

it
 

still
 

can
 

work
 

out
 

the
 

“production
 

conditionsproduction
 

factorscapital”
 

as
 

an
 

analytical
 

route.
 

The
 

theoretical
 

differences
 

in
 

knowledge
 

composition.
 

This
 

is
 

a
 

real
 

reflection
 

of
 

the
 

reality.
 

Obviously,
 

the
 

logic
 

of
 

the
 

logic
 

de-
velopment

 

represents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each
 

other.
 

The
 

differences
 

in
 

the
 

“fusion”,
 

kept
 

in
 

the
 

integration
 

of
 

“differences”,
 

which
 

is
 

the
 

main
 

melo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capital
 

theory
 

evolution
 

without
 

ex-
ception,

 

which
 

should
 

as
 

a
 

consensu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arties,
 

and
 

at
 

the
 

same
 

time
 

should
 

become
 

the
 

basis
 

for
 

discrimination
 

“theories”.
 

The
 

foundation
 

is
 

“capital”.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s
 

the
 

“capital”
 

of
 

the
 

concept
 

of
 

capital
 

sublation
 

of
 

power
 

before
 

the
 

flight.
 

It
 

launched
 

the
 

“prac-
tical

 

integration”
 

of
 

the
 

road.
 

Thus,
 

the
 

category
 

of
 

“social
 

human
 

capital”
 

can
 

become
 

the
 

real
 

deposit
 

of
 

the
 

soci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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