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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转形问题历来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热烈争论的问题,但一

直未能达成共识。本文提出了转形论争问题的由来和依据,归纳了若干代表性

学者的观点,并且证明关于转形问题的论争是虚假的,它源于转形论争者对马

克思转形理论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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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所称转形理论,指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研究成

果(马克思,1975:173);所称转形论争,指国内外学界针对转形理论持续百年

的学术争论;所称转形论争问题,指转形论争所讨论的问题,它被概括为狭义

转形问题和广义转形问题(胡代光,1990:137)。
  综观百年论争,有如下疑问:转形论争问题真实吗? 显然,只有确认问题

真实存在,才能进行解题。但是,我们看到的只是连篇累牍的解题,就是看不

到问题的真实性讨论。不过,参与论争的学者有两种:一是质疑(质疑转形理

论)者,二是辩护(辩护转形理论)者。上述现象,对前者尚属正常;对后者那就

不合常理了———焉知转形论争问题不是质疑者对转形理论的误解,或者说质

疑者对辩护者设置的陷阱?!
  本文将证明转形论争问题是虚假的,它源于对转形理论的误解。

一、文献梳理———转形论争问题的由来和根据

(一)转形论争问题的提出———一个严重的误解

  有一本著作写道:“西方经济学者一般认为,马克思提出的生产价格的决

定模式‘在逻辑上是不严谨的’,因为商品的生产价格是通过增加那种与预付

资本的价值项对比,而并非通过与其价格项对比的利润(按通行的平均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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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来计算;而且,平均利润率也是作为以价值 s
c+v

表示的,而不是以价格表

示的数量比率计算的。即生产价格=(c+v)1+ s
c+v

,这是指价值项成本

加上按价值计算的平均利润率所分摊的利润就形成生产价格……英国进步经

济学家米克(R.L.Meek,1917-1978)认为,以上议论都是针对技术上的问题

……属于狭义的‘转形问题’。他指出,最近二十多年来,‘转形’的含义往往已

被扩大到不仅包括这个技术上问题,而且还包括关于马克思的一般转化程序

中更具有根本性质的其他许多问题,如:(a)当马克思非常明白在资本主义下

商品实际上几乎不是始终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时,但他却从价值出发,这有什

么意义呢……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是属于广义的‘转形问题’。”(胡代光,1990:
136-137)不过,上述“广义的‘转形问题’”还只是米克的说法,此外,美国经济

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另有说法。那本著作稍后写道:“萨缪尔森断定,马克

思……提出的价值如何转化为价格的程序完全是‘不必要的迂回’。”(胡代光,
1990:170)
  这就是学界关于转形论争问题及由来的介绍。但是,上述介绍令人费解。
首先,引文说:“西方经济学者一般认为,马克思提出的生产价格的决定模式

‘在逻辑上是不严谨的’。”对此,笔者纳闷:马克思在何时何地“提出”了“生产

价格的决定模式”? 转形论争,难道不是针对转形理论,而是针对“马克思提出

的生产价格的决定模式”? 其次,引文说:“商品的生产价格是通过增加那种与

预付资本的价值项对比,而并非通过与其价格项对比的利润(按通行的平均利

润率)来计算。”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现实中存在两种转形,一种是“与预付资

本的价值项对比”的转形,另一种是“与其价格项对比”的转形,而马克思只研

究了前一种,没有研究后一种? 再次,即使存在两种转形而马克思只研究了其

中一种是事实,那么,这最多只说明转形理论“在逻辑上是不严谨的”,何来“当
马克思非常明白在资本主义下商品实际上几乎不是始终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

时,但他却从价值出发这有什么意义呢”的质疑(下称“米克质疑”),又何来“萨
缪尔森断定,马克思……提出的价值如何转化为价格的程序完全是‘不必要的

迂回’”?
  不过,“米克质疑”中有两个关键词即“商品”和“出售”,由此我们似乎有一

点明白:引文所谓“生产价格的决定模式”,指的是商品出售价格定价计算。这

样,前面悬置的疑问似乎也清楚了:第一,在转形论争者看来,商品出售价格定

价计算,c和v的计量标准既可以是价值也可以是生产价格,而马克思的计算

只采用了前者,没有采用后者,因此,马克思这样做“在逻辑上是不严谨

的”———这就是狭义转形问题。第二,现实中,资本家购买生产资料(c)和劳动

力(v),其计价标准是生产价格(而不是价值),于是,就有“米克质疑”和“萨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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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森断定”———这就是广义转形问题。
  然而,众所周知,转形理论研究的是价值转形即“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

格”,并非“生产价格的决定模式”即商品出售价格定价计算。可见,转形论争

问题建立在一个严重误解的基础上。这就是我们从相关介绍引出的结论。
(二)马艳归结———误解的渊源

  即使不是明眼人也能看出,价值转形≠商品出售价格定价计算。转形论

争者是经济学家,应是明眼人,那么,他们何以可能把转形理论误解为商品出

售价格定价计算?! 由马艳教授的一篇论文可以看出问题的端倪。马艳写道:
  “根据马克思上述关于转形理论的基本假设,将马克思这一理论用数理逻

辑可以表达为:
(c1+v1)·(1+r)=p1
(c2+v2)·(1+r)=p2
  ……
(cn+vn)·(1+r)=pn

r=∑mi
 /∑(ci+vi)

(1)

  其中ci、vi、mi、wi、pi 分别表示第i个部门按价值计算的不变资本、可变

资本、剩余价值、价值以及生产价格;r 表示平均利润率。”(马艳、严金强,
2010)。
  容易看出,(1)式可简写为pi=(ci+vi)·(1+r)[i=1,2,…n;r=
∑mi/∑(ci+vi)],即生产价格计算式,它对应马克思“两对总量相等”命题中

的一个计算式(参见第二节)。由此可见,上述引文隐含如下两个“归结”:其
一,把转形理论归结为“两对总量相等”命题;其二,把“两对总量相等”命题又

进一步归结为生产价格计算。因为上述“归结”由马艳的论文引出,因之,我们

将其称为“马艳归结”。应指出,这不是马艳一个人的认识,从转形论争所使用

的计量模型来看,所有转形论争者(包括国际国内,也包括质疑者和辩护者),
无一例外,对转形理论的理解与“马艳归结”是一致的。
  至此,疑问有了答案。试问:转形论争者何以可能将转形理论误解为商品

出售价格定价计算? 回答:他们先前对转形理论已有两个“归结”。既然如此,
那么,当然就可以有第三个“归结”,即把生产价格计算进一步归结为商品出售

价格定价计算。这就是我们追溯到的转形论争者发生误解的渊源。
(三)逻辑链———转形论争问题的一个根据

  由前面的讨论,可以引出一条逻辑链。这是转形论争问题的一个根据。
下面,先给出逻辑链,接着证明逻辑链隐含的必然性,最后再说逻辑链对转形

理论(以至马克思经济学)意味着什么。
  1.逻辑链

  如前所述,转形论争者对转形理论有一脉相承的三个“归结”,且转形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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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包括狭义转形问题和广义转形问题。由此可生成两条逻辑链即逻辑链α
和逻辑链β。设符号→代表“可归结为”,符号┣代表“推出”,那么,逻辑链α
写为:
  转形理论→“两对总量相等”命题→生产价格计算→商品出售价格定价计

算┣狭义转形问题 (2)
  逻辑链β写为:
  转形理论→“两对总量相等”命题→生产价格计算→商品出售价格定价计

算┣广义转形问题 (3)
  2.逻辑链隐含的必然性

  容易看出,在逻辑链中,┣的前面是“事实”,后面是结论。所谓逻辑链隐

含的必然性,就是“事实”与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下面给出证明。
  证:首先,转形理论→“两对总量相等”命题→生产价格计算→商品出售价

格定价计算。其次,在转形论争者看来,商品出售价格定价计算其中c和v的

计量标准有两种即价值和生产价格,而转形理论只采用了前者,没有采用后

者。因此,有结论:转形理论“在逻辑上是不严谨的”。这就是狭义转形问题。
证毕。
  证:首先,转形理论→“两对总量相等”命题→生产价格计算→商品出售价

格定价计算。其次,现实中,资本家购买生产资料(c)和劳动力(v),其计价标

准是生产价格(而不是价值)。因此,有结论:转形理论与价值无关。于是,“米
克质疑”和“萨缪尔森断定”成立。这就是广义转形问题。证毕。
  3.逻辑链对转形理论(以至马克思经济学)意味着什么

  可以证明,如果逻辑链成立,那么,转形理论(以至马克思经济学)将万劫

不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辩护者即使能证明c和v采用生产价格计算,转
形理论依然成立,亦即破解了狭义转形问题,那也无济于事,因为后面还有广

义转形问题即“米克质疑”和“萨缪尔森断定”等着呢! 而且,不难看出,在逻辑

链的框架内,广义转形问题是不可解的。综上所述,只要逻辑链成立,那么,无
论怎样,转形理论(以至马克思经济学)都将万劫不复。

(四)锁定锁———转形论争问题的另一个根据

  在此指出,马克思对转形理论的有关计算有两处重要的说明,其中一处可

概括为“生产价格……要从商品的价值引伸出来”的论述(参见第二节);另一

处可概括为“这一点没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的论述(参见第三节)。据介绍,
转形论争者关注了后者。但是,考察可知,他们对后者的理解构成了一把锁定

锁,从而把由逻辑链生成的转形论争问题加以锁定。这是转形论争问题的第

二个根据。下面,先引述相关资料;尔后分析转形论争者对马克思论述的理

解;最后,再说这一理解的逻辑后果。
  1.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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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著作在介绍转形论争者(米克)对马克思论述的理解之前,有一大段

铺垫。其中重要的是:“西方一些经济学者便认定,马克思的这种转形方法要

具有适当意义,必须具备如下任何一个假定条件……还必须明确解决如下三

个问题……(3)所有总量必须合计,即是,就每种商品来说,用于生产该商品的

投入品的最终(转化了的)价格,加上按平均利润率计算的资本利润,必须等于

商品本身的最终(转化了的)‘价格’。”(胡代光,1990:142-143)
  在上述铺垫之后,该著作写道:“米克认为,马克思当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

存在。他指出,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有三个值得注意的说明……第二,马克

思说,当我们考虑到成本价格时,我们应当记住,‘如果在一个特殊生产部门把

商品的成本价格看作和生产该商品时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相等,那就总

可能有误差’。然后,马克思不考虑这一问题,只说道:‘对我们现在的研究来

说,这一点没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胡代光,1990:143-144)
  2.转形论争者对马克思论述的理解

  现在,对上述资料进行分析。首先,提请注意,第一段引文中有如下文字:
“所有总量必须合计,即是,就每种商品来说,用于生产该商品的投入品的最终

(转化了的)价格,加上按平均利润率计算的资本利润,必须等于商品本身的最

终(转化了的)‘价格’。”显然,如果忽略其中“(转化了的)”文字,那么,这段引

文表达的意思是:商品出售价格定价计算应当如何———这表明转形论争者对

马克思论述的理解,是以把转形理论归结为商品出售价格定价计算为前提的。
其次,引文接着说:“米克认为,马克思当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试问:这
里,米克所认为的“马克思当然意识到”的“问题”是什么呢? 联系转形论争者

的“归结”,可以看出,这“问题”就是:在商品出售价格定价计算中c和v的计

量标准可以是生产价格,但马克思没有按此标准计算。最后,引文才提到“在
《资本论》第三卷中,有三个值得注意的说明”,也就是本文所称“马克思关于

‘这一点没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的论述”。综上所述,转形论争者对马克思论

述的理解是:马克思意识到他关于商品出售价格定价计算,存在“作为投入品

的商品的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偏离”,但马克思认为,“这一点没有进一步考察的

必要”。
  3.转形论争者对马克思论述理解的逻辑后果

  可以证明,转形论争者对马克思论述的理解,就如一把锁定锁,把由逻辑

链生成的转形论争问题加以锁定。证明如下。
  证:在转形论争者看来,马克思意识到他关于商品出售价格定价计算,存
在“作为投入品的商品的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偏离”,只是认为“这一点没有进一

步考察的必要”———这意味着:转形论争者把转形理论归结为商品出售价格定

价计算和指出其计算中存在的错误,这些内容已为马克思的论述所印证。因

此,结论是:人们对转形论争问题不应有任何疑义。这样,转形论争问题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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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了。证毕。

二、转形论争问题真实性考察———破解逻辑链

  如上所述,逻辑链和锁定锁是转形论争问题的两个根据。因此,只要破解

了逻辑链和锁定锁,也就证明了转形论争问题的虚假性。本节破解逻辑链,下
一节再破解锁定锁。
  逻辑链的关键是转形论争者对转形理论的三个“归结”,一旦破解了这三

个“归结”,也就破解了逻辑链。
(一)转形理论鸟瞰———破解“转形理论→‘两对总量相等’命题”

  转形理论内容丰富,本文不能详加叙述,只能鸟瞰式地列举其主要部分。
  1.转形理论的对象和性质

  进行理论研究,必须首先明确理论研究的对象和性质,转形理论也是如

此。在《资本论》第三卷开头,马克思写道:“我们在本卷中将要阐明的资本的

各种形式,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在

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马
克思,1975:30)
  在该卷第九章,马克思又说:“我们在第一卷和第二卷只是研究了商品的

价值。现在,一方面,成本价格作为这个价值的一部分而分离出来了;另一方

面,商品的生产价格作为价值的一个转化形式而发展起来了。”(马克思,1975:
183)
  由引述知,“商品的生产价格作为价值的一个转化形式”,是“同资本在社

会表面上……一步一步地接近了”的“资本的各种形式”之一。这就是转形理

论的对象。提请注意,这里有一个关键词“形式”。由此可得出一个重要结论:
转形理论属于形式及其演化的理论。这就是转形理论的性质。众所周知,转
形理论中有一些计算。应指出,只有明确转形理论的对象和性质,才能准确理

解其中的计算(详见本节第三小节)。可见,明确转形理论的对象和性质很重

要。
  2.转形理论的基础概念

  概念是知识的细胞,任何理论研究都要从基础概念开始,转形理论也不例

外。鸟瞰可知,《资本论》第三卷第一章至第八章,甚至第九章,其内容是转形

理论的基础概念及其生成过程。用符号⇒代表生成,其内容可简略地表达为:
所费资本⇒成本价格;剩余价值⇒利润⇒平均利润;剩余价值率⇒利润率⇒平

均利润率;商品价值⇒商品生产价格。
  笔者注意到,有学者将上述内容概括为“马克思……分析了商品价值的转

形”或“马克思价值转形过程的逻辑结构”(丁堡骏,1994;严金强、马艳,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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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众所周知,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他给出基础概念也

是如此(不是纯粹的逻辑定义)。就此而言,上述理解无可厚非。但是,这容易

使人误以为基础概念的生成就是转形过程。其实,这只是马克思所做的概念

准备,他关于价值转形过程的研究则可归结为“转形过程的理论证明”,属于转

形理论第三个主要部分。
  3.转形过程的理论证明

  理论证明是课题成果的主体,转形理论亦如此。就《资本论》第三卷而言,
它主要体现在第九章和第十章[第九章既是相关基础概念的研究,其中“关于

一般利润率形成的例解”(马克思,1975:181)以及由此引出的结论,也是转形

过程理论证明的一个内容]。仔细阅读可知,这部分内容可概括为如下三个方

面。
  (1)历史转形证明

  马克思指出:“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比
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而按照

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撇

开价格和价格变动受价值规律支配不说,把商品价值看作不仅在理论上,而且

在历史上先于生产价格,是完全恰当的。这适用于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的

那种状态;这种状态,无论在古代还是近代,都可以在自耕农和手工业者那里

看到……”这就是马克思给出的历史转形证明(马克思,1975:197-198)。不

过,恩格斯认为,马克思这方面的论述不够充分,为此进行了补充研究,进一步

充实了这一证明(马克思,1975:1015-1028)。
  (2)现实转形证明

  现实转形与历史转形不同。后者实际是生产方式转形,即从简单商品生

产方式进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形;而前者则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几

乎天天都在进行的转形。情况是这样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在本

质上是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但在现象上却表现为生产价格、平均利润的生

产。显然,本质转化为现象也是转形,这就是现实转形。那么,这种转形是怎

样进行的? 其机制是什么? 其内在规律是什么? 马克思说:“竞争首先在一个

部门内实现的,是使商品的各种不同的个别价值形成一个相同的市场价值和

市场价格。但只有不同部门的资本的竞争,才能形成那种使不同部门之间的

利润率平均化的生产价格(马克思,1975:201)。”这就是转形过程。马克思说:
“商品不只是当作商品来交换,而是当作资本的产品来交换。这些资本要求从

剩余价值的总量中,分到与它们各自的量成比例的一份,或者在它们的量相等

时,要求分到相等的一份。”(马克思,1975:196)又说:“竞争会把社会资本这样

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中,以致每个部门的生产价格,都按照这些中等构成

部门的生产价格来形成,也就是说,它们=k+kp'(成本价格加上成本价格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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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平均利润率所得之积)。”(马克思,1975:193)这就是转形机制。马克思指

出:价值转形为生产价格之后,尽管就个量而言,产品的平均利润与其内含的

剩余价值不一定相等,产品的生产价格与其内含的价值不一定相等,但是,“一
切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的总和,必然等于剩余价值的总和;社会总产品的生产

价格的总和,必然等于它的价值的总和。”(马克思,1975:193)这就是马克思给

出的“两对总量相等”命题,亦即转形过程的内在规律。
  (3)转形理论唯一性证明

  如上所述,转形理论是用本质(价值)解释现象(生产价格)。然而,西方经

济学也有解释现象的理论即供求价格理论。这就凸显出一个问题:凭什么说,
马克思用本质解释现象的转形理论,比西方经济学用供求解释同一个现象的

理论更科学?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称为“转形理论唯一性证明”。在此说

明,与唯一性证明相对的是必然性证明。由此可知,前两项证明属于必然性

(转形过程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然性)证明。显然,对转形理论来说,必然性

证明和唯一性证明是一个问题的两个面,缺一不可,否则很难说这一理论是完

成了的理论。
  应指出,转形理论有唯一性证明。这方面的论述是大量的,因为篇幅所

限,这里仅举两例。马克思说:“要理解供求之间的不平衡,以及由此引起的市

场价格同市场价值的偏离,是再容易不过的了。真正的困难在于确定,供求一

致究竟是指什么。”(马克思,1975:211)马克思在引述一段引文后,接着写道:
“这就是承认,当同一商品在不同时期有两个不同的‘自然价格’时,供求在每

个场合都能够互相一致,并且必须互相一致,以便商品在两个场合都按照它的

‘自然价格’出售。既然在这两个场合,供求关系没有差别,而‘自然价格’本身

的量有差别,那就很明显,‘自然价格’的决定同供求无关,因此也极少可能由

供求来决定。”(马克思,1975:214-215)这就证明,西方经济学用供求解释价

格现象是不行的,从而证明只有用价值(本质)解释生产价格(现象)的转形理

论才是唯一可行的理论。
  现在,再说转形论争者的第一个“归结”,即由表式“转形理论→‘两对总量

相等’命题”所刻画的归结。如前所述,“两对总量相等”命题只是“现实转形证

明”中的一个内容,由此可知,转形论争者的第一个“归结”至少犯了以偏概全

的错误。因为这一归结由马艳的论文引出,因此,我们这样说,马艳或许有异

议。马艳的论文表明,她在给出(1)式之前叙述了转形理论的基本假设,而(1)
式正是“根据……转形理论的基本假设”给出的,因此,马艳会说,她并没有以

偏概全。应指出,转形理论≠转形理论的基本假设,马艳仅仅提到转形理论的

基本假设,就将转形理论归结为(1)式,至少是不严谨的。此外,马艳没有谈到

转形理论的对象和性质,这是马艳(以至所有转形论争者)对转形理论的有关

计算发生严重误解的重要原因。再者,马艳没有提到转形理论的一系列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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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更为严重的疏忽。总之,无论怎么说,转形论争者的第一个“归结”是对转

形理论的误解。
  (二)“两对总量相等”命题刻画———破解“‘两对总量相等’命题→生产价

格计算”
  “两对总量相等”命题的文字表述,前面已有引述,兹不重复。笔者以为,
刻画这一命题至少要有相互联系的三个表式。下面,先给出三个表式,然后说

明理由,最后再破解转形论争者的第二个“归结”。
  第一个表式是价值概念的定义。根据《资本论》第一卷相关论述(马克思,
1975:238),设wi 代表第i个部门商品的价值,ci 代表其中的不变资本价值,
vi 代表其中的可变资本价值,mi 代表其中的剩余价值,则有:

wi=ci+vi+mi (4)
式中,i=1,2,…,n。
  (4)式是价值概念的定义式。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开头,马克思再一次确

认了这一表式(马克思,1975:30)。
  第二个表式是生产价格概念的定义。马克思在给出相关假设的基础上,
以“五个不同的生产部门”为例进行数据分析,尔后给出了生产价格概念(马克

思,1975:173-176)。以此为据,设pi 代表第i个部门商品的生产价格,r代

表平均利润率,其他符号同上;为简化,假定生产过程中不变资本转移全部价

值。由此有:
Pi=ci+vi+r(ci+vi) (5)

式中,
r

 

=∑mi/∑(ci+vi)
i=1,2,…,n

  (5)式是生产价格概念的定义式。
  第三个表式是“两对总量相等”命题。由马克思关于“两对总量相等”命题

的文字表述合并(4)式和(5)式,我们有

∑r(ci+vi)=∑mi

∑Pi=∑wi

(6)

式中,
wi=ci+vi+mi

Pi=ci+vi+r(ci+vi)
r=∑mi/∑(ci+vi)

i=1,2,…,n
  (6)式是“两对总量相等”命题的表达式。
  上面就是“两对总量相等”命题完整的刻画。显然,(6)式是“两对总量相

等”本身的表达,因而(6)式是必须有的,这没有什么好说。问题在于(4)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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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式。试问:为什么要有(4)式和(5)式? 理由有如下两点。第一,马克思关

于“两对总量相等”命题的表述,其中有两个基础概念即价值和生产价格,这表

明命题以两个基础概念为基础,因此,(4)式和(5)式是命题的必备内容。第

二,马克思所说的“两对总量相等”以“两对个量不一定相等”为前提,后者可表

示为:产品的平均利润与其内含的剩余价值不一定相等,产品的生产价格与其

内含的价值不一定相等。由此可知,完整的“两对总量相等”命题隐含如下三

个比较:一是个量比较,由此显示“两对个量不一定相等”;二是总量比较,由此

显示“两对总量相等”;三是个量与总量的比较,由此显示“两对个量不一定相

等”与“两对总量相等”之间的关系。显然,个量比较是基础,没有个量比较,就
不可能有总量比较,从而也就不可能有个量与总量比较。然而,个量比较就是

由(4)式和(5)式刻画的两个基础概念之间的比较。因此,准确反映“两对总量

相等”命题完整的内容,就不能没有(4)式和(5)式。
  现在,再说转形论争者的第二个“归结”,即由表式“‘两对总量相等’命题

→生产价格计算”所刻画的归结。容易看出,马艳教授给出的(1)式与(5)式是

等价的,这里没有问题。但是,马艳没有给出与(4)式和(6)式相类的表式。可

见,马艳(以至所有转形论争者)并没有全面完整地理解命题。应指出,关于

(5)式的计量,马克思有明确说明。他说:“生产价格……要从商品的价值引申

出来。没有这种引伸,一般利润率(从而商品的生产价格),就是一个没有意

义、没有内容的概念。”(马克思,1975:176)显然,如果忽略(4)式,那么,孤立的

(5)式就不是“从商品的价值引申出来”,从而其刻画的“生产价格”“就是一个

没有意义、没有内容的概念”了。此外,更为明显的是,刻画“两对总量相等”命
题不能没有(6)式。总之,用孤立的(5)式表达“两对总量相等”命题,从而将这

一命题归结为一个无根无据、“没有意义、没有内容”的生产价格计算式,是严

重误解。
  (三)关联生产价格概念的两种计算的性质分析———破解“生产价格计算

→商品出售价格定价计算”
  为方便,先给出转形论争者所说的“生产价格的决定模式”即商品出售价

格定价计算式。由(5)式,设下标P 标示ci 和vi 按生产价格计量,我们有

PPi=cPi+vPi+r(cPi+vPi) (7)
式中,

r=∑mi/∑(cPi+vPi)
i=1,2,…,n

  (7)式是商品出售价格定价计算式。
  现在讨论本小节的主题。可以证明,与(4)式相匹配的(5)式与(7)式是不

同性质、分属于科学不同形态的计算式。一旦证明了这一点,也就破解了“生
产价格计算→商品出售价格定价计算”。下面分三个要点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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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引理:自然科学的两种形态和两种计算

  先说自然科学的两种形态。据考察,自然科学最早研究的对象是单体(牛
顿力学的对象是单一物体运动)和单质(最初的化学只是从混合物中分离出单

一物质)。然而,“现代科学已经证实,一切物质都是由大量微观粒子组成的。
它们在特定温度和压力下相互集聚,构成一定的稳定结构,这就是物质的一种

状态,简称‘物态’”(王群善,1993:51)。据资料,人类最初知道的物态是气态、
液态和固态;后来,量子力学诞生后,科学发现还有“超”物态(超导态、超流态、
超固态、中子态、黑洞),甚至还有被称为“反物质”的物态(王群善,1993:57-
61)。其实,构成万物基石的原子也是“由大量微观粒子……相互集聚”而生

成,因而按照概念的定义,原子也是一种物态;星系(天体系统)也是由星体(与
星系相比,星体也是“微观粒子”)相互集聚而生成,因而星系也是一种物态。
这样,所有物质即现代自然科学的所有对象,无一例外,都是物态,而单体或单

质只是内含其中的元素。此外,系统科学有定义:“系统是‘相互作用的多元素

的复合体’。”(许国志,2000:17)对比易知,系统概念的定义与物态概念的定义

是等价的,于是,我们有:物态科学=系统科学。然而,系统最深刻的特征是

“整体涌现性”,“整体涌现性的通俗表述,就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从整体中

必定可以发现某些在部分中看不到的属性和特征”(许国志,2000:21)。由此

可知,系统即物态不等于单体或单质的简单和,因而研究物态的科学不能简单

地从研究单体或单质的科学导出。于是,我们就区分出了科学的两种形态,其
一可称为“物态科学”(以物态为对象的科学),其二可称为“单体或单质科学”
(以单体或单质为对象的科学)。
  再说自然科学的两种计算。与科学不同形态相对应,自然科学也有两种

不同性质的计算。
  一种可称为“物态解析计算”(也称“物态方程”)(汤文辉,1999)。限于篇

幅,这里只说最简单的物态。例如,水有固态、液态、气态。物理学揭示,物态

变化,物质本身(水分子及其数量)并不变化;在外界压力一定时,物态变化仅

与物质的温度变化相关,如图1所示。
  下面,选取AB 和BC 段进行分析。如图1,在“AB 段,物质处于固态。
固体吸热,温度升高并随之热膨胀直到熔点,分子的动能和势能增加。”即有:

Q1=C固 m(t0-t') (8)
  (8)式是固态吸热过程的表达式。在“BC 段,物质(晶体)吸热处于熔解

过程。从B 点开始熔解,中间固液共存,到C 点全部熔解完毕。温度保持在

熔点不变,分子的势能增大”。即有:
Q2=λm (9)

  (9)式刻画的是物质全部熔解处于液态时的能量状态(福州市教师进修学

院,1990:209-210)。比较(8)式和(9)式,容易看出,其中的物质m(水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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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物质加热过程变化

及其数量)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水分子的能量和相应的物态(由固态变为液

态)。因此,(8)式和(9)式刻画的是物态解析计算,它属于物态科学的研究方

法。
  另一种可称为“单质增减计算”。例如,一棵植物,在对其浇水前后,这棵

植物中的含水量有所不同。即有:
水量浇水后=水量浇水前+吸水量 (10)

  显然,(10)式刻画的是单质(水分子)增减(数量变化)计算,它属于单质科

学的研究方法。
  2.与(4)式相匹配的(5)式和(7)式的性质分析

  先说与(4)式相匹配的(5)式。马克思明确说,“商品的生产价格作为价值

的一个转化形式”。由此可知,从(4)式到(5)式表达着从商品价值到商品生产

价格这种形式转化的机制和过程。显然,“形式”与“形态”相通。由历史唯物

论知,人的劳动也是物质(客观实在)的,由此推论,价值和生产价格这些形式

(价值和生产价格实际是凝结在产品中的抽象劳动在不同社会条件下的形式)
也是一种物态(社会物态),因而,刻画形式转化机制和过程的计算式即(4)式
和(5)式,是与(8)式和(9)式相类的物态解析计算式。应强调,“商品的生产价

格作为价值的一个转化形式”表明,(5)式必须源于(4)式,亦即(5)式与(4)式
一样,其中的ci 和vi 的计量标准只能是价值(而不能是生产价格),否则,(5)
式就不是“作为价值的一个转化形式”的“商品的生产价格”这种物态的解析计

算式。
  再说(7)式。将其与(10)式相对照,容易看出,(7)式是单质增减计算式。
其中,“单质”就是生产价格,“增减”表现为从cPi+vPi 到PPi=cPi+vPi+
r(cPi+vPi)的过程。
  上述讨论表明,(7)式与(5)式是分属于不同科学形态、性质完全不同的计

算式。不过,对此还可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从而进一步看清其不同的性质。
显然,由(7)式刻画的商品出售价格定价计算,实际就是企业的投入产出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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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资本家的账房先生所从事的工作。此外,社会演化实际就是社会形式的

演变,因而,可以认为,由(4)式和(5)式刻画的社会物态解析计算就是社会演

化的研究方法。众所周知,马克思是社会革命家(社会改造工程师),不是资本

家的账房先生,因此,转形理论中的有关计算,只能是社会物态解析计算(社会

改造工程师所从事的工作),决不是商品出售价格定价计算(资本家的账房先

生所从事的工作)。
  3.破解“生产价格计算→商品出售价格定价计算”
  上述讨论表明,“两对总量相等”命题中的生产价格概念的计算,是与价值

概念相关联的生产价格这种社会物态的解析计算,它与商品出售价格定价计

算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计算。转形论争者把命题中的生产价格概念计算归

结为商品出售价格定价计算,是严重误解。
  现在,回到本节的主题,考察转形论争问题的真实性。本文第一节证实,
转形论争问题的一个根据是以三个“归结”为“事实”的逻辑链。本节证明,三
个“归结”是转形论争者对转形理论一脉相承的三层误解,可见,支撑逻辑链的

“事实”是虚假的。既然如此,那么,逻辑链必然是虚假的,由逻辑链生成的转

形论争问题同样是虚假的。这就是本节的结论。

三、转形论争问题真实性考察———破解锁定锁

  如第一节所述,锁定锁源于转形论争者对马克思关于“这一点没有进一步

考察的必要”论述的理解,因此,我们首先引述马克思的相关论述。马克思在

给出“一般利润率形成的例解”,并且证明“如果把社会当作一切生产部门的总

体来看,社会本身所生产的商品的生产价格的总和等于它们的价值的总和”
(马克思,1975:179)之后,紧接着写道:
  “这个论点好像和下述事实相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生产资本的要素

通常要在市场上购买,因此,它们的价格包含一个已经实现的利润,这样,一个

产业部门的生产价格,连同其中包含的利润一起,会加入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成

本价格,也就是说,一个产业部门的利润会加入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成本价格。
但是,如果我们把全国商品的成本价格的总和放在一方,把全国的利润或剩余

价值的总和放在另一方,那么很清楚,我们就会得到正确的计算……这一切总

是这样解决的:加入某种商品的剩余价值多多少,加入另一种商品的剩余价值

就少多少,因此,商品生产价格中包含的偏离价值的情况会互相抵消……当

然,以上所说,对商品成本价格的定义是一种修改。我们原先假定,一个商品

的成本价格,等于该商品生产时所消费的各种商品的价值。但一个商品的生

产价格,对它的买者来说,就是成本价格,并且可以作为成本价格加入另一个

商品的价格形成……必须记住成本价格这个修改了的意义,因此,必须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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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一个特殊生产部门把商品的成本价格看作和生产该商品时所消费的生

产资料的价值相等,那就总可能有误差。对我们现在的研究来说,这一点没有

进一步考察的必要。”(马克思,1975:179-185)
  现在,以马克思论述为依据来破解锁定锁。在上一节,我们谈到,转形论

争者对马克思论述的理解是:马克思意识到他关于商品出售价格定价计算,存
在“作为投入品的商品的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偏离”,但马克思认为,“这一点没

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由马克思论述可以确切地证明,转形论争者的上述理

解是误解。下面分三个要点讨论。
  第一,马克思明确说:“这个论点好象和下述事实相矛盾。”显然,这里“下
述事实”指的是:现实中,资本家购买不变资本(ci)和可变资本(vi)是按生产

价格计量的;“相矛盾”表明,资本家购买不变资本(ci)和可变资本(vi)按生产

价格计量,这种情况并不属于马克思“关于一般利润率形成的例解”亦即“两对

总量相等”命题在逻辑上应有的计算(否则就不能说“相矛盾”)———其原因前

面已有讨论,那就是:转形理论属于形式及其演化的理论,其计算属于物态解

析计算,因而其中的ci 和vi 的计量标准只能是价值(而不能是生产价格)。
由此可见,马克思绝没有肯定ci 和vi 按生产价格计量是转形理论所必须有

的计算,绝没有认为“两对总量相等”命题可以归结为商品出售价格定价计算。
所谓马克思意识到他关于商品出售价格定价计算,那是转形论争者对马克思

论述的严重误解。
  第二,马克思论述中有计算,但其计算只是“加入某种商品的剩余价值多

多少,加入另一种商品的剩余价值就少多少”,结论是“商品生产价格中包含的

偏离价值的情况会互相抵销”———以下简称“马克思破解表面矛盾的计算”。
应指出,马克思这一计算已经证明,即使c和v按生产价格计算,“两对总量相

等”命题(从而转形理论)依然正确(对此的详细论证,我们将另文探讨)。由此

可见,转形理论并不存在“技术上的问题”,亦即不存在“在逻辑上是不严谨的”
问题。
  说到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前面说到,资本家购买不变资本(ci)和
可变资本(vi)按生产价格计量,这种情况并不属于马克思“关于一般利润率形

成的例解”亦即“两对总量相等”命题在逻辑上应有的计算。既然如此,那么,
马克思还需要有破解表面矛盾的计算? 这里的原因仅在于:资本家购买不变

资本(ci)和可变资本(vi)按生产价格计量,这种情况就是“在生产当事人自己

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而转形理论所要研究的“商品的生产价格

作为价值的一个转化形式”是“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一步一步地接近了”
的“资本的各种形式”之一,因此,对这种表面矛盾必须加以解决。但是,很明

显,为解决表面矛盾所需要的计算≠转形理论在逻辑上应有的计算。因而尽

管马克思进行了破解表面矛盾的计算,但仍然不能得出马克思意识到转形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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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就是商品出售价格定价计算这个结论。
  第三,马克思论述的最后一段。因为这一段较长,下面分四个层次来分

析。首先,马克思说:“我们原先假定,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等于该商品生产

时所消费的各种商品的价值。”这里所说的“原先假定”指的应是马克思“关于

一般利润率形成的例解”中的假定。其次,马克思说:“当然,以上所说,对商品

成本价格的定义是一种修改。”这说的是:马克思破解表面矛盾计算中成本价

格的计量标准,对他的“一般利润率形成的例解”中的假定是一种修改。再次,
马克思接着说:“必须记住成本价格这个修改了的意义,因此,必须记住,如果

在一个特殊生产部门把商品的成本价格看作和生产该商品时所消费的生产资

料的价值相等,那就总可能有误差。”联系前后文来解读,这句话的意思应是:
如果按“成本价格这个修改了的意义”进行“一般利润率形成的例解”计算[亦
即如果“两对总量相等”命题中的生产价格个量按(7)式计算],“那就总可能有

误差”。请注意,“误差”不仅是“差”,而且还有“误”;也就是说,如果这样计算,
那么,就会发生错误。最后,马克思说:“对我们现在的研究来说,这一点没有

进一步考察的必要。”因为这句话是紧接着前一句说的,因此,其意义是:这种

“总可能有误差”(会发生错误)的计算,“对我们现在的研究来说”(对转形理论

研究来说),“没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因为它不是“我们现在的研究”在逻辑

上所应有的计算)。这里丝毫找不到转形论争者所理解的“马克思意识到他关

于商品出售价格定价计算,存在‘作为投入品的商品的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偏

离’,但马克思认为,‘这一点没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的踪迹。
  说到这里,有必要谈到“赞同和同情马克思观点的学者”为破解转形论争

问题而给出的计算模型。这包括西方学者的“古典解法”、“新李嘉图主义”、
“新解主义”等各种解释转形问题的解法(马艳、严金强,2010);也包括国内学

者的模型,例如,白暴力的“生产价格精确量的计算”(白暴力,2000:3-25),丁
堡骏的“扩大的马克思价值转化模型”(丁堡骏,1999),余斌的“二次价值转形”
(余斌,2014:147-161)。因为篇幅所限,这里对上述模型不能逐一分析,仅指

出其如下共性:上述模型,尽管其细节有所不同,但原则上都属于马克思所说

的“那就总可能有误差”(即错误)的计算,亦即马克思认为“没有进一步考察的

必要”(即转形理论在逻辑上所不应有)的计算。诚然,如果学者们清楚地说

明,他们的计算不属于转形理论在逻辑上应有的计算,而是“总可能有误差”的
计算,他们计算的目的只是知道“误差”的情况,那么,这无可厚非。但是,这些

学者并没有上述说明。应指出,认为上述模型是转形理论在逻辑上应有的计

算式,等价于认可存在转形论争问题;而转形论争问题的根据是逻辑链和锁定

锁,因而,认可转形论争问题存在等价于认可逻辑链和锁定锁;然而,如本文第

一节所证明,如果逻辑链和锁定锁成立,那么,转形理论(以至马克思经济学)
将万劫不复。可见,学者们的行为不仅错误,而且将导致严重的后果,因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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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同和同情马克思观点的学者”所不取的。
  现在对本节进行小结。如前所述,锁定锁源于转形论争者对马克思论述

的理解;本节已证明转形论争者对马克思论述的理解是严重误解,因此,锁定

锁就被破解了。
  现在,将第二节和第三节的讨论综合起来,给出本文的结论。如前所述,
转形论争问题的根据有且仅有两个即逻辑链和锁定锁。通过上两节讨论,我
们已破解了逻辑链和锁定锁,因此,结论是:转形论争问题的确是虚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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