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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传统的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商品价值量变动规律是指

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随着时

代的发展,这一经典的成反比理论受到现实与理论的双重挑战,并引发学术界

半个多世纪的争论,至今未见分晓,遂成为“世纪之谜”。本文分别从竞争与垄

断、同类不同种商品以及联合生产的新视角对“世纪之谜”进行了探索,并尝试

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证明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存在成反比、成正比以及

不确定三种情形,深化了对“世纪之谜”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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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经典的劳动价值论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关于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

变动规律是成反比还是成正比的争论,学术界至今未达成共识,被誉为“世纪

之谜”,也成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重大难题之一。
  学术界对于“世界之谜”的争论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不同学者从不同

角度展开了对“世纪之谜”的探讨。归纳起来,学术界对“世纪之谜”的探讨主

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成反比理论产生质疑,提
出成正比的观点。比如,孙连成(1963)、叶航(1980)、李翀(1988)等从不同的

角度对商品价值量的变动规律进行了研究,质疑地分析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成反比命题的局限,并有条件地提出了成正比的观点。但是这些研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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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主要还是在改变了“世纪之谜”的部分原假设的基础上得到的,分析逻辑和

框架依旧局限在马克思原有的逻辑思想中,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二是继续

坚持成反比理论,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那个经典成反比命题并

没有错,无论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是由何种因素引起的,“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

生产率成反比”总是成立的,如吴宣恭(1964)、李慧中(1981)、白暴力(2002)、
林岗(2005)、张衔(2011)等则维护或有条件地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经典成反

比理论。三是尝试从创新视角破解“世纪之谜”。例如,程恩富和马艳(2002)
从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中引入劳动的主观条件①、张忠任(2006)从“期差

性”理论、孟捷(2011)从论证劳动与资本在价值创造中可能存在正和关系、王
朝科(2011)从构建成反比理论的标准表达式等各种新视角和新理论,对“世纪

之谜”进行了创新性研究。这些创新性研究在不同程度深化和丰富了“世纪之

谜”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我们认为,学术界关于破解“世纪之谜”的讨论,存在一个对于现实背景条

件的不充分假定,经典的商品价值量变动规律是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同类同

质商品、单一生产背景下的理论结论,而现代的理论探讨则都是以垄断竞争和

联合生产为常态、同类异质商品为主流商品为背景条件。这样,在一个现实的

背景条件下去维护经典理论的原结论或者进行理论创新也就不很恰当了。为

此,本文尝试从竞争与垄断、同类不同种商品和联合生产的新视角对“世纪之

谜”进行新的探析,并尝试进行实证检验,以期深化对“世纪之谜”的认识。

二、基于竞争与垄断视角的新探讨

  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成反比理论”是在基于当时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竞争的

历史背景条件下而得出的理论结论,并没有区分经济的竞争和垄断状态,后继

学者也都没有进行严格区分。因此,本文从区分竞争和垄断状态出发,分析劳

动生产率与单位商品价值量的新变化关系,并在分析之前做如下一些假定:
  首先,我们主要分析竞争和垄断的两种极端情况,不单独考察垄断竞争状

态,仅将这种状态视为两种状态的混合。
  其次,为了分析方便,我们还假定:(1)就行业方面,在垄断状态个别(一个

或者几个)企业就等于整个行业,在竞争状态,行业是多个企业的组合,企业呈

原子型;(2)就技术方面,无论是生产技术还是劳动技能,在垄断状态下技术的

扩散很难,是有壁垒的,在竞争状态技术是可以扩散且较容易的;(3)就商品来

① 参见马艳《马克思“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变动规律”新探———对劳动价值论的一种发展》
(《财经研究》第10期,2002年)。文章在新假定条件下将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之间的关系区分为
存在三种状态———正向变动关系、反向变动关系和均衡不变的状态。如果劳动客观条件变动的幅度大
于主观条件变动的幅度,则成反比关系成立;反之,则成正比关系成立。如果二者变动幅度相同,则为
均衡不变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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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14   海派经济学 第14卷第2期

看,在垄断状态,同类商品是有差异的,呈个性化特点,而在竞争状态,同类商

品是标准件,无差异。
  (一)竞争状态下商品价值量变动趋向分析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成反比命题是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经济背景下的理论

经验总结。
  首先,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这一时期,就行业

结构来看,企业呈原子型,行业内部存在众多企业的竞争,其单位商品价值量

是这些企业生产商品价值的加权均值,而且企业可以自由转移,不存在大企业

长期的垄断和独占;就技术扩散来看,市场自由竞争也使得技术壁垒难以存

在,而技术扩散也相对容易,特别是专利制度对技术的扩散不仅没有妨碍,而
且有促进的作用;就劳动者来说,由于劳动力可以在各企业之间充分自由流

动,一种新的垄断技能也会随着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而迅速扩散。总之,在自由

竞争的状态下,不会形成对技术、劳动力、市场占有份额等的垄断。
  其次,在自由竞争条件下,经典的商品价值量变动规律的假定条件就会容

易满足。一是可以满足关于同一部门的假定。同一部门是指由若干企业在同

一个领域分别生产某一类商品的部门,那么,在自由竞争时期,这是一般性生

产行为。二是可以满足关于同一劳动的假定。同一劳动主要是指同一种劳动

行为,虽然有简单与复杂程度之分,但是在自由竞争状态下,这些劳动是可以

转化和均化的。马克思指出:“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

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马克思,2004:53)三是可

以满足关于同一时间的假定。同一时间主要是指商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是相同的,部门内部的市场价值在自由竞争状态下非常容易形成,它实际是

所有部门内部企业的劳动时间的均值。
  这样,在这些原假定条件下,商品的价值量与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正

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的理论结论也就成立了。
  再次,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状态的技术与制度特征也为“成反比”结论提供

了条件。一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科学技术进步对于劳动的客观条件影响

较大,对于劳动主观条件影响较小;二是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劳动复杂程

度的变化幅度和频率都不快,因此,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主要还是以劳动自然时间

来衡量;三是由于劳动量的变化不大,商品价值总量的变化也比较恒定。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通过简单的数理推导验证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成反比

结论。Q、T、f、W 表示部门生产的商品总量、耗费的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部
门劳动生产率、部门单位商品价值量,则:

f=
Q
T

(1)

  部门单位商品价值量W 是部门内部生产单位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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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时间,即:

W=T
Q=

1
f

(2)

  所以,当劳动生产率f提高时,单位商品价值量就降低,从而使得两者出

现成反比变动的关系。
  最后,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也会出现商品价值量变动趋势的正

相关情况,如果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劳动的主观条件变化率快于劳

动客观条件的变化率,就会出现“成正比”的情况,这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

横向比较,另一种是纵向的跨期比较。
  所谓横向比较,是指在自由竞争状态下,当一些个别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

高的同时,其劳动复杂程度也提高了,那么,这些企业的单位商品价值量会高

于整个社会,就会出现劳动生产率与这些企业的单位商品价值量成正比的状

态。这是根据马克思“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
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的理论得出的论

断(马艳,2002)。这种情况在个别企业先采用新技术后的短时间内是可能存

在的,诸如高新技术企业。
  所谓纵向或者跨期比较,是指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

同时,如果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密度也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一期的社会必要劳

动时间与上一期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自然长度相同、密度不同,“同一劳动的

不同单位自然劳动时间的劳动密度不同,即一小时自然劳动时间与另一小时

自然劳动时间相比,其密度时间可以是不同的”(马艳,2007:72)。这样,当我

们做跨期和动态分析后,也可以得出横向分析的结论,即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

值量(密度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也可能会存在着一种成正比的关系(要
取决于劳动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变化率)(马艳,2002;张忠任,2011)。
  (二)垄断状态下商品价值量变动趋向分析

  资本主义经济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开始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
垄断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垄断成为经济的主要形式,并渗入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时

期,就行业结构来看,企业不再呈原子型,整个行业由一家或几家大型垄断企

业独占,其单位商品价值量更多表现为个别大企业的单位商品价值量。就技

术扩散来看,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由竞争过渡到垄断,技术不再是自由扩散而是

形成了技术壁垒,技术壁垒成为垄断时期的正常现象并得到强化。就劳动者

来说,垄断企业依靠对技术的垄断,使得工人依附在某种技术上而不易流动到

其他企业,劳动力在各企业之间充分自由流动受到阻碍。总之,在垄断状态

下,会形成大企业对技术、劳动力、市场占有份额等的垄断。
  其次,在垄断条件下,马克思的原假设条件已经无法得到满足,其同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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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同一劳动、同一时间在内涵上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是同一部门的原假定

不容易成立。在垄断条件下,行业内已经由一家企业独占或数家企业联合垄

断,因此在垄断状态下,个别(一个或者几个)企业就等于整个行业,这时的社

会生产就是单个大企业的个别生产行为。二是关于同一劳动的原假定也很难

成立。在垄断条件下,垄断企业依靠对技术的垄断,使得工人依附在某种技术

上面,企业之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受到限制,制造某种商品的劳动虽然仍有简

单与复杂程度之分,但是复杂劳动在行业或部门内部的均化和转化变得十分

困难,同一种劳动的差异化情况开始普遍化。三是关于同一时间的假定也发

生了改变。在垄断条件下,技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受到限制,复杂劳动在部

门之间的均化和转化也变得十分困难,因此,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

再相同,即复杂劳动还原为更多的简单劳动变得困难。而且,此时垄断的社会

必要劳动时间与竞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很难进行转换和均等化①。
 

  再次,垄断状态下,商品价值量变动规律可能成正比的假定条件更容易实现。
  (1)劳动主观条件提升和变化的频率更快,新技术的发明,需要提高劳动

者的业务技能、增加劳动者的知识容量、调整劳动者的知识结构,推动和加快

了劳动主观条件的重大改变。
  (2)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大多会以密度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为其标准,其真实长度应该为自然劳动时间t乘以一个大于1的系数,可
用t*表示垄断状态下密度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

t*=αt (3)
式中,α表示劳动密度时间转化为劳动自然时间的系数,且α>1。
  (3)商品的价值总量也会发生变化。先不考察时间序列,一定时间内,劳
动量也是变化的。因为垄断企业对工人进行培训、教育,使工人的劳动复杂程

度增加、强度提高、熟练程度增强,在一定时间内凝结的劳动量也就增加,价值

总量必然上升。如果考虑时间序列,不同时期价值总量更是变化的。这是由

于技术的革新、劳动复杂程度的改变,使得不同时期价值总量不再恒定。
  总之,在垄断条件下,商品价值量变动规律假定条件的变化,就可能出现

成正比的状态,下面我们用数理分析方法来表达这一种状态的存在逻辑。
  以时期t0表示没有技术进步的初始状态;时期t1表示某部门第i企业率

先采用新技术,并且受专利保护垄断了新技术,其他企业则保持技术不变;时
期t2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专利保护期限已到或其他企业也进行技术研发,
新技术不再由个别企业i垄断,而是逐步推广到全社会。

①

 

高峰认为,在垄断状态,存在平均利润率二重化的趋势,即出现垄断部门与竞争部门两种水平
的平均利润率。按照这一逻辑,我们认为,在垄断状态,由于技术壁垒、资本壁垒等限制了技术、劳动、
资本在各部门之间的自由流动,社会劳动时间在垄断与竞争部门之间的转化和均化变得困难,会出现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二重化,即垄断条件下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竞争条件下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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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t0期,根据上述假定,用qi,t0、ti,t0、wi,t0 表示某部门在时期t0生产

的商品数量、耗费的劳动自然时间、个别单位商品价值量;Qt0、Tt0、ηi,t0、Wt0

表示时期t0某部门生产的商品数量、耗费的自然劳动时间、企业i耗费的劳

动自然时间在部门耗费的劳动自然时间中所占的比例、部门单位商品价值量。
  (2)到了t1期,要分两种情形讨论。
  第一种情形是行业内有几家垄断企业并存。那么,假设该行业第i企业率

先采用新技术,并且受专利保护垄断了新技术,其他企业则保持技术不变。对于

第i个企业而言,其个别劳动生产率会提高,产量也会随之提高,不妨假定:

qi,t1=βqi,t0 (4)
式中,β表示企业i的产量增长率,且β>1。
  此时,企业i的单位商品价值量不再是企业i生产单位商品所耗费的劳

动自然时间,而是劳动密度时间,即:

wi,t1=
t*i,t0

qi,t1
=
α·ti,t0

β·qi,t0
=α
β

·ti,t0

qi,t0
=α
β

·wi,t0 (5)

即:

wi,t1=
α
β

·wi,t0 (6)

  当α>β时,有wi,t1>wi,t0,企业i的个别商品价值量会随着劳动生产率

的提高而上升,成正比关系成立。
  对整个行业而言,在t1时期,其他企业j技术保持不变,产量也就保持不

变,劳动时间仍然以劳动自然时间衡量,部门单位商品价值量就是:

Wt1=
Tt1

Qt1
=
Tt0+(α-1)ti,t0

Qt0+(β-1)qi,t0
(7)

  分子、分母同时除以Qt0,可以得到:

Wt1=
Tt1

Qt1
=Wt0·

1+(α-1)ηi,t0

1+
(β-1)qi,t0

Qt0

(8)

  为方便分析,假定:

qi,t0

ti,t0
=ηi,t0 (9)

则:

Wt1=Wt0·
1+(α-1)ηi,t0

1+(β-1)ηi,t0
(10)

  当α>β时,Wt1>Wt0,部门单位商品价值量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

上升,成正比关系成立。
  第二种情形是行业只有一家垄断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用ηi,t0 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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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i对市场的垄断程度,此时ηi,t0 等于1,并且根据(10)式有:

Wt1=
α
β

·Wt0 (11)

  企业i的个别商品价值量的变动规律,就是整个部门单位商品价值量的

变动规律,当α>β时,Wt1>Wt0,部门单位商品价值量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

提高而上升,成正比关系成立。
 

  (3)在t2时期,所有企业都掌握并采用了新技术,并且假定企业i没有采

用比t1时期更先进的技术,无论行业内有一家企业垄断还是数家企业垄断,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对单个企业而言,仍旧有:

wi,t2=
α
β

·wi,t0 (12)

  对整个部门而言,在t2时期,部门单位商品价值量就是:

Wi,t2=
α
β

·Wi,t0 (13)

  当α>β时,Wt1>Wt0,部门单位商品价值量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

上升,成正比关系成立。
  需要指出的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垄断企业可以凭借自身优势制定垄断

高价。因为研究一项新技术,前期的投入成本是巨大的,研发成功之后,在生

产的初期阶段,垄断企业就可以利用自身的垄断地位,制定垄断高价,以高的

价值量出售,从而获得高额利润。因此,垄断企业愿意采用该技术,尽快弥补

前期投入成本。这在外界看来,单位商品价值量随着劳动生产率而提高,正比

关系成立。或者垄断企业没有采用新技术,即使没有高价值,但可以凭借垄断

地位获得高的价值实现,成正比关系仍然可以实现。
  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在t1 时期的两种情形,还是在t2 时期,当α>β
时,部门单位商品价值量都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下降,成反比关系成

立。当出现α=β情形时,我们不能明确判定到底成反比还是成正比,单位商

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关系处于不确定状态。
  综合以上分析可见,在垄断条件下,关于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变

动规律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即可能存在成正比、成反比或者不确定三种状态。

三、基于同类不同种商品视角的新分析

  理论界关于“世纪之谜”争论的焦点并未严格区分商品是同类同种商品还

是同类不同种商品,因此,本文从同类不同种商品这一视角切入分析。
  首先,关于同类不同种商品的界定及新假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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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同类不同种商品,是指用途一致但功能有所差异的商品的集合。它

的存在需要技术与制度两方面的支持。从技术支持来看,伴随着各类科学技

术的不断进步,产品更新换代频繁,消费者在市场上可以看到很多同类商品,
功能略有差异,但却不是同种商品,比如,手机产品中的iPhone3、iPhone4、
iPhone6就可以被称为同类不同种商品。从制度支持来看,19世纪末20世纪

初,垄断经济成为主流经济形态,任何一种技术的扩散都有着较强的壁垒,技
术难以在短时间内扩散,同类不同种商品之间因技术因素带来的差异性也就

得以维持,同类商品之间也因此有了差异性;与此同时,由于垄断竞争的市场

状态,同类不同种商品之间也由原来的价格竞争转变为品质竞争和个性差异

化竞争,从而同类不同种商品更普遍地出现在市场之中,并且成为各行业、各
部门商品的主要存在形式。
  在同类不同种商品的条件下,在同一部门假定不变的情况下,需要做出如

下新假定条件:
  第一,同一劳动不再满足。同类不同种商品既然是不同种的商品,生产这

些商品的劳动显然也就不是同一劳动,而且生产同类不同种商品的劳动无论

从质上还是量上,都有较为明显的差异。
  第二,同一时间出现不确定的情况。对同类不同种商品而言,生产商品的

劳动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如果不同种商品是因劳动客

观条件的改变而出现,如生产资料的数量质量、自然条件等改变,则同一时间

的假定仍然满足;如果不同种商品是因劳动主观条件的改变而出现,比如劳动

的熟练程度、劳动复杂程度以及科学技术在劳动力中运用程度和管理水平等

改进,则同一时间假定不再满足,因为生产不同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已

经不同;当然,如果劳动的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同时发生变化,情况就更为复

杂,变得更不确定。
  其次,关于同类不同种商品价值量变动趋向分析。
  基于新假定条件,同类不同种商品价值量变动规律取决于劳动主观条件

和客观条件的变化状态,主要有三种情形:
  (1)如果劳动主观条件不变,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由劳动客观条件的改变引

起,二者会成反比关系。就同类不同种商品中的不同种商品而言,劳动客观条

件的改变对其价值量的影响尤为明显,因为它们之所以构成同类不同种商品,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产品在更新换代之时,一代又一代的产品之间科技含量有

所差异。如此一来,因劳动客观条件改进而引起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仅仅使得

不变资本转移到新产品价值中的比例增大。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单位时

间创造的价值量更多,但劳动主观条件并没有改变,所以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必

然会下降。因此,因劳动客观条件改变而引起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商品价

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也就是符合经典马克思的成反比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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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如果劳动客观条件没有改变,劳动生产率的变动仅由劳动的主观条件

变化引起,即劳动复杂程度不断提高,二者会成正比关系。具体来说,对同类

不同种商品而言,在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单位商品价值量的变化,主要

取决于劳动主观条件中的劳动复杂程度的提高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之间的关

系。假定劳动的复杂程度提高了一倍,劳动生产率也增加了一倍,那么在劳动

数量不变的条件下,商品的价值量没有变化。如果劳动复杂程度提高的倍数

小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倍数,单位商品的价值将下降;反之,如果大于劳动生

产率增长的倍数,单位商品价值将上升。但是,不论劳动复杂程度的提高与劳

动生产率的增长之间的关系如何,只要两者在提高而不是下降,商品的总价值

量都将会有所增加。
 

这样一来,“世纪之谜”中的“谜”似乎被破解了,而且同类

不同种商品,如前文所分析,尤其在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中常见,因此,生产商

品的劳动复杂程度逐步提高是非常符合现实的。
  (3)如果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同时由劳动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变动引

起,那么有可能出现成正比,也有可能出现成反比的情形。
  就现实而言,劳动客观条件的改变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劳动主观条件的

变化,因此劳动生产率由二者的共同变化所引起是很常见的。在这样的情况

下,同类不同种商品的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变动方向究竟如

何,主要取决于劳动主观条件的改变速度与劳动客观条件的改变速度哪个更

快。如果劳动主观条件的改变速度快于劳动客观条件的改变速度,那么就会

成正比,如果劳动客观条件的改变速度快于劳动主观条件的改变速度,那么就

会成反比。
  最后,为了更加清楚地表述这一问题,可就其中一种情况进行数理模型的

推导,即假定在科技进步的条件下,伴随劳动客观因素的变化,劳动主观因素

也发生同方向的变化,并假设劳动主观条件的变化幅度大于劳动客观条件的

变化幅度,同时假定商品价值总量与使用价值量分别由劳动主客观因素决定,
且在劳动主客观因素的作用下,科技进步所引起的商品价值总量的变化率大

于使用价值量的变化率。那么,我们就可以获得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之

间成正向变动趋势的结论,用数理方法表达如下:

f=f(k,l),且f'k>0,f'l>0 (14)

f=f[k(A),l(A)] (15)
dl
dA>

dk
dA>0

(16)

1
W

·dW
dA>

1
Q

·dQ
dA>0

(17)

  由于现在假定劳动主观因素l,进而价值总量W 也发生了变动,因此,不
能用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率的衡量公式。但是,根据以上假定的推理,我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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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理方法来表达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成正比”的变动关系。由于

wj=
W
Q

(18)

可以证明:
dwj

dA =wj
1
W

·g·dW
dA-

1
Q

·g·dQ
dA >0 (19)

  而由于f=f[k(A),l(A)],且根据上式,可以得出:
dwj

df =
dwj

dA
·dA
df>0

(20)

  这表明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将趋于上升,成正比关

系成立。
  总体来说,我们不难看出,“世纪之谜”中所涉及的商品已成为同类不同种

商品,同类不同种商品在探讨其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关系时

也突破了马克思探讨商品价值量变动规律时的部分假定,在同类不同种商品

中,因部分商品的劳动主观因素对其更为显著的影响而使得其个别价值较大,
因此可以实现较高价值,从而出现了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的

情况,这就为“世纪之谜”提供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

四、联合生产条件下的价值量变动规律研究

  马克思在探讨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规律时,暗含了“单一

生产”这一假定条件。在整个《资本论》的分析中,并未考虑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

和污染物。与此同时,马克思认为自然资源是一文不值的,并无价值可言,因此

社会生产基本不受资源环境这一条件所约束。然而,时至今日,自然环境的恶化

已经日益成为妨碍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瓶颈”。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因此,在探讨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

产率之间的变动关系时,应该将研究视角从“单一生产”过渡为“联合生产”。
  (一)关于联合生产与负价值

  联合生产的基本思想最早由斯拉法于1960年提出,后来斯蒂德曼等人在

此基础上将其进一步明确,并提出负价值的概念,这一概念对我们思考环境问

题还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
  首先,理论界关于“联合生产”的定义有很多,本文认为,“联合生产”是指

在一个生产过程中有两个和两个以上产品被生产,它是对“单一生产”假设的

拓展,这是一个涉及生产过程的基础性假设。与此同时,关于联合生产还有两

点应该引起注意:第一是联合生产的各种产品不一定都是合意产品,可能除了

合意产品外,还包含对社会有害的不合意产品,比如在生产电力这种合意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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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可避免地要联合生产出各种废气、废水等不合意产品;第二是联合生产

条件下某些产品的生产可能不是出于生产者的原始动机。
  其次,基于劳动价值论的“负价值”概念也有很多学者提出,但是理论界对

这些概念却不认可。本文认为,符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本精神的“负价值”
概念只能在联合生产条件下产生,也只能从联合生产条件下得到度量。与此

同时,“负价值”量的大小由净化过程中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即由修复“污染”
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损坏而投入的劳动量决定,为修复其造成的损害而投入

的劳动量越大,“负价值”的量也就越大。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负价值”的量的

规定性是与清除它所必须付出的劳动量相联系的,表现为清除过程中所付出

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多少。
  虽然众多学者对“联合生产”与环境经济学之间的相互关联有所分析,但
依然停留在生产技术层面,没有进一步挖掘其中深层次的经济学理论价值,本
文认为“联合生产”概念完全可以扩展到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因此,联合生产是

具有一般性意义的生产活动,从而“负价值”也就变成具有一般意义的现象。
  (二)联合生产条件下商品价值量变动趋向分析

  在联合生产条件下,会同时有经济物品与污染物的产生,但是面临来自于

环境方面的约束,企业必须投入劳动对污染进行清除,因此联合生产就包括两

个商品以及两个生产过程,如图1所示:

图1 单一生产和联合生产的对应关系

  因此,联合生产条件下商品价值量的决定会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由
于生产子过程的联合生产性质,仅依赖该子过程不能确定单独一种商品的价值

量;另一方面,尽管投入净化过程的劳动必然创造价值,但是这些价值又因为该

子过程不产生新产品而找不到其所能依附的使用价值。如果把两个过程结合

起来,这两个问题就一并得到解决。很显然,当企业投入劳动去清除污染时,单
位商品的价值量会增加,此时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当企业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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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时,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为了更好地

研究联合生产条件下的商品价值量变动趋势,我们分三种情况具体讨论。
  首先,我们考虑在联合生产条件下,在生产产品的同时产生污染,并对污

染物进行清除。
  我们构建基于劳动价值论的联合生产“负价值”决定模型。上述假定条件

可以表述为:
  假定1:

 

两个生产过程,产品生产过程(投入Lp)和污染清除过程(投入

Lc)。
  假定2:产品生产过程有联合生产性质,在生产产品的同时产生污染。
  假定3:污染清除过程可以清除产品生产过程中造成的污染,但并不生产

新的产品。
  基于上述假设,在联合生产条件下,我们使用映射,即从数学上讲,“对应”
的概念描述生产过程,即:

fp(Kp,Lp)={Qy,Qpp} (21)
  其中,Kp 表示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资本,Lp 表示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劳

动,Qy 表示生产的产品量,Qpp 表示造成的污染量。有别于函数只允许返回

一个值,“对应”允许返回一组值。
  同样地,污染清除过程也可以用对应的概念加以描述:

fc(Kc,Lc)={0,-Qpc} (22)
  其中,Kc 表示在污染清除过程中使用的资本,Lc 表示使用的劳动。我们假

定污染清除过程不清除任何产品,因此用0表示该过程的产品量。Qpc 表示该

过程清除掉的污染量,为了与造成的污染量相区别,我们在Qpc 前加上负号。
  现实中企业会依次进行以上两个过程,因此可以用一个总和的生产“对
应”来加以描述:

F(Kp+Kc,Lp+Lc)={Qy,Qpp-Qpc} (23)
  如果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被完全清除,即有Qpp=Qpc 成立,则生

产“对应”退化为一个常见的生产函数:
F(Kp+Kc,Lp+Lc)=Qy (24)

  但根据生态经济学原理,我们知道完全清除污染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成本

是无穷大的),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政府会设定一个污染物存在的上限,记为

Qp=∂Qpp(0<∂<1)。即生产过程造成的污染中的一部分(即∂Qpp)被允许存

在,而剩余的部分[即(1-∂)Qpp]必须被清除。因此在考虑部分清除污染这

一现实情况时,生产“对应”的概念仍然是必要的。
F(Kp+Kc,Lp+Lc)={Qy,Qp} (25)

  为了方便分析,假定生产过程和污染清除过程投入的资本量为零,即
Kp=Kc=0。根据劳动价值论,容易列出下面的方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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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24   海派经济学 第14卷第2期

Qywy+Qppwp=Lp

-Qpcwp=Lc (26)
  其中,Q 和L 的定义如上文,wy 是指商品的价值,wp 是指污染物的价

值,求解该方程组得到以下解:

wp=-
Lc

Qpc
;wy=

Lp+(Qpp/Qpc)Lc

Qy
(27)

  由(27)式我们不难看出,污染物的负价值量取决于清除该污染物所需要

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价值量取决于:(1)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量;
(2)消除污染耗费的劳动量;(3)污染消除比率。
  此时,探讨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就需要对劳动生产

率提高的不同情况做出区分。
  第一,如果产品生产过程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且是污染增强型技术,则劳动

生产率的调高会节省生产过程的劳动耗费但增加净化过程的劳动耗费,单位

商品价值量出现增加、不变和减少三种状况,因此,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

产率也相应地出现成正比、不确定和成反比的情况。
  第二,如果产品生产过程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且技术是污染中性型或污染

弱化型,则会节省生产过程和净化过程的劳动耗费,单位商品价值量减少,也
就是说,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
  第三,如果污染清除过程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且产品生产过程的劳动生产

率不变,则会减少净化过程的劳动耗费,单位商品价值量也会因此而减少,单
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也成反比。
  因此,在联合生产条件下,伴随着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商品的价

值量的变动会更为复杂,即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有可能带来商品价值量不同

的变动。我们得出如下的结论:如果在联合生产条件下,包含对污染物的清除

过程,那么就有可能会增加净化过程的劳动耗费,商品价值量伴随劳动生产率

的提高将会增加,即有可能出现“成正比”的情况。
  其次,我们考虑在联合生产条件下,虽然在生产产品的同时产生污染,但
并不对污染物进行清除。
  假定1:一个生产过程,产品生产过程(投入Lp)。
  假定2:产品生产过程有联合生产性质,在生产产品的同时,产生污染。
  这样一来,生产过程中获得的经济物品的价值量大小就为下式:

wy=
Lp

Qy
(28)

  我们发现,这与经典马克思成反比理论所描述的商品价值量一致,但污染

物的价值量无法衡量,因为生产过程带来污染的企业将其企业的个人成本转嫁

给了社会,企业并未投入新的劳动对污染物进行清除,创造新价值的劳动仅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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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生产过程之中,也只投入了Lp。因此,在整个行业内部或是部门内部,随着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仍然是成反比的。
  最后,我们考虑在联合生产条件下,产品生产过程仅有经济物品的产生。
也就是说,技术进步是绿色的。
  假定1:商品生产过程(投入Lp)。
  假定2:产品生产过程虽有联合生产性质,在生产产品的同时,并无污染

产生。
  不难看出,这类情况下,商品价值量的决定与(28)式一致,在绿色的技术

进步条件下,整个商品生产过程只有经济物品产生,因此,技术进步会带来劳

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单位商品价值量减少,即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

比,符合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结合以上三种情况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的结论:在联合生产条件下,如果

对污染物进行清除,则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有可能出现成正比的情

况;如果不对污染物进行清除,则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是成反比的;
如果在绿色技术进步条件下,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也是成反比的。
不难发现,后两种情况的价值量变动规律均与“单一生产”的情况类似,当然,
在这里我们并未细分劳动的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如何变化。

五、实证分析:基于竞争和垄断行业

  现有关于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变动关系的研究成果都没有对于这一

理论进行实证检验,而这一研究则非常重要,本文研究尝试在这一方面进行一

点探索性的工作,以期抛砖引玉能够引发理论界更为深化和广泛性的研究。
  (一)理论模型的处理与设定

  首先,关于单位商品价值量的处理。
  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的困难不仅在于相关数据的获得,还在于目前的统

计口径是以价格作为基础,而且如果考虑存在通胀,所以有专门的价格指数来

反映价格的名义变动,在实际处理价格相关统计量时,通过价格指数的处理,
价格就成为了不变价格。根据这些数据得来的价格是不随时间变动的,也不

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而变动。显然,这种处理后的数据是不能作为单位

商品价值量指标进行计量的。然而,在一定条件下,单位商品价值量变化和价

格变化的大小关系却是可以确定的。为了从数据中考察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

动生产率f的变动关系,可以运用经济学相关知识间接地实现。
  设生产单位商品所耗费的自然劳动时间为t,如前所述,以α表示劳动密

度时间转化为劳动自然时间的系数,那么复杂劳动转化为简单劳动后为:
w=αt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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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式两边取对数且求导,得到:
 

∂lnw
∂lnf=

∂lnα
∂lnf+

∂lnt
∂lnf

(30)

  其中:
∂lnα
∂lnf=

α̇
ḟ

·f
α

(31)

  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受到科学技术的进步、教育程度①的提高、垄断程

度的加深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工人的劳动复杂程度有不断提高的趋势,那么

就有α̇>0,因此有以下关系:
  (1)当劳动生产率提高,即ḟ>0时:

∂lnw
∂lnf>

∂lnt
∂lnf

(32)

  (2)当劳动生产率降低,即ḟ<0时:
∂lnw
∂lnf<

∂lnt
∂lnf

(33)

  设单位商品价值量和名义价格分别为w 和p,则:

p=πw (34)
  其中π为价格指数②,(34)式两边取对数且求导,得到:

∂lnp
∂lnf=

∂lnπ
∂lnf+

∂lnw
∂lnf

(35)

  其中,
∂lnπ
∂lnf=

π̇
ḟ

f
π

(36)

  现实经济生活中,考虑到通货膨胀③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因此价格指数π

①

②
③

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劳动复杂程度的一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可
以作为劳动复杂程度的替代变量。根据OECD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计算可得,2006-2013年美国
25-64岁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tertiary

 

education)的比例平均为41.64%,该比例年均增长1.
49%;25-64岁人口中受教育程度在中等教育(secondary

 

education)以上的比例平均为88.77%,该比
例年均增长0.26%。考虑到教育质量的提高,劳动复杂程度提高的比例可能会超过1.49%,但不会高

得太多以至于超过2.85%,因此本研究认为π̇>0是有现实依据的,但不排除π̇<0的情形,但是这样
的情形出现的概率极低,故此本研究不予考虑。

这里的价格指数特指商品的名义价格与价值量之比,假定所有行业的π均相同。
这里的通货膨胀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中的通货膨胀概念,本处特指在商品价值量给定的情况下

商品名义价格持续上升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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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即π̇>0①,因此,名义价格的变化必

定大于商品价值量的变化,并且还有以下关系。
  (1)当劳动生产率提高,即ḟ>0时,有:

∂lnw
∂lnf<

∂lnp
∂lnf

(37)

  (2)当劳动生产率降低,即ḟ<0时:
∂lnw
∂lnf>

∂lnp
∂lnf

(38)

  结合(32)式、(33)式、(37)式和(38)式得:
  (1)劳动生产率提高,即ḟ>0时:

∂lnt
∂lnf<

∂lnw
∂lnf<

∂lnp
∂lnf

(39)

  (2)劳动生产率降低,即ḟ<0时:
∂lnp
∂lnf<

∂lnw
∂lnf<

∂lnt
∂lnf

(40)

  因此,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单位商品价值量

的变化介于自然劳动时间的变化与名义价格的变化之间,分别研究p、t与劳

动生产率f之间的关系,就可以间接得出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之间

的关系,将其总结如表1所示。

表1 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变动关系的三种情形

情 形 结 论

∂lnt
∂lnf>0

,∂lnp
∂lnf>0

∂lnw
∂lnf>0

成正式

∂lnt
∂lnf<0

,∂lnp
∂lnq<0

∂lnw
∂lnf<0

成反比

∂lnt
∂lnf

与∂lnp
∂lnf

符号相反 ∂lnw
∂lnf

符号不确定 不确定

  (二)数据说明

  设生产单位商品所代表的自然劳动时间为t,该自然劳动时间的货币表

示MELT(何玉长、刘黎明,2002)设为λ。实际上,MELT反映了自然劳动时

① 根据(29)式和(34)式,得p=απt⇒ṗ
p =

α̇
α +

π̇
π +

ṫ
t ⇒

α̇
α +

π̇
π =

ṗ
p -

ṫ
t

。设商品总价格

为P,总劳动时间为T,商品数量为Q,则P=pQ,T=tQ,于是
α̇
α +

π̇
π =

P
·

P -
T
·

T
。将所有经济部门

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此时P 用名义GDP来替代,T 为总劳动时间。根据美国相关数据计算得
 

2006—2013年间
α̇
α +

π̇
π

的平均数为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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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与名义价格的关系。因为我们不知道单位商品所代表的劳动时间t,但是

可以根据单位商品的名义价格p和MELT间接得到:

t=p
λ

(41)

  其中,数据来自OECD数据库中的美国工业与服务业数据,时间跨度为

1987-2014年,共28年观测数据。在计算MELT时,其公式如下:

λ=
以当期价格计算的NDP

就业人数×单位工人一年的劳动时间
(42)

  (三)实证结果及结论

  本实证重点研究了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中的商品

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关系。另外,计算机与电子行业、石油与煤炭行

业、烟草行业可看作是这三种市场结构的代表性行业。研究这些代表性行业

所得到的实证结果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可以探索出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

率变动的一般性规律。其中,垄断竞争市场是竞争与垄断的混合体,研究这一

市场可以更清晰地发现从竞争转向垄断的过程中,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

产率变动规律的轨迹。
  首先,各行业实证结果汇总如下:

表2 各行业实证结果汇总

行业 计算机与电子行业 石油与煤炭行业 烟草行业

被解释
变量 lnp lnt lnp lnt lnp lnt

lnf
4.4737

(7.37***)
-9.580

(-52.80***)
-123.7751
(-4.51***)

-110.0462
(-5.14***)

1.7281
(5.04***)

0.30833
(2.17**)

(lnf)2 -1.2976
(-8.01***)

8.3167
(4.59***)

7.3167
(5.17***)

(lnf)3 0.1069
(7.61***)

cons -3.3642
(-4.58***)

0.7604
(10.13***)

459.1520
(4.42***)

408.9990
(5.04***)

-11.9211
(-5.18***)

-6.03726
(-6.32***)

R2 1.00 0.99 0.79 0.63 0.49 0.15

F 3529.79 2788.30 47.03 21.22 25.40 4.70

  注:括号内为t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5%的水平下显著。

  其次,从实证结论来看,根据各行业的实证结果,可以得出各行业单位商

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关系:计算机与电子行业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

动生产率的变动关系在1987-2014年间成反比,这也证明了在自由竞争市场

中,马克思提出的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的经典论断是正确的;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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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2016年第2期 商品价值量变动规律新解与实证分析 29   

与煤炭行业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关系在1987-1995年间成

反比,1996和1997年不确定,1998-2014年间成正比,这是因为石油与煤炭

行业属于垄断竞争市场,不再是完全竞争状态,也不完全是垄断状态,因此成

正比、成反比、不确定三种状态同时存在也就不足为奇;烟草行业单位商品价

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关系在1987-2014年间成正比,这证明市场由竞争

转向垄断时,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由成反比关系转向成正比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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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new
 

perspec-
tives

 

that
 

competition
 

and
 

monopoly,the
 

same
 

category
 

but
 

not
 

kind
 

com-
modity,joint

 

production
 

to
 

explore
 

“century
 

mystery”,and
 

try
 

to
 

have
 

a
 

em-
pirical

 

analysis.
 

At
 

last,the
 

outcome
 

promises
 

that
 

there
 

exists
 

three
 

rela-
tionships

 

between
 

commodity
 

value
 

and
 

labor
 

productivity:
 

positive
 

correla-
tion,negative

 

correlation,unknown,so
 

we
 

further
 

the
 

understanding
 

of
“century

 

mys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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