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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王志东,(1957-),湖南省委党校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学。

  内容提要 转形研究号称经济学世界六大难题之首。百余年来众多学者

为之付出辛劳。其实,鲍特凯维兹对于马克思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关系的质

疑,理论说明和数学计算,都不能成立,转形问题根本不存在。所谓价值计算,
就是以劳动价值为本质和内容的价格体系,价格计算就是以使用价值为本质和

内容的价格体系,两者都是在商品二重性本质上各执一端,体现着经济研究的

不同阶级立场。转形研究的客观意义就在于,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从使

用价值及其与劳动价值关系角度发展马克思经济学。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 劳动价值论 转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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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九章,马克思用三个数字图表说明“商品价值转化为

生产价格”。转形论者认为,“马克思的方法只是把产出的价值转化成了价格”
 

(米克,1979:26),而没有对于投入因素即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进行价格计算,
因此必须“修正”(晏智杰,2001:298)。由德国经济学家拉迪斯劳斯·冯·鲍

特凯维兹(Ladislaus
 

von
 

Bertkiewicz)肇始的所谓转形研究长达百余年。我

们认为,鲍特凯维兹的“修正”不能成立,所谓转形“问题”根本不存在。转形研

究的客观意义,就在于揭示了马克思经济学必须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

一、转形:从商品价值向货币价值的转化

  马克思认为,商品中凝结的劳动就是价值。但是,商品价值只有在流通领

域才能实现。购买者不可能按照商品中凝结的个人劳动量购买,只能按照当

时条件下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购买。这种社会必要劳动量就是商

品价值量。马克思说,经过较长时期发展,直接物物交换发展到以货币充当中

介的商品交换。作为一般等价的特殊商品,货币充当流通手段和价值尺度。
商品交换实际成为商品价值与货币价值的转化关系。“商品的转化形态即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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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马克思,1975:134)交换基础是价值,实现方式就是价值量即市场价格。
“价格是物化在商品内的劳动的货币名称。”(马克思,1975:119)在这种意义

上,商品价值量与市场价格在数量上完全相等。如果设价值为H,价格为G,
价值与价格比为Z,就得到公式Z=G/H=1。
  资本家投入成本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通过生产获得包含剩余价值的

商品。这个商品的价值=成本价值+剩余价值=不变资本价值+可变资本价

值+剩余价值,用公式表示为w=c+v+m。资本家拿着这个商品进入市场,
商品价值通过货币价值转化为货币价格。由于价值与价格相等即Z=G/H=
1,所以成本价值+剩余价值=成本价格+剩余价值的价格。剩余价值的价格

表现形式就是利润,两者在数量上完全相等。所以成本价值+剩余价值=成

本价格+利润。设商品的货币价格为w',成本价格为k,利润为p,就可以得

到货币价格公式w'=
 

k+p。由于成本价格+利润=成本价值+剩余价值,
也就是=不变资本价值+可变资本价值+剩余价值,所以w'=k+p=

 

c+v
+m。由于w=c+v+m,也就是=k+p,所以w=w'。也就是说,这个商品

的利润=剩余价值,价格=价值。
  马克思说:“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所
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马克思,1975:198)。因此,上述情形可以看成是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较低阶段的情形。这是在一个特殊生产部门个别资本

家商品价值转化为货币价值的情形。
  当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情形发生了变化。由于竞争加剧,
任何资本都可以自由流动,因此,不仅各个特殊部门资本必然参与整个社会的

利润平均化过程,各个资本家更是只能按照自己加入这个平均化过程的资本

份额而获得一份等量利润。也就是说,各个资本家在市场交换中不再获得与

自己生产的商品价值相等的货币价值,而只能获得与自己投入成本相等的平

均利润。他的商品价值转化成为生产价格。
  比如,资本家的商品价值=不变资本价值+可变资本价值+剩余价值,或
=成本价格+利润,即w=c+v+m=k+p。在现在的市场,资本家却只能获

得自己投入的成本价格+平均利润,即获得生产价格。设生产价格为s,平均

利润为p',则资本家所得生产价格s=k+p'=c+v+p'。
  显然,资本家拿到市场交换的商品价值与他从市场交换中获得的货币价

值即生产价格不相等,c+v+m≠c+v+p'。有些经济学家正是由此而攻击

和否定劳动价值论,李嘉图学派也正是由于不能在此坚持劳动价值论而不得

不解体。
  在马克思看来,李嘉图学派之所以失败,就在于他们不懂得单个资本家与

资本家总体的辩证关系,因而混淆了两者的差别。单个资本家生产的剩余价

值“作为决定因素之一参与平均利润的调节”,“这是一个在他背后进行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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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是“他所看不见的,不理解的”,因而“实际上不关心的”(马克思,1975:
188)。他只要求与其他资本家一样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就满足了。“事实

上”,他“特别关心的只是”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或者通过额外的过度劳动,
或者通过把工资降低到平均工资以下的办法,或者通过所使用的劳动的额外

生产率,可以获得一种额外利润,即超过平均利润的利润”。这种不关心和关

心的辩证法,正是劳动价值论在单个资本家与资本家总体关系上辩证的事实

表现,体现了单个资本家与资本家总体作为“共济会团体”的“直接的经济利害

关系”(马克思,1975:220-221)。马克思的这种分析,就把导致李嘉图学派解

体的“最困难的问题”很“容易”地“阐明和解决”了(马克思、恩格斯,1975:
299)。
  这种“阐明和解决”的前提或基础就是两个恒等式,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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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说

明。
  首先,从单个资本家的有机构成看。马克思把“和社会平均资本有同样构

成的资本,叫作平均构成的资本”,凡高于此者为高构成的资本,反之为低构成

的资本(马克思,1975:183)。设社会平均资本构成=mc+nv,m和n为不变

量,并且m+n=100,那么高构成就是(m+x)c+(n-x)v,低构成就是(m-
x)c+(n+x)v。假如一切前提条件相同,而且剩余价值率都是100%,平均利

润率都是20%,那么三个有机构成不同的资本与两个恒等式之间的转化关系

可以如表1所示:

表1 三个有机构成不同的资本与两个恒等式之间的转化关系表

资本 剩余价值 商品价值 平均利润 生产价格 价格与价值偏离

90c+10v 10 110 20 120 +10

80c+20v 20 120 20 120 0

70c+30v 30 130 20 120 -10

合计 60 360 60 360 0

  资本2是平均构成,资本1是高构成,资本3是低构成。资本1生产价格

高于商品价值10,资本3生产价格低于商品价值10,资本2生产价格=商品

价值,三者总和偏差=0,因此三者剩余价值总和=利润总和=60,生产价格总

和=商品价值总和=360。也就是说,两个恒等式同时成立。
  其次,从各个特殊部门的价值转化看。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单个资本家还

是特殊部门,资本有机构成恰好就是社会平均构成的情形是偶然的,偏离是常

态。假设社会共有五个特殊生产部门,其中没有一个部门是社会平均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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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从各个特殊部门来说,价值向价格的转化肯定是偏离的,但从整个

社会而言,两者转化总和是相等的。这是因为,在转化过程中,“一部分商品出

售时比自己的价值高多少,另一部分商品出售时就比自己的价值低多少”,因
此商品生产价格中包含的偏离价值的情况会“互相抵消”(马克思,1975:176)。
也就是说,各自的资本分别与平均构成资本偏离多少,则其生产价格就会与商

品价值偏离多少,这种偏离在社会总和中会互相抵消。例如,五个部门的平均

资本构成是78c+22v,其中80c+20v,85c+15v,95c+5v是高构成,而70c+
30v,60c+40v是低构成。高构成者生产价格都高于商品价值,低构成者生产

价格都低于商品价值。由于五个部门构成社会整体,因此高构成与低构成之

间的偏离总和会互相抵消。五个部门的剩余价值总和恰恰=利润总和=110,
它们的生产价格总和也正好=价值总和=422。两个恒等式同时成立(马克

思,1975:176)。
  最后,从竞争与社会供需的相互关系看。由于竞争激烈,社会资本可以自

由流动。“在需求超过通常的需求,或者供给低于通常的供给时”,“价格由最

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来调节时也不降低”,那么“在最坏条件下生产的

商品决定市场价值”,社会资本就会纷纷流向最坏条件下的生产部门,迫使市

场价值向着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市场价值降低。反之,如果供过于求,市场上

“所生产的商品的量大于这种商品按中等的市场价值可以找到销路的量,那
么,那种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就调节市场价值”(马克思,1975:200)。于

是,社会资本就会纷纷撤出该生产部门,迫使市场价值向着中等条件下生产的

市场价值提高。在这两种情况下,生产价格偏离商品价值的情形都会由于竞

争而趋于消失,或者说促使生产价格与商品价值达到均衡,从而最终实现两个

恒等式。当然,这是一个市场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正是商品价值决定市场价

格、或者说市场价格围绕市场价值规律上下波动的体现。
  马克思给自己规定的研究经济学、也就是写作《资本论》的任务,就是“揭
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1975:11)。在马克思看来,要揭示这种

规律,就必须像从事物理学研究那样“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马克思,
1975:8)。为此,他首先写作了《资本论》第一卷,运用劳动价值理论“纯粹”研
究“资本的生产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价值运动规律,创立了剩余

价值理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从整体来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

过程的统一”,因此《资本论》第二卷只是第一卷的“补充”(马克思,1975:29)。
至于第三卷,马克思说,就是要“解释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

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就是要阐明“资本的各种形式,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
在各种资本的相互作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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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1975:29-30)。因此,第三卷只是第一卷(和第二

卷)研究方法和逻辑思维的“转化”,只是从纯粹抽象的“资本的生产过程”向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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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的“转化”,这只要简单地看看第三卷篇和

章的标题就可一目了然。所谓转型研究,不过是整个第三卷转化体系中的一

个部分或方面罢了。

二、转形研究的理论误区

  鲍特凯维兹“不能接受”马克思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的价值计算,认为这

种计算“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排除在转化过程之外,而平均利润规律必然要

涉及这些要素”(晏智杰,2001:300)。由此肇始的转形研究实际走入了误区。
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转化。
  (一)作为成本价格向成本价值的转化

  为了生产,资本家B以货币资本家身份来到市场购买生产资料。作为不

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生产资料已经存在于市场,因此肯定不是货币资本家B
自己生产的,而只能是生产资本家A先此已经生产的(这里没有必要区分不

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不同厂商)。在我们讨论问题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前提

下,生产资本家A当然要求按照生产价格出卖商品,否则买卖不能实现。因

此,货币资本家B购买生产资料的成本价格必定=生产资本家A出卖商品的

生产价格。设货币资本家B的成本价格为k,生产资本家A的生产价格为s,
则Bk

 

=As。马克思说,“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对它的购买者来说,就是成本

价格”(马克思,1975:184),说明了生产资本家A的生产价格与货币资本家B
的成本价格之间价格等式关系。
  当货币资本家B“雄心勃勃”地离开市场(马克思,1975:200),把购买的生

产资料正式投入自己的生产过程,他就由货币资本家B转变成为生产资本家

B。他所购买的生产资料就退出流通领域而进入生产领域,成为真正的生产

资料,他为生产预付的成本价格就转化成为生产过程中的成本价值,即成为生

产过程中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和,用公式表示就是Bk=B(c+v)。
  也就是说,当货币资本家B把购买的生产资料正式投入生产过程,他就

实现了自己身份改变而成为生产资本家B。与此同时,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也就实现了自己的“身份”改变,由流通领域的成本价格转化成为生产领域的

成本价值。由于价值与价格相等即Z=G/H=1,所以成本价格=成本价值。
如上所述,货币资本家B的成本价格=生产资本家A的生产价格即Bk=As,
所以转化了的生产资本家B的成本价值也就=生产资本家A的生产价格,即
B(c+v)=As。三者关系构成一个简单等式:

Bk=B(c+v)=As
  转形论者据此断言,生产资本家B的成本价值=生产价格,并由此责难

马克思没有实现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生产价格转化。这里的误区是十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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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其一,所谓生产价格,就是生产资本家自己生产的商品通过市场交换而

获得的货币价格,体现的是生产资本家商品价值转化为货币价值的关系。生

产资本家B的成本价值作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的和,显然不是生产资本家

B自己生产的商品,而是生产资本家A生产的商品,因而是生产资本家A的

生产价格。把这里的成本价值说成生产价格,显然是张冠李戴。其二,生产价

格是价格概念,属于流通领域。成本价值是价值概念,属于生产领域。当资本

家B以货币资本家身份在市场上与生产资本家A交换时,实现的是成本价格

与生产价格的交换关系。对生产资本家A来说,实现的是商品价值向货币价

值的转化。对货币资本家B来说,实现的是货币价值向商品价值的转化。由

于这种转化,资本家B实现了由货币资本家向生产资本家的身份转变,不变

资本与可变资本也随之实现了流通领域的成本价格向生产领域的成本价值的

“身份”转变。把成本价值混同于生产价格,恰恰否定了这种转变。其三,从市

场交换而言,货币资本家B的成本价格确实等于生产资本家A的生产价格,
但并不一定等于生产资本家A的商品价值。由于竞争而导致市场供求变化,
每一特殊生产部门商品生产价格常常与其价值偏离。如果用成本价值说明不

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作为生产资料的价值,也就是以货币资本家B用成本价格

所购买的生产资料价值作为现实生产过程中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作为生产资

料的价值。虽然生产资本家B作为一个特殊生产部门商品的成本价格与生

产该商品时所消费的生产资料作为成本价值可能“有误差”,但这个误差是生

产资本家A的商品价值在流通领域转化为生产价格时造成的,对于生产资本

家B来说是一种“过去的误差”。虽然这个过去的误差对他来说“没有意义”
(马克思,1975:185),但毕竟是一种客观存在。总之,鲍特凯维兹把用掉的不

变资本+可变资本的和直接等同于生产价格,至少是逻辑混乱。
  (二)作为成本价值与生产价格的转化

  资本家运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进行生产,二者就成为他的生产成本,体
现为成本价值。作为资本家在市场购买的生产资料,这种成本价值是生产赖

以进行的前提,是一种他人生产的“旧”商品,不是资本家通过自己生产获得的

“新”商品。在生产过程中,“旧”商品通过生产消费的方式把自己的价值转移

到“新”商品中,成为“新”商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
  成本价值中作为可变资本的部分,能够通过生产提供超过自身价值的无

酬劳动,马克思称为“剩余价值”。因此,资本家通过生产获得的(“新”)商品价

值必然是成本价值+剩余价值的和,也就是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

的和。资本家通过市场实现商品价值向货币价值转化,当然就是实现不变资

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的和的货币价值转化。
  在竞争条件下,资本家不能获得与他的商品价值相等的货币价值,即不能

获得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的和的货币价值,只能获得商品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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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即只能获得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平均利润的和的货币价格。也就是

说,排除不变资本+可变资本,他不能获得自己在生产过程中新增的剩余价

值,只能获得自己在生产过程中新增的平均利润。由此而言,在商品价值转化

为生产价格过程中,仅仅是剩余价值转化为平均利润,作为成本价值的不变资

本+可变资本没有也不可能随之转化。
  转形论者责难说,马克思关于转化的价值计算没有考虑平均利润对于不

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影响,也就是没有在转化过程中实现不变资本和可变资

本向生产价格转化。这当然是不正确的:其一,马克思说,生产价格“等于商品

的成本价格加上平均利润”(马克思,1975:177)。当资本家把自己生产的商品

价值转化为货币价值,他的商品价值就转化为生产价格;与此同时,他的商品

成本价值也就转化为成本价格。商品的成本价值就是不变资本+可变资本的

和,由于价值与价格相等即Z=G/H=1,因此成本价格也就是不变资本+可

变资本的和。这也就意味着,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作为从成本价值向成本价

格的转化,也就是通过平均利润即通过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实现的。其

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作为资本家从市场购买的生产资料,就是资本家投入

生产过程中(旧)商品的价值。在资本家生产(新)商品过程中,“它是一个不以

资本家的生产为转移的前提”(马克思,1975:185),因此,它的价值只能作为

(新)商品的成本价值通过生产过程而“转移”到(新)商品中去。也就是说,在
(新)商品实现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时,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作为(新)商品成

本价值向成本价格转化不存在量的变化,商品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时量的变

化是由剩余价值向平均利润的转化形成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在价值向生

产价格转化过程中没有实现量的变化,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没有实现价值

向生产价格转化,显然是不同的,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其三,在商品生产过程

中,如果不同资本家投入的资本是等量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成本价格是“一样

的”(马克思,1975:172)。但是,由于资本有机构成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

比例不同,等量资本就会获得不等量的商品价值和剩余价值。资本有机构成

高者,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价值转移较少,商品价值和剩余价值相对较低;反
之,资本有机构成低者,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价值转移较多,商品价值和剩余

价值相对较高。在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过程中,由于平均利润率作用,资本有

机构成高者可以获得超过自己商品价值的生产价格,资本有机构成低者则只

能获得低于自己商品价值的生产价格。从这种意义上说,在商品价值转化为

生产价格时,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实际从两个方面参与了转化:一方面,以在

生产过程中用掉了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即转移到(新)商品中的成本价值

或成本价格形式,直接参与资本家总体剩余价值或利润平均化过程;另一方

面,以全部投入生产过程中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即全部投入生产过程中的

成本价值或成本价格,直接参与资本家总体平均利润分配,从而保证自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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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身份“取得与他的只是作为社会总资本的一定部分的预付资本成比例

的利润”(马克思,1975:178),即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两者都既是价值计

算,又是价格计算。价值计算正是价格计算的前提和基础,体现了资本家从生

产领域向流通领域、从而由商品价值向货币价值即生产价格转化的全过程。
怎么能够认为这里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被排除在转化过程之外呢?
  (三)作为成本价格与生产价格的转化

  在三个数字图表中,马克思直接把不变资本+可变资本的和称为“成本价

格”,把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的和称为“商品价值”,把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平均利润的和称为“商品价格”。这种概念置换,表明了不变资本

和可变资本在价格与价值关系上的一致性。
  马克思说,所谓价格,首先“只是货币形式上的价值”(马克思,1975:216)。
也就是说,作为价值的转化,价格与价值之间的转化系数是1,即Z=G/H=
1。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同一个(已经用掉了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的和,在
进行价值计算时,它就是成本价值,与商品价值保持一致的“价值”关系;在进

行价格计算时,它就是成本价格,与商品价格保持一致的“价格”关系。由成本

价值转化为成本价格,(已经用掉了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的和没有数量变

化。比如,马克思在图表中说,在80c+20v有机构成的资本部门,(已经用掉

了的)不变资本价值是50,可变资本价值是20,那么在进行商品价值计算时成

本价值就是70。如果进行商品价格计算,成本价格也是70。在成本价值转化

为成本价格的价格计算时,(已经用掉了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的和没有数

量变化。也就是说,在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时(已经用掉了的)不变资本

和可变资本没有转化系数,或者说转化系数=1。对于其他部门,马克思也进

行了类似说明。
  鲍特凯维兹认为,从价值量到价格量的“正确”转化必然存在一个从前者

到后者的转化系数(晏智杰,2001:300)。只有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也具有这

种转化系数,才能真正实现从商品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这种观点不能成立。
其一,由于竞争,资本家不能将商品价值转化为货币价值,只能转化为生产价

格。也就是说,他不能实现自己商品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的和的

价格转化,只能实现自己商品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平均利润的和的价格转

化。在这个过程中,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作为商品价值一部分,由成本价值转

化为成本价格,二者之间不存在数量变化,因此不存在转化系数,或系数为1。
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导致的数量变化,仅仅是剩余价值转化为平均利润

的结果。因此,如果存在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数量变化的转化系数,就只

能是剩余价值与平均利润的转化系数。其二,价格与生产价格既相互联系又

相互区别。作为货币价值概念,价格强调生产领域商品价值向流通领域货币

价值转化时二者的一致性。作为利润平均化概念,生产价格说明生产领域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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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价值向流通领域货币价值转化时二者的非一致性。由于二者都是市场价

格,所以商品生产价格可以称为“商品价格”。由于二者的区别,“商品价值”的
价格不同于“生产价格”的价格。个别资本家商品价值作为市场价值与社会价

值的偏离,也就是市场价格与货币价值的偏离。如果存在转化系数,就只能是

这种偏离系数。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并不直接参与资本总体利润平均化过

程。从这种意义上说,在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过程中不存在二者的转化

系数。其三,在转化过程中,商品价值和生产价格都只是商品整体的属性,都
是以“商品”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也就是说,即使存在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

价格的转化系数,也只能存在一个作为商品“整体”的转化系数。如果不变资

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各有自己的转化系数,请问:这些转化系数是什么?
从何而来? 为何存在并怎样起作用?
  现实生活中,资本家进行生产前就必须购买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作为生

产资料,即预付生产成本。无论他是赚钱还是亏本,都不能改变这个既成事

实,或者说,都必须以这个既成事实作为赚钱还是亏本的衡量标准。因此,当
商品通过市场获得生产价格后,他首先考虑的就是用所得生产价格减去已付

生产成本,然后知道自己是盈是亏,然后计算自己是否等量资本获得了等量利

润,是否存在超额利润,等等,最后才能确定自己是继续干下去还是另谋新路。
无论哪个资本家都不可能纠结于生产成本即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是否生产价

格化,因为这与他的盈利或亏损没有意义。转型论者完全无视这一现实,至少

表明他们的理论思维是脱离现实的,没有现实意义。
  马克思说,资本增值经过了“一系列互相联系的、互为条件的转化”,是一

个货币价值转化为商品价值、然后商品价值转化为货币价值的过程。资本家

不仅在市场上购买了一种特殊商品即劳动力,而且在生产过程中迫使劳动者

提供超过自己劳动力价值的无酬劳动,因此在形成自己资本的过程中,他“预
付的价值不仅保存了,而且增长了,它的量增加了”(马克思,1975:63)。不变

资本和可变资本作为商品成本价值的意义,就在于真正揭示了资本增值的秘

密。从这种意义上说,从商品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永远是从不变资本和可

变资本作为成本价值开始的。离开这个基点,就是在本质上背离了马克思经

济学。

三、转形研究的数学计算

  鲍特凯维兹把马克思图表中生产部门Ⅱ和Ⅲ中用掉的不变资本51和

51,分别改换为50和52(晏智杰,2001:295)。然后把马克思所列第Ⅰ和第Ⅴ
生产部门合并为生产可变资本部门,因为二者价值之和(90+20)恰好等于工

人工资(110),把马克思所列第Ⅲ和第Ⅳ生产部门合并为生产不变资本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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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二者价值之和(132+70)恰好等于各个部门用掉的不变资本价值(202)。
剩下的第Ⅱ生产部门则生产资本家消费品,因为其价值恰好等于剩余价值

(110)。显然,这种社会生产三部门区分依据是改换了的数字,但这种改换至

少说明表中数字是可以任意设置的。马克思列举五个部门是随意的,根本没

有说社会生产仅仅五个部门。既然如此,三部门区分的立论依据就不能说是

科学的。
  鲍特凯维兹假定第一部门价格与价值关系(平均而言)是x︰1,第二部门

是y︰1,第三部门是z︰1。平均利润率是p,由此得出三部门简单再生产价

格计算公式:
(1+p)(c1x+v1y)=(c1+c2+c3)x
(1+p)(c2x+v2y)=(v1+v2+v3)y
(1+p)(c3x+v3y)=(s1+s2+s3)z

  从数学角度看,方程无解。为了数学求解,必须在四个未知数x、y、z、p中

去掉一个。为此,鲍特凯维兹假定第三部门即剩余价值生产部门是(单一)黄
金生产,并假定黄金价格与价值相等即Z=

 

G/H=1,于是数学方程可解。这

种以经济学迁就数学、然后用这种迁就的数学解释经济学的所谓价格计算法

当然是不正确的。其一,剩余价值生产部门作为奢侈品生产部门,不止于黄金

生产。它还包括资本家必要生活资料生产以及其他许多商品生产。以黄金生

产替代剩余价值生产部门,在经济学上至少存在以一代多、以个别代全体的逻

辑错误。其二,作为货币,黄金的价值与价格比为Z=G/H=1。但是,作为商

品即生产黄金的价值与价格比却不一定是Z=G/H=1。由于富矿与贫矿等

差别,商品黄金的价值与价格相差悬殊。马克思引述说,“杰科布曾经怀疑黄

金是否按其全部价值支付过”(马克思,1975:53)。把作为货币的黄金与作为

商品的黄金混为一谈,用前者所代表的价值与价格比取代后者所代表的价值

与价格比,表明鲍特凯维兹在价格与价值、商品生产与货币流通关系上思维混

乱。其三,如果剩余价值生产部门价值与价格比为Z=G/H=1,那就意味着

不存在价值向价格转化,或者这种转化在数量上相等,即生产价格=价值:
(s1+s2+s3)z=

 

s1+s2+s3
  这种情形仅仅存在于社会平均资本构成部门,仅仅是偶然现象而不是常

态。由此论证三部门生产平衡,就不能认为是科学的。撇开这点不论。由于

Z=G/H=1,则第三部门价格计算等式就转化为价值计算等式,即:
(1+p)(c3x+v3y)=

 

s1+s2+s3
把左式(1+p)(c3x+v3y)还原=

 

c3x+v3y+
 

p(c3x+v3y),则得:

p(c3x+v3y)=
 

s3
  平均利润=剩余价值。这种情形同样仅仅存在于社会平均资本构成部

门,仅仅是偶然现象而不是常态。不仅如此,c3x、v3y也由此只能是不变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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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可变资本价值,而不是生产价格。系数x、y要么只能=1,那就意味着实际

不存在(这样一来,所谓价格计算三等式就完全成为价值计算三等式了);要么

只能=等比例数,那就意味着价值等比例增加或减少。至于不变资本转化系

数为什么是x,可变资本转化系数为什么是不同于x的y,鲍特凯维兹并没有

任何经济学说明,仅仅凭借二者部门不同而进行简单数学设定,这种讨论问题

态度至少不够严肃。
  根据三部门生产等式,鲍特凯维兹列出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价值转化

为价格的两个表,如表2和表3所示。

表2 价值计算表一

生产部门 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 剩余价值 产品价值

Ⅰ 225 90 60 375

Ⅱ 100 120 80 300

Ⅲ 50 90 60 200

总计 375 300 200 875

表3 价格计算表二

生产部门 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 利润 产品价格

Ⅰ 288 96 96 480

Ⅱ 128 128 64 320

Ⅲ 64 96 40 200

总计 480 320 200 1000

  鲍特凯维兹宣布,实现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价格计算后,虽然总利润=总

剩余价值(200=200),但总价格≠总价值(1000≠875),因此马克思两个恒等

式不能同时成立。
  在说明转化的三个表中,马克思一再强调,五个部门商品价值向生产价格

转化必须首先实现利润平均化。也就是说,平均利润22或平均利润率22%
乃是转化的前提条件,离开平均利润就不能讨论转化。可是,鲍特凯维兹价格

计算表中却没有平均利润。既然如此,他是在讨论转化吗? 如果不是,他能侈

谈两个恒等式甚至大言不惭地宣称马克思两个恒等式不能同时成立吗?
  当然,我们可以把价格计算表中三部门利润平均化,(96+64+40)÷3=
662/3,所得总利润仍然不变。但是,由于利润已经平均化,第一部门生产总价

格已经≠三部门不变资本总和(288+96+662/3≠288+128+64),第二部门

生产总价格已经≠三部门可变资本总和(128+128+662/3≠96+128+96),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84   海派经济学 第14卷第2期

第三部门生产总价格已经≠三部门利润总和(64+96+662/3≠200)。由此,
鲍特凯维兹通过改换马克思图表数字而精心编制的三部门生产等式根本不能

成立。既然如此,还能根据三部门等式而侈谈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生产价

格转化吗?
  简单比较两表,就会发现,所谓价格计算不过是价值计算的简单增量罢

了。三部门商品价值总和=不变资本总和+可变资本总和+剩余价值总和。
如果剩余价值总和不变,不变资本总和与可变资本总和增加,则商品价值总和

一定增加。因此,当不变资本价值总和375增加到价格总和480即增加105、
可变资本价值总和300增加到价格总和320即增加20时,商品价值总和也就

随之增加125=105+20,变成了生产价格总和即875+125=1000。这是小学

生都知道的数学加法。在这样的前提下指责马克思商品价值总和不等于生产

价格总和,作为统计学家,鲍特凯维兹究竟在做什么?
 

  由于存在资本构成高于或低于社会平均资本构成的情形,因此在价值向

生产价格转化时,不仅存在价格高于价值的情形,而且还存在价格低于价值的

情形,如表4所示:

表4 价格计算表三

生产部门 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 利润 产品价格

Ⅰ 162 84 24 270

Ⅱ 72 112 96 280

Ⅲ 36 84 80 200

总计 270 280 200 750

  如果表4与表2比较,显然,不变资本总和减少了105(375-270),可变

资本总和减少了20(300-280),利润总和不变,则生产价格总和=750,比表2
价值总和减少125(875-750)。
  按照鲍特凯维兹假定,三个表体现价值向价格转化关系,表2与表3体现

“一部分商品出售时比自己的价值高多少”,表2与表4体现“一部分商品出售

时比自己的价值低多少”,相互偏离由于成本价格变化而互相抵消,最终形成

两个恒等式。在利润与剩余价值总和相等的同时,表3生产价格总和1000比

表2价值总和875高125,表4生产价格总和750比表2价值总和875低

125。表3与表4的价格偏离互相抵消,因此价值总和=生产价格总和。鲍特

凯维兹片面强调“价格比价值高多少”的转化,完全忽略“价格比价值低多少”
的转化,至少思维方式是片面的,因而对马克思两个恒等式的指责也就不可能

正确。当然,由于没有平均利润,他的假定实际不能成立。
  人类生存需要消费资料。要得到消费资料就必须生产,就必须要有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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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因此,社会生产必然是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生产。两大部类

必须达到结构平衡,社会生产才能按照一定比例正常进行。从简单再生产的

价值而言,生产资料属于不变资本,消费资料包括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因

此,生产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生产的结构平衡,也就是第二部类生产的消费资

料能够保证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工人和资本家同时生活需要,即第二部类生

产的产品等于第一部类可变资本+剩余价值与第二部类可变资本+剩余价值

之和:
Ⅱ(c+v+m)=Ⅰ(v+m)+

 

Ⅱ(v+m)
  由于第二部类就是生产消费资料,因此在满足第二部类工人和资本家本

身生活需要后,第二部类不变资本作为消费资料必须满足第一部类工人和资

本家同时生活需要,即:
Ⅱc=Ⅰ(v+m)

  这当然也就意味着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平衡,即第一部类生产的生产资

料可以同时满足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生产资料需要:
Ⅰ(c+v+m)=

 

Ⅰc+
 

Ⅱc
只有这样的结构平衡,社会才能正常进行简单再生产。
  资本家进行生产,不仅必须投入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而且必须获得剩余

价值。从这种意义上说,每个资本家的生产都必然是不变资本、可变资本与剩

余价值的生产,所生产的商品也必然是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部

分价值组成。商品的这种客观组成与资本家生产的客观需要,形成了社会必

然存在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生产部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三部门

中每个部门所生产的商品价值总和与社会所需要的该部门商品价值总和一定

相等,也不能说明三部门供给与需求总量平衡就一定形成社会简单再生产。
鲍特凯维兹把社会区分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三部门,用三个等式

说明社会简单再生产,显然是把“部类”生产与“部门”生产搞混淆了。由于三

部门生产等式没有体现社会生产两部类比例关系,因而本质上不能成为社会

简单再生产公式。

四、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

  转形论者质疑马克思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源于对生产价格(即价

格,下同)的理解不同于马克思。
  马克思认为,商品具有二重性:一是价值,是凝聚在商品中的劳动;二是使

用价值,其中绝不包含一个价值的“原子”(马克思,1975:50)。这就是说,使用

价值是不同于“劳动”的“物”。“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它是“价值

的物质承担者”(马克思,1975:48)。劳动价值论研究商品价值,认为货币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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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符号,商品的市场价格本质上只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因此商品按价值

计算是排除使用价值的,是不包括“物”的。这是以劳动价值作为本质和内容

的价格论。
  但是,人们购买商品就是购买商品“有用性”即使用价值(马克思,1975:
54)。人们在市场上围绕商品而讨价还价,就是为了实现买卖双方达成一致的

交换。这种围绕使用价值交换所达成的价格也就是商品使用价值的交换价

值。“一个东西的价值,也就是它的交换价值。在任何地点和时间用另一物来

表现的,就是在那时那地能够得到的、并能与另一样东西交换的第二样东西的

数量。”因此,价值就是表示市场上“两样东西之间的关系”,仅仅是交换尺度

(马歇尔,1964:81)。也就是说,人们购买商品的价格,就是购买商品使用价值

的价格,没有必要甚至根本不考虑其中包含了多少劳动。从这种意义,商品的

市场价格本质上只是商品使用价值的货币表现,劳动仅仅是构成商品使用价

值的成本,因此商品按价格计算是排除“劳动”的,是否认“劳动”作为“价值”
的。这是以使用价值作为本质和内容的价格论。
  1896年,即《资本论》第三卷出版第二年,庞巴维克就批评马克思第三卷

与第一卷矛盾,主要依据就是价值向价格转化。在他看来,如果商品存在二重

性,使用价值就应该与价值处于同等地位。人们购买商品就是购买使用价值,
因此价格就是使用价值的价格(庞巴维克,1959:312-314)。显而易见,庞巴

维克是站在资本立场,把工人劳动仅仅当作商品生产成本而与机器、厂房和原

料等等物质生产成本同类,是把工人拟物化(成本化)而降低为只需付出劳动

力价格的“最贱的商品”(Paul
 

M.Sweezy,1942:89)。也就是说,庞巴维克企

图用效用价值(即使用价值)的价格论否定劳动价值的价格论,从而把工人完

全“排斥于社会之外”(马克思、恩格斯,1995:77)。20世纪50年代,英国的罗

宾逊夫人情感式地指责劳动价值论仅仅是马克思信徒的宗教信仰,“完全是一

堆空洞无物的废话”(马克思,1975:327)。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萨缪

尔森更直接说,劳动价值论是“不必要的迂回”(马克思,1975:353),必须用橡

皮擦掉。他们的观点只是庞巴维克的继续。
  问题在于,当庞巴维克、罗宾逊夫人和萨缪尔森们致力于利润水平的变动

及利润在企业主和利息持有者之间的分割时,或者致力于竞争与垄断或金融

与价格等研究时,煤会自己从地底下跑到市场上吗? 面包会从天上掉到餐桌

上吗? 如果没有工人劳动,满足效用的商品从何而来? 既然一切商品都只是

劳动产物,没有劳动也就没有效用,那么,劳动者就不仅是商品生产的主人,作
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就更应该是社会的主人。这是简单的逻辑常识。可是,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一切社会生产力,都好像不为劳动本身所有,而为

资本所有,都好像是从资本自身生长出来的力量”,“因此,资本已经变成了一

种非常神秘的力量”(马克思,1975:935)。效用价格论正是由此而使“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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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生产的社会关系神秘化”,“以为资本本身具有某种‘生产性’”,“似乎它天生

就有某种独立的自我增值力”。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关于价格计算和价值计

算的争论”就更具有了深远的“实际意义”(Paul
 

M.Sweezy,1942:129-130)。
  鲍特凯维兹看到了商品按价值计算与按价格计算的不同,企图把二者统

一起来。在他看来,资本家在市场购买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当然是按价格计

算。当资本家把同一个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投入生产过程用作生产成本,如
果按成本价值计算,就缺少了使用价值部分,因此他强调要对于成本价值进行

价格转化。基于这种前提,他认为要对价值论进行“修正”。他把绝对价值定

义为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相对价值即交换价值则是商品在市场的交换比

例指数。只有当交换比例与交换双方所耗费的劳动比例相同时,交换比例的

量才成为绝对价值的尺度(晏智杰,2001:293)。显然,所谓绝对价值,就是马

克思的“价值”,交换价值就是“价格”。交换价值的量成为绝对价值的尺度,则
是马克思所说市场交换中构成资本实现价值与价格数量相等的偶然情形。在

这种意义上,鲍特凯维兹就把市场交换中价格偏离价值的常态作了(效用)价
格论解释。他的这种“修正”过于简单地背离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因而不能

与马克思“铁的逻辑”相抗衡(马克思、恩格斯,1964:353),又在根本上不同于

当时风行的边际效用论。正当人们因《资本论》第三卷而激烈争鸣的1906年,
他的论文在马克思故乡用德文发表却没有任何人关注,这应该是重要原因。
其实,鲍特凯维兹超前地提出了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问题。遗憾的是,自斯威

齐开始的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却没有明白这一点,而是沿着他的错误论

证继续前行,劳而无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当马克思继承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劳动价值理论时,大自然“恩
赐”似乎无穷无尽,人们只要付出劳动就可获得。自然资源作为不同于劳动的

物、作为使用价值似乎没有必要纳入劳动价值论研究范围。在马克思看来,任
何劳动产品“必须通过交换,转到把它当作使用价值使用的人的手里”,才能成

为商品。“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物品。”因此,研究商品价值实际

也就包含了研究商品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就包含在商品价值之中。“如果物没

有用,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马
克思,1975:54)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仅仅以价值增殖为目的,使用

价值本质上在其视野之外。无产阶级劳动被异化,“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

越没有价值、越低贱”(马克思、恩格斯,1985:92)。他“靠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

东西”,只是“为维持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额”,他甚至“只有在

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马克思、恩格斯,1995:287)。
因此,马克思规定自己的任务就是为无产阶级解放研究“劳动”的价值,提出剩

余价值理论。人类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
 

(马克思、恩格斯,1995:
33)。由于英年早逝,他甚至连计划中六个研究问题的第一个都没有亲自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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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马克思、恩格斯,1995:31)。种种原因使得马克思没有对于商品使用价

值及其与价值的关系进行深入系统研究。
  马克思说,“商品体本身,例如铁、小麦、金刚石等,就是使用价值”(马克

思,1975:48)。也就是说,人们购买铁、小麦、金刚石等商品,也就是购买使用

价值,这些商品的价格也就是使用价值的价格。“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

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马克思,1975:54)不仅

如此,任何一个社会,“不管财富的社会性质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

质内容”(马克思,1975:48)。劳动不仅必须与自然界结合才能共同创造财富,
甚至自然界还是财富的第一源泉(马克思、恩格斯,1995:298)。在《资本论》第
三卷中,马克思花了许多篇幅说明社会需要对于竞争与商品供求及与资本主

义经济危机的关系(马克思,1975:193-222),等等。诸如此类表明马克思实

际是承认效用价值及其价格的。在马克思看来,效用价值作为使用价值也就

是劳动“有用性”的价值,效用价格也就是劳动“有用性”的价格,两者在质和量

上是完全等同的(马克思,1975:54)。这种对于劳动价值的绝对性强调实质是

劳动价值的一元论,是以对于使用价值作为价值的绝对否定为前提。以庞巴

维克、罗宾逊夫人和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效用价值的价格论,在强调商品使用价

值的价格即效用价格时完全否定劳动价值,完全否定商品的二重性本质,把劳

动者仅仅当成劳动力所有者,贬低为与厂房、机器等同类的“生产要素”,贬低

为资本生产的“会说话的工具”。这种对于使用价值作为价值的绝对强调可以

称为使用价值一元论,是以对于劳动价值作为价值的绝对否定为前提。使用

价值一元论在政治上只能是资本或资产阶级的辩护士,在理论上不得不在自

由资本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之间周而复始地兜圈子,在实践上只能哀叹资本

主义经济的江河日下、无力回天。随着历史推移,现在回过头来看,无论是马

克思商品按价值计算的价格论,还是效用价值按价格计算的价格论,从商品二

重性本质言,事实上都是各执一端。从这个角度看,所谓转形问题就不是一个

简单的商品按价值计算还是按价格计算的问题,而是一个二者在商品二重性

基础上如何统一的问题。换言之,转形研究的客观意义就在于:随着历史推

移,尤其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时代,当大自然已经不堪人类掠夺,资本主义经

济发展回天乏术,社会主义正突破传统束缚而创新发展的时候,正确认识劳动

与物、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物或自然的立场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真正把

劳动价值与使用价值(效用)辩证统一起来,就不仅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更具

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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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ransformation
 

research
 

is
 

called
 

the
 

first
 

of
 

the
 

six
 

major
 

problem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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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of
 

economics.
 

Over
 

one
 

hundred
 

years,many
 

scholars
 

have
 

paid
 

their
 

hard
 

work.
 

In
 

fact,Bob
 

Kay
 

Fitch
 

Marx
 

value
 

to
 

the
 

produc-
tion

 

pric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uestion,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calculations
 

can
 

not
 

be
 

established,the
 

transforma-
tion

 

of
 

the
 

problem
 

does
 

not
 

exist.
 

The
 

socalled
 

value
 

calculation
 

is
 

based
 

on
 

labour
 

value
 

for
 

the
 

nature
 

and
 

content
 

of
 

the
 

price
 

system,price
 

calcula-
tion

 

is
 

of
 

value
 

in
 

use
 

for
 

the
 

nature
 

and
 

content
 

of
 

the
 

price
 

system,both
 

of
 

which
 

are
 

in
 

commodity
 

dual
 

nature
 

as
 

an
 

entia,embodies
 

the
 

different
 

class
 

position
 

of
 

economic
 

research.
 

The
 

objective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of
 

transformation
 

is
 

that
 

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we
 

must
 

develop
 

the
 

Ma-
rx

 

econom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e
 

value
 

and
 

the
 

labor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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