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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国内学者对西方消费理论有不同的命名,有的称为西方消费理论,有的称为有效需求理论,所以

有的学者将马克思消费理论与西方消费理论进行对比,有的将马克思有效需求理论与西方有效需求理

论相对比,但都属于对马克思消费理论与西方消费理论的比较。

  内容提要 马克思消费理论与西方消费理论的对比分析显示,二者在哲

学基础、方法论、研究视角、研究结论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马克思消费理论以

其在方法论的科学性、研究视角的宏观性、研究结论的深刻性等方面形成了对

西方消费理论的优越性。在我国扩大消费的过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消费理论

的指导地位,这是因为马克思消费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都具有科学性。

  关键词 马克思消费理论 西方消费理论 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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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期,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

提高,因此对消费理论的需求也与日俱增。马克思消费理论与西方消费理论

是消费理论中两大不同的理论体系,马克思消费理论内涵丰富,而且具有重要

的理论价值,但是国外学术界长期忽视马克思消费理论,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

消费理论的研究也存在不足。马克思消费理论这一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至

80年代的理论是否具有强大的科学价值,对我国扩大消费需求是否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本文将马克思消费理论与西方消费进行比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

研究。

一、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马克思消费理论与西方消费理论进行了一定的比较研究①,
这些研究有些是对马克思消费理论与西方消费理论的整体比较,有些是对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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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消费理论与西方消费理论中个别消费理论进行比较。
  刘永进、瞿商(2000)认为凯恩斯消费理论与马克思消费理论存在一定的

联系,二者都否认萨伊定律、都承认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需求不足和经济危

机,但是二者在导致需求不足的原因以及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危机的对

策方面却完全不同:凯恩斯认为消费不足由三大心理规律决定,因此可以采取

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政策;而马克思则认为导致生产和消费比例关系失调的原

因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因此提高消费只能推翻现有制度。陈祥、靳卫萍对马

克思、凯恩斯和卡莱茨基的有效需求理论进行了对比。陈祥、靳卫萍认为马克

思的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有效需求理论的核心,卡莱茨基是在马克思再生产

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他的有效需求理论的,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则建立在

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和消费者的流动性偏好基础之上(陈
祥、靳卫萍,2004:51-56,102)。许斗斗对马克思和鲍德里亚的消费理论进行

了比较。许斗斗认为马克思对消费的研究集中在经济学领域,而鲍德里亚对

消费的研究集中在社会学或哲学领域;马克思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对消费的生

产性方面,而鲍德里亚则把研究重点放在消费的非生产性方面。许斗斗认为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更呈现出现代意义的恒久价值(许斗斗,2004:
71-77)。王璐对凯恩斯和马克思的有效需求理论进行了对比。王璐指出凯

恩斯通常被看作是有效需求理论的创始者,但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对有效需

求的研究早于凯恩斯,而且马克思对有效需求的重视也不亚于凯恩斯,甚至可

能超过凯恩斯。王璐认为凯恩斯和马克思都强调生产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

利润,但马克思认为有效需求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本性,而凯

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等心理规律决定的(王璐,2005:
38-44)。宁军明比较了马克思与卡莱茨基的有效需求理论。宁军明认为马

克思与卡莱茨基都将社会阶级划分为工人与资本家两大阶级,都用收入分配

来分析有效需求不足,都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的

重要原因,但是二者又存在重大差别:马克思以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而卡莱

茨基的理论以不完全竞争为假设;马克思重点研究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而卡莱

茨基则重点研究了剩余价值的实现;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有效需求不足主要

由消费需求不足引起,而卡莱茨基则认为有效需求不足主要是由投资不足引

起(宁军明,2010:26-30)。刘小怡对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消

费理论进行了比较。刘小怡认为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消费理

论在形式上不同,但实际上可以相互补充、相互综合的(刘小怡,2007:17-
24)。陈宇宙对马克思和鲍德里亚的消费理论进行了对比。陈宇宙认为,鲍德

里亚对消费社会的符号编码是形而上学的,是对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核心

地位的彻底否定,因此缺乏现实生产的根基和社会批判的应有功能(陈宇宙,
2012:902-908)。邹广文、宁全荣认为学术界出现了否定和保卫马克思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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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两种不同倾向,以马克思消费理论与鲍德里亚消费理论的比较来看,鲍
德里亚的符号逻辑其实就是马克思的资本逻辑,而鲍德里亚消费理论至多可

以解释世界但却不能改造世界,因此马克思消费理论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邹
广文、宁全荣,2013:22-26)。何爱萍、张志敏等对马克思和凯恩斯有效需求

理论进行了比较。何爱萍、张志敏等认为马克思有效需求理论与凯恩斯有效

需求理论在时代背景、出发点、影响有效需求的因素、研究对象等方面有较大

区别(何爱萍、张志敏等,2012:255-268)。陈羲认为马克思消费理论批判地

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而当代西方主流消费理论实际上是受马克思消费

理论的启发,马克思的异化消费理论也深深影响了西方异化消费理论(陈羲,
2013:88-92)。崔秀红从语境与视角、私有制下的消费、方法论、消费与生产

和分配四个方面对马克思消费理论与西方消费理论进行了比较(崔秀红,
2014:507-511)。

 

  从以上的文献综述来看,国内学者就马克思消费理论与西方消费理论的

比较分析还非常匮乏,特别是其中的不少文献是就马克思消费理论与西方消

费理论中的个别理论比如凯恩斯消费理论、鲍德里亚的消费理论等进行比较。
就马克思消费理论与整个西方消费理论的比较分析不足,从而很难从整体上

对马克思消费理论和西方消费理论进行比较和分析。

二、对马克思消费理论与西方消费理论的简单界定

  在就马克思消费理论与西方消费理论进行比较之前,有必要对马克思消

费理论和西方消费理论进行简单介绍。马克思对消费的论述散见于他不同时

期的作品,特别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
本论》中有较多论述。归纳起来,马克思消费理论的内容囊括了消费与消费结

构理论、消费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理论、生产和消费比例关系理论、
消费力理论、消费信贷理论、消费观理论①。
  西方消费理论泛指西方的消费理论,这是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内部包含

不同理论派系的不同观点,限于篇幅这里仅以不同时期的主流消费理论为代

表对西方消费理论进行概括。从历史上来看,古典经济学消费理论、新古典经

济学消费理论、当代西方主流消费理论是在西方消费理论发展史上最具有代

表性的消费理论。其中古典经济学消费理论是指“边际革命”之前出现的以威

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消费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消费

理论是指“边际革命”之后出现的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当代西方主流消

① 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消费理论的内容体系还没有达成共识,本文对马克思消费理论六大内容
体系的界定是基于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文献,同时也是对国内各种观点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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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理论是“凯恩斯革命”之后出现的消费理论,包括绝对收入假说、相对收入假

说、持久收入假说、生命周期假说、随机游走假说、预防性储蓄假说、流动性约

束假说、缓冲存货储蓄假说、λ假说等。

三、马克思消费理论与西方消费理论的比较

  从本质上来看,马克思消费理论与西方消费理论都是对消费问题的研究,
但是马克思消费理论与西方消费理论分属于两大不同的理论体系,二者在哲

学基础、方法论、研究视角、研究结论四个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别。
(一)哲学基础的比较

  马克思消费理论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为基础,从历史和唯物的角度来研

究消费。首先,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为哲学基础,马克思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对

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的生产和消费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消费的

关系、未来社会生产和消费的关系都进行了研究,从而形成了对生产和消费关

系的科学认识。其次,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为哲学基础,马克思既研究消费的

一般属性,又重点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关系进行了专门研究,
从而对消费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最后,以“历史

的现实的人”为哲学基础,马克思对消费与消费结构、消费在社会再生产中的

地位和作用、生产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消费力、消费信贷、消费观等进行了广泛

而深入的研究,从而形成了系统的马克思消费理论。
  而西方消费理论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经济人假设”以个人利益

最大化为假设前提,这是古典经济学消费理论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所提出

的方法论哲学基础,并在新古典经济学消费理论、当代西方主流理论中都有明

显的体现。古典经济学消费理论认为市场能有效配置资源,只要充分发挥市

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整个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就会自动平衡。在这种理论前提

下,古典经济学消费理论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更重视生产。新古典经济学

消费理论更是将“经济人假设”发挥到极致,按照新古典经济学消费理论,只要

消费者最优化自己的行为就可以获得个人效用最大化。当代西方主流消费理

论依然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对收入和消费的关系进行研究,比如生命周期

假说就特别强调消费者追求一生效用最大化。
(二)方法论的比较

  西方消费理论与马克思消费理论都采用了归纳演绎、抽象等方法对消费

进行研究。然而,由于哲学基础的不同,两者在制度分析与非制度分析方法、
总量分析与个量分析方法、结构分析与非结构分析等方法论方面存在较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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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度分析与非制度分析方法的差异

  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为前提,马克思消费理论在对消费问题进行研究时

采用了制度分析方法。在马克思看来,消费是一种受社会生产关系或社会制

度制约的行为,在消费中,产品并没有脱离社会生产关系运动。所以,马克思

从生产关系角度出发,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及消费结构、生
产和消费、分配和消费、交换和消费、消费力、消费信贷、消费观等进行了深入

的研究。
  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西方消费理论采取了非制度分析方法。古典经

济学消费理论将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永恒的制度,因此没有对消费问题进行制

度分析。新古典经济学消费理论主要应用数理分析方法和经济模型分析方法

对单个消费者的最优消费行为进行技术研究,将制度作为外生变量,因此根本

不涉及制度分析。当代西方主流消费理论将制度作为外生变量,也同样是在

现有制度范围内对收入和消费的关系进行研究,并没有制度分析。
  1.总量分析与个量分析方法的差异

  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为前提,马克思消费理论所研究的是社会的总消费

而不是单个个体的消费行为。马克思采用总量分析方法对总消费进行研究,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马克思消费理论以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为切入

点,在社会再生产运动中研究消费问题,并侧重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

关系,因此是对总消费的研究;(2)马克思将个人消费划分为工人阶级的消费

和资本家阶级的消费,并侧重研究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整体消费行为,而
不研究单个工人或者单个资本家的消费行为;(3)马克思对生产和消费比例关

系理论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与生产力相对应的消费力概念,对消费领域所出现

的消费信贷进行了研究,并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公平和奢侈的消费现象进行

了批判,马克思对以上这些领域的研究都是对总消费的研究而不是对个体消

费的研究。
  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西方消费理论更关注单个个体的消费行为,这在

新古典经济学消费理论和当代西方主流消费理论中更为明显。新古典经济学

消费理论研究消费者在既定的收入水平下如何选择最优的商品组合,以实现

效用最大化。新古典经济学消费理论研究的对象是单个的消费者,因此是典

型的个量分析方法。当代西方主流消费理论虽然是宏观消费理论,却以“代表

性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为基础构建总消费函数,因此实际上还是采用了个量分

析方法。
  2.结构分析与非结构分析方法的差异

  马克思消费理论还使用了结构分析方法。马克思将消费划分为生产的消

费和个人的消费,将个人消费划分为工人阶级的消费和资本家阶级的消费,从
而完成了对消费结构的基本界定和划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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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是马克思研究消费问题的切入点,马克思通过大量的调查和研究揭示出

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消费差距以及引起消费差距的收入分配因素和

社会制度因素,并进而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马克思的结构分析方法特

别是马克思对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收入分配差距和消费差距的研究,
奠定了马克思消费理论结构分析的基础。
  而西方消费理论基本都采用了非结构分析方法。古典经济学消费理论虽

然将消费划分为生产的消费和非生产的消费,但是主张节制非生产的消费即

个人消费,因此重点关注生产的消费,并没有对消费进行结构分析。从新古典

经济学消费理论的研究方法来看,新古典经济学消费理论对单个消费者的最

优消费行为进行技术研究,而并不考虑不同消费者之间的比较,更没有对消费

结构进行研究。当代西方主流消费理论中的相对收入假说考虑了其他消费者

消费支出对消费者消费支出的影响,但是并没有研究不同消费者之间的消费

差距,而相对收入假说以外的其他当代西方主流消费理论更是没有考虑不同

消费者之间的比较。特别是,当代西方主流消费理论的个量分析方法假定所

有个体的消费行为都是一致的,根本不考虑社会阶层的差别,这使得当代西方

主流消费理论没有办法对经济中日益扩大的消费差距进行研究。
  马克思采用总量分析方法对消费问题进行研究,同时将消费划分为工人

阶级的消费和资本家阶级的消费,并对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消费差

距进行了研究,因此马克思对消费问题的研究实际上是总量分析和结构分析

的结合。
(四)研究视角的比较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时常爆发,生产和消费的

矛盾日益激化,古典经济学消费理论所倡导的生产决定消费,供求自动平衡的

传统观念已经行不通。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呼唤一种新的理论出现,这种理论

要能够科学界定生产和消费的关系,能够科学界定消费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

位和作用。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研究视角立足于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

的解读,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和消费矛盾运动的解读。因此,马克思

消费理论的研究以整个社会的消费为研究对象,对消费及消费结构、消费在社

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生产和消费比例关系、消费力、消费信贷、消费观等

进行分析,彰显了其研究视角的宏观性。
  西方消费理论的研究视角具有一定微观性。服务于产业资本扩大积累的

需要,古典经济学消费理论的研究视角是扩大生产和增加社会资本,因此古典

经济学消费理论只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中研究消费,而没有对消费进行深入

和广泛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消费理论则是典型的微观经济学研究,无论是

基数效用论还是序数效用论都只是研究单个消费者如何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

的问题,因此其研究视角具有明显的微观性。而综观整个当代西方主流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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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发展脉络,虽然不同的理论得出的结论不同,但都是在研究各种收入对

消费的影响,可以说当代西方主流消费理论仅就消费而谈消费,其研究视角具

有一定的狭隘性。当代西方主流消费理论旨在研究总消费,却以单个消费者

的收入和消费关系为基础推导总消费函数。但单个消费者的简单加总并不能

得出真正的总消费,因此,这种研究依然属于对微观个体的研究,这进一步说

明西方消费理论研究视角的微观性。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马克思消费理论以对整个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

费关系的解读,以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运动为研究视角,其研

究视角具有宏观性。而古典经济学消费理论以扩大生产和增加社会资本为研

究视角,新古典经济学消费理论以个体消费的最优化选择为研究视角,当代西

方主流消费理论以收入和消费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归纳起来,西方消费理论

的研究视角与马克思消费理论相比较具有明显的微观性。相比较而言,马克

思消费理论倾向于对消费问题进行历史的、宏观的总体研究,而西方消费理论

则越来越局限于对某一领域消费问题的研究。
 

(五)研究结论的比较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对立主要是由资本主义社会

的分配制度决定的,而资本主义分配制度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马克

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消费矛盾对立的制度性成因进行了深

刻剖析,并得出结论: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

缩小之间的矛盾,是由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

基本矛盾造成的。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是资

本主义社会本身所固有的,依靠其自身是无法根除的。因此,改变这种生产和

消费的矛盾只能推翻现有制度。
  而西方消费理论的研究结论是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寻求其他解决办法。古

典经济学消费理论认为生产和消费会自动平衡,因此无须政府采取任何措施,
社会就会实现良好运行。新古典经济学消费理论的研究表明消费者只要能优

化自己的消费行为就能实现效用最大化,因此无须政府采取任何措施。当代

西方主流消费理论比如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已经注意到了消费不足的矛

盾,但主张通过政府宏观调控来纠正市场失灵。因此,西方消费理论既没有从

制度因素寻找消费问题的解决,更不主张推翻现有制度,而是主张在现有制度

范围内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良。

四、启示与思考

  马克思消费理论与西方消费理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马克思消费理论以

其方法论的科学性、研究视角的宏观性、研究结论的深刻性等方面形成了对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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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消费理论的优越性。特别是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马克思

消费理论的指导地位。
  坚持马克思消费理论指导地位的前提是形成对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理论自

信,但是从国内对马克思消费理论与西方消费理论的研究来看,国内对马克思

消费理论的研究明显不足。中国知网的检索结果显示,1980-2013年国内学

者马克思消费理论方面的文献数量是245篇①,而1984-2013年国内学者对

当代西方主流消费理论的文献数量就已经达到了433篇②。因此,坚持马克

思消费理论的指导地位,还有必要加强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理论自信。
(一)马克思消费理论分析框架的科学性

  从西方消费理论的发展历程来看,古典经济学消费理论主张生产和消费

协调发展,并认为生产过剩不会发生,而无数次经济危机已经证明了这种观点

的错误。新古典经济学消费理论以单个消费者效用最大化为研究对象,在基

本思想上主张自由放任,新古典经济学消费理论这种对微观个体最大化行为

的研究并无法解释当今世界的消费不足,更没有办法指导政府对消费不足进

行宏观调控。而当代西方主流消费理论是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之后才

出现的,其理论前提就是消费不足,因此对今天扩大消费需求具有一定借鉴意

义。但是,代表西方消费理论主流发展方向的当代西方主流消费理论本身也

存在着较多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也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
甚至还有学者提出,当代西方主流消费理论所研究的消费函数其实并不存在。
  西方消费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消费理论和当代西方主流消费理论仅

就消费而谈消费,这种狭隘的分析框架是造成西方消费理论研究困境的根本

原因。消费作为社会再生产中重要的一环,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生产、分配、交
换的影响,更要受到现存社会制度的影响。对消费问题的研究,特别是要破解

消费不足的难题,必须综合考虑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辩证关系,更要考虑

现存社会制度对消费的影响,而这正是马克思消费理论所倡导和所研究的。
因此在基本理论框架方面马克思消费理论具有优越性。

(二)马克思消费理论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西方消费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消费理论和当代西方主流消费理论在

研究方法上较多地采用了个量分析方法和定量分析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在一

①

②

数据调查日期为2015年1月30日。在中国知网中以“马克思”和“消费”为篇名搜索,1980-
2013年共有293篇文献,但其中涵盖了诸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新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生态
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等文献。在中国知网中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消费”、“生态马克思主义”和“消
费”、“新马克思主义”和“消费”为篇名搜索,1980-2013年共有48篇文献。因此,可推断1980-2013
年马克思消费理论的文献不超过245篇。

数据调查日期为2015年1月30日。在中国知网中分别以“西方消费理论”、“现代消费理
论”、“消费函数理论”、“凯恩斯消费理论”、“凯恩斯消费函数”、“绝对收入假说”、“绝对收入理论”、“绝
对收入假定”、“相对收入+消费”、“持久收入+消费”、“生命周期+消费”、“随机游走+消费”、“预防性
储蓄”、“流动性约束”为篇名搜索的文献篇数加总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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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促进了消费理论的发展。但是西方消费理论的研究方法存在一定的

不足。
  古典经济学消费理论研究消费与生产的关系、研究消费的分类、研究节俭

和消费的选择,因此属于总量分析方法。但是新古典经济学消费理论特别是

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放弃了这种总量分析方法,彻底走向个量分析方法。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曾试图构建一个总消费函数和宏观消费理论,但是其

消费理论构建在人们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这一心理规律上,存在众多不足,并成

为其他经济学家批判的对象。凯恩斯之后的其他当代西方主流消费理论试图

以代表性消费者为基础构建总消费函数,但是代表性消费者的简单加总并不

能得出有意义的总消费,因此凯恩斯之后的其他当代西方主流消费理论依然

属于个量分析方法。但是仅仅个量分析,难以对整个社会的消费进行规律探

寻,特别是这种个体分析方法不考虑制度因素,使得西方消费理论的研究缺乏

制度基础。生产过剩、总消费需求不足是当今世界的难题,而消费需求不足更

多的是受到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消费理论的个量分析方

法就显露出不足。
  西方消费理论特别是当代西方主流消费理论重视对定量分析方法的应

用,从西方消费理论的发展趋势来看,数理和计量分析已经重于消费理论的思

想本身,因此这种研究方法是十分危险的。更何况,大量计量分析方法的使用

并没有使问题更为清晰,反而使问题更为模糊了(朱国林,2002:22-25)。而

且不同计量分析对数据的处理方法不同,这就使得不同文献得出的结论缺乏

可比性。西方消费理论过度依赖定量分析方法,并以此作为判断理论正确与

否的工具,从而导致西方消费理论特别是当代西方主流消费理论陷入一个不

断地自我创新又不断地自我否定的僵局而无法自拔。消费问题涉及生产、分
配、交换各个环节,并与制度息息相关,单纯的定量分析容易使对消费问题的

研究陷入越来越小的空间。
  马克思对消费问题的研究采用的是总量分析方法和结构分析相结合、定
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不仅如此,马克思对消费问题的研究

还综合采用了归纳演绎、制度分析等方法,这些研究方法的综合使用使马克思

对消费问题的研究更全面、更深入。罗宾逊夫人对马克思的研究方法非常赞

赏,她援引卡莱茨基的话说:“马克思的方法为有效需求分析提供了基础,而学

院派经济学家,由于他们对马克思的轻视已经浪费了大量时间为自己重新找

到这一方法。”
 

都留重人在《凯恩斯和马克思的总量方法的比较》中也指出马

克思扩大再生产平衡公式是一种特殊的总量方法,与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和

总量均衡条件公式有较大相似性(肯尼斯·粟原,1964:356)。
  马克思消费理论与西方消费理论既存在形式上和内容上的差别,又存在

方法论的差别,但是抛开各自的价值取向,两者都是研究消费领域的问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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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又具有一定的联系。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期,扩大消费需

求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扩大消费需求、调整经济结构

的过程中,马克思消费理论必须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这既是由我国的国情决

定,也是由马克思消费理论自身的科学性所决定,是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

律的。当然,也不能一味忽视和否定西方消费理论,西方消费理论中一些合理

的成分依然可以为我国经济实践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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