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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人们很少注意到,《资本论》及其手稿也是一部“市民社会的解

剖学”。“资本内在否定性”是马克思进行社会研究的方法论,它通过特定的研

究坐标、“前进—回溯”的研究路径和“中间层次”的演化分析,呈现市民社会内

在发展的构成体系;它分别在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以人的社会联

系、物质生产方式和资本生产界限为解剖线索,展示出经济社会的一般形态、特
殊形式和个别结构的变迁过程。这一社会解剖学,有助于理解经济社会形态的

过渡性质,厘清东西方社会不同的生成路径和发展方向;对于明确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历史定位,反思西方“市场社会”和“福利社会”的经验教训,更好地指

导小康社会全面建成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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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恩格斯,1998:
412)。这一论断表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独特旨趣是社会研究。所谓

批判,即澄清前提、划定界限;落实到政治经济学上,就是通过揭示现代社会的

经济运动规律,阐明资本主义及其学说的缘起、发展、衰败、消亡的生命全过

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资本内在否定性,即“资
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马克思,2004:278)。关于这一点,国内

外不少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研究,但遗憾的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资本内在否定

性”也是马克思社会研究的方法论。
  长期以来,一个严重的误解是,人们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是历史唯物主

义的宏大叙事,是对社会一般形态的普遍化研究,缺少对微观社会生活的洞察

和关怀。法国存在主义大师保罗·萨特就曾指责说,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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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普遍化导致了对个体和特殊性的压抑;他因而提议:运用“中介”的方法和

“前进—回溯”的方法来补充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化方法,以便具体分析

社会整体与个人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找到人与历史条件之间相互作用的中

介环节(保罗·萨特,1998:34-50)。① 殊不知马克思正是这么做的。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把“货币”作为社会的异化了

的普遍交往的中介,通过私有财产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运动来论述

异化的扬弃与社会本质的显现(沈斐,2011:78-81)。②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马克思、恩格斯把共产主义看作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以“现实

的人”的社会分工变迁作为中介,考察“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

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和等级的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等经济社会形

式的演化(马克思、恩格斯,1995:67-87)。在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马克

思以“资本内在否定性”为中介,通过它在不同层面的展开,在宏观上建立起人

与社会发展的宏大框架,提出三大社会形态演进说;在中观和微观上分析市民

社会的特殊形式和个别结构,考察交换、货币、资本、工资、利润等的发生,剖析

商品向货币、货币向资本的转化以及资本的周转和循环,将社会历史理论像脐

带一样深深扎根在物质生产生活的血脉中。
  资本内在否定性所特有的方法,决定了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必然打破宏观

与微观、理论与经验的界线,既聚焦具体社会生活,又胸怀全人类解放。这种

社会研究,有助于人们建立起经济社会形态演变的世界历史视野,对于考察中

间形态的特殊社会形式和个别社会结构,更是别具炉锤。

一、资本内在否定性:马克思的社会研究方法

  资本内在否定性是市民社会依以旋转的轴心,即在“人类社会的史前时

期”,“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

程”(马克思、恩格斯,1998:412)。资本内在否定性之展开本身,就是一部市民

社会的“解剖学”。这部解剖学展示的是市民社会内在发展的构成体系———以

私有制为前提的分工与交换的生成机制、作用机理和发展变迁。市民社会之

前的各种社会形式,之所以躺在了解剖台上,是因为在它们的结构中出现了市

民社会的“先兆”。换言之,它们只有在形式中包含了后来在市民社会中得以

①

②

在萨特那里,“中介”的方法是指,充分重视精神分析学、微观社会学等辅助学科,寻找人和历
史条件之间相互作用的中间环节和因素。“前进—回溯”的方法是指,无论社会通过中介因素对个人行
为的影响,还是个体实践在中介因素制约下对社会的自主选择,都不是单向和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双向
往复的运动。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私有财产与共产主义”一节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的
发展分为五个阶段:私有财产的肯定阶段、私有财产的否定阶段、私有财产的否定之否定阶段、人的全
面发展阶段和人的自由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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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发展的复杂范畴的简单萌芽时,才能担当得起“解剖”市民社会的资格和

荣誉(望月清司,2009:259-266)。① 通过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分析,马克思将

市民社会的生成作为“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的终结,揭示出经济社会演化的

一般形态、特殊形式和个别结构。
(一)特定的研究坐标与理论旨趣

  马克思的社会研究是从市民社会的发达阶段———“资产阶级社会”入手

的,以此为支点,构架起考察整个人类历史的坐标。马克思认为:“人体解剖对

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马克思、恩格斯,1995:47)一种对象,只有在它的完

成形态上,对它的科学研究才具可能和意义;一个社会,只有当它的自我反思

开始时,它之前的和之后的社会形式才能够被理解。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

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它的结

构的理解,能够帮助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而同时,“这种正确的

考察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

先兆,变易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1995:453)。因而,马克思把资产阶级社

会作为他社会研究的阿基米德支点:向前,是解开古代共同体之谜的一把钥

匙,向后,是通往未来人类社会的阶梯。
  独特的研究坐标决定了独特的理论旨趣。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社会

是借助以往那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的,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

的遗物,继续留存,另一部分原先只是先兆的东西,却迅猛发展起来,对未来社

会的走向具有充分意义(马克思、恩格斯,1995:46-47)。只有对成熟的生产

交往关系做出总体性研究,才有可能对封建的、古代的、东方的经济社会做出

批判地反思;只有全面考察了自然共同体的形式演化,才能透视市民社会的构

成体系和过渡性质,建立起市民社会终将为人类社会所取代的信念。概言之,
这种社会研究,唯有建立在批判的基础上,才能被理解;唯有以反思为中介,才
具现实性。在马克思看来,解剖市民社会是为了唤醒对过往社会形式的反思,
形成对市民社会的自觉批判;而对市民社会的自觉批判,是为了让那条通往人

类社会的道路显现出来。
  这种以反思为中介,沿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之路“前进—回溯”的研究

路径,正是马克思的社会生成辩证法的表达。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认为,社
会的生成机制不是世界精神的自我演化,而是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对立面转化。
这种“转化”,依自我否定的方式展开,将潜伏于表象之下的本质一一复原出

来。例如,在自然共同体中,促使其转化的是分工和交换的萌芽;当它披上小

① 按照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望月清司的解释,古典古代的奴隶制之所以进入了马克思政治经济
学批判的视野,是为了说明棉花和砂糖庄园里黑人奴隶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以及在整个欧洲世
界市场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东方土地的所有制(斯拉夫、古克尔特等)之所以成为市民社会解剖学的
材料,是为了说明英国以爱尔兰为对象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以印度为对象的扩大原始积累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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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制的外衣,就朝向普遍的社会联系转化;在更为广泛分工的大工业形式

中,它开花结果,转化出一个世界市场的市民社会。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和

反思,过去、现在、未来被贯通起来,表达为“共同体→市民社会→共同体”的社

会演进图式。
(二)“中间层次”的演化分析

  “资本内在否定性”是马克思解剖市民社会的“手术刀”。它的解剖对象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
2004:8);它的解剖任务是,阐明市民社会的内在结构,即以私人所有为前提的

分工和交换的体系及其生成过程;它的解剖目的是,把资本主义条件下正在发

生的向其对立面的转化———共产主义的生成过程呈现出来,为那个尚未充分

实现的、以潜在形式存在于旧世界之中的新世界“助产、分娩”。
  所谓“中间层次”的演化分析,是指:
  第一,它的研究对象既不是通常意义的生产力,也不是单纯的生产关系,
而是作为二者枢纽的生产方式,即表现在特定社会生产关系之中的生产力发

展形式。“资本内在否定性”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各种关系范畴的矛盾展

开:它从商品背后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对立开始,这一对立在社会中表现为

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通过商品转化为货币将矛盾暂时转移至流通领

域;货币在流通领域内的矛盾又通过劳动力商品暂时解决,发展为实际劳动过

程与价值增值过程的对立,而这一自相矛盾只有通过劳动形式本身的自我扬

弃才能解决。随着劳动形式的革命,一个新的社会就将诞生。“资本内在否定

性”通过自身内部范畴对立面的转化,推动了市民社会的生成发展,也创造出

解决这一社会对抗形式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
  第二,它表达的是一个从理性抽象上升到理性具体、并不断逼近感性具体

的过程。马克思的社会研究是从社会有机体的细胞层面展开的,这种研究不

能用“显微镜”和“化学试剂”,而要用“抽象力”来代替(马克思,2004:8)。之所

以如此,是因为劳动产品一旦成为商品后就是二重性存在———既是作为使用

价值的自然存在,也是作为价值的社会存在。价值看不见也摸不着,“这种形

态变化是通过单纯的抽象进行的”,“必须有一种实际的中介,一种手段,来实

现这种抽象”(马克思、恩格斯,1995:91)。于是,货币作为“中介”和“手段”就
历史地出现了。货币把商品的自然属性抽象掉,化为价值符号固定下来,抽象

的价值获得了具象的存在,成为社会再生产环节中现实的一环。再进一步,货
币转化为资本,肩负起整个社会生产的使命……就这样,对感性具体的正确抽

象与现实的历史过程互为参照,抽象与具体、历史与逻辑就在中间层面上统一

在一起了。
  可见,“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分析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抽象(价值)和
具体(使用价值)之间、逻辑和历史之间搭建了“中间层次”的平台;它以经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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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变迁为“活动舞台”,建立起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同社会历史规律之间的

内在统一;它以生产方式中对立面的转化为“中介”,建立起现实的人的活动同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宏大结构之间的有机联系。
  一旦理解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的社会理论远比人们熟知的历史

理论要丰富得多:它不是通常人们认为的基于欧洲经验的普遍史观,而是作为

社会内生机制的“资本内在否定性”之生命体在历史进程中的多维度展开;它
把历史规律建立在丰富的社会现象之上,让宏观把握和微观分析交融互动。
故而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是分层次的:宏观上,指向一种历史意识,揭示社会发

展普遍规律;中观上,深入市民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研究经济社会的特殊形

式及其变迁;微观上,考察资本生产的界限,探讨积累的社会结构及其更替。
在这种社会研究中,一般、特殊和个别,规律性、多样性和复杂性,被一一贯通。

二、宏观:人的社会联系与社会的一般形态

  在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宏观分析里,经济社会的一般形态是与人的发展阶

段环环相扣的,后者的跃升就是前者的递进。人与人的社会联系方式的自我

扬弃,是马克思考察经济社会一般形态演进的线索。
(一)以货币为中介的社会联系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附录”的“论交换”一节中,马克思已经把货

币的本质提升到了社会的高度,并指明货币是异化了的人的规定性。“两个私

有者的社会联系或社会关系表现为私有财产的相互外化”,“物物交换……同

时也是同社会关系的对立”(马克思,2000:173),个人与个人被私人所有隔离

开来,只有通过中介才能实现相互联系。货币“这个中介是私有财产丧失了自

身的、异化的本质”(马克思,2000:165),作为一种普遍的交换手段,透过异化

反映出人的规定性。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开篇即以研究方法

导言的形式切入“以货币为中介的社会联系”,这是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
“相互的社会诸联系转变为一种固定的、压倒一切的、把每个人都包含在内的

一个社会关系,这一点首先表现在货币中”(马克思、恩格斯,1995:377)。马克

思把研究出发点锁定在“18世纪的个人”身上,他们的衣袋里已经装好了迄今

为止最发达的也是最普遍的社会联系———货币。在马克思看来,那种被古典

经济学当作理论出发点的孤立的个人,绝不是以自然主义为基础的、直接在鲁

滨孙故事中登场的人物,而是在16世纪以来就做好了准备、并且在18世纪大

踏步走向成熟市民社会的人。
  社会就是交往关系中相互联系的人本身,“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

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马克思、恩格斯,2002:302)。马克思指出,“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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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整体上来考察资产阶级社会,那么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

身,总是表现为社会生产过程的最终结果”(马克思、恩格斯,1998:108);
 

“社
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恩格斯,1995:221)。

(二)社会联系的自我扬弃与三大社会形态演进

  沿资本内在否定性所特有的“前进—回溯”路径,马克思展开研究。
  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

立……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

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

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

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

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1995:25)。
  越往前追溯,个人就越不独立。在家庭、氏族和公社中,人的社会联系被

狭隘化和局部化;在社会的一般关系“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的
市民社会里,却生发出以货币为中介的最发达的社会联系。但这不是社会的

终点。在资本内在否定的进程中,“现在”是进行时态的历史,“社会”是持续生

成的状态;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而社会总是从一

定个人的生产过程中产生。于是马克思写下一段关于三大社会历史形态的著

名论述:
  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

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

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
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
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

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马克思、恩格斯,1995:107-
108)。
  从社会联系的辩证发展看,第一大社会形态是“人的依赖关系”阶段,表现

为人与社会的自然同一。自然的联系如共同的生产资料、血缘、宗族、领主与

农奴、封建主与臣仆等,占据优势,个人没有独立性。个人“直接地从自然界再

生产自己,或者他的生产活动和他对生产的参与依赖于劳动和产品的一定形

式,而他和别人的关系也是这样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1995:107)。但无论

怎样,在这种人与人相互依赖的“肯定”形式中已经包含了“否定”因子:“这种

关系本身在自己的范围内,在一定阶段时具有物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
1995:115),于是“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等市民社会的“先兆”发展起来,
而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之没落下去(马克思、恩格斯,1995: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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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大社会形态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表现为人

与社会既相互对立又普遍联系。人与共同体之间的自然联系解体了,但人的

相互依赖关系被保留下来,而且克服了狭隘孤立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得到了最

为普遍的发展———每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每个人的产品转

化为他本人的生活资料,也要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毫不相干的个人之

间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性,构成了他们的社会联系”(马克思、恩格斯,1995:
106)。在这一阶段,个人之间的漠不相干、相互隔离与全面依赖的强制性形成

巨大张力,“这种情况甚至发展到这样的高度,以致这种联系的形成同时已经

包含着突破它自身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1995:111)。
  第三大社会形态是对第二大社会形态的否定之否定,表现为人与社会的

普遍联系和重归同一。“否定”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包含了肯定、并且朝向更

高阶段肯定发展的否定。社会联系的物性被抛弃了,普遍性被继承下来;人们

的交往关系不再表现为人格上的依赖,也无须通过物的中介表现,而是“每个

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1995:294),个人

的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一

个不再需要中介缔结的自由人联合体诞生了,人与社会在更高层面实现了统

一。至此,人类社会告别史前史,开始新时代。
  随着社会联系的自我扬弃,社会一般形态的演进图式“共同体(自然公

社)→市民社会→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清晰呈现出来。

三、中观: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与市民社会的特殊形式

  在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宏观分析中,市民社会居于三大社会形态的“中间层

次”。它特指一个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分工和交换的生成体系,形成于

第一大形态向第二大形态的过渡,完成于第二大形态向第三大形态的飞跃,是
“跨形态”的。然而,三大形态的粗略划分并不足以深入到市民社会的机体内

部,探究其中“特殊”的社会形式。为此,我们需要进行资本内在否定性的中观

分析,剖析“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过程、城市与乡

村的对立过程为线索,对市民社会的经济形式逻辑演进和社会生产空间变迁

做出考察,形成对市民社会的自觉批判。
(一)经济形式演进的逻辑分析:从小商品市场经济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从资本内在否定的逻辑演进看,市民社会有特征鲜明的两个阶段:从一般

价值的形成到资本总公式的矛盾,是第一阶段———这是建立在城市小商品市

场经济与农村自然经济之上的封建社会;从货币转化为资本到社会平均利润

率下降为零,是第二阶段———这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上的资产阶级

社会。马克思认为,后一种经济形式是市民社会的高级阶段,也是人类社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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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
  1.劳动—土地

  劳动与土地所有权的关系,是马克思研究市民社会逻辑起点的线索。马

克思指出,在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相比只起次要作用的情况下,“表现为交换

价值的真实基础的,不是资本而是土地所有权关系。……正是在土地所有权

的发展中才能研究资本逐步取得的胜利和资本的形成”(马克思、恩格斯,
1995:207)。为此,马克思研究了“亚细亚形式”、“古典古代形式”、“日耳曼形

式”三种共同体。在他看来,这三种共同体不是三个平行的历史空间,而是依

据土地所有权变迁而展开的逻辑顺序。
  亚细亚形式是共同体土地所有制,尽管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被专制君主用

赋役、纳贡、租税等形式夺走,但由于主要用途是共同体的储备和建设,剩余劳

动最终归还给共同体,成为共同体成员的“必要”劳动(马克思、恩格斯,1995:
466-468)。在古典古代形式中,土地被分为由共同体占领的“公有地”和分割

给罗马人作为私有财产的“小块土地”两种;这时的私有财产只是表现为共同

体实体的偶然因素,还不足以成长为日后市民社会私有制谱系的“先兆”(马克

思、恩格斯,1995:468-471)。只有到了日耳曼形式,才形成了私人占有基础

上的共同体所有制———共同体成为个人所有制的公共附属物,存在于个人土

地所有者本身的相互关系中;私人土地不再以共同体土地为中介,相反,共同

体土地以私人土地为中介(马克思、恩格斯,1995:475)。以后,随着共同体土

地所有制的解体,一个市民的社会从中发展起来。
  2.交换价值生产与小商品市场经济

  奴隶制和农奴制最先在共同体的解体中诞生。接着,“领主—农奴”关系

悄然向“地主—租户”关系转化,自由土地和自由劳动从中产生。随着工场手

工业的产生和繁荣,使用价值的生产开始让位于交换价值的生产。马克思在

《哲学的贫困》中分析过这段生产重心由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的转移史:
  “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例如在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

过消费的过剩品。也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当时不仅剩余品,而且一切产

品,整个工业活动都处在商业范围之内,当时一切生产完全取决于交换……最

后到了这样一个时期,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一切东西……甚至像德行、爱
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这是一个普遍贿赂、普遍

买卖的时期,或者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是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变

成交换价值并到市场上去寻找最符合它的真正价值的评价的时期”(马克思、
恩格斯,1958:79-80)。
  到了君主专制确立的时期,一切赋税都变成了货币税,一切关系都转变为

货币关系:“实物税转化为货币税,实物地租转化为货币地租,义务兵制转化为

雇佣兵制,总之,一切人身的义务转化为货币的义务,家长制的、奴隶制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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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制的、行会制的劳动转化为纯粹的雇佣劳动”(马克思、恩格斯,1995:96),货
币把实在财富当作供自己享用的祭品“摩洛赫”①,从商业的奴仆摇身变为商

业的暴君(马克思、恩格斯,1995:150)。交换价值的生产占据了社会生产的主

导地位,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盛行于整个欧洲大地,一个按照商业原则建立起

来的分工与交换的社会体系形成了。这就是市民社会的第一阶段,小商品市

场经济是其经济形式。
  3.剩余价值生产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市民社会的第二阶段产生于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剩余价值的生

产“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②(马克思、恩格斯,1995:49)。从资本内在否定的

逻辑发展看,劳动力商品是起点,从此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取代了劳动与土地的

关系,成为社会依以旋转的轴心。如果说在市民社会的第一阶段中,交换价值

的生产是“普照之光”,那么,到了第二阶段,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特殊的以

太”。
  当商业资本通过垄断控制了小生产,并以利息的名义掠夺剩余价值的时

候,原先依靠旧的学徒法对小生产的组织就变得不合时宜了。马克思指出:
“只是在资本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实际上才成为形式上

自由的交换。可以说,在英国只是在十八世纪末,随着学徒法的废除,雇佣劳

动才在形式上得到充分的实现。”(马克思、恩格斯,1998:173)劳动力成为商

品,意味着小商品生产的小私有制被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大私有制

所取代,产业资本将行会间的社会分工转化为资本生产中的社会分工,不断扩

大商品的生产和流通,从中获取剩余价值。当剩余价值的生产贯穿到社会新

陈代谢的全过程时,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成熟了。
  在市民社会的第一阶段,劳动与土地经历了从“同一”到“分离”的过程,与
之相反,马克思认为在市民社会的第二阶段,劳动与资本(生产资料)将经历从

“分离”到“同一”的回归,这就是《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
克思,2004:874)。在资本内在否定的逻辑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力

的增长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

己的剩余劳动”(马克思、恩格斯,1998:104),从资本垄断的剩余劳动中夺回每

个人发展个性所必需的时间和自由,让所有人的需要成为必要劳动的尺度,让
所有人的自由时间成为社会财富的尺度———这就是社会的第二大形态朝向第

三大形态的过渡,也是市民社会的完成。
(二)社会空间变迁的历史考察:从自治城市到民族国家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历史考察是从“城市”开始的。他发现,单是这种人

①
②

“摩洛赫”是指古腓尼基人以人,特别是儿童,作为供奉火神的祭品。
原文是“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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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朝向城市的集中,就使共同体具有了“同单个人的存在不同的外部存在”,
“当联合在城市中的时候,公社本身就具有了某种经济存在”(马克思、恩格斯,
1995:473-474)。于是城市和乡村对立的运动,构成马克思考察市民社会空

间变迁的一条重要线索。
  1.城市—乡村

  从亚细亚、古罗马到中世纪日耳曼,城市与乡村历经了同一、分离、对立的

发展过程。其中,古罗马形态被称为“城市乡村化”,日耳曼形态被称为“乡村

城市化”,二者一正一反,前后继起。
  日耳曼的公社并不集中在城市中……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
过这是以土地私有制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的一

种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看作王公的营垒,看作真正的经济

结构上的赘疣);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个历史的舞台出发的,然后,
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

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马克思、恩格斯,1995:473-474)。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古典古代已经拥有了诸多历史名城,但这些城市是以

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即:“土地私有者同时也就是城市的市民。从

经济上说,国家公民身份就表现在农民是一个城市的居民这样一个简单的形

式上”;城市与乡村的分离只在形式上出现,尚未形成真正的分工。中世纪日

耳曼则从乡村这个历史舞台出发,“每一单个家庭就是一个经济整体,它本身

单独地构成一个独立的生产中心”(马克思、恩格斯,1995:475);当家庭式生产

出现剩余,交换就产生了,从而自然形成了以一定区域为中心的农贸市场,并
逐渐发展为城市,这就是“乡村城市化”。从乡村外化出城市的过程也是城乡

间分工和交往不断加强的过程,最终,在城乡对立中诞生出一个“市民的社

会”。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市民的)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可以概

括为城市和乡村对立的运动(马克思,2004:408)。①

  市民的社会只有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运动中才能发展起来。按照这个标

准,亚细亚社会的城乡尚未分化,农业工业浑然不分,当然无缘于市民的社会;
罗马的城市中,尽管繁荣地生长出贸易、商业、手工业甚至商业精神和法律(罗
马私法体系还被恩格斯高度赞誉为第一个世界性的商品经济法律),但罗马人

“集中于城市而以周围土地作为领土”,其生产方式是“为直接消费而从事劳动

的小农业”(马克思、恩格斯,1995:470),且不被允许作为商人或手工业者谋

生,因而也不够格跻身市民社会的家族谱系;只有日耳曼的征服战争,推动了

城市—乡村的对立发展,为市民社会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① 原文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
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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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将亚细亚的历史看作是城市—乡村对立运动的“肯定”阶段,那么,古
代罗马就是“否定”阶段,而日耳曼生产方式作为对罗马生产方式的否定,则是

 

“否定之否定”阶段。罗马帝国因内战而分裂,大量平民失去土地,饥荒、瘟疫、
奴隶起义接连不断,其“城市农村化”的生产关系岌岌可危。日耳曼征战将分

散的土地所有权集中起来,吸纳罗马的先进生产力,创造了“农村城市化”的新

型生产关系(丹尼斯·史密斯,2000:119-125)。① 如马克思指出:“在日耳曼

蛮族,用农奴耕作是传统的生产,过的是乡村的孤独生活,他们能够非常容易

地让罗马各行省服从这些条件,因为那里发生的地产的积聚已经完全推翻了

旧的农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1995:39)。根据资本内在否定的历史考察,
我们看到,封建社会不仅带有从古典古代遗留下来的“城市”作为市民社会的

最初空间,而且为在一个权力分散的欧洲形成相互竞争的国家奠定了基础。
  2.自治城市的形成

  封建社会在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中缓慢发展。中世纪生产方式主要是两

种:一种在乡村,那是日耳曼统治的主要形式,表现为土地所有制和农奴劳动;
另一种在城市,那是古罗马遗留下来的城市,聚集着手工业和商业。这种二元

生产既相互支撑又相互斗争,逐渐形成了封建庄园和自治城市的二元社会结

构。
  在乡村,封建庄园是基本单位。分散割据的封建领主组建起集政治、经
济、司法、军事和宗教功能为一体的独立社会,支配着庄园居民的全部生活(他
们在政治上是臣民,在经济上是佃农)。封建制度建立在效忠、采邑、社会契约

等关系上,维护着封建生产和封建等级的土地占有和产品分配。
  在城市,罗马时代的商业一度衰落,直到10、11世纪,随着农业和手工业

的生产力发展,出现了拥有少量资本并支配帮工劳动的同业公会,商业、贸易

和金融逐渐繁荣,城市才复兴起来。1160年“比萨法典”和1216年“米兰法

典”是城市自治的重要标志。这些以人身自由、土地自由和司法权为主要内容

的城市宪章,确立了城市的独立地位和经商特权,大大推动了城市和商业发

展。城市中新生的市民阶级以赎买或武力的方式从封建领主那里获得不同程

度的自治权,成立了由工商寡头、新贵族控制的独立政府,形成了自治城市(城
市—国家)这一崭新的市民社会空间。
  3.民族国家的诞生

  中世纪自治城市是欧洲民族国家的前身。不过,在封建庄园和自治城市

之上,还高居着一个“超国家”的天主教廷。如恩格斯所说,“封建制度的巨大

的国际中心是罗马天主教廷。它在尽管发生各种内部战争的条件下还是把整

① 佩里·安德森指出,西欧封建制主要是“罗马—日耳曼”遗产合成的产物,它将濒临崩溃的奴
隶制生产方式与日耳曼蛮人的原始公有制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其中,法兰西和诺曼征服后的英格
兰,堪称二者均衡合成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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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封建的西欧联合为一个大的政治体系……它按照封建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

教阶制”(马克思、恩格斯,1995:705)。罗马教皇通过推行“超国家”的神权政

治,成为封建制度的特殊封建领主和最高统治者。当市场关系和绝对权利观

念最终取代领地所承担的封建义务时,绝对主义国家就诞生了。
  城市与王权结盟是民族国家形成的开端。恩格斯指出:“王权在混乱中代

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Nation)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

态对抗。”(马克思、恩格斯,2009:220)当王权的利益恰好与城市要求将分散

的、自治自足的地方性经济转变为统一民族市场的诉求相一致时,封建王权就

摇身变为国家和民族的代表,成为城市利益的体现者和保护者。例如在15世

纪,伊比利亚的地主阶级统治者和热那亚的资本主义商人银行家就这样走到

了一起,共同的利益驱使他们建立起政治交换关系,“一方面是谋求权力的地

主阶级成分为资本主义成分创造有利可图的贸易机会;另一方面是牟取利润

的资本主义成分为地主阶级成分加强那个提供保护的机器,提高它的功能和

效率”(杰奥瓦尼·阿瑞基,2011:134)。中世纪的绝对主义国家大多推行重商

主义政策为民族资本开辟世界市场,极大繁荣了资本的国际贸易和世界交往。
  而资本是一种以不断扩张自身为生存条件的经济形式,当封建制度不足

以为资本扩张继续开辟空间时,城市与王权的蜜月就到头了。尤其是,当横征

暴敛和封建等级越来越成为资本扩大再生产的阻碍和桎梏时,二者就不共戴

天了。城市成为革命的诞生地。资产阶级革命将封建专制国家改造成宪政民

主国家,市民社会的空间形式也就由城市—国家跨入了民族国家。
  马克思指出:“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

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

现在。”(马克思、恩格斯,1995:104)但这一过程如此漫长,不同时间和地点的

发展又极不平衡,以至于编年史的顺序根本无法串联起整个市民社会的发展

史。幸运的是,资本内在否定性的方法为我们提供逻辑与历史的路线图。
  自治城市是城乡对立运动的第一个成果,它为摆脱封建束缚的小商品市

场经济提供了发展的社会空间;在自治城市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国家,是城乡对

立运动的第二个成果,它提供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更大社会空间。
然而在资本内在否定的进程中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无论重商主义的自治

城市,还是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都只是市民社会喘息未定的特殊形式。在当

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已经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资本新的经济和空

间形式。

四、微观:资本生产的界限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积累结构

  在资本内在否定性的中观分析里,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建立在资本主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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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之上的资产阶级社会是“中间层次”,它是封建的小商品社会通向共产

主义社会的阶梯。为进一步解剖资产阶级社会的机体结构和内在演化,我们

需要进入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微观层面,以劳动力的商品化和去商品化为线索,
对它的内在演化做出考察。
  在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微观分析里,特定的社会积累结构是经济的社会形

态的“个别”。资本生产的界限和界限的突破,决定着这些个别形式的变化与

更替。如《超越资本》的作者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I.梅扎罗斯(I.
 

Meszaros)
所言:每一种社会新陈代谢体系都有其内在界限,如果不是从质上转变占统治

地位的控制方式,这些界限不可能被超越;而当界限在历史发展中被达到时,
势在必行的是转变既定秩序的结构参数(梅扎罗斯,2003:199)。在《资本论》
及其手稿中,“界限”是一种扬弃的逻辑。“资本作为财富一般形式———货

币———的代表,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限制的和无止境的欲望”(马克

思、恩格斯,1995:297),因而资本总是生产出自己的界限、突破这些界限、再次

成为自己的界限……最终完成扬弃自身的历史使命。
(一)劳动力商品化:市场社会

  在小商业市场经济的社会中,交换价值的生产是普照之光,等价交换是商

业资本的界限。“私人交换产生出世界贸易……分散的交换行为产生出银行

制度和信用制度……在汇率中,民族商业却获得了存在的假象……在以交换

价值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出一些交换关系和生产关系,它们同时

又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马克思、恩格斯,1995:109)。那么,究竟是怎样的

“交换关系和生产关系”,踩响了资本界限的“地雷”,“炸毁”了以交换价值为基

础的社会?
  答案是劳动力商品化。这种特殊的交换关系突破了商业资本的界限,用
剩余价值的生产关系摧毁了交换价值的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一种生产关

系之所以战胜另一种生产关系,是因为它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在前资本主义

的市场经济中,商人阶级通过商业和贸易,组织起社会的分工与协作,推动专

业化生产。这种社会生产的整合机制大大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因而一举取代

了小农经济。然而,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使用价值量增加了,交换价值量(货
币量)也随之增加,但社会的总价值量却因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而减少了。使

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脱节打破了商业资本“等价”交换的原则,成为交换价值

生产无法克服的矛盾。劳动力商品暂时化解了这一矛盾———货币成为可变资

本,流通领域的尴尬被转移至生产领域。于是,资本的循环由 W—G—G—W
和G—W—W—G的形式①,转化成为G—W…P…W'—G'的形式。W…P…

① 在《资本论》里,G代表货币,W代表商品,P代表生产,W'代表新商品,G'代表出卖新商品后
所获得的增大了的货币。W—G—G—W是货币循环的最初形式,表明货币是流通的手段,以后发展
为G—W—W—G,表明货币成了流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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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的过程为生产力的发展赢得了巨大空间,它“第一,要求在量上扩大现有的

消费;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来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

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马克思、恩格斯,1995:388)。
于是更多的使用价值被生产出来、更多的需要被发现、更多的生产部门被创造

出来……雪球越滚越大,乃至社会的全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被生产出来。
一个全新的社会出现了,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围绕剩余价值生产组建起来的

社会。
  这一社会被波兰尼称为“市场社会”。在波兰尼看来,尽管市场“脱嵌”于
乡村的行为开始于15、16世纪,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圈地运动在17、18世纪

也出现,但市场完全按照自我调适机制组建起一个社会,却是19世纪的事①

(卡尔·波兰尼,2007:61)。19世纪,随着劳动力、土地等不是劳动产品的东

西成了“虚拟商品”,并建立起相应的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一个市场的社会

开始形成———“经济活动被孤立出来并归于一种独特的动机”,“将它们(劳动

力和土地———引者注)囊括进市场机制就意味着使社会生存本身屈服于市场

的法则”(卡尔·波兰尼,2007:62)。封建的伦理、信任、安全、团结等维系农业

社会得以延续的基础日益淡薄,人们“从相反的角度发现了一个社会的存在,
这个社会不是受国家法律支配的,而是恰恰相反,社会使国家服从它的法律”
(卡尔·波兰尼,2007:96)。自发性市场的机制、自发性进步的信仰,如同自然

法一般神圣地控制了整个西方的社会制度、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市场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剩余价值生产和积累进入

稳定期的社会结构。社会本身既是这种生产和积累的产物,其伴随劳动力商

品化进程而创生出来的制度体系,又为这种生产和积累保驾护航。生产与社

会互为因果、相互加强。一整套稳定的社会积累结构———市场社会于是形

成②(卡尔·波兰尼,2007:3)。
 

(二)劳动力去商品化:福利社会

  在19世纪的市场社会里,“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

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
恩格斯,1995:276)。不过这也意味着,资本的界限比过去到来得更为迅疾。
这一次,剩余价值的实现成为界限。

①

②

波兰尼的研究指出:“行业公会和封建特权在法国直到1790年才被废除;在英国,《工匠法》直
到1813—1814年才被取消,而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创立的《济贫法》的取消要等到1834年。无论两国中
的哪一个,在18世纪的最后十年之前,还未有人提及建立一个自由劳动力市场的议题。”

按照波兰尼的看法,19世纪的市场社会建立在四大制度之上:自我调节的市场、自由主义国
家、国际金本位制、势力均衡体系。其中,自我调节的市场是“源泉和基体”;自由主义国家是“自我调节
的市场的结果”;金本位制是“想把国内市场体系扩大到国际领域的一种尝试”;势力均衡体系是“建立
在金本位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并且,部分地通过金本位制来运转”。这四大制度,两种属经济性质,两种
属政治性质;两种属国家性质,两种属国际性质。正是经济、政治、国家、国际四方面制度的交错支撑,
架构起市场社会的资本积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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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批判市场社会的立场上,波兰尼与马克思一致。波兰尼认为,一个建立

在自发调节市场之上的社会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因为一旦市场脱嵌于社会,
必然激起社会自我保护的反向运动。因而,伴随劳动力商品化进程的,必然是

劳动力
 

“去商品化”,因为“只有在工资、工作条件、标准和规则能够保护‘劳动

力’这种所谓商品的人性特质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才能发挥其功能”(卡尔·
波兰尼,2007:151)。波兰尼指出,从1880年到1930年的半个世纪,社会的自

我保护把工人运动引向阶级政治的极端,导致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触发第

二次世界大战,迫使世界资本主义进入福利社会。而“福利社会”的一个重要

标志,就是劳动力去商品化。比如,社会立法、工会组织、失业保险等,旨在部

分还原劳动力的人的属性,而不仅仅作为商品。
  以马克思的观点衡量,波兰尼所谓的社会自我保护和反向运动,正是资本

内在否定的外化表现。《资本论》已经揭示了这一逻辑必然———这是由追求剩

余价值的冲动所导致的不断增加的社会总供给与由可变资本作为生产成本被

持续压缩所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在劳动力商品化和劳

资两大对立阶级的生产关系中,资本家通过生产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

值而以货币的价值形式占有巨大社会财富,却无法也不能在使用价值形态上

消费掉这些物质财富,相反,工人对这些使用价值的需要由于缺乏货币这种作

为购买手段的价值形式,成为经济学上的无效需求,剩余价值的实现必然成为

剩余价值的生产的界限。
 

  遭遇界限,意味着旧的社会积累结构出现危机;突破界限,意味着新的社

会积累结构正在形成。
  由于市场“脱嵌”于政府监管和社会制约,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偷工减

料、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等问题,最终损害的是市场机制自身。同

时,市场社会也决非自由主义者想象中的———是平等、自由的抽象个人的总

和,而是一个资本支配劳动、金融资本支配实体资本、垄断资本支配中小资本

的市场权力体系。在“赢者通吃”和马太效应下,贫富急剧分化,少数资本寡头

支配全社会,导致阶级斗争和政治危机。更为严重的是,在社会再生产方面,
两极分化压抑有效需求,使实体经济领域中的剩余价值实现越来越难。工业

资本无处投资,不得不一方面大肆抢夺海外殖民地,开拓新市场;另一方面跃

过资本循环的生产环节,流向虚拟经济———前者打破了世界势力均衡体系,引
发世界大战;后者不顾一切吸取和分割社会剩余价值,造成使用价值生产和价

值生产的社会失衡、资产泡沫堆积,引发世界金融危机和20世纪30年代的

“大萧条”。市场社会的积累结构在危机中崩溃。
  与此同时,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盛行。劳动力去商品化的社会福利政策是

“炸毁”市场社会生产关系的“地雷”。为突破界限,把社会的无效需求变成有

效,把生产出的剩余价值实现出来,市场不得不要求国家干预,在劳资关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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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妥协。而一旦这么做了,市场自发调节的神话就破灭了,市场社会就走向

自我否定。在国家主导下,政府、企业、工会达成“三方机制”,形成了一整套的

“阶级妥协”制度,既协调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包括提高工人工资、改善

工作条件以及一整套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制度),也规范了资本与资本之间的

关系。剩余价值实现的界限被暂时克服,世界资本主义重返繁荣,迎来黄金年

代。一种新的社会积累结构———“福利社会”暂时取代了“市场社会”。
  福利社会的出现,绝不是资产阶级的慈善事业,它是市场社会触碰到发展

界限后对自身积累结构的扬弃。然而福利社会对市场社会的扬弃仅仅发生在

量变过程中,在本质上,它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良,是市场社会通向更

高级社会的“中间层次”,这导致了其建设方向的动摇性和积累结构的不稳定

性。
(三)摇摆在市场社会与福利社会之间

  市场社会与福利社会,一正一反。前者由劳动力商品化开辟道路,一举突

破了交换价值生产的界限;后者在劳动力去商品化的主导下,逾越了相对过剩

中剩余价值实现的界限。在市场社会中,工资(劳动力价格)维系着劳动力的

全部再生产;在福利社会中,劳动力的再生产不再完全依赖工资,而是相当部

分来源于福利政策和转移支付。
  从市场社会的相对生产过剩,到福利社会的绝对生产过剩,资本没有回头

路可走。对于一个社会有机体来说,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发生根本变

革,剩余价值的生产必然造成剩余使用价值的堆积和剩余价值实现的困难。
仅仅1/4世纪的美好光景,福利社会的制度红利消耗殆尽。高就业、高工资、
高福利、高税收的国家政策与石油危机、美国滥用铸币权导致的布雷顿森林体

系瓦解等叠加在一起,世界资本主义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滞
胀”危机。
  根据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原理,一旦资本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带来剩余价值,
资本家就停止投资;资本就不再是资本———这才是资本的生死界限。在平均

利润率下降规律的作用下,资本将停止剩余价值的生产,还原为使用价值的生

产。于是需要的生产成为人的全面发展在资本的自身再生产中的客观要求:
“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

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

产的一个条件”(马克思、恩格斯,1995:389)。对于资本的生产界限而言,这才

是终极意义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创造剩余时间,为人的全面发展和自

由发展创造条件,而且使人的这种发展成为资本自我发展的内在要求。
  遗憾的是,资本大限并未到来,而且它还具有传播全球并囊括全球的能

力。如罗莎·卢森堡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具有传播力的经济形态,
它具有囊括全球,驱逐其他一切经济形态,以及不容许敌对形态与自己并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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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但是,同时它也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它需要其他经

济形态作为传导体和滋生的场所。”(罗莎·卢森堡,1959:376)资本以“外逃”
的方式对抗福利社会。一方面,“逃离”福利社会的国家空间和制度空间,出走

海外寻找廉价市场、创新生产方式,在跨国空间的真空中重建资本对劳动的绝

对控制;另一方面,“逃离”利润空间越来越局促的生产领域,由G—W…P…
W'—G'的形式变成直接的G—G'形式,运用金融创新手段,促使金融资本在

全球范围内迅速流动和壮大,疯狂制造并吞噬社会财富。
  跨国生产和垄断金融资本“掏空”了福利社会的经济基础,随着布雷顿森

林体系的坍塌和冷战格局的瓦解,原本就不甚稳定的福利社会积累结构开始

动摇。例如,美国的福利社会始于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但由于特殊

的战略利益,美国只建成了一个强军事、弱福利社会,为里根政府迅速投向新

自由主义怀抱、再次转向市场社会埋下伏笔;英国工党在“二战”期间把建设福

利国家作为施政纲领,并在1948年宣布建成,但撒切尔政府在“滞胀”发生后

彻底右转,严厉打压工会和工人运动、削减社会福利、推行私有化和有利于资

产阶级的税制等;德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北欧国家也纷纷改弦更张,由保

守党派或右翼、右中翼政党相继执政;即便瑞典、奥地利等较为完善的福利社

会,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主权债务危机也让其举步维艰。福利政策于是

被一些国家当作调节危机的临时手段,或是当作一种稳定经济和社会的战略

性措施而运用。
  在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微观分析中,福利社会是市场社会的自我否定。然

而,由于追逐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并未根本改变,随着经济运行周期的钟摆,
资本主义国家或倒向市场社会,或转身福利社会,摇摆在两翼之间。

五、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几点启示

  如果说,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独特发展已经在实践层面为丰富和拓展马

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做好了准备,那么,在将鲜活经验上升为理论的过程中,能
够担当起这一使命的,唯有资本内在否定性的方法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

视野相比,资本内在否定性持有更宽广的问题域:它不仅关注高级社会对低级

社会的“取代”,而且善于发现二者的“连续性”———在扬弃中何种成分被继承

下来、在否定之否定中何种因素被再生出来,因而更有助于社会历史的建构而

非解构,探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自觉。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条特殊条件下的普遍解放道路。
  “社会主义”是由作为其对立面的“资本主义”转化而来。资本主义“力求

变为世界普遍的形态”,但“它由于内在原因不可能成为世界普遍的生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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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罗莎·卢森堡指出:“资本主义本身是一个矛盾,它的积累运动带来了冲

突的解决,但同时,也加重了冲突。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除了实行社会主义

外,没有其他的出路,而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积累,而是以发展全球生产力,来
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因此,我们看到,社会主义由于其本身的特质,是一个

和谐的、普遍的经济形态。”(罗莎·卢森堡,1959:376)
  长期以来,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有“跨越”和“补课”二说。前者立

足特殊史观,主要依据马克思晚年对俄国公社的论述,认为同属于东方社会的

中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积

极成果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者坚持历史普遍性,主要依据马克思在《政
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三种共同体如何过渡到市民社会所作的阐述,认为东

方社会若非借助外因无法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并依此向更高层次社会过渡,
即便跨越了“卡夫丁峡谷”也须回头补上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的课。当代学者则

呼吁,在两者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通过区分和梳理马克思的普遍史观与特殊

史观的关系,建构起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理论和中国史观(涂成林,20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0多年的发展已经在马克思的普遍史观与特殊史观

之间建构出一个“中间层次”。其中最伟大的社会创新当属生产方式方面———
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将自身历史阶段的特殊性同社会主义的普遍

性连接起来。美国左翼学者阿里夫·德里克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是

一种“地域性”存在条件下寻求普遍解放的道路,中国模式提供的是“一个把普

遍性运用于特殊性或把全球性转变为地方性的范例”(阿里夫·德里克,
2011)。
  在资本内在否定性的视域中,中国社会正处在三大社会形态中以物的依

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市场经济好比“炼狱”,人的自然的狭隘联系

虽然被贬低为粗陋的物的普遍联系,但相互依赖的个人唯有通过“炼狱”之口,
才能锻造出独立性和社会性,为自由个性和共同生产、为人类普遍解放作好准

备。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巨大成就已经向世界经济昭示了另

一种发展选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意味着一条特殊条件下的普遍解

放道路正在世界范围内铺陈。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低纲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高纲领是向

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市场经济绝非资本主义的首创。相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一样,只是经济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二者处于同一生产力阶段,都是

前共产主义阶段的经济形式,都采取了混合所有制,都同时既进行使用价值生

产又进行剩余价值生产;但是,二者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
  首先,生产目的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目的是利润最大化;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这决定了衡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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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期 资本内在否定性与经济社会形态的演化 143  

者效率的标准必然不同。
  其次,衡量标准不同。衡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效率的,是利润率,即实现

剩余价值的效率;而衡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效率的,应该是满足人民群众需要

的程度,即使用价值的生产数量和质量。
  最后,发展方向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必然摇摆于市场社

会和福利社会之间,或者说,它的发展目标是建设一个以“福利社会”作为危机

调节手段的“市场社会”;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的发展方向应当非常明

确———最低纲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高纲领则是在朝向共产主义社会过

渡的过程中逐渐扬弃自身。
  马克思指出,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特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

地位和影响,这种生产好比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决定着其他一切的存在比

重和地位,改变着其他一切的色彩和特点(马克思、恩格斯,1995:48)。对于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公有制经济是“普照的光”,它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

和创造力;需要的生产是“特殊的以太”,利润的生产为之服务。如果以利润率

为主导,势必将健康、公正和环境的代价排除在市场的成本—效益分析之外,
导致人的片面发展、社会两极分化以及水、土壤、空气等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

和污染。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解剖学”已经论证了市场经济发展所伴随的经济

社会割裂及人的异化存在,并指明了扬弃这一异化的必然性和途径。因而,那
种以利润率标准衡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与否的做法是荒谬的,那种将资

本主义市场经济描绘成唯一理想经济形式的做法更是罔顾历史发展。
  第三,小康社会应立足市场社会的自我否定,借鉴福利社会、超越福利社

会。
  西方的“市场社会”是城乡对立运动的产物,建立在劳动者与土地、生产资

料分离和劳动力彻底商品化的基础上。这一社会无法存续:它主观上要求有

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与之相适应,客观上要求有无限的自然资源供生产使用,
前者创造出一个消费社会,后者造成生态危机。
  中国改革开放也是从农村和农业开始,逐渐向城市和工业推进。城市化

和工业化的进程让中国社会不可避免地朝向市场社会的方向转型。城乡二元

对立、经济社会失衡等严重问题也随之出现。但是,土地公有和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为我们提供了“跨越”市场社会的条件。前者意味着数量庞大的农民工仍

有最低生活保障,避免了西方历史上农民彻底无产阶级化之后遭受的残酷剥

削和社会结构的恶性分化;后者不但提供国家调控和计划的手段,促进新型工

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更有占主导地位的公有制经

济———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

大局,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马拥军,2015)。立足于市场社会的自我

否定,就是要站上这一社会形式的制高点,对它的形成、发展和转化进行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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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劳动力去商品化的程度可以作为评估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的一个重要指

标。有学者提出,劳动力去商品化的程度可以从四方面度量:一是出卖劳动力

或被雇佣的劳动人口在全部劳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二是雇佣合约的性质及

其稳定性;三是工人组织化的程度以及谈判权力的大小;四是通过福利国家和

转移支付而取得的收入在失业、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领域所占的比例(孟捷、李
怡乐,2013)。尽管西方“福利社会”正面临“空心化”并有向“市场社会”退缩的

趋势,但它们的许多做法,尤其是将劳动力商品化约束在一定制度框架内而形

成的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劳动和环境保护等政策,值得学习。中国政府应当

借鉴福利社会,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特别是再分配制度的改革,实现人民

群众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全覆盖;借鉴“三方机制”①,形成政

府、企业、工会三方既相互监督又彼此合作的制度化形式,保障工人权益、调和

劳资关系、化解恶性竞争;借鉴污染防治和环境治理手段,形成政府、企业、公
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
  然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非复制一个福利社会。小康社会不限于吃饱

穿暖,实现“免于匮乏的自由”。全面小康必须既包括物质生活,也包括社会生

活和精神生活等方面。按照马斯洛的“生理”、“安全”、“尊重”、“归属和爱”、
“自我实现”的需要层次理论,福利社会的福利政策、社会保险、劳动保护乃至

环境保护,不过是满足了“生理”、“安全”需要,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位一

体”建设目标要求的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的全面建设,大大超

出了福利社会的建设范围。物质需要满足后,继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文化需要、精神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
  2020年中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一个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之上的崭新社会。它的建设无旧路可循,也无现成模板可依,唯有在资本内在

否定性方法论指导下,汲取当今时代“市场社会”和“福利社会”的经验与教训,
自觉立足于市场社会的自我否定,借鉴并超越福利社会。当代中国必须有清

醒的历史意识:从哪里来,向何处去? 我们无法摒弃市场社会的一切方面,但
可以改变它的色彩;我们应当向福利社会学习,但必须做好超越它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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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Few
 

people
 

have
 

noticed
 

that
 

Das
 

Kapital
 

and
 

its
 

manuscripts
 

should
 

also
 

be
 

an
 

anatomy
 

of
 

the
 

civil
 

society.
 

Internal
 

negativity
 

of
 

capital
 

is
 

used
 

in
 

studying
 

society
 

by
 

Karl
 

Marx
 

as
 

an
 

analytic
 

process.
 

It
 

shows
 

the
 

development
 

system
 

of
 

civil
 

society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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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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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s
 

and
 

individual
 

structures
 

of
 

economic
 

society
 

respectively
 

in
 

macro,
 

middle
 

and
 

micro
 

view
 

by
 

three
 

“anatomic”
 

paths
 

of
 

human
 

developmen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boundary
 

of
 

capital.
 

This
 

methodology
 

helps
 

to
 

un-
derstand

 

the
 

middlelevel
 

and
 

transition
 

of
 

economic
 

society;
 

helps
 

to
 

distin-
guish

 

different
 

generating
 

processes
 

of
 

eastern
 

society
 

and
 

western
 

society.
 

It’s
 

also
 

important
 

for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o
 

locate
 

its
 

historical
 

orien-
tation

 

and
 

clarify
 

misunderstandings,
 

for
 

introspecting
 

market
 

society
 

and
 

referencing
 

welfare
 

society
 

to
 

build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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