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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价值概念的生成

[日]中野英夫

  内容提要 宇野弘藏认为,位于相对的价值形态的商品所有者对其他的商

品的“欲望”就是价值形态发展的原动力。但是,据我个人看来,宇野自己的见

解好像有不彻底的东西。我在这篇论文里除掉宇野还具有的“古典派的残余”,

比如把价值形态论以为是“价值表现的发展过程”这一见解,“纯化”宇野的价

值形态论,而且用矩阵实现理论的一般化。

  关键词 其他的商品的“欲望” 分析者视野的扩大 直接交换可能性

  首先,对“商品的价值是什么”的问题发出质疑的时候,可以粗略的考虑为

3种回答。

  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作为投下劳动量”的回答;

  ②初期边际主义经济学的“作为边际效用”的回答;

  ③日常意识的“和其他的商品或者货币能交换的商品的固有性质”的回

答。

  但是①以及②的回答实际上是对是什么在背后控制其价值量的其他次元

的问题的“回答”,作为对商品内在的价值是什么问题的回答是不适应的。因

此,惟一的回答只有③。

  当这样说的时候,或许会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那样的回答是没有意

义的,那个是不言自明的事情,那种属性的本质是什么,是作为经济学的课题

这样的责难。

  但是这种属性是真地不言自明的东西吗?

  比方说,经过效用的可测性以及“无差异曲线”的议论后的后期界边际主

义经济学,换言之现在的新古典派经济学对于商品内在的价值的观念来说是

否定性的。①至少当在价格的决定之际不觉得价值概念是需要的。如果甚至

就是无经济学知识的人们深思一下的话,应该能立刻理解商品内在的价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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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他们也有时使用“价值”这一术语。作为现在的新古典派微小理论的“古典”,Hicks《价值与资

本》是典型的例子。但是那样的“价值”不是“商品内在的价值”而是稳定的价格,就是“均衡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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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不能摸、不能看的,是像幻影同一对象性的事一般。①

  这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日常意识上被无反省认可的“商品内在的价

值”先验性的肯定,而现在的新古典派经济学作为无法证实认定而拒绝它。并

且,就“关于不言及不能被证实的事物”这一学问的态度而言,不能否定后者

是科学的。

  可是,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本身的经济学是不能仅仅停留在“关
于不言及不能被证实的事物”的结论上。不能看,也不能触摸的事物,为何一

样地被看作存在于日常意识中。解开“货币以及商品的物神性”这个谜,是马

克思本身的经济学重要的使命之一。

  如果换句话说,不是把商品的价值作为先验性存在的东西,从商品所有者

的协动关系性②中作为紧握的生成的事物,这个是马克思本来的意图。并且,
对于“价值”这样的方法可以说是根据宇野弘蔵和那个学派被继承的。

  本文打算沿着这样的方法来分析商品的价值。

一、“价值”的先行定义是必要的吗?

  在包含宇野本身宇野派诸位的原理论之中,进入价值形态论的议论之前,
已经给了“同一性质性”、“交换力”等价值的定义。我们对这个事首先报有疑

问。

  像前述一样地,假如试着离开日常意识,并且深思一下称为“价值”的存在

的话,就其有无令人怀疑。那个可疑的东西在日常意识上好像存在一样地被

理解。为何没有的东西像有一样地被看作呢? 以为了解开这个之迷,当然是

从没有的状态开始逻辑的展开。这个,和在价值形态论中设想没有货币的状

态———但是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因为为了逻辑的展开是必要的设想———是

同样的。

  因而,我们不承认价值的先验性定义。在以下所谓的“价值形态论”③中,
根据商品所有者想要其他的商品这样的事实———商品所有者的交换行动,慢
慢的取得变成价值概念生成这样的逻辑的展开。

  变成那个出发点的是,一个商品所有者想要其他的一个商品这样的事态,
换言之,是简单的价值形态。

①
②

③

马克思.资本论[M].长谷部文雄.河出书房,1969,38.
这里的“协动关系”是在利害对立的人们之间也产生的。极端的话,战争也可以认为是一种

“协动关系”。
从“价值概念是生成的东西”这一立场来看,严密地说 “价值形态”的术语———“相对的价值形

态”和“等价形态”也这样———不是适当的术语。应该说“关于价值的萌芽形态生成到价值的过程的议
论”。但是在这本论文里,我们使用从来的术语。请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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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简单的价值形态里的价值的萌芽

  在宇野的《经济原理》中,简单的价值形态的意义如以下一样地被说明。

  “这里有个亚麻布的所有者,从具有作为商品的亚麻布里面选择20码,对
自己想得到的一件上衣,要是谁拿一件上衣寻求交换的话,就可以交换20码

的亚麻布,以这样的形式来表现亚麻布的价值。”①

  那么,在这个文言里表现价值的主语是“亚麻布的所有者”。我们当然承

认指出去掉商品所有者的欲望就不能谈价值形态论的是宇野的功绩。不过,
看这个文言的话,就宇野本身而言不能说十全十美的在利用着那样的观点。②

  要说到原因,在一个商品所有者想要其他的一个商品这样的事态中,这个

商品所有者价值相等的缘故,或者是,为了表现自我商品的价值不是期望和其

他的商品的交换。不过是在希望那个使用价值。只是,像后述一样地,从为了

打算获得那个商品而提供自我的商品这样的行为中结果上所显现出来的价值

的萌芽。

  由于宇野的不彻底的缘故不是先行性地定义了价值概念的缘故吗? 结

果,宇野的价值形态论全体成为了叫“价值”的这一本质的外化过程这个与黑

格尔的神秘哲学说相近的东西。从像上述一样地,也可以说作为出发点的简

单的价值形态中已经在那个一角显现出来的。对这个,从价值概念不存在的

地方开始是我们原来的假设,商品所有者交换行动的第一目的就是使用价值

的获得,陷入到黑格尔的神秘哲学说中是不可能的。

  那么,在这里,遵从通常用语,把被欲求的商品称为位于等价形态商品,把
已提供了的商品称为位于相对的价值形态的商品。并且,把位于相对的价值

形态的商品xj 的量当作xjk(j,k=1,2,…,n),如果对xj 把被放在了等价形

态商品yk 的量当作ykj(当然xjk·ykj都是非负的)时,一个③x1 所有者想要一

种商品y1 的y11的量,以x1 的x11的量来提供,也就是说简单的价值形态可以

下面的公式来成立。

  x11→y11
  这个公式绝对不是意味着x11相等于y11先验性的事(或者,已经被两者交

①
②

③

宇野弘藏.经济原理[M].岩波书店,1972,22~23.
田中史郎《商品和货币的逻辑》(白顺公司,1991)已经指出了这样的宇野的不彻底性。从田

中先生的观点来看,在宇野的“价值形态论”里,“好像以表现作为同质性的价值为目的的逻辑”和“表示
商品所有者的交换要求之意思”混在一起。而田中先生说后者正是宇野的思想发展的结果。我们认为
这是正当的指出。我们的这本论文也借助于田中先生的这一观点。田中先生认为在从《旧原理》到《新
原理》的思想发展的经过中,宇野越来越重视“商品所有者的欲望”的契机。但是我们认为《新原理》里
也残存不彻底性。我们还认为如果这样“纯化”彻底,好象这本论文,就变得不要“价值的先行定义”。

当然x1 所有者不限于一个人。但是在这样的逻辑阶段,不必提起“一个人还是多数”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假设“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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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了)。表现着x1 所有者想要y11,打算以x11来替代提供的事①。这个公式

不过是表示着y11相等于x11的x1 所有者的单方面的主观的评价。然而,达到

价值中的第一步还看出来。那是因为y11相等x11的缘故,对这两者内在着共

同的东西产生x1 所有者的私念这样的点。

  在这里应该注意,那个共同的东西对x1·y1 双方并不是在同程度上内在

的。也就是说,在x1 里内在的共同的东西是,对只要不与上衣交换就是未确

定的东西,表现着在y1 里内在的那个,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应对交换这一点

上的稳定性的样子。这样共同的东西(亚麻布所有者做“私念”的东西),表示

出在提出了交换的商品和被提出了的商品中不对称性的应有的状态。换言

之,在x1 内在的共同的东西是虽然是未确定但是有着与其他的商品能交换的

可能性程度的非直接的交换可能性,而y1 内在的共同的东西是所说的至少

x1 确实能交换的是直接的交换可能性。

  所谓直接的交换可能性可以说是价值的原形态。如果按只x11→y11的关

系来说,y1 一方显示有很强地属性的。当然,这个事是在以无数的商品和无

数的商品所有者所构成的商品世界能忽视的偶然的事情,并不是商品世界的

当事者全体人员承认的。始终,这是x1 所有者的单方面的主观评价-x1 的

交换力是不用说的,y1 那个有的是,还不能说是价值。

  因此,在这个阶段价值只是在x1 所有者的主观的评价中作为萌芽存在

着。如果换句话说,价值作为潜在形态仍没化做重点表面化。

  同时,x1 所有者并不是以上衣的直接的交换可能性作为目的寻求交换,
始终,也应该是想要y1 的使用价值,作为结果,不过是给予y1 直接的交换可

能性。在这个意义中,价值也可以说至今被掩盖在上衣这个使用价值中的潜

在形态。

三、扩大的价值形态的意义

  作为下一个阶段在被扩大的价值形态中情况也不改变。

  在这里考虑把x1k作为成分的列向量和把yk1作为成分的列向量的话,扩
大的价值形态的公式能像以下一样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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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扩大的价值形态的马克思自己的赋予地位像以下一样的。

① 众所周知,《资本论》的“价值形态论”里两种思考方法混在一起,一是“20码的亚麻布先天性
地相等于一件上衣”的思考,二是“亚麻布所有者欲求一件上衣”的思考。前者是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者继承的,而后者是被宇野弘藏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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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麻布的价值是上衣或咖啡或是铁等,也就是说属于种种地各种各样的

所有者被表示成无数的各种各样的商品,也依然是同等的大小。变得看不到

的两个人的个人的商品所有者的偶然性的关系。交换因为不是调整商品的价

值的大小,反过来,使商品的价值的大小是调整商品的交换比率变得清楚”。①

  在这里把价值作为先验性存在的东西的构思———在黑格尔哲学的本质外

化为个别的现象这样的构思和古典派的价值论连结的东西———如实体现。把

那个构思做为前提的话,确实扩大的价值形态明确与各个商品的使用价值被

区别的共同的价值。

  但是局势恰恰相反。在商品经济是交换的申请→交换的承认这个流程调

整商品的价值的大小。如果就作为那样,扩大的价值形态是表示x1 所有者欲

求各种各样商品的算式-只不过作为简单的价值形态的并列②的事吧。因

此,前述的简单的价值形态的意义应该就照原样能适用为扩大的价值形态。

  批评马克思这种构思的宇野也不能说从马克思的弊病是完全自由的。

  “各个的商品所有者,当然,并不是说仅仅根据其他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

表现那个商品的价值。用来自己想得到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各种的量表现”。③

  “用自己想得到各种商品的各种量的亚麻布的价值表现,不用说,是作为

麻布商品所有者的主观性的评价的东西,但是更加展开出自前述的用上衣的

使用价值的价值表现的单一社会关系”。④

  前者的引用,和“单纯的价值形态”的时候“商品所有者用其他的商品表现

来自我的商品的价值”同样的构思这里也体现出来,后者的引用,是虽然有是

作为亚麻布商品所有者的主观性的评价的东西这一限定,但是还是和马克思

的上述表现合作一体。

  如果不采取这样的解释,扩大的价值形态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虽然是反复在说,但x1 所有者的对y1 使用价值的欲望是价值形态论的

端绪。如果是那样的话,谁都会首先想到,从简单的价值形态到扩大的价值形

态的逻辑的发展,就是对亚麻布所有者的对其他各种各样的商品的欲望的扩

大结果。

  乍一看似乎这样的解释没有疑问的余地,不过,更深地试着思考的话,马
上会明白那样的解释是不可能成立的事。

  这个事,试着回到简单的价值形态来看的话是能立刻理解的。亚麻布所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资本论[M].长谷部文雄.河出书房,1969,59.
从“先存在价值”这一马克思的思考来看,认为相等于20码的亚麻布的各种各样的商品排成

于右边。从“先存在商品所有者的欲求”这一宇野理论的思考来看,先决定需要的各种各样的商品的量
后,再决定与此对应的亚麻布的量。

宇野弘藏.经济原理[M].岩波书店,1972,2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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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是从他欲求的无数的商品中作为现在应该最优先的商品选择上衣的。也

就是说,简单的价值形态是从扩大的价值形态中被选择的东西。

  然而,宇野派的很多著作,好像不太认识这个问题。更多的场合,只从商

品所有者有各种各样的欲求的事实进行扩大的价值形态的说明。①

  但是,从正面致力于这个问题的著作虽然少但也有存在。小幡道昭的《价
值论的展开》(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和田中史郎《商品和货币的逻辑》(白顺

公司,1991)的两本书。

  在《价值论的展开》里小幡先生说:”基于加入对单纯的价值形态外在的原

因使之欲求的对象扩散,由紧急的商品开始到那个末端奢侈财宝使之登场这

一办法是不行的,而必须基于彻底端绪的内在逻辑转移到下一个形态“②,所
以他批判由于所有者各种各样的欲求的事实转移到扩大的价值形态这样的方

法。

  那么,小幡先生说的“端绪的价值形态内在的逻辑”是怎样的东西呢? 那

是说做为x1 所有者为了确实要得到y1 必须考虑y1 所有者现在想要怎样的

商品这一点。

  “对亚麻布所有者来说对方那时想要的该商品,只有抢先得到。如果上衣

所有者里有人以上衣1件=10磅的茶这个形态寻求交换的话,对我们的亚麻

布所有者来说10磅的茶又被转入新的交换对象”③

  这个情况,茶并不是那个被欲求的直接的使用价值。那是“不过是获得目

的物的手段”的④。

  这个逻辑可以说成为优先取得了后边应该被议论“一般的等价形态”的东

西⑤。可是,所说的“获得目的物的手段”这一“间接的欲望”⑥,归根结底还是

在一般的等价形态中作为逻辑的展开不是更自然吗? 遵从小幡先生逻辑的

话,简单的价值形态和扩大的价值形态之间会存在大性质上的断绝,不过我

们,像看下面一样地,这样的断绝遵从通常的解释可以看作扩大的价值形态和

一般的价值形态之间的。

  同时,小幡先生不是过分无视商品所有者有各种各样的欲求的事实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比如,在降旗节雄《解明货币之谜》(白顺公司,1997)里设扩大的价值形态的小段,但是这小段
的内容不过是简单的价值形态的补充说明。山口重克《经济原理讲义》只指出“商品所有者,根据各种
各样的欲求和其变化,要求与各种各样的商品交换”这一事实。

小幡道昭.价值论的展开[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48.
同上书.49.
同上书.50.
按照这样的逻辑,20码的亚麻布→一件上衣,或者→10磅的茶,或者→40磅的咖啡,或者→1

夸脱的小麦这一扩大的价值形态的算式的意思就是:除了上衣以外,全部的商品都是上衣所有者的欲
求的对象,而且亚麻布的所有想要先得到这些商品。但是我们觉得这样的解释是把特别的例子硬干地
一般化。

小幡道昭.价值论的展开[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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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幡先生指出把这个事实带入扩大的价值形态的逻辑展开的是“单纯的价值

形态接枝在来自外部的欲求多面性”①的事,是“掩蔽两形态内在关联”②的事。
可是,不能否定这个事实,这使之在价值形态轮中反映,也可以考虑成自然的

事。

  我们以前对宇野派价值形态论的不满不是因为对商品所有者有各种各样

的欲求的事实采用了那个逻辑。而是不叙述那个事实和简单的价值形态的逻

辑关联性,就立刻转移到扩大的价值形态这样容易的说明办法。

  结果,问题应该是商品所有者有各种各样的欲求的事实在价值形态论中

如何说服性地赋予位置。并且,给予了这个问题一个回答的是田中史郎的

《商品和货币的逻辑》。

  《商品和货币的逻辑》叙述的是,“一般地说,开始对唯一的商品要求交换,
并且接着波及到复数的商品这样的事态是很难以考虑的”③,首先避开从“商
品所有者的欲求扩大”转移到被扩大的价值形态这样的逻辑,倒不如,“从开始

有复数的场合是当然的”④。

  因此,简单的价值形态就是聚光灯照射了扩大的价值形态之一例子。田

中先生得到的结论是,尽管这样,叙述的顺序变得相反之所以就是“关注一个

价值式,规定了价值形态的定义和相对的价值形态,等价形态等诸概念分析者

的视野波及到商品所有者的其他的交换要求的行为”⑤。

  扩大的价值形态是根据分析者的视野扩大找到的东西———从这个视角田

中先生得出“在这个第Ⅱ形态(扩大的价值形态———笔者)里,相对的价值形

态、等价形态或等价物的概念规定也没有变化”⑥的结论。虽然表达不同,这
是和我们推出的扩大的价值形态的意义是相似的。因此,田中先生上述的解

释,我想作为加强我们的分析的东西来积极地接受。

  那么,下面的阶段应该是一般的价值形态,但是,不能在这里拿出有很多

批判的马克思的逆转的逻辑一下子转移到一般的价值形态的。对一般的价值

形态的转移之前连接扩大的价值形态和一般的价值形态的新的价值形态变得

需要起来。

  关于这个新的价值形态,宇野是“这个马克思的所谓扩大的价值形态的,
关于各商品的展开”⑦这样陈述着。那应该说是把一个商品所有者的扩大的

价值形态扩大到商品世界全体的扩大的扩大的价值形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小幡道昭.价值论的展开[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48.
同上.
田中史郎.商品和货币的逻辑[M].白顺公司,1991,138.
同上书.138.
同上书.39.
同上书.140.
宇野弘藏.经济原理[M].岩波书店,197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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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扩大的价值形态里登场人物只有x1 所有者一个人。在这里还有x2,

x3,……使之所有者和他们想要的商品群登场。

  在这里,考虑xjk作为成分n×n的矩阵和ykj作为成分n×n的矩阵,两者

之间就可以成立下面的关系式。

  

x11 … xn1

︙ ︙

x17 … xn7

︙ ︙

x1n … x

æ

è

ç
ç
ç
ç
ç
ç

ö

ø

÷
÷
÷
÷
÷
÷

nn

→

y11 … y1n
︙ ︙

y71 … y7n
︙ ︙

yn1 … y

æ

è

ç
ç
ç
ç
ç
ç

ö

ø

÷
÷
÷
÷
÷
÷

nn

  在宇野派的原理里,这个关系式处处可见被放在扩大的价值形态和一般

的价值形态之间①。这个是不使用反转的逻辑而找到一般的等价形态的候

选,也就是“任何一个的商品的等价形态也可体现通用特定的商品”②。请关

注右边的y7 的商品。假设这个商品被很多的商品所有者所需求。(在数学性

来说y7j>0的比例会比其他右边不管哪个商品都多)因为这个y7 是被很多

的商品所有者所需求的缘故,会给予直接的交换可能性比其他的商品强这样

的性格。

  在这里产生一个反论。在商品所有者中产生像y7 被许多人所需求→肯

定自己现在也需要的商品所有者也需求着y7→首先要先得到y7 然后与需要

的商品交换所说的一样的思考。

  作为那个使用价值最被需求的商品的缘故,反过来不是那个使用价值而

是产生要求直接交换可能性这样的反论。

  在这里,直接的交换可能性推开使用价值的限制开始自立,成立一般的价

值形态。

四、一般的价值形态 ———直接交换可能性的自立化

  关于一般的价值形态,宇野像以下一样简单地归结。

  “各商品所有者不是用自己直接想要的商品来表示自己的商品价值,等待

一般不可能期待的交换,而是虽然是间接的,首先以对所有商品可能直接地要

求交换的商品而表示价值,通过那个商品,寻求交换自己想要的商品”③。

  有表示那个价值的难点但是是能基本同意的解释吧。

①

②
③

比如,山口上列书,大内力《经济原理上》(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等。田中先生把这个算式叫
“第Ⅱ’形态”,说明“这是分折者视野的对象从一个商品所有者的行为扩大到多数者的行为的”。我们
也赞同这样的解释。

宇野弘藏.经济原理[M].岩波书店,1972,2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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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承这个观点在宇野派的原理里,常常用从前节的扩大的扩大的价值形

态的式切下了只跟y7 的交换式像以下一样的式表示一般的价值形态。①

  (x17…xn7)→(y71…y7n)

  可是,这个公式本身只有各商品所有者寻求着y7(的使用价值)的意义。
在现实中,x1 的所有者对y1,x2 的所有者对y2,x3 的所有者对y3,x4 的所有

者对y4 也许想优先的选择对象,y7 可能是下级的选择对象。更进一步说,这
个公式两边有xj7=y7j=0的成分,也就是说也包含着不需求y7 的场合(在前

节没采取全部的商品所有者需求y7 这样极端的假定),作为公式也是不完全

的。

  因此,只要y7 彻底作为使用价值被需求,这个公式不过是有同类的等价

形态的简单的价值形态并列的公式,只取出这个公式的必然性哪里也没有。

  结果,这个公式不过是分析者从扩大的扩大的价值形态中“分析者单单为

了对共通等价物引起注目而改编了的东西”②。

  可是,像前述一样地,许多商品所有者如果想首先得到y7 后与需要的商

品交换,也就是说y7 如果就成为是交换手段这样的观念一般化了,事态就会

有变化。各商品所有者为了获得自己想要的商品,首先想要获得y7。另外,
本来没想要y7 的商品所有者也变得采取同样的交换行为。

  这个事试着依据x1 所有者的交换行动来看。把为了得到ykj需要的y7

的量作为y7yk的话,可以成立以下的公式。

  
x11
︙

x1

æ

è

ç
ç
ç

ö

ø

÷
÷
÷

n

→
y7y1
︙

y7y

æ

è

ç
ç
ç

ö

ø

÷
÷
÷

n

←
y11
︙

yn

æ

è

ç
ç
ç

ö

ø

÷
÷
÷

1

③

  在此之内,第一边和第二边的算式是表示着x1 所有者作为交换手段寻求

y7 的事,至于有关第二边和第三边的算式是,那个y7 是结果显示为了获得

y11以下的商品的手段。

  在此之内,可以归纳表现第一边和第二边的算式。也就是说,

  ∑
n

k=1
x1k→∑

n

k=1
y7yk

  并且,把上述的算式试着扩大到商品所有者全体进行研究。把公式的左

边作为Aj(j=1,2,…,n。Aj 表示xj 商品的总量),公式的右边作为Bj(Bj

表示xj 所有者所需求y7 的总量)。考虑把各自作为成分的行矢量的话,可以

成立以下的公式。

①
②
③

比如,大内上列书等。
田中史郎.商品和货币的逻辑[M].白顺公司,1991,161.
←意味着右边的商品所有者想要左边的商品。因此和→一起意味着进行现实的交换,换句说

话,两个箭形符号相等于=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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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An)→(B1…Bn)

  这个公式在形式上与开头的公式虽然相似,但是意味的地方不同。说到

其中原因,开头的公式是分析者完全无视对y7 以外的商品的需求而恣意性改

编的东西,y7 是仅仅只作为使用价值被需求,这个公式是结合为了获得自己

想要的全部商品而首先打算得到y7 的各商品所有者行为的公式。

  这个差异,左边右边各自的商品量与开头的公式有很大地差异的事比什

么都好理解吧。

  也就是说,开头的公式的右边的量,表示作为使用价值被需求y7 的量,左
边的商品量是表示对那个y7 的量商品所有者打算提供商品xj 的量。对于这

个,上述的公式的右边的量,表示商品所有者作为交换手段需求的y7 的总量

(如果更严密的说,作为使用价值被需求y7 的总量+作为交换手段被需求的

y7 的量),左边的量是表示着商品所有者为了交换所能够提供的商品的总量。
两者的差异是明显的。

  若是更加补充,两个列的成分中就不会是Aj=Bj=0。这个意思,像前述

一样地,说明本来对y7 没有需求的商品所有者作为交换手段也寻求y7 的事。
换言之,全商品所有者是作为交换手段而寻求y7。不用说这一点与开头的公

式是有差异的。

  这样一来,直接交换可能性作为一般的等价物从使用价值的限制开始自

立了。可是,以这个作为价值概念的成立是太过于急。说到原因,这个一般的

价值形态是因为一般的等价物y7 的量被打算获得的商品的量至今还被限制

着。同时,像前述一样地,作为使用价值的y7 至今也仍被需求这样的条件既

不能看漏,复数的一般的等价物存在的可能性也不能否定。①

  突破那样的限制,成立真正价值概念的是,不用说,是货币形态。

五、货币———价值概念的成立

  在这里在右边第n+1号的商品,yn+1要重新登场。这个yn+1排除其他全

部位于右边的商品,成为惟一地位于等价形态的商品。就是金=货币。根据

这个金=货币的登场价值形态的公式变成与到现在完全有差异的形式。宇野

如下陈述着。

  “实际有的金或者银成为货币的同时,一般的商品所有者,变得不用直接

的消费对象的金,银的一定量表示那个商品的价值。根据各自商品的使用价

① 我们不否定多数的“一般的等价物”。在这里,为了逻辑的简单化,假设以y7为唯一的“一般
的等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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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单位量表示那个价值。”①

  这个引用的前半部分的表示价值就像到现在为止重复在叙述一样地是有

问题的,但是后半部分出现的根据单位量表示那个价值的文言,以下的叙述就

像箭射在靶心上一样正说中核心。

  左边的各商品每一个单位都被表示,把这个作为xjn+1。决定把这个对应

的金=货币的量作为yn+1j。那样做的话可以成立以下的公式。

  (x1n+1…xnn+1)→(yn+11…yn+1n)

  这个情况,金是专门直接交换可能性的的缘故被要求。从这里开始,金=
货币“直接交换可能性”就像内在着一样的观念在全部的商品所有者中产生。
在全商品所有者之间,应该有产生关于货币的本质的“主观的调谐性”②。到

这里,第一次诞生价值概念=其他的商品能交换的属性。于此同时,那个反

映———虽然始终是反映但是也产生———各商品有内在着价值的货币和能交换

的价值的观念。

  这就是商品内在的价值概念的成立。

  随着这个,商品所有者的欲求也产生变化。到目前为止,一般的等价物前

方自己想要的具体的使用价值显现出来。但是,在这里金=货币本身已成为

自我目的。如果做另外的表现,商品所有者的欲求变成了想要把在自我的商

品中的价值(严密的说私念价值的东西)用金=货币量表现的欲求。也即是

说,如果表示那个价值的表现成为正确的东西。惟一,只是这个货币表示的场

合才有的。因此,交换式应该被表现在商品每一个单位的金量这个形式,换言

之是在每一个单位的价格③。

  可是,必须在这里注意的是,虽说同样是价值,货币的那个和各个商品的

那个是性质不同的事④。前者,有根据被众人承认了这样客观的根据,后者,
始终不过是主观的评价。在各商品所有者给自己的商品定的价格也主观的评

价这一点,与简单的价值形态的情况没有丝毫差异。也就是说,这个至今还没

被确实证明。

  商品内在的价值的观念成立了。但是,关于各个的商品价值是否内在着

那就要成为另外的问题了。

①
②
③

④

宇野弘藏.经济原理[M].岩波书店,1972,28.
广松涉.资本论的哲学[M].现代评论社,1974,194.
在这里,我门定义“价格”是每一个商品单位的金量,“价值”是“价格”所表示的“好像商品内在

的交换力”。
“商品内在的价值”的物象化的错视首先出现于“货币内在的价值”的观念。可以说不理解这

一点的“物象化论”或者“物神性论”根本不理解“价值形态论”。比如,岩井克人《货币论》(筑摩书房,
1994年)里有“如果亚麻布把直接交换可能性给与其他的全部商品,就其他的全部商品能把直接交换
可能性给与亚麻布…”的惊人的一句(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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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第17辑 关于价值概念的生成 141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M].长谷部文雄.河出书房,1969.
[2]宇野弘藏.经济原理[M].岩波书店,1972.
[3]小幡道昭.价值论的展开[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
[4]田中史郎.商品和货币的逻辑[M].白顺公司,1991.
[5]广松涉.资本论的哲学[M].现代评论社,1974.

OntheValueFormTheory
NakanoH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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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izedthistheorybythematrixes.
  Keywords the“desire”toanothercommodity theexpansionofthe
analyst’sview thepossibilityofthedirectexchange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丁晓钦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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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