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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何以可能:马克思和舒尔茨
资本理论之比较①

朱必祥

  内容提要 本文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马克思关于资本一般与资本特殊的

理论分析为基准,比较分析了舒尔茨人力资本概念与马克思资本范畴关系上的

焦点问题。本文的基本结论是:第一,人力资本是建立在“资本一般”基础上的,

与马克思的资本一般的观点不矛盾;第二,在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中直接与人力

资本对应的是可变资本代表的“劳动力”;第三,人力资本理论回避了资本的社

会关系性,舒尔茨没有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特殊”范畴分析;第四,笔者从“资
本特殊”中引出更为一般的假设,论证了劳动力人力资本化的必然性,提出新的

历史条件下需要重新审视“资本与劳动两极对立”的观点。

  关键词 人力资本 资本特殊 资本一般 马克思 舒尔茨

一、问题的由来

  舒尔茨(Theodore.W.Shultz,1902~1997)当选1960年年度美国经济学

会会长时,他发表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就职演说,从而宣告了现代人力资本理

论的诞生。舒尔茨在这篇演讲以及后来的著述中的一些观点显然是针对马克

思的,如“物质资本也不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是决定性的历史因素”,“劳动

者变成资本家并非传说中因为公司股份所有权扩散所致,而是由于他们获得

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和技能的结果”,“由于拥有其本身的人力资本价值,劳动

者已经变成了‘资本家’”②③,“工人因人力资本投资而成了资本家”④。这被认

为是“对马克思资本理论的一个主要挑战”⑤,因为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阶

级区分的固定性已不存在,马克思阶级分化和阶级冲突的理论前提就被推翻

了。因而人力资本理论也受到了来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阵营的批判,如原苏

联时期的学者叶·布赫代里特在1980年第9期的苏联《社会主义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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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上发表的《资产阶级“人力资本”理论批判》一文中认为,“人力资本是在物

化的资本与人之间搞机械的类比,目的是抹杀劳动和资本的本质区别”①。随

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伴随西方经济学在国内的传播,人力资本理

论的理论和应用研究迅速扩展,并且就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关

系开展了探讨。对人力资本理论持否定或怀疑的观点认为“西方学者鼓吹人

力资本和劳动力产权,是以资本主义收入分配中的假象掩盖收入分配本质,我
们切不可人云亦云”②;“把人力资本作为某种投资所得的“物资本分析范式”
是外因论,造成了概念的泛化,需要对它重新解释”③;“不能照搬西方学者将

人力资本概念视为永恒范畴的观点,劳动力成为资本是有历史条件的,仅以能

否给其所有者带来剩余所作为人力资本判断标准会产生矛盾,不占有别人创

造的剩余价值只是分配方面的变化,没有改变劳动者受雇佣的地位,还不是马

克思所界定的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人力资本概念在逻辑上是不严密的”④。

  但是,另一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虽然没有提出人力资本概念,没有系统

论述,但在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力概念”的解释和使用上、在关于科学技术在生

产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等方面体现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思想,舒尔茨眼中

的人力资本就是马克思所讲的劳动力⑤,“人力资本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可变

资本”⑥,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支配时间决定价值的思想与人力资本理论关于

人的时间价值思想是一致的⑦,“邓小平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就

是马克思主义人力资本思想的发展”⑧。可见,这些学者认为人力资本概念与

马克思资本理论存在诸多一致之处,“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是对马克思所阐

述的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的一种肯定”⑨,人力资

本理论实现着劳动价值论的回归,甚至希望通过建立“人力资本价值论”实现

劳动价值论与要素价值论的综合。而且在实践上“人力资本理论可以成为我

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要支点”。

  显然,在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的关系问题上,国内学者并没

有形成普遍共识。无论是赞成还是否定的,都还不够系统、深入,因而正如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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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布劳格多年前所说那样,“马克思主义研究纲领几乎没有能在同一领域里

与人力资本理论相抗衡”①。分歧的焦点主要涉及如下几个问题:其一,人力

资本与传统资本概念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能在什么基础上使用人力资本范畴?
其二,人力资本与马克思的劳动力概念关系如何? 其三,人力资本与马克思的

可变资本概念有什么关系? 其四,人力资本反映什么关系,劳动者究竟能否像

舒尔茨所说的那样因其获得经济价值和知识技能而成为资本家? 本文的目的

在于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对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与马克思资本

理论的比较分析,回答上述问题,从而明确人力资本概念和理论的研究何以可

能,其应用何以必要。

二、马克思和舒尔茨资本理论的关系比较

  1.经济学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与人力资本概念

  关于资本一词的产生和演变,当代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做了详细的考

察,在他之前,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对资本概念的来源也做过考察。根据

他们的研究,英语中的资本(capital)来自拉丁语中的caput一词,caput其意

是“头部”的意思。资本一词出现于12至13世纪的意大利,有“资金”、“存
货”、“款项”和“生息本金”等含义,用来表示贷款的本金,与利息相对。接着这

一名词由意大利传播到德意志、尼德兰和法国。后来人们从货币价值、资金、
资产、本钱和财富等含义接受和使用资本一词。庞巴维克考证完成资本概念

由日常用语向经济学术语转变的经济学家是法国重农学派的杜尔哥(Anne
RobertJacquesTurgot,1727~1781),因为他在《关于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考

察》一书中提出“以各种形式保存、积蓄起来的财货就是资本”的观点。杜尔哥

用“财货”取代“货币”来表示资本,意味着抛弃了“资本具有产生利息能力”这
个特征,因之他受到了其他学者的责难,亚当·斯密改变并修正了杜尔哥对资

本的定义。斯密在《国富论》第2篇第1章关于《论资财的划分》中把一个人所

有的资财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用作目前的直接消费,它不产生任何收入或

利润,另一部分是个人希望从以取得收入的部分,成为资本。这也就是说,用
以投资并给投资者提供收入和利润的财物就是“资本”。后来的经济学家大多

数是沿着斯密这条思路,来考察资本的生产性和财富性,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

对资本概念的理解越来越狭隘。例如,庞巴维克详细地列举比较了他以前的

经济学家关于资本的定义,进而提出了“社会资本”和“私人资本”概念,前者包

括了作为促进生产的产品,即中间产品的总和,后者是指获利资本,是个人获

取租金或利息手段的那部分个人财产,也包括某些日用品。庞巴维克批判了

①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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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劳动能力和工人个人包括在资本中的观点”,特别是批判了马克思的资本

理论,他说:“我慎重地决定,并希望大家一致地,把人身的获利手段排斥在资

本概念之外。”①他还否定了商标、债务等“无形的资本”概念,“因为它们不是

实物”②。可见,从人力资本的产生的历史来看,庞巴维克的资本概念是倒退

的。

  在现代人力资本概念的产生过程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经

济学家I.费雪关于资本概念的思想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可能是重要的。费雪

在《资本的性质和收入》一书中对资本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和扩展,他认为任

何可以带来收入的财产和活动都是资本,强调资本所具有的作为现在和未来

的产出和收入流的源泉的特性。但是在资本概念的界定理解上马歇尔追随庞

巴维克,他否定了费雪对资本的广义理解。马歇尔认为费雪的资本概念“从抽

象的角度看无可争辩,但没有现实必要性”③,马歇尔坚持狭隘的物质资本概

念,虽然他认识到了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和知识在资本构成中的地

位。由于马歇尔在经济学界的地位和影响,这种狭隘的资本概念与资本决定

财富、资本支配劳动以及“资本同质假设”一起构成了传统的资本理论而流行,
导致人力资本问题很少被纳入经济学的正规的核心内容之中。随着市场经济

的发展,股份制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对分离,作为特殊劳动要素的企业家才

能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起来,物质资本创造利润的主流观念开始受到质疑。尤

其重要的是,坚持狭隘的资本概念不能解释所谓的“增长余值困惑”和“列昂惕

夫之迷”等经济现象。舒尔茨批评了狭隘的只关注物质资本的传统的“资本”
理论,他认为需要建立一个包含人力资本经济特征的一般化的、完整的资本范

畴。可见,现代人力资本概念正是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资本概念的批判中

创立的,正是舒尔茨复兴了费雪的资本概念。

  在现代人力资本概念产生以前,古典经济学中用来表达人力资本思想的

术语,有精神资本(mentalcapital)和个人资本(personalcapital)、非物质资本

(immaterialcapital)、智力资本(intellectualcapital),等等。据考证,人力资本

(humancapital)一词最早可能是出现在1912年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工业教

育委员会发表的一份题为《我们的人力资本》的报告中。该报告指出“有两种

形式的资本,一种是土地、机器、建筑物和货币构成,另一种是由人们的特性、
脑力和体力构成的”,前者称为“物质资本”,后者称为“人力资本”④。

  那么,什么是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概念如何界定? 包括现代人力资本理

论的创立者在内的许多人都根据自己的理解做出过表述。舒尔茨说过,人力

①
②
③
④

[奥]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88.
同上书.103.
[英]A.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429.
曲恒昌,曾晓东.西方教育经济学研究[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2000,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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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资本何以可能:马克思和舒尔茨资本理论之比较 107  

资本是“人民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能力”,“人力资本是由人们通过对自身的

投资所获得的有用的能力所组成的”,“人力资本,即知识和技能”。他还说:
“我们之所以称这种资本为人力的,是由于它已经成为人的一个部分,又因为

它可以带来未来的满足或收入,所以将其称为资本”①。舒尔茨最初把资本区

分为人力资本和“常规资本”,即以往经济学中的“物质资本”。贝克尔在坚持

人力资本就是人的才能的基础上,强调人的这种能力将对其“未来货币收入和

心理收入”产生重要影响,他认为“人力资本是一种非常不能流动的资产”②。

  根据舒尔茨和贝克尔的论述,可以肯定:第一,人力资本具有资本的基本

的一般的属性,即带来未来收入、收益;第二,人力资本是存在于人身之中的有

用能力、知识和技能;第三,人力资本是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形成的,“人力资本

投资形式或活动包括正规学校教育、在职培训、医疗保健、迁徙择业、信息搜寻

以及消费等”③。显然,人力资本具有物质资本的预付性、未来收益性、实体

性。但是看不出有社会关系属性,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人力资本概念就不能

使用呢?

  2.马克思的“资本一般”与人力资本

  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和理论极为丰富深刻,本文主要分析马克思关于资本

的本质特征和二重性的论述,目的在于更好地理解人力资本概念。

  第一,资本的现象是物、载体是物,它首先以一定的货币形式来到人间,接
下来表现为机器、厂房和生产材料等,但是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一种是社

会关系。马克思1849年4月7日在《新莱茵报》第266号发表的《雇佣劳动与

资本》一文中就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本只是看作物、看作生产资料的

片面观点,指出“生产手段与工具”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才会成为资本,脱
离了这种关系它就不是资本了。应当注意的是,马克思说的是“资本的本质”
不是物,并没有说“资本”可以不需要物质载体。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

的本质作了科学的分析。他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

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

质”④。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的自然属性的分析,揭示出这种物与物之间关

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资本的本质。而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

学侧重于资本的自然属性(即生产性)研究,见物不见人。

  第二,资本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一个历史范畴。“生产资料并非天然就

是资本”,简单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充分发展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⑤。在马

①
②
③
④
⑤

[美]T.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17,205,43,92.
[美]G.S.贝克尔.人力资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64.
同上书.1.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20.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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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看来,随着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消亡,资本也就消亡。显然,这是指作为社

会关系的资本范畴不是永恒的,它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

  第三,马克思用“资本一般”概念来表达资本的本质特征,他说:“资本一般

这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是使任何一定量的价值成为

资本的那种规定”,“一般形式的资本的一个规律是,为了增殖自己的价值”①,
“资本只有一种生产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得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资本

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②。资本的本质特征或者“资本的一般

性”是能够带来价值增值。只有在不停的运动中不仅保存了自身的价值而且

带来价值增殖的预付价值才能转化为资本,因此资本必须不停地运动才能保

持自己的本质。

  第四,资本具有价值形态和实物形态。资本的实物形态表现为购买的生

产资料和劳动力,这两者的比例由资本的技术构成决定;资本的价值形态表现

为购买的生产资料价值,即不变资本和购买的劳动力价值,即可变资本。不变

资本不创造剩余价值,可变资本是剩余价值的来源。

  第五,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的资本是产业资本、职能资本,是“资本

特殊”,因为作为资本的一种存在方式的产业资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

前的古老的商品资本和生息资本(高利贷资本),它“决定了生产的资本主义性

质”,“包含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的存在”③。在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中是资本支配劳动并且占有劳动成果,劳动隶属于资本。资本发展成为

对劳动,即对发挥作用的劳动或工人本身的指挥权,“人格化的资本即资本家,
监督工人有规则地并以应有的强度工作。”④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马
克思概括为“资本雇佣劳动”。资本雇佣劳动正是资本特殊性的体现。

  可见,马克思的资本范畴包含“资本的自行增殖”,又包含“一定的社会性

质”⑤,即 “资本”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二重性以及“资本一般”和“资本特殊”
的统一。资本的自然属性体现在它有实体、实物形态和反映技术水平的生产

资料和劳动力之间的比例的生产力属性,表现为资本一般。资本的社会属性

体现在它有价值形态和生产关系的性质,是资本的本质属性,体现的是资本支

配、占有劳动的价值关系,表现为资本特殊。资本特殊含义还包括资本有特殊

形式、形态和特殊职能。

  资本的回流和回报、增殖和增值是资本的一般规定性,即“资本一般”。资

本一般概念就是总揽一切的、一般的资本范畴,或曰总体资本范畴,它包括物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44、445.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60.
马克思.资本论[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6.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43.
马克思.资本论[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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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有形资本与无形资本,价值形态的资本与实物形态的资

本。资本的基本特征是价值增殖和价值创造,只要是价值增殖物,无论其以何

种形式存在它都是资本,如果不能创造价值增殖,既使以价值形式存在也不是

资本。进入企业的各种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要素,能否成为资本,能否成为企

业资本出资的形式,经济学的判断标准就在于它是否带来价值增殖与回报,存
在于人身的知识、技能之所以成为资本,依据就在此。在舒尔茨看来,人的知

识和技能它“能够提供一种有经济价值的生产性服务,它就成了一种资本”①。

  可见,人力资本是建立在“资本一般性概念”②基础上的,人力资本是资本

一般性的体现,不能简单地说成物质资本的推广、类比,因为表现资本一般性

的载体是多样的,可以是财产、是活动,是机器设备与厂房,是商品,也可以是

人所具有的知识、技术和能力。这与当代经济学关于“凡可以获取利润之物都

是资本”、“资本是一种不同形式的生产要素即生产出来的生产要素”的主流观

点是一致的。

  基于上述,本文认为建立在资本一般性基础上的人力资本概念,与马克思

的“资本一般”观点是不矛盾的。马克思虽然没有创设基于资本一般性的人力

资本范畴,但有关概念思想是显著的。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所写的《资本

论》草稿中多次论述了“科学的力量”、“技术和知识的积累”以及“个人生产力

发展”等“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马克思在谈到节约劳动时间的意义时指

出,“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
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者劳动生产力。从直接生

产过程的角度来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作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

人本身”。马克思还说:“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慧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
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
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③

  3.人力资本与可变资本和劳动力

  人力资本概念和理论的产生是在对西方经济学传统的“资本”与“劳动”概
念批判反思中产生的。可以说人力资本理论的某些缺陷与创立者对马克思的

经济学理论的偏见不无关系。没有哪位经济学家能够像马克思那样对古典经

济学的资本与劳动概念作出革命性的批判。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可以说是

“劳动论”。马克思最为系统地深刻地揭示了劳动的异质性。马克思正是在区

分“劳动与劳动力”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基础上创立了“可变资本”(Variable
Capital)概念。马克思不仅区分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而且还深刻论及了可

①
②
③

[美]T·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68.
[美]T·W·舒尔茨.报酬递增的源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7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2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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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

  所谓“可变资本”是指用于购买劳动力支出的那部分资本,从价值方面看,
这个资本等于该生产部门使用的社会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等于为这社会劳

动力而支付的工资总额。从物质方面看,这个资本是由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本

身构成的,即由这个资本价值所推动的活劳动构成的。这部分资本在生产过

程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值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

的余额,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本身是可以变化的,是可大可小的。这部分

资本从不变量不断变为可变量。因此,把它称为可变资本部分,或简称为可变

资本。
  在马克思的这一定义中论述了可变资本具有二重形态,即价值形态和实

物形态。作为价值形态,“可变资本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①,表现为支付

的工资总额;作为物质形态,“表示一定量的被推动的劳动力,因此也表示,一
定量的物化劳动,……成了一定量的总资本所推动的劳动量的指数”②。
  从可变资本的价值形态上看,它与现代人力资本概念没有共同之处,从可

变资本的物质形态来看,它表示的是一定生产关系中的劳动力,由之而与现代

人力资本的内涵有共同之处。在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中直接与人力资本对应的

不是“可变资本”范畴,而是可变资本代表的“劳动力”范畴。劳动力就是人的

劳动能力。
  如何理解劳动能力呢? 传统的观念,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对劳动力特

性的理解有三个方面:①劳动力是体力,是先天禀赋,不需要或很少需要教育

培训;②每个人拥有的劳动力没有本质差别,被视为“同质的”;③进入企业的

劳动力只是一般的生产要素,不是资本,不能分享企业产权,劳动者的工资收

入是劳动要素的市场交换价值。舒尔茨指出这种把劳动看作仅仅需要少量知

识技能的体力劳动并且用数人头方法来计算的观点“在古典经济学里就不正

确,而现在,其错误就更加明显“③。但是,马克思的“劳动力”范畴绝不是原生

的“体力”概念,而是包含脑力、知识、教育、培训和技能的范畴。马克思明确

说:“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力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

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④。马克思还用了复杂

劳动、熟练劳动,发达的专门劳动力、教育培训支出增加等概念描述劳动力的

质量差别及其对生产率和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这种劳动力的生产在马克思

那个时代主要是由工人自己完成的,但从社会资本再生产来看,劳动力的再生

产与可变资本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劳动力是可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存在形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36.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62~163.
[美]T.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3.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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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可变资本以工资形式回到工人手里”①,可变资本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

表现,是劳动者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的特殊历史形式。可见,马克思也认为劳

动力是一般的生产“要素”,不是资本。

  那么,劳动力能否成为资本,即成为“人力资本”呢? 马克思的回答是肯定

的。马克思讲:“如果说,劳动力只有在它的卖者即雇佣工人手中才是商品,那
么相反,它只有在它的买者手中,即暂时握有它的使用权的资本家手中,才成

为资本。生产资料本身,只有在劳动力作为生产资本的人的存在形式,能够和

生产资料相结合时,才成为生产资本的物的形式或生产资料。因此,正如人类

劳动力并非天然是资本一样,生产资料也并非天然是资本。”②如果说这句话

还不明确的话,下面的引文明确表达了劳动力在工人手里和在资本家手里的

职能是不同的观点。劳动力在工人手里是商品职能,是其收入的来源,而在资

本家手里是资本的职能。“工人,即劳动力的卖者,以工资的形式取得劳动力

的价值。在工人手里劳动力仅仅是可以出卖的商品,他就是靠出卖这种商品

为生的,因此,这种商品就是他的收入的惟一源泉。劳动力只有在它的买者资

本家手中,才执行可变资本的职能”③。可见,劳动力可以是“人的存在形式”
的资本,或简称“劳动力资本”,郭大力和王亚南的译文是“资本的人身存在形

式”④。

  可见,其一,马克思和舒尔茨都承认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越来越需要进

行专门的教育培训,并由此导致“劳动的异质性”,人力资本理论是建立在对传

统经济学“劳动同质性”假设批判的基础上的,人力资本就是异质性的劳动,在
此意义上理解的劳动力概念与人力资本概念没有区别。但是从概念产生的时

代背景来看,人力资本是劳动力要素在企业生产要素中的地位作用上升的产

物,“如同资本的根源在于货币一样,人力资本的根源在于劳动力,它是劳动力

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⑤。由此,考虑到“劳动力”和“资本”概念的传统的和

习惯的用法,笔者不主张使用“劳动力资本”概念。其二,马克思和舒尔茨都承

认劳动力可以成为资本,成为人力资本。但是,马克思认为劳动力成为资本的

前提是并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并且为资本家掌握。这正是雇佣劳动的特征,
也是区别于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资本”关系泛化之处。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

劳动力能否成为劳动力所有者的资本?

  4.资本特殊与劳动力资本化

  在前文分析马克思资本理论时已经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范畴包含了“资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47、622、623.
同上.
马克思.资本论[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11.
同上书.19.
冯子标.人力资本运营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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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二重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资本的自然属性体现在它有实体、实
物形态和反映技术水平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之间的比例的生产力属性,对应

于“资本一般”。资本的社会属性体现在它有价值形态和生产关系的性质,体
现的是资本支配、占有劳动的价值关系,对应于“资本特殊”。

  马克思的所谓“资本特殊”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资本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

一个历史范畴。在马克思看来,随着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消亡,资本(即资本特

殊)也就消亡。马克思认为简单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充分发展是资本产生的历

史前提,因而“劳动力成为人力资本的前提条件是劳动力商品化”①。二是指

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一种是社会关系,是特定的生产关系。作为特定生产

关系的资本,在马克思看来是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联系在一起的,它
的基础形式是产业资本、职能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是资本支配劳动

并且占有劳动成果,劳动隶属于资本。显然,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回避了体现生

产关系性质的“资本特殊”分析,而是从资本一般的视角断言劳动力资本化。
问题是我们也不能停留在马克思的分析结论上,更不能据此否认人力资本理

论断言的劳动者可以成为“资本家”,即人力资本家(注意,舒尔茨给资本家加

引号的意思就在此)。这里讨论的不是个别工人能否变为资本家,个体间的身

份转换从来就不是理论问题,成为问题的是发展了的条件下,经过人力资本投

资的劳动与其他生产要素或资本之间的关系问题。

  笔者认为,资本范畴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体现在有价值

增殖和价值创造就有个价值占有、支配关系问题,不能从价值创造中得到收益

和回报,资本就会失去存在的本质,而资本的价值占有、支配必须基于资本的

价值创造和增殖。由于“资本特殊”反映的是资本所具有的特定生产关系属

性、社会属性,揭示的是资本对价值增殖的占有、支配关系,所以我从中引出更

为一般的理解,这就是“资本特殊”揭示资本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权利关系,乃至

资本对资本的关系,如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关系,物质资本对人力资本的关

系。于是,我们的问题就转换为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与物质资本要素的关系,
即劳动要素能否获得价值增殖问题,简而言之,劳动能否获得企业的产权,即
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以唯物史观来看,马克思建立在资本与劳动两

极对立历史条件下的劳动只获得其要素市场价值,不拥有、不分享企业产权的

结论需要重新审视。

  第一,历史地看,企业是简单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的产物,商品生产伴随

以经验和技能为主的知识积累。简单商品生产交换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
的手工业和家庭生产,是为交换而生产的,涉及到对交换产品的“市场”需求的

判断和对供给产品的质量的保证。这就要求有专业生产知识经验和市场交换

① 盖骁敏.企业人力资本产权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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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验的积累,即人力资本的积累,“即便是在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下,供求

双方的产品和劳务交易中就已经包含了或多或少的人力资本,价格机制不单

单配置物质性的经济资源,它同时也激励着生产者消费者双方人力资本的利

用。买什么、买多少和卖什么、卖多少,都离不开双方当事人的健康、体力、经
验、知识和判断”①。可见,简单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是通过供求双方知识经验

水平的差异化竞争而实现的,在竞争中的获胜者不仅获得了货币财富的积累,
而且也获得了人力资本积累。这种差异化竞争不仅带来了贫富两极分化,而
且促使人力资本积累的不平衡。当完成了货币财富和人力资本,尤其是企业

家式才能积累时,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就产生了。当货币资本所有者与企

业家人力资本所有者合而为一,劳动者只需要简单教育培训就能胜任时,企业

制度采取的是“资本雇佣劳动”的古典企业制度。当货币资本所有者与企业家

人力资本所有者分离时,且劳动者只具有(只需要)一般的知识技能时,就会采

用所谓“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当货币资本所有者、企业家人力资本所

有者分离,生产劳动者具有很高的、专用化的人力资本时,企业就应该或就会

采用多元分享制的产权制度安排。当人力资本使用价值在各种生产要素中上

升到绝对重要地位时社会将会采用“人力资本支配非人力资本”的制度形式。

  第二,在科技进步、教育普及和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中,劳动者的知识和技

能不断增加并且专业化,劳动的人力资本化发生了三次质的飞跃或者说“嬗
变”,出现了以工程技术人员、职业经理人和知识员工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类型。
由于整个社会知识存量水平提高,劳动者知识化技能化带来体力劳动与脑力

劳动差别的消失。在不同的企业,或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三类人力资本水平

和结构不同,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比例不同,因而人力资本对企业制度权利

要求也不同。

  第三,人们能够通过对劳动者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开发人力资源,提供更多

的生产性服务,获得相对较高的收益率,减少了对传统的自然资源的依赖,可
以克服经济发展中自然资源、物质资本和“原生劳动力”之不足,“人力资本在

各种要素间相比较,其补充和替代作用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②,而且“由于

人力资本投资,使得资本与劳动,资本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

了”③。这种企业生产要素之间关系的变化将带来制度上的影响,坚持“资本”
与“劳动”的对立已经失去了技术基础。企业产权是合约产权,非物质资本因

素作用地位的提高成为关键资源而分享或拥有企业产权。

①

②

③

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J].经济研究,1996(6),
71~79.

[美]T.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40、120、152、
42.

[美]T.W.舒尔茨.报酬递增的源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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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劳动者拥有的知识技能具有市场交换价值,能够给持有人带来价值

或收益,从而转化为物质财产具有财产权或者说要素产权性质,这是劳动主张

企业产权的前提;其二是基于劳动产权论①,劳动不仅使一切事物具有不同价

值而且在原有资源上增加新价值,应当享有其创造的价值;其三是作为资本一

般的人力资本与它的载体人不可分离,具有人身自由和独立人格的主体“我”
是它的主人,体现我的意志,能够实现排他性占有从而具有财产权的基本属

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力所有权的前提有二,一是劳动者具有人

身的自由,二是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财产。即使

在资本雇佣劳动的企业制度中,资本家也是不能完全绝对拥有这种“劳动力资

本”的,需要有管理激励,在现代企业制度中更需要产权激励。由此,我们才能

理解高新技术企业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和高级管理者为什么会拥有股票期权而

成为百万富翁的“高级打工仔”。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技术、信息

日益商品化“使劳动力转化为人力资本成为可能”②。当劳动力商品化并且使

其所有者实现价值增殖和价值回报、回流时,它就成为了人力资本。

  显然,劳动者的价值增殖回报是通过分享或拥有企业剩余实现的,不是供

求带来的价格波动。分享或拥有企业剩余权,就是一种关系,就是劳动或人力

资本所有者与其他要素所有者的关系,反映的正是资本特殊。以是否“占有别

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来判定是否成为“人力资本”的观点,并且以之批评人力资

本理论概念不严密是没有说服力的。

三、结 论

  在本文中首先通过对资本概念史的考察,以马克思关于资本一般与资本

特殊的理论分析为基准,对比分析了舒尔茨和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得到以下几

个结论:

  第一,人力资本是建立在“资本一般性”基础上的,完整的、总体的“资本一

般”范畴包括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资本一般性的体现,不能简单地说成物质

资本的推广、类比。建立在资本一般性基础上的人力资本概念与马克思“资本

一般”的观点是不矛盾的,马克思虽然没有创设基于资本一般的人力资本概

①

②

约翰·洛克认为,个人拥有人身自由权,“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
我们可以说,是正当地属于他的。所以,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
他就已经惨进他的劳动,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从而排斥了其他人的共同权利。因为,既然劳
动是劳动者的无可争辩的所有物那么对于这一有所增益的东西,除他以外就没有人能够享有权
利……”,他还认为在最初自然原始状态,“只要有人愿意对原来共有的东西施加劳动,劳动就给予财产
权。”(J.洛克.政府论[M].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9、27、29.)洛克的劳
动财产权理论对后来财产权理论影响深远。

李忠民.人力资本———一个理论框架及其对中国一些问题的解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
社,1999,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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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但有关概念思想是显著的。人力资本理论发展丰富了古典经济学的“资
本”和“劳动”等概念,揭示了“资本”和“劳动”的“异质性”,促进了包含人力资

本在内的“资本一般”概念的形成和使用,创造了“人力资本”及“人力资本投

资”等新的经济学概念范畴,克服了传统资本概念的狭隘性。

  第二,从可变资本的价值形态上看,它与现代人力资本概念没有共通之

处,从可变资本的物质形态来看,它表示的是一定生产关系中的劳动力,由之

而与现代人力资本的内涵有共同之处。在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中直接与人力资

本对应的不是“可变资本”,而是可变资本代表的“劳动力”。马克思最为系统

地深刻地揭示了劳动的异质性。

  第三,马克思和舒尔茨都承认劳动力可以成为资本,成为人力资本。但

是,马克思认为劳动力成为资本的前提是并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并且为资本

家掌握。在马克思的资本雇佣劳动分析框架中,劳动力是一般的生产“要素”,
不是资本。但是马克思没有否认劳动力能成为“人力资本”,不过主人不是工

人而是资本家,这与人力资本理论观点极为不同。这正是雇佣劳动的特征。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回避了资本的社会关系性,舒尔茨没有马克思意义上的“资
本特殊”范畴分析。

  第四,笔者从马克思的“资本特殊”包含的资本所具有的特定生产关系属

性、社会属性和资本对价值增殖的占有、支配关系中,引出更为一般的理解,就
是“资本特殊”揭示资本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权利关系,乃至资本对资本的关系。
基于这一理论假设,笔者认为,随着劳动要素作用地位的提高,物质资本独享

企业产权制度已经不是最优选择,劳动要求与物质资本分享企业产权,表现为

人力资本的劳动获得企业的产权,就是参与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从而

实现劳动力转化为人力资本。以唯物史观来看,马克思建立在资本与劳动两

极对立历史条件下的劳动只获得其要素市场价值,不拥有、分享企业产权的观

点需要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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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istheHumanCapitalPossible:aComparative
StudyontheCapitalTheoryofShultzandMa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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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ethecapitalistbecauseofthehumancapitalvaluetheyowned.This
wasregardedmainlychallengetoMarx’scapitaltheory.Thefocusprob-
lemsofthedifferencesthatrelatetoMarx’scapitaltheoryandhumancap-
italtheoryinourcountryacademiccirclesareasfollowsafewproblems:

  (1)Whatrelationisbetweenthehumancapitalandtraditionalcapital
concept?Andwhereisthefoundationthatwecanusethehumancapitalcon-
cept? (2)HowaretherelationsbetweenhumancapitalconceptandMarx’s
conceptof“laborforce”and“variablecapital”? (3)Whatsocialrelationdoes
thehumancapitalreflect?Andcanorcan’tactuallytheworkerbecomethe
capitalistasShultzsaidbecauseofhumancapital?Thepurposeofthispaper
istoanswerthesequestionsthatwhythestudyofhumancapitalconceptand
theoryarepossible.ThispaperanalyzedincomparisonShultz’shumancap-
italconceptandMarx’scapitaltheorywiththeguidanceofthehistorical
materialismview,andonthebenchmarkoftheMarx’scapitalgeneraland
capitalspecialtheoriesanalysis.Thebasicconclusionsofthispaperare:

  Thefirst,thehumancapitalconceptwasestablishedonthefoundation
of“capitalgenerality”,theperfectandwhole“capitalgeneral”categoryin-
cludesthehumancapital.Thehumancapitalconceptonthecapitalgenerali-
tyisnotincontradictionwithMarx’sopinionofcapitalgeneral.
  Thesecond,humancapitalisnotdirectlyidenticalwith“variablecap-
ital”butthevariablecapitalrepresentatives“laborpower”inMarx’scapital
theory.
  Thethird,Marxdidnotdenylaborpowercanbecome“humancapital”,

howeverthehostarenotworkersbutcapitalists,thisisextremelydifferent
withthehumancapitaltheory.Thehumancapitaltheoryevadedthecapital
socialrelation;Shultzhasno“capitalspecial”categoryonthemeaningof
Marx’s.
  Thefourth,thewriterdrewforththemoregeneralcomprehensionfrom
themeaningoftheparticularproductionrelationpropertywhich Marx’s
“capitalspecial”hascontained. Mycomprehensionisthatthe“capitalspe-
cial”indicatedarightrelationofcapitaltootherproductionfactors.Accord-
ingtothishypothesis,thewriterarguedthatthereisinevitabilityforthela-
borpowerhumancapitalization;undernewhistoryconditionsweneedre-
examinethehypothesisof“capitalandlaboraretwopoleoppositions”.
  Keywords humancapital capitalgeneral capitalspecial Theodore.
W.Shultz KarlMa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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