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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法、斯梯德曼和萨缪尔森价值理论批评

岳宏志 寇雅玲 赵 梅

  内容提要 本文指出斯拉法、斯梯德曼和萨缪尔森用实物量方法来决定价

值是不能成立的,他们的体系本身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科学

的价格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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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思想史上,一直有人试图从实物量关系推出价值理论体系。英国

经济学家斯拉法在他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系统地用这种方法研究了价

值决定问题。继斯拉法以后,英国经济学家斯梯德曼和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

森等人也提出了与斯拉法体系类似的用实物量关系研究价值决定的方法,这
在国际上形成了一股思潮,被称为价值决定的实物量方法(PhysicalQuantity
Approach)。我们认为,斯拉法、斯梯德曼和萨缪尔森的价值决定的实物量方

法是完全错误的。

一、斯拉法实物量价值理论批评

  斯拉法(PieroSraffa,1898~1983)是意大利出生的英国经济学家,新剑

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斯拉法在理论上的主要成就是提出了颇具特点

的商品价值论,更确切地说,是商品价格论。“新剑桥学派”(又称“新李嘉图学

派”)认为斯拉法以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为基础,得出了在既定生产技术条件下,
各生产部门的产品价格、工资率和利润率的计算模型,解决了经济学的最大难

题,实现了“经济学的第二次革命”,这一革命的实质是向古典经济学派的“回
归”。斯拉法的价格理论体系既反对新古典主义的以边际效用论为基础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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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论和以边际生产力论为基础的分配论,又以一种新的形式向马克思的劳动

价值论和生产价格理论提出了挑战。斯拉法虽然没有明确否定劳动价值论,
但是他的价格体系根本不是以商品价值为基础的。

  下面,我们具体研究一下《用商品生产商品》到底是怎么样一部学术著作?

  1.为维持生存的生产

  斯拉法首先研究一个极其简单的社会,它所生产的恰恰足以维持自己。
商品由不同生产部门生产,并且在收获之后的市场上彼此交换。假定起初只

生产两种商品,小麦和铁。两者一部分用作从事生产者的食粮,其余部分用作

生产资料———小麦作为种籽,铁作为工具。假定在全部产品中,包括生产者的

必需品在内,280夸特小麦和12吨铁用于生产400夸特小麦,而120夸特小

麦和8吨铁用于生产20吨铁。一年的经营结果可以表示如下:

  280夸特小麦+12吨铁→400夸特小麦

  120夸特小麦+8吨铁→20吨铁

  这里有惟一的一套交换价值,如果市场采用这些交换价值,会使产品的原

来分配复原,使生产过程能够反复进行;这些价值直接产生于生产方法。在所

举的上面例子中,所要求的交换价值是10夸特小麦对1吨铁。

  三种商品也是如此。加上第三种产品猪:

  240夸特小麦+12吨铁+18只猪→450夸特小麦

  90夸特小麦+6吨铁+12只猪→21吨铁

  120夸特小麦+3吨铁+30只猪→60只猪

  保证生产全部更新的交换价值是:10夸特小麦=1吨铁=2只猪。

  用一般说法将上述情形重述一下。我们有商品“a”,“b”,…,“k”,每种商

品由不同生产部门进行生产。我们称A 为每年生产的“a”的数量,B 为“b”的
年产量,等等。我们也称Aa,Ba,…,Ka 为生产A 的生产部门每年使用商品

“a”,“b”,…,“k”的数量;Ab,Bb,…,Kb 为生产B 的生产部门每年使用相应商

品的数量;等等。所有这些数量都是已知数。有待决定的未知数是Pa,Pb,
…,Pk,即各种商品“a”,“b”,…,“k”每单位的价值。如果采用这些价值,就会

恢复原来的生产状况。

  现在出现如下的生产情形:

  AaPa+BaPb+…+KaPk=APa

  AbPa+BbPb+…+KbPk=BPb (1-1)

  ……

  AkPa+BbPb+…+KkPk=KPk

  由于假定这个体系处于一种自行更新状态,上式中Aa+Ab+…+Ak=
A;Ba+Bb+…+Bk=B;Ka+Kb+…+Kk=K。这就是说,第一直行的总数

等于第一横行,第二直行的总数等于第二横行,等等。无须假定每种商品都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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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参加其他商品的生产;所以上式左方的某些数量,即生产资料一方的某些数

量,可以是零。以其中一种商品当作价值标准,使它的价格等于一。这就剩下

k-1个未知数。由于在这些方程的总量中,相同的数量出现在左右两方,因
此任何一个方程可以从其他方程的加总推知。这就剩下k-1个独立的线性

方程,这些方程惟一地决定k-1个价格①。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再生产当然可以进行下去。但是,这也是一种

不稳定的再生产过程,如果一个生产部门的技术条件发生变化,整个简单再生

产过程就会遭到破坏。

  2.具有剩余的生产

  在有剩余的条件下,剩余(或利润)必须按照每一生产部门垫支的生产资

料(或资本)的比例进行分配。我们不能把剩余的分配推迟到价格决定之后,
因为在求出利润率之前,价格是不能决定的。因此,剩余分配的决定,必须和

商品价格的决定,通过相同的机构,同时进行。因此,我们增加利润率作为一

个未知数(利润率对所有生产部门必须划一),称为r,这个体系就成为

  (AaPa+BaPb+…+KaPk)(1+r)=APa

  (AbPa+BbPb+…+KbPk)(1+r)=BPb (1-2)

  ……

  (AkPa+BbPb+…+KkPk)(1+r)=KPk

  由于假定这个体系处于一种自行更新状态,这里Aa+Ab+…+Ak≤A;

Ba+Bb+…+Bk≤B;Ka+Kb+…+Kk≤K;就是说,每一商品所生产的数

量,至少等于所有各个生产部门合计起来消耗完了的数量。这个体系,包括k
个独立方程,这些方程决定k-1个价格和利润率②。

  对于方程组(1-2),我们考虑如下两种情形:

  (1)如果Aa+Ab+…+Ak=A;Ba+Bb+…+Bk=B;…Ka+Kb+…+
Kk=K,则必然有r=0,即这时将没有利润可言,这就完全回归到简单再生产

的情况了。

  (2)如果Aa+Ab+…+Ak≤A;Ba+Bb+…+Bk≤B;…Ka+Kb+…+
Kk≤K 至少有一个不等式成立,例如Aa+Ab+…+Ak<A,则多余的商品

“a”的量[A-(Aa+Ab+…+Ak)]的价值如何实现呢? 要知道我们讨论的是

商品生产,商品只有完成了交换过程才有价值,[A-(Aa+Ab+…+Ak)]量
的商品“a”到那里去交换呢? 这是斯拉法体系的最大问题。因此,在这种的情

况下,斯拉法体系是不能持续下去的,也就是说,斯拉法体系是完全不能成立

的。

①
②

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2.
同上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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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说明具有剩余的生产的悖论,我们援引斯拉法举的一个例子。在两

种商品的情形,把小麦的生产从400夸特增加到575夸特,而使所有其他数量

不变,这就有了175夸特小麦的社会剩余,其结果为:

  280夸特小麦+12吨铁→575夸特小麦

  120夸特小麦+8吨铁→20吨铁

  为了使垫支能够更新,并且使利润能够比例于两个生产部门的垫支而分

配于两个生产部门,显然我们可以得到下列方程:

  (280Pa+12Pb)(1+r)=575Pa

  (120Pa+8Pb)(1+r)=20Pb

  这样,两种商品的交换率为15夸特小麦对1吨铁,对应的利润率在每一

生产部门是25%①。

  我们的问题是:多余出来的小麦175夸特[=575-400]卖给谁了呢? 既

然全社会只有两个商品生产者,这175夸特小麦显然无法实现,它们不是作为

商品存在的,它们的价值是不能实现的。因此,在商品生产的前提下,这种具

有剩余的生产不仅不能带来利润,而是带来负担。因此,在两种商品的情况

下,斯拉法体系是不能持续下去的,也就是说,斯拉法体系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斯拉法还研究了劳动投入的情形。他指出,现在必须明确地表明每一生

产部门使用的劳动数量,以代替对应的生存用品数量。我们假定劳动在质量

上是一致的,或者用意义相同的话说,我们假定劳动在质量上的任何差异,已
经预先化成在数量上的相同差异,因此,每一单位劳动所得工资相同。我们用

La,Lb,…,Lk 表示在生产部门中生产A,B,…,K 产品分别使用的年劳动量,
并且规定它们是社会全部年劳动量的各个部分,社会年劳动量等于1,所以La

+Lb+…+Lk=1
  我们称w 是每单位劳动的工资。在上述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到下列形式

的方程组:

  (AaPa+BaPb+…+KaPk)(1+r)+Law=APa

  (AbPa+BbPb+…+KbPk)(1+r)+Lbw=BPb (1-3)

  ……

  (AkPa+BbPb+…+KkPk)(1+r)+Lkw=KPk

  如同先前的情形一样,假定这个体系处在一种自行更新状态,即Aa+Ab

+…+Ak≤A;Ba+Bb+…+Bk≤B;Ka+Kb+…+Kk≤K。

  在自行更新状态中的一个体系的国民收入,是由许多商品组成的,这些商

品是从总国民产品中一项一项地除去用于更新在所有生产部门中消耗完了的

生产资料余留下来的。这许多商品的价值,形成国民收入,我们使它等于1。

① 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M].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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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有另外一个方程

  [A-(Aa+Ab+…+Ak)]Pa+[B-(Ba+Bb+…+Bk)]Pb+…+[K-
(Ka+Kb+…+Kk)]Pk=1
  现在,有k+1个方程和k+2个变量(k个价格,工资w 和利润率r)。因

此,这个体系的演算有一个自由度;如果确定了一个变量,其他变量也可以确

定①。

  对于方程组(1-3),我们有如下的推论和批评:

  (1)如果Aa+Ab+…+Ak=A;Ba+Bb+…+Bk=B;…Ka+Kb+…+
Kk=K,则必然有r=0和w=0,即这时将没有利润和工资可言,这就完全回

归到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了。

  (2)如果Aa+Ab+…+Ak≤A;Ba+Bb+…+Bk≤B;…Ka+Kb+…+
Kk≤K 至少有一个不等式成立,例如Aa+Ab+…+Ak<A,则多余的商品

“a”的量[A-(Aa+Ab+…+Ak)]的价值如何实现呢? 要知道我们讨论的是

商品生产,商品只有完成了交换过程才有价值,[A-(Aa+Ab+…+Ak)]量
的商品“a”到那里去交换呢? 这是斯拉法体系的最大问题。因此,在这种的情

况下,斯拉法体系是不能持续下去的,也就是说,斯拉法体系是完全不能成立

的。

  (3)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方程组(1-3)这种形式本身就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工资本身就包括在成本中。正确的反映客观经济过程的方程形式应该

是:

  (AaPa+BaPb+…+KaPk+Law)(1+r)=APa

  (AbPa+BbPb+…+KbPk+Lbw)(1+r)=BPb (1-4)

  ……

  (AkPa+BbPb+…+KkPk+Lkw)(1+r)=KPk

  这样一来,(1-4)就与(1-2)完全相同了,(1-2)不能成立(1-4)也同样

不能成立。

二、斯梯德曼实物量价值理论批评

  斯拉法的追随者、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杨·斯梯德曼(lanSteedman)

1977年出版了《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MarxafterSraffa)一书,提出

了所谓不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有关资本主义生产和剥削的理论。斯梯德曼

指出,把斯拉法的理论看成为一种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捍卫是非常错误的,应该

用斯拉法的理论来批评、改造全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应发展一种物量关系的

① 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M].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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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来代替马克思的那种价值关系的理论。斯梯德曼认为,斯拉法的

体系是马克思体系的替代物,只有依据斯拉法的生产条件和实物数量分析体

系,才能提供关于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的正确决定,并对工资与利润对立关系、
剩余价值与利润关系等问题得出正确的认识,而这是马克思的价值分析做不

到的,马克思的价值分析反而导致了毫无意义的转形问题:依据斯拉法体系既

避免了转形问题的困扰,却同样可以得出马克思所追求的关于资本主义制度

存在剥削的结论。

  斯梯德曼按照斯拉法的方法,以更简洁易懂的语言,论证了斯拉法的基本

观点,即从生产的物质条件和实际工资出发,就可以得出价值和剩余价值。就

是说,一般商品(劳动力商品除外)的价值仅仅依存于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劳动

力价值和剩余价值同时还要依赖工人的实际工资,从而也就揭示了利润率即

剥削的实质。这里完全没有涉及任何劳动时间的概念,这同马克思从价值开

始、然后再进到剩余价值的分析截然相反。

  斯梯德曼对上述基本观点的阐述是通过一些具体的数字实例进行分析

的,斯梯德曼考查了三个生产部门的数字实例,我们来看一看他是如何从生产

条件和实际工资来说明价值和剩余价值。

表1

铁 劳动 铁 黄金 谷物

制铁部门 28 56 → 56 - -
黄金部门 16 16 → - 48 -
谷物部门 12 8 → - - 8
  总计 56 80 → 56 48 8

  表1是一个实物形式的表,箭头左边是投入,右边是产出,相关的数值表

示每个部门使用多少单位投入生产出多少单位的产出,例如,第一行表示56
单位劳动运用28单位铁在制铁部门生产出56单位的铁,等等。这是一个简

单再生产的模式,因为铁(56单位)的产出=生产中消耗的铁(56单位),生产

没有增长。48单位黄金和8单位谷物构成净产量。需要假定的一个值是实

际工资,假定支付给80单位劳动的实际工资是5单位谷物,这样,资本家得到

的就是48单位黄金和3单位的谷物了。

  斯梯德曼说,依据表中的条件即可得出马克思关心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等

重要数值。他以li、lg、lc 分别表示1单位铁、1单位黄金和1单位谷物的价

值。那么,制铁部门的总价值=56li=56单位直接劳动+凝结在消耗的铁中

的价值量28li,因此56li=56+28li 或li=2。li 已知,其他数值即可从中直接

求出了。由于li=2,可知黄金部门的16单位铁的价值16li=32,因此,黄金

部门中:48lg=16+32=48,或lg=l。同理,谷物部门中:8lc=8+12li,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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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lc=8十24=32,或lc=4。这说明商品的价值都是由实物项决定的,而不是

由工资、利润和价格决定的。

  但劳动力的价值还不能由上述实物量加以确定,需要另行决定。根据定

义,劳动力的价值等于工人所得到的各种商品的数量及其价值,即上述例子中

的5单位谷物。已知每单位谷物价值为lc=4,所以劳动力价值V=5lc=5×4
=20。从总的活劳动中减去劳动力价值,就可得总剩余价值:S=80-20=
60。这就是说,在总的活劳动和实际工资给定时,劳动力价值V 和剩余价值S
仅仅决定于单位谷物的价值lc,而lc 仅取决于铁和谷物部门的生产条件。

  斯梯德曼指出,由此能够很容易地将这些数值转化为马克思惯用的价值

图式,如果我们用表I第一列乘以铁的价值(li=2)就得出不变资本价值C,再
按照1︰3比例把表I第二列的直接劳动划分为可变资本V 和剩余价值S,最
后用li=2,lg=1,lc=4分别乘以各部门的产量,得出总产量的价值量W。这

样就得到了马克思的价值表2:

表2

C V S W
制铁部门 56 + 14 + 42 = 112
黄金部门 32 + 4 + 12 = 48
谷物部门 24 + 2 + 6 = 32
  总计 112 + 20 + 60 = 192

  这就是转形后的马克思价值图式。但是,斯梯德曼指出,马克思的这个图

式是不可接受的:第一,只转形了产出,没有转形投入,结果出现了同一产品会

有买卖两个价格的矛盾;第二,更根本的错误是马克思认为利润率等于 S
C+V

,

但这不是实际的即以价格表示的利润率。

  由于存在上述错误,所以依照价值计算并不能得到正确的利润率和价格,
只有依据实物量分析才能给出正确的利润和价格。为此,需要给出各部门产

出的价格,这些价格应等于预付资本的价格加上以平均利润率计算得出的利

润量即平均利润。以r表示利润率,w,pi,pc 分别表示单位劳动时间的货币

工资率,每单位铁的货币价格和每单位谷物的货币价格,假定每单位黄金的货

币价格自然等于1。于是有下列各部门的生产价格公式:

  制铁部门(1+r)(28pi+56w)=56pi

  黄金部门(1+r)(16pi+16w)=48
  谷物部门(1+r)(12pi+8w)=8pc

  支付给工人的货币工资应能购买5单位谷物,即80w=5pc

  由以上四个方程能解出各个近似值:r=52.08%,w=0.2685,pi=
1.7052,pc=4.2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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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根据马克思的公式得出的利润率是r=45511%
。另外,产出的总价格

(大约178)与总价值(192)并不相等,总利润(大约61)也不等于总剩余价值

(60),可见总利润等于总剩余价值的观点也是错误的。

  我们认为,斯梯德曼的这些分析及结论是完全错误的,斯梯德曼的主要错

误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斯梯德曼计算劳动力价值V=5lc=5×4=20,从总的活劳动中减

去劳动力价值,就得出总剩余价值S=80-20=60。这些数字只说明制铁部

门、黄金部门和谷物部门总和的剩余价值率等于300%(60/20=3),并不保证

每个部门的剩余价值率都等于300%。但是,斯梯德曼却硬性假定每个部门

的剩余价值率都等于300%,因为他是按照1︰3比例把表I第二列的直接劳

动划分为可变资本V 和剩余价值S 的。另外,他还假设是简单再生产和技术

投入产出关系不变。即使我们接受这些不合理的假定,斯梯德曼的分析及结

论都是错误的。

  第二,为了计算生产价格,斯梯德曼以r表示利润率,w,pi,pc 分别表示

单位劳动时间的货币工资率,每单位铁的货币价格和每单位谷物的货币价格,
假定每单位黄金的货币价格自然等于1,他得到了计算各部门生产价格的如

下公式:

  制铁部门(1+r)(28pi+56w)=56pi

  黄金部门(1+r)(16pi+16w)=48
  谷物部门(1+r)(12pi+8w)=8pc

  支付给工人的货币工资应能购买5单位谷物,即80w=5pc

  我们不得不指出,以上求各部门的生产价格的公式恰恰是错误的。一方

面,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利润率r是生产过程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在全社会

的总预付资本中进行分配的比率,它的意义和计算都是非常明确的。另一方

面,按照马克思的生产价格定义,生产价格等于成本价格加上按照平均利润率

计算得出的平均利润。对于制铁部门而言,成本仅仅是28单位的铁和14单

位的劳动;对于黄金部门而言,成本仅仅是16单位的铁和4单位的劳动;对于

谷物部门而言,成本仅仅是12单位的铁和2单位的劳动;支付给工人的货币

工资是20个单位(14+4+2)而不是80个单位(56+16+8)。我们必须区别

生产过程的资本家成本和实际成本,例如制铁部门的资本家成本是28单位的

铁和14单位的劳动,而实际成本却是28单位的铁和56单位的劳动。生产过

程的资本家成本一般情况下比实际成本要小,它们的差就是资本家不付任何

报酬而攫取的剩余价值。

  第三,如果我们以r表示利润率,w,pi,pc,pg 分别表示单位劳动时间的

货币工资率,每单位铁的货币价格,每单位谷物的货币价格和每单位黄金的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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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150  海派经济学 2007卷

币价格。在从价值转化生产价格过程的两个阶段中,第一阶段投入是价值量,
产出是价格量。因此,正确反映第一阶段的经济关系的生产价格公式应该是:

  制铁部门(1+r)(278li+14)=56pi

  黄金部门(1+r)(16li+4)=48pg

  谷物部门(1+r)(12li+2)=8pc

  平均利润率r= 60
112+20=

60
132

  由此,我们有pi=192132×
70
56=

16
11×

5
4=

20
11

,pg=192132×
36
48=

16
11×

3
4=

12
11

,

pc=192132×
26
8=
16
11×

13
4=
52
11

。这样,我们得到:总价格56pi+48pg+8pc=192

=总价值,总利润=总价格-总成本=192-(112+20)=60=总剩余价值,可
见,马克思转形理论的两个总计一致命题在这种情况下是完全成立的。

  第四,在从价值转化生产价格过程的第二阶段,投入是价格量,产出是价

格量。因此,正确反映第二阶段的生产价格公式应该是:

  制铁部门(1+r)(28pi+14w)=56pi

  黄金部门(1+r)(16pi+4w)=48pg

  谷物部门(1+r)(12pi+2w)=8pc

  平均利润率r= 60w
56pi+20w

  由于投入是以生产价格的形式进入的,因此计算利润率的公式也应该跟

着改变,利润率的计算公式应该是平均利润率r= 60w
56pi+20w=

15pc

56pi+5pc
=

15×13
56×5+5×13=

13
23

,而不再是平均利润率r= S
C+V=45

5
11%

,剩余价值是

60w。这样,我们得到:总价格=56pi+48pg+8pc=56pi+80w=总价值=
(28pi+14w)+(16pi+4w)+(12pi+2w)+60w。总利润=[(28pi+14w)+
(16pi+4w)+(12pi+2w)]×r=60w=总剩余价值。可见,马克思转形理论

的两个总计一致命题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完全成立的。

  斯梯德曼还将上述三种产品的特殊模型转化为多种产品的一般模型。斯

梯德曼假定一个经济社会有n种商品,每种商品只有一种可能的生产方法,设
每种商品的总产量等于1,A 表示生产资料矩阵,A 的第j列代表在部门j中

耗费的生产资料投入量,a表示每个部门就业水平的行向量,L 表示a 中各元

素的加总,即总就业数量,r表示利润率,Pm 表示货币价格行向量,m 表示货

币工资率。斯梯德曼认为,这些量应该有如下的关系:

  (1+r)(PmA+ma)=Pm (2-1)

  由公式(1),移项得到Pm-PmA(1+r)=ma(1+r),整理后有P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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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r)]=ma(1+r)。

  根据数学定理,如果矩阵[I-A(1+r)]可逆①,即[I-A(1+r)]-1存在,
我们有:

  Pm=ma(1+r)[I-A(1+r)]-1=m(1+r)a[I-(1+r)A]-1 (2-2)

  斯梯德曼又令w 为工人得到的工资的实物列向量,在工人不储蓄的条件

下,显然有:

  mL=Pmw (2-3)

  假定矩阵[I-A(1+r)]可逆,由方程(2-2)、(2-3)可以解得:

  L=(1+r)a[I-(1+r)A]-1w (2-4)

  斯梯德曼指出,方程(2-4)中,L,a,A 和w 都是已知的,惟一的未知数是

r,以L>a[I-A]-1w 为约束条件,由(2-4)中可以求出惟一的正值r②,在m
已知的前提下,由(2-2)式就可以决定价格Pm 了。

  我们认为,斯梯德曼的多产品一般模型也是完全错误的。斯梯德曼的错

误不仅在于数学上,例如,凭什么能够断言在L>a[I-A]-1w 条件下,由
(2-4)中可以求出惟一的正值r? 要知道,一元高次方程有没有解尚且没有

一般的判定法则,更不用说还能够保证求出惟一解、甚至惟一的正值解。这个

结论在数学上是极其轻率的。斯梯德曼的根本错误在于经济学上,他把劳动

和劳动力混淆起来了,他不明白生产的实际成本和资本家成本之间的区别。
例如,a表示的是劳动力行向量还是劳动行向量? 如果a表示劳动行向量,那
么公式(2-1):

  (1+r)(PmA+ma)=Pm

  就是完全错误的;如果a表示劳动力行向量,那么注释中的公式(1):

  lA+a=l
  就是完全错误的。因此,斯梯德曼的多产品一般模型本身就是一个数学

错误和经济学错误的矛盾体。

①

②

要判断[I-A(1+r)]是否可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斯梯德曼想当然地认为[I-A(1+
r)]可逆,这是极不严肃的。如果[I-A(1+r)]不可逆,斯梯德曼的论证就是完全错误的。

斯梯德曼认为,这是因为,如果我们再假定行向量l表示各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价
值),
则有:lA+a=l (1)
从(1)得到:l=a(I-A)-1 (2)
而马克思的可变资本V 可表示为:V=l×w (3)
或者V=a(I-A)-1×w (4)
而活劳动耗费量L由可变资本V 和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S组成:
L=V+S (5)
由此,不难看出:L=V+S>V=a(I-A)-1×w (6)
但是,为什么[I-A]一定是可逆的呢? 如果[I-A]不可逆,斯梯德曼的论证就完全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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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萨缪尔森实物量价值理论批评

  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是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对于

马克思经济学一直持批评和否定的态度,为此,他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多次

撰写反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论文。下面,我们对于萨缪尔森一些有代表性的

论文进行分析和批评。

  1.《工资和利息》①

  萨缪尔森在《工资和利息:马克思经济模式的一个现代剖析》②一文中利用

投入产出法,通过一系列假设与演算,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可以不必借助于价

值,仅从实际存在的一定物质技术条件下的投入产出系数出发,就可以决定商品

的相对价格。因此,劳动价值论是“不必要的迂回”,价值是一个多余的概念。

  萨缪尔森从两部门经济出发,部门1生产同质资本品K ,部门2生产同

质消费品Y 。两部门生产现期(t)需要同质的劳动L1+L2=L,需要同质的资

本K1+K2=K,这样,我们有如下的投入产出关系:

  (1)
Kt+1=F(Lt

1,Kt
1),Lt

1+Lt
2≤Lt

Yt+1=F(Lt
2,Kt

2),Kt
1+Kt

2≤K{ t

  公式中的不等表示投入可能过多所致。生产系数如被设想为固定不变,
则可用如下公式代替上述生产函数:

  Lt
1≤a1Kt+1,Kt

1≤b1Kt+1

  Lt
2≤a2Yt+1,Kt

2≤b2Yt+1

  其中(a1,b1;a2,b2)为正数技术生产系数。因此,生产可能性边界可总结

如下:

  (2)
a1Kt+1+baYt+1≤Lt

b1Kt+1+b2Yt+1≤K{ t

  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现期和下期的劳动、资本和消费品数量不变,即
  Lt=Lt+1=A=L,
  Kt=Kt+1=A=K,
  Yt=Yt+1=A=Y,

  代入公式(2),得:

  (3)
a1K+a2Y=L
b1K+b2Y={ K

①

②

本段关于萨缪尔森的论述,参考和引用了晏智杰.劳动价值学说新探[M].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1,348~353.为了查阅方便,公式编号也是按照该书标记。

Samuelson,PaulA.WagesandInterest:AModernDissectionofMarxianEconomicModels,Ameri-
canEconomicReview,195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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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4)
Y= 1-b1

a2(1-b1)+a1b2L

K= b2
a2(1-b1)+a1b2

ì

î

í

ï
ï

ï
ï L

  其中劳动供给Lt 被假定处于L 的水平,由于它是长期中惟一不能增长的

要素,所以其他要素的量都要同它成比例。

  萨缪尔森进而用上述公式和实物项来表示马克思的若干概念。在简单再

生产的条件下,价格和工资假定不变。令p1,p2 表示两个部门的价格,r为平

均利润率,w 为工资率,则有:

  (5)
p1=(wa1+p1b1)(1+r)

p2=(wa2+p1b2)(1+r{ )

  从上述方程组中可得:

  (6)

p1
w=

a1(1+r)
1-b1(1+r)

p2
w=

a2(1+r)[1-b1(1+r)]+a1(1+r)b2(1+r)
1-b1(1+r

ì

î

í

ï
ï

ï
ï )

  萨缪尔森接着将公式(6)的价格与公式(4)的数量结合起来,得到了如下

的公式(7):

  (7)
p1K=(wL1+p1K1)(1+r)

p2K=(wL2+p1K2)(1+r{ )

  萨缪尔森把公式(7)称为魁奈—马克思—列昂惕夫货币流量矩阵。p1K1

即是马克思的不变资本C1、wL1 是马克思的可变资本V1、其中部门Ⅰ同它们

的差额是剩余价值S1。C2、V2、S2 是部门Ⅱ的相关量。

  这样,公式(7)也可以改写为:

  (8)
p1K=C1+V1+S1
p2K=C2+V2+S{

2

  萨缪尔森认为,“从公式(6)-(7)就可以依据a1,b1;a2,b2;r,L 决定所有

的市场量。依据公式(8)暗含的定义,可以估价所有的马克思作为这些变量的

函数的表述。从逻辑上说,是从交换价值转化到马克思的价值,而不是相反!
这是因为,基于公式(5)-(6)得出的交换价值是确实的,李嘉图、斯密和所有

的现代经济学家都认可这一点。而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就不存在这样可

靠的基础;至于基于剩余价值率在各部门相等而提出的模式,简直就是儿戏,
它同简单竞争模式的确定事实毫不相干”。①

① 晏智杰.劳动价值学说新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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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萨缪尔森看来,“马克思《资本论》第-卷的劳动价值论显然是一种迂

回,对于理解竞争资本主义运行是不必要的。而剩余价值理论对于公认的不

完全竞争和垄断的重要分析也几乎没有或者完全没有帮助。“①因为价格和

收入都能用实物关系加以表述,根本用不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我们认为,萨缪尔森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指责和攻击

是完全错误的,甚至是不着边际的,因为萨缪尔森的分析模型是完全不能成立

的。我们要问萨缪尔森先生,你凭什么能写出如下的关系式:

  Lt
1≤a1Kt+1,Kt

1≤b1Kt+1

  Lt
2≤a2Yt+1,Kt

2≤b2Yt+1

  以及建立在这一关系式基础上的(2)和(3)呢?

  (2)
a1Kt+1+a2Yt+1≤Lt

b1Kt+1+b2Yt+1≤K{ t

  (3)
a1K+a2Y=L
b1K+b2Y=-{ K

  要知道,t期的劳动L 怎么会与t期的资本K 有上述不等式和等式关系?

t期的资本K 怎么会与t+1期的资本K 有上述不等式和等式关系?t期的劳

动L怎么会与t+1期的消费品Y 有上述不等式和等式关系?t期的资本K
怎么会与t+1期的消费品Y 有上述不等式和等式关系? 这些关系和公式完

全都是想当然地空想和臆造,完全违背了基本的经济常识和逻辑关系。因此,
萨缪尔森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所有模型和所有结论都是站不住脚的。

  2.《马克思的“价值”向竞争“价格”的“转化”》②

  尽管萨缪尔森对马克思价值理论进行了贬低,但他却对马克思价值理论一

直耿耿于怀,16年后的1970年,也就是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那一年,他又

旧话重提,发表了《马克思的“价值”向竞争“价格”的“转化”———放弃和替代的过

程》③的论文,企图再次用数学公式来论证价值体系与价格体系是互不相容的。

  萨缪尔森令π=[πi]=(π1,π2,…,πn),表示商品价值向量;

  a0=[a0j]=(a01,a02,…,a0n),表示直接劳动消耗向量;

  m′=[mi]=(m1,m2,…,mn),表示劳动者所需最低生存商品向量,即实

物工资;

  Wπ 为工资率、s为剩余价值率,I为单位矩阵,显然有πm=∑πimi=Wπ;

①
②

③

晏智杰.劳动价值学说新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52~353.
本段关于萨缪尔森的论述,参考和引用了张忠任.百年难题的破解[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86.
Samuelson,PaulA. The‘Transformation’from Marxian‘Values’toCompetitive‘Price’:A

ProcessofRejectionandReplacement,Proceedingofthe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Vol.67,No.1,423~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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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物质消耗系数矩阵;

  萨缪尔森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 》第1卷中的价值公式可以表示为:

  π=Wπa0+πa+sWπa0 (3-1)

  这是单位产品的价值量决定公式。令A0(0)表示全部劳动消耗系数向

量,所谓全部劳动包括直接劳动(活劳动)和间接劳动(死劳动),即A0(0)=
a0(I-a)-1

  于是,将(3-1)整理后可得:

  
π=Wπa0(I-a)-1(1+s)=WπA0(0)(1+s)

πm=W{
π

(3-2)

  萨缪尔森给出了(3-2)的解法。实际上,只要求出了s的解,(3-2)就算

解决了。他利用πm=Wπ,得出A0(0)(1+s)m=1,从而知道s= 1
A0(0)m-1

。

  在把马克思的价值体系数量化之后,令r为利润率,P=[Pi]=(P1,P2,
…,Pn)为价格向量,萨缪尔森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的生产价格

公式,可表现为:

  P=(WPa0+Pa)(1+r) (3-3)

  再令A0(r)为平均利润条件下的全部劳动消耗系数向量,即

  A0(r)=a0(1+r)[I-a(1+r)]-1

  将(3-3)合并同类项整理后可化为:

  
P=WPa0(1+r)[I-a(1+r)]-1=WPA0(r)

Pm=W{
P

(3-4)

  萨缪尔森也给出了(3-4)的解法。实际上,只要求出了r的解,(3-4)就
算解决了。他利用Pm=WP,得出A0(r)m=1,这也就是

  a0(1+r)[I-a(1+r)]-1m=1 (3-5)

  方程(3-5)是一个以r为未知数的一元高次方程,从中解出r带入P=
WPA0(r)里,即可求得P 了。

  根据上边的论述,萨缪尔森认为价值系统和价格系统是各自独立决定的,
是可替代但不可调和的两个系统。所谓转形,不过是如下步骤:第一写下价值

关系,第二用橡皮把它擦掉,第三写下价格关系。如此而已。

  对于萨缪尔森的价值理论,胡代光先生从经济学方面进行了严厉的批

评①。我们认为,萨缪尔森的价值理论研究从根本上是完全错误的,他犯了数

① 胡代光.评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171~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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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常识上的严重问题。

  事实上,公式(3-2)有三个未知量π,Wπ,s,但是只有两个方程,这在数学

上是无论如何不能求出惟一解的。为了说明这个浅显的道理,我们来认真分

析一下萨缪尔森的数学推导和求解过程。

  由公式(3-1),我们知道π=Wπa0+πa+sWπa0,移项得到π-πa=Wπa0

+sWπa0+sWπa0,整理后有π(I-a)=Wπa0(1+s)。

  根据数学定理,如果矩阵(I-a)可逆①,即存在,我们有:

  π=Wπa0(1+s)(I-a)-1=Wπa0(I-a)-1(1+s)

  令A0(0)=a0(I-a)1-,那么

  π=Wπa0(I-a)-1(1+s)=WπA0(0)(1+s)

  即使我们假定矩阵(I-a)可逆,因而可以得到下列的方程:

  
π=Wπa0(I-a)-1(1+s)=WπA0(0)(1+s)

πm=W{
π

  萨缪尔森对于方程(3-2)的解法都是完全错误的,即使他知道s=
1

A0(0)m-1
,他也不能求出π。我们试将s= 1

A0(0)m-1
和πm=Wπ 代入方

程(3-2)的第一个方程,显然有:

  π=WπA0(0)(1+s)=πmA0
1

A0(0)m=π

这是一个恒等式,从中什么也求不出来。

  同样地,萨缪尔森关于生产价格的模型也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公式

(3-4)有三个未知量P,WP,r,但是只有两个方程,这在数学上是无论如何不

能求出惟一解的。为了说明这个浅显的道理,我们来认真分析一下萨缪尔森

的数学推导和求解过程。

  由公式(3-3),我们知道P=(WPa0+Pa)(1+r),移项得到P-Pa(1+
r)=WPa0(1+r),整理后有P[I-a(1+r)]=WPa0(1+r)

  根据数学定理,如果矩阵[I-a(1+r)]可逆②,即[I-a(1+r)]-1存在,我
们有:

  P=WPa0(1+r)[I-a(1+r)]-1=Wpa0[I-a(1+r)]-1(1+r)

  令A0(r)=a0(1+r)[I-a(1+r)]-1,那么

  P=WPa0(1+r)[I-a(1+r)]-1=WpA0(r)

  即使我们假定矩阵[I-a(1+r)]可逆,因而可以得到下列的方程:

①

②

要判断[I-a]是否可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萨缪尔森想当然地认为[I-a]可逆,这是极
不严肃的。如果[I-a]不可逆,萨缪尔森的论证就是完全错误的。

要判断[I-a(1+r)]是否可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萨缪尔森想当然地认为[I-a(1+r)]
可逆,这是极不严肃的。如果[I-a(1+r)]不可逆,萨缪尔森的论证就是完全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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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Pa0(1+r)[I-a(1+r)]-1=WPA0(r)

Pm=W{
p

  萨缪尔森对于方程(3-4)的解法都是完全错误的,即使他从a0(1+r)[I
-a(1+r)]-1m=1中求出了r的解,他也不能求出P。我们试将r和Pm=
WP 代入方程(3-4)的第一个方程,显然有:

  P=APA0(r)=PmA0(r)=P
  这又是一个恒等式,同样从中什么也求不出来。

  萨缪尔森就是利用了以上两个简单的数学伎俩欺骗了不少人,一些经济

学家还以为他做出了什么了不起的学术贡献呢!

四、结 论

  一些西方经济学家针对斯拉法的轻率结论以及他的拥护者们的种种夸大

其辞作出了严厉的批评,例如,英国伦敦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德赛就认

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古典学派及新古典学派的理论根本不同,它不仅是分

析相对价格和通过它来实现资源分配的理论,也是分析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的

历史的特殊性和它的阶级关系的经济基础。而斯拉法体系的拥护者们只根据

自己的价格理论来分析价值论,否定价值论,这说明他们根本不懂得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

  美国经济学家谢克也对斯梯德曼只见现象不见本质的错误提出反诘和批

评,他在《代数学的贫困》一文中强调指出,价值作为本质支配着价格这个现象

的运动,“因此在双重意义上价值确定价格:价格是价值在交换中所采取的形

式,并且这些价值的数量大小支配和调节它们价格的运动”①,“在所有的时候

和所有的地方,价格都是价值的外部形式和价值在流通领域的反映。马克思

指出转形所起的作用是转换了这种外部形式,引进了一些新的确定因素和新

的变化来源,但在这样做的同时却并没有改变其内部固有的联系。”②

  国外很多经济学家也不同意萨缪尔森的观点。例如,德赛认为,劳动价值

论的重要性在于把隐藏在交换关系后面的生产关系变得清晰可见,萨缪尔森

等人否定劳动价值论,把劳动价值论看成和他们的价值理论一样,任务只是说

明商品的相对价格及其数量,是对劳动价值论的有意误解。孟德尔指出,与萨

缪尔森等人强加给劳动价值论的任务相反,《资本论》从来没有想用这个理论

来说明市场上价格的短期波动(按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
价格短期波动问题是在《资本论》以后的某册书中才会去专门论述的)。劳动

①
②

斯梯德曼、斯威齐.价值问题的论战[M].陈东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64.
同上书.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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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论力图发现的是隐蔽在价格波动后面的理解社会经济关系的钥匙,可说

是分子中的原子。劳动价值论把整个经济分析推向了一个比西方主流经济学

价格理论更高的抽象水平。它要说明的问题不是某人怎样跑(跑的时候腿和

躯体做什么动作),而是什么促使他跑。

  事实上,试图从实物量推出价值体系的企图是完全行不通的。无论是斯

拉法、斯梯德曼还是萨缪尔森的实物量方法体系都是完全错误的。斯拉法的

《用商品生产商品》、斯梯德曼的《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和萨缪尔森的

《工资和利息》和《马克思的“价值”向竞争“价格”的“转化”》都是极其幼稚的

经济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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