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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代资本主义

———评胡培兆教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今昔观》

胡懋仁

  内容提要 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结论还

是否适用,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作者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但其本质并没有变,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本质分析的基本观点对于今天的

资本主义仍然是适用的。本文针对胡培兆教授所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今昔

观》一文的一些观点,结合今天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存在的具体事例,来说明马克

思的理论在今天的世界上依然具有现实有效性。

  关键词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 当代资本主义

  收稿日期:2007-12-05

  作者简介:胡懋仁(1949-),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历史唯物

论。

一

  现存的所有经济学理论都是政治经济学,都是意识形态很强的学科。无

论西方经济学家们把他们的经济学说得如何具有科学性,无论他们怎样利用

其数学函数式的外衣来显现他们理论的科学性(这些公式其实只不过是在描

述而并非推导,且没有多少可重复性),其内含的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却是无法

掩饰的。

  2006年4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由厦门大学胡培兆教授所写

的题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今昔观》的文章(以下简称《今昔观》)。这篇文章所

提出的观点初看上去很有道理,甚至似乎是在为马克思辩护,但再向深入探究

和思考,就会发现并非如此。

  文章认为:“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包括某些重要原理,如劳动价值

理论、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理论、生产无政府状态理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理

论、所有制理论等,在马克思时代都是处在科学顶峰的绝对真理,因为都有充

分的事实根据。但在今天,这些原理的真理相对性就显示出来了,不能不加发

展地照搬应用。如公有制理论。生产社会化要求占有关系也社会化,这是马

克思的一个重大发现和贡献。鉴于当时资本主义私有制恶源彰著,得出只有

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才能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结论是必然的。可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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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社会主义的实践和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占有社会化可以有

多种形式,主要有公有制和股份制。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以股份制形式实现生

产资料占有的社会化。”文中所提到的马克思的核心观点,真的如作者所说,在
当时是绝对真理,在今天就只是相对真理了吗? 真理本身就是绝对性和相对

性的统一,不存在只有绝对性而无相对性的绝对真理,也不存在只有相对性而

无绝对性的相对真理。把马克思的理论说成过去是绝对真理,现在是相对真

理,这种判断在辩证法看来,在逻辑上就不通。从作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其
言外之意就是马克思的这些观点已经不那么符合今天的事实了。

  具体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

理论。这两个观点究竟是否继续适用于今天的资本主义,这是需要认真分析

的。

  20世纪70年代后期,有人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一段时间内发展较快,在探求其发展的原因时,竟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今
天的资本主义不是靠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来积累资金的,而是通过在生

产领域中广泛使用科学技术来积累资金、发展生产的①。这种观点是典型的

否定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观点。

  事实真的如此吗? 马克思在当年分析资本发展趋势的时候,就已经看到

资本有机构成不断增加的趋势。对于资本有机构成,马克思说:“从在生产过

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方面来看,每一个资本都分为生产资料和活的劳动力;这
种构成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所必需的劳动量之间

的比率来决定的。我把前一种构成叫做资本的价值构成,把后一种构成叫做

资本的技术构成。两者之间有密切的相互关系。为了表达这种关系,我把由

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做资本的有机

构成。凡是简单地说资本构成的地方,始终应当理解为资本的有机构成”②。
简单地说,资本的有机构成,反映了资本中生产资料的比重。马克思还认为,
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反映劳动力成本的资本可变部分相对减少,而反映生产

资料的不变资本相对增加,即资本有机构成在资本的积累过程中呈上升的趋

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大规模地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
其实正是反映了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资本有机构成不断增加的趋势。先进科

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使用,并没有否定资本的本质,也没有否定马克思关于

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大量先进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使用,恰恰证明了马克

思的理论,证明了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趋势。

  科学技术,并不是一个空泛的抽象物,一方面它在资本的形态中,包括了

①
②

柯华.在马克思的墓前[J].炎黄春秋,1999(2).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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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资本中的生产资料部分,这个生产资料,表现出了科学技术的物化;另一

方面,科学技术也转化成为劳动者为使用和操作机器设备所需要掌握的技能

和工艺。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它转化成活劳动的一部分。简单说来,科学技

术本身就包括着工人阶级的活劳动。

  科学技术的采用,真的就推翻了剩余价值理论吗? 回答显然是否定的。
我们应该注意到:没有生产过程中人的要素与物的要素的结合,没有人在科学

技术使用中的主导作用,科学技术就不可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具体说来,如
果科学技术没有转化为生产者的操作技能和生产工艺,科学技术至多只是一

种潜在的或抽象的生产力。作为现实的生产力,科学技术本身就必然是人的

要素与物的要素的有机结合。没有生产者的技能和工艺,设备自身不可能创

造任何新价值。今天的资本主义并没有能够摆脱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

价值理论对其本质的揭露。资本所获得的剩余价值就是从生产者在运用与先

进的科学技术相联系的操作技能和生产工艺在生产过程当中得到的。我们甚

至可以说,即使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中采用先进科学技

术已经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是,这种必然性并不能够推翻马克思的观点和

结论。先进的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外在的与人无关的客观对象,它自身已经

包括了各类劳动者的活劳动在内,既包括劳动知识分子创造发明与发现创新

的活劳动,也包括生产操作者们运用科学技术转化后的生产工艺和生产技术

的活劳动。

  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即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广泛运用,并不能改变资本对

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的关系。19世纪与今天的资本主义有所区别的是,19
世纪被剥削和被压榨的是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产业工人,今天被剥削和被压

榨的既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也包括这些国家中的广大劳动知

识分子。同时,在被剥削者当中,更要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工人和劳动

知识分子。有些人经常使用中产阶级这个称呼,似乎中产阶级就与工人阶级

没有什么相干了。其实,所谓中产阶级,并不是成分单纯的一个整体。因为目

前对中产阶级的定义,不过是从收入的量来加以衡量。这个定义并不能考察

出这一群体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中产阶级本身的成分也是复杂和多样

的。其中一部分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部分人正在受到资产阶级的剥削

和压榨。他们的工作并不稳定,这导致他们的收入也不稳定。如果一旦失业,
他们的生活质量就会迅速下降,他们的生存就会受到直接的威胁。

二

  从所有制关系上,《今昔观》的作者提出,今天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占有的社

会化表现为两种形式,即公有制和股份制。在作者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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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制肯定不是公有制,但他也不愿意承认资本主义的股份制是私有制,因为如

果这样讲,后面的话他就讲不下去了。他就无法推导出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

远远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这样的结论了。作者这样说无非是想证明

马克思的理论已经过时了,没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了。

  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今昔观》的作者说:“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
最让人不可理解,也最遭人嘲笑的一个理论,就是资本主义将要灭亡这个结论

性理论。实际上该嘲笑的不是马克思,而是嘲笑者自己。如果不是以教条主

义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的这个结论,那么就应该懂得彼资本主义与此资本主

义的区别,知道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已经实现。马克思说将要灭亡的

那个资本主义,是《资本论》里所描绘的那个资本主义。那个血淋淋的惨无人

道的资本主义,今天还存在吗? 谁看到过今天西方还有四、五岁的童工? 谁听

到过伦敦少年不知道伦敦在英国? 不存在了,那个资本主义已灭亡,马克思的

预言实现了。”

  表面上看,作者是在肯定马克思,是在为马克思辩护。但在实质上,作者

是在告诉我们,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再适用马克思的理论了。问题在于,
马克思所生活的那个资本主义,真的已经灭亡了吗? 当然,作为资本主义整个

历史时期,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变化。然而,不仅资本主义如此,封建主义

社会亦如此,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尽管历史不长,但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也
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我们并不会因此划分什么彼封建主义,此封建主

义;或者彼社会主义,此社会主义。变化的是外在的,是形式的,不变的是本

质。正是因为本质未变,所以今天的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今天的资本主

义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说,当年资本主义发展到

今天,其本质真的已经变了,那么我们就不必再使用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了。

  今天的资本主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形式上,比起19世纪来,的确有了

变化。中小型规模的企业所占的比例减少了,大型的以股份制为形式的垄断

资本的跨国公司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主流。也许,这种大型股份制有可能成

为向未来公有制关系过渡的前奏,但它毕竟还不是公有制。跨国集团的野蛮、
贪婪和凶残早已众所周知。破坏非洲和亚马逊河流域的热带雨林、屠杀野生

动物、把污染严重的工厂设立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桩桩一件件丑事的背后,都
有跨国集团的影子。正如列宁当年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

中所揭示的那样,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存在的必然现象。

  包括跨国集团在内的资本主义企业仍然在残酷地无偿占有着工人生产的

剩余价值,导致穷国和富国的贫富差距在一年年扩大。富国越来越富,穷国则

越来越穷。即使在发达国家内部,少数富人的收入与其国内穷人的收入差距

也在一年年扩大。据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2001年5月29日报道:联合国发

表的《人文发展报告》表明:在1950~1997年之间,全球经济年度总产出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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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美元扩展到了29万亿美元,增长了近5倍。而同时,世界最富的20%的

人口与最贫困的20%的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从1960年的30︰1扩大到1997
年的74︰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也显示,在1998年,占世界人口20%的富人消

费了全球产品和服务的86%以及能源总量的58%。他们拥有的电话和汽车

分别占全球总量的74%和87%。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最穷的20%
的人口仅消费全球产品和服务的1.3%。

  世界银行发表的2000年度发展报告显示,世界各国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

扩大。世界上最富有的20个国家人均收入,比最贫穷的20个国家高出37
倍。两者之间的差距,比40年前增加了1倍。

  该报告共调查了132个国家和地区。最贫穷的国家是埃塞俄比亚,人均

年收入仅有100美元。最富有的国家是瑞士,人均年收入则高达3.84万美

元。

  该报告显示,目前全世界有28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美元,几乎占世

界人口的一半。而其中又有12亿人的每天生活费还不足1美元。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归根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 其实很简单,就是

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规律。马克思不但指出了资本

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矛盾,即由剩余价值理论所揭示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社

会化规模不断扩大,以及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不但是

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展的动力,也是最终导致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动力。

  需要面对的一个严峻的问题或挑战是:劳动价值论真的过时了吗? 剩余

价值理论真的过时了吗? 资本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不复存在了吗? 马克

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真的也不存在了吗?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马

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仅失去任何效用,而且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应该寿终

正寝了。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最后结论即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所取代的观点正是建立在剩余价值理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一基础

之上的。不难看出,有些人极力想推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

论,其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时候,就已经看到资本在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

断阶段发展的趋势。19世纪下半叶,垄断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马克思

说:“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

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

能相容的地步”①。到了20世纪,这种垄断发展趋势的直接后果就是1929年

发生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大萧条和大衰退,并且直接导致了日

①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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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法西斯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大危机发生后仅仅两年,日本就挑起

了占领中国东北地区的“九一八”事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的确有了很大的变化。在战争中受到沉重

打击的欧洲资本主义各国,在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下,积极采用先进的生

产技术,更换陈旧的生产设备,同时采纳了通过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凯恩斯理

论,也学习苏联建立完整可靠的社会保障体制,这才使得西方资本主义从40
年代末到70年代初共计20多年的和平稳定的较快的发展时期。在整个20
世纪的100年里,资本主义至多也就有这20多年的近1/4世纪的黄金时代。
从1973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以后,阿拉伯产油国对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石油

禁运,从而导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陷入了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

的长期的“滞胀”时期。在其后的70年代和80年代里,尽管也有日本与“亚洲

四小龙”的一时繁华,也有拉丁美洲昙花一现的经济增长,但对20世纪的整个

资本主义世界来说,那只是局部的和短暂的。需要指出的是,拉丁美洲国家在

那个时期的短暂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资本借贷来推动的,然而,由于沉重的

债务负担,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很快就陷入衰退的泥沼。我国国内的某些学

者也曾以所谓拉美模式来宣传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只是资本主义没

有给他们想要的面子。

  就拿《今昔观》里所说的西方已经不存在童工的情况为例吧,据2006年6
月4日英国《星期日电讯报》(SundayTelegraph)报道:每年有数百名非洲、亚
洲和东欧儿童被国际犯罪组织贩卖到英国惨遭奴役,受害者包括中国儿童。
当局过去在执法过程中,不时会在工作环境恶劣的剥削劳力工厂、餐厅和隐秘

的大麻制造厂,发现充当奴工的中国、越南和马来西亚的奴工。非洲儿童多数

沦为家庭苦工,过着长时间工作而得不到酬劳甚至没有任何酬劳的日子。东

欧儿童会被利用来作为行乞工具或者被迫成为小偷———当明年罗马尼亚和保

加利亚加入欧盟后,将会有更多东欧儿童成为人口贩子的商品。(以上报道由

2006年6月5日香港《大公报》转引)不知道《今昔观》的作者看到这样的报道

后,还会得出所谓“西方无童工”的结论吗?

  在西方发达国家,童工的存在也许是个偶然的事实。但是,在资本主义的

发展中国家,这种情况就屡见不鲜了。据2005年6月16日新华网转载《扬子

晚报》的报道:“由192个国家代表出席、正在日内瓦举行的第93届国际劳工

大会上,该组织表示,迄今全球有大约2.5亿儿童被迫工作,其中1.75亿儿童

被迫从事着非常危险恶劣的工种,他们常年身处困境。劳工组织的统计数据

显示,目前约有100万儿童,最小的只有5岁,依然被迫在阴暗狭窄的煤窑和

各类采矿隧道中从事挖掘和搬运工作,他们中间每年至少有22000人因工伤

意外死于非命。从统计数据看,全球童工比例最高的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

地区,而亚洲雇佣童工的绝对数最大,约占全球雇佣童工总数的60%。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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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组织之所以将每年的6月12日定为‘世界反对雇佣童工日’就是希望以

此鼓励更多的国家立法部门批准该组织通过的禁止使用童工的公约。”资本主

义是一个世界性的体系,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实

际上,发达国家的高额利润正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包括童工在内的广大劳

动者的剥削来实现的。我们怎么能够因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再存在的19
世纪资本主义的现象就否认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今天仍然存在这种现象,从而

去否定整个资本主义的本质呢?

  更恶劣的是,除了童工而外,今天还有大量未成年人沦为资本主义制度下

的性奴隶。据报道①:在日前举行的第一届伊斯坦布尔少儿问题大会上,土耳

其希南大学的昆塔伊教授和埃尔京索伊副教授就雏妓问题提交了一份报告。
据他们估计,全世界约有300万以上5~17岁的雏妓。亚洲国家雏妓最多,其
次是拉丁美洲和非洲。这些国家的大量雏妓被运往欧洲,而且其人数每年都

在上升。

三

  这么多触目惊心的事实告诉我们,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就其本质而

言,今天仍然存在着,并没有如《今昔观》所说,已经灭亡了。其实,很多人对今

天的资本主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主要原因是,一些人们的眼睛只盯着

发达国家,只把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当作资本主义,把发达国家的现象当作资

本主义的一切。实际上,资本主义从来就是一个整体。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
资本主义体系既包括资本主义宗主国,也包括宗主国统治下的殖民地和半殖

民地。在那个时代,资本主义宗主国从殖民地半殖民地掠夺大量的原料和财

富,甚至通过奴隶贸易来积累原始资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批的殖民

地半殖民地国家先后在政治上相继独立,但在经济上,还是对资本主义发达国

家有较强的依附性。今天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富有,很重要的原因是通过跨

国集团或其他手段,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阶级而得来的。我们有些同志,
一说起资本主义,就只是指谓一些发达国家,以为发达国家就代表了资本主义

的全部。他们不了解在这些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给那里人民的生活带来怎

样的灾难和痛苦。我们必须认识到,发达国家只是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发达国

家代表不了全部资本主义。但由于在一些同志在认识中存在的这种片面性,
结果导致了他们对资本主义在理解和认识上的偏差与歪曲。

  需要提醒的是,在讨论今天资本主义的情况时,在考察马克思的政治经济

学理论时,我们不能忘记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和观点。列宁的《帝国主义

① 参见http://www.ccc.org.cn/Jianxun/Jianxun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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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有许多观点在今天是仍然适用的。除了前面提到的

资本输出,从而产生了大量的跨国公司以外,列宁特别揭示了帝国主义的腐朽

性,即通过剪息票等方式赖以生存的食利者阶层。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经

济的增长有的时候并不表示物质资料产品产量的增长,而是通过金融市场,吸
收大量国外资金以拉动本国经济的增长。在美国克林顿总统执政的后期,美
国有过一段短期的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其主要原因就是由金融市场拉动的。
这种经济增长并没有直接带动社会物质产品生产的增长,反而是大批并不从

事生产劳动的人却从中获得大量的财富,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的腐朽性正是

在于这种不劳而获,而且这就像寄生虫一样的不劳而获。除此之外,列宁还揭

示了在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向帝国主义国家大量移民的趋势。这一情况

在今天也早就显而易见了。在西方一些国家新纳粹主义都有抬头之势,其暴

力行动所针对的主要目标就是他们国内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这种新纳

粹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矛盾,已经成为今天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内部越

来越突出的矛盾。正是由于大量发展中国家的劳动人口向发达国家移民,因
此,在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原来的工人阶级有被本国资产阶级分化,逐渐脱离

国际工人阶级队伍的趋势。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还
特别指出,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工人阶级有被资产阶级化的趋势。列宁写道:
“根据1907年的人口调查,德国有1342294个外国人,其中产业工人有

440800人,农业工人有257329人。法国的采矿工业工人‘很大一部分’是外

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在美国,从东欧和南欧移入的侨民做工

资最低的工作,在升为监工和做工资最高的工作的工人中,美国工人所占的百

分比最大。帝国主义有一种趋势,就是在工人中间也分化出一些特权阶层,并
且使他们脱离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①。

  如果说今天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情况与100年前有什么不同的话,那
就是移民的成分由欧洲当时的落后国家改换成了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今天的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其内部的原属于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已经被严重地资

产阶级化了。这除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不再从事生产过程之外,他们还十

分安然地享用资产阶级剥削全世界的成果。列宁指出:“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

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

经完全小市民化的工人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

要社会支柱”②。这也揭示出了正是帝国主义国家(即今天的少数发达国家)
在剥削全世界劳动者的实质。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化,在今天已是

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有些同志对这种现象却认为,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①
②

列宁.列宁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67.
同上书,581~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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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却说是整个资本主义),已经不存在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压迫

了,甚至在这些国家里,已经不存在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了。那里有的只是中

产阶级,他们在生活中与富人的贫富差距不大,十分安定幸福等。这真是既只

了解片面的情况,却又很草率地妄下结论。实际情况与我们这些同志的美好

想象是有着较大差距的。因为,在发达国家内部,除了一部分工人阶级被资产

阶级化之外,还有大批外籍工人阶级,以及本国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普通

大众,他们仍然受着本国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有相当多的人口挣扎在贫困

线上。至少可以说,这些贫困人口的生活与我们某些同志心目中的所谓中产

阶级的生活是完全不同的。据2006年10月18日新加坡《联合早报》转载法

新社的报道:“德国有600多万人沦入贫穷阶级,他们可能永无能力改善生活。
据德TNSInfratest和Friedrich-Ebert-Stiftung两机构的调查显示,在前

东德地区内,有20%的人可归属贫穷阶级;在前西德地区,则有4%的人属于

这一阶层。从德国全国来看,在8200万的总人口当中,这些人占了8%。”德

国贫穷阶级的人“每月收入少,少有房地产或储蓄,拖欠一大笔债务,缺少家人

支援。”在接受这次调查的人当中,超过半数的人相信,德国不再有中间阶层,
只有上等阶级和“贫穷阶级”。

  我国有一些学者对列宁说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很不以为

然,说什么帝国主义是“腐而不朽,垂而不死”。其实列宁说得很明白:“如果以

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

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

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
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某些资

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面”①。列宁这段话的含义与马克思在《<政

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

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

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②,具有同样的含义。
列宁的意思是说,帝国主义作为垂死的资本主义,亦即过渡的资本主义,是指

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是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过渡,它是资本主义的最高

阶段,也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垂死,并不是立即就死,而是濒临死亡的意

思。一个人已经活到80岁,并不是说他马上就会离开这个世界,他很可能会

活到90岁甚至100岁。但是,他毕竟是“垂垂老矣”,即所谓“风烛残年”、“朝
不保夕”,帝国主义就是这样一个状态的老人。

  总之,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相关的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

①
②

列宁:列宁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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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严肃的和慎重的。我们不仅应该从整体和全局的范

围来看待今天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更要从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待它们。
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态度和方法,这也是沿袭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

和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与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理论一样,首先

从客观实际出发来对其进行考察。然而这种客观实际,不应只是外在的表面

现象,更应是对其内在本质的反映。只看到现象,并且用现象代替本质,是不

能得出正确结论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72.
[2]列宁.列宁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67.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
[4]柯华.在马克思的墓前[J].炎黄春秋,1999(2).

MarxianPoliticEconomy
andContemporaryCapitalism

———ACommentonProfessorHuPei-zhao’s
“MarxianEconomicsConceptofthePastandPresent”

HuMan-en

  Abstract ThisisaseriousquestionthatifMarxianpoliticeconomic
theoryisavailableinthecapitalismtoday.Theauthorthinksthatalthough
capitalismhaschangedgreatly,itsessencedoesn’tchange. Marx’sfunda-
mentalviewpointsofanalytisingcapitalismathistimearestillavailableto
themoderncapitalism.ThispaperproposessomedifferentideastoProf.
HuPeizhao’sarticle“Marxismoftodayandyesterday”,andarguesthat
Marx’stheoryisrealisticandefficienttotheworldtoday.
  Keywords marx politiceconomy modern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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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