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06年6月號　總第九十五期

一　甚麼是馬克思主義
經濟學？　　

劉國光先生在他的大作〈經濟學

教學和研究中的一些問題〉1中，一再

強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

位」。但是很奇怪，劉先生這篇一萬多

字的長篇文章，並沒有告訴我們甚麼

是他心目中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不要以為「甚麼是馬克思主義經

濟學」，是一個不成問題的所謂「偽問

題」。其實在中國學界，這個問題長

期以來並沒有講清楚。許多人實際上

認為，一種經濟學理論，只要是從

《資本論》出發並且總是引用馬克思

的，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理論。

這是一種比較善良的認識。還有不少

人覺得，誰說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

誰的經濟學理論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經

濟學理論。後面這種看法尖刻一些，

卻也不乏事實支持。

但是如果撇開直白的標籤和生硬

的引證，而是®眼於學理層面，我覺

得現在學界對「是否」馬克思主義經濟

學的判別，實際上還是看是否堅持商

品和資源的價格由「勞動價值」一元地

決定。其實，這種「勞動價值一元決

定論」，並不是科學的經濟學理論。

劉國光先生們實際上堅持認為「勞動價

值一元決定論」的經濟學理論才是「馬

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理論」，這是他們

的經濟學不能與時俱進的根本原因。

二　價格機制是分水嶺

價格機制問題，即商品的價格是

由甚麼決定的問題，是一切經濟學討

論的出發點。按照出發點的不同，

歷史上曾經有過三種經濟學理論體

系，一是基於使用價值論的經濟學

體系，使用價值論認為愈有用的東西

愈貴；二是基於勞動價值論的經濟學

體系，勞動價值論認為愈難生產出來

的東西愈貴；再就是基於市場決定論

的經濟學體系，市場決定論認為商品

的市場價格取決於商品的市場供求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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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論這樣的事實證偽，在學界已經沒

有位置。現在，世界主流經濟學理論

的大廈，建立在市場決定論的基礎

上。一種商品或者資源供不應求，它

的價格就會上升；一種商品或者資源

供大於求，它的價格就會下降。市場

力量就是這樣引導商品的市場價格向

®商品的均衡價格運動。這也是市場

配置稀缺資源的機理。

但是與使用價值論已經被完全擯

棄的情況不同，勞動價值一元決定論

仍然有影響，這是因為我國經濟學界

一些學者囿於在形式上「堅持馬克思

主義」，信守商品的價格取決於為生

產該商品所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

「勞動決定論」，拒絕接受以供不應求

的商品價格上升、供大於求的商品價

格下降為主要內容的「供求決定論」，

把這種符合現代經濟學關於價格反映

資源的相對稀缺性的原理、並且人民

大眾在「物以稀為貴」的日常生活經驗

的基礎上也很容易形成的正確見解，

貼上「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理論」的標

籤。這些學者的理論落後於改革開放

實踐、很多時候甚至不能自圓其說，

並成為束縛手腳的教條，其根源之一

是混淆價格機制。

三　資源對勞動決定論
的哭訴　　　

前面說過，任何經濟學最基礎的

問題，都是商品和資源的價格由甚麼

決定的問題。但是我們號稱「正統」並

且被賦予「指導地位」的經濟學，都說

商品和資源的價格由凝結在商品和資

源中的勞動價值量決定。如果商品和

資源的價格由凝結在其中的勞動決

定，那麼河流�流淌的水、埋藏在地

下的煤炭石油、難得保留下來的一點

原始森林，都應該不值錢了，因為在

人類接觸它們之前，它們一無例外都

不包含任何人類勞動。

說未開採的森林、煤炭、石油都

不值錢，彷彿是痴漢的胡言亂語，可

是我們過去幾十年的理論和實踐，實

實在在就這麼荒唐。

計劃經濟年代，商品和資源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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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就是在這種不科學的經濟學理論指

導之下制定的。原木的價格，就只算

把它砍下來、拖到江邊，運到你那個

地方，僱了多少工人，用了多少柴油

或者電力，以及機器折舊。這些勞動

成本加起來，再加上一點利潤，就是

原木的價格。煤炭石油的價格也是這

樣，只計算探測、開採、運輸花了多

少錢。一句話，它們在開採以前是

「沒有價值」的，開採以後出賣的價

格，就只看花了多少錢把它們開採出

來。這就造成我國原木、煤炭、石油

的價格，遠遠低於世界價格。

《南方日報》2004年9月9日的一條

新聞說，中國大陸的汽油價格是香港

的三分之一，印度的二分之一。現在

我們痛感，過去幾十年我們的經濟發

展，是拼資源的發展，是「資源消耗

型」的發展。既然資源被扭曲得那麼

不值錢，人們也就不自覺地拼資源消

耗來發展經濟了。最近不少人關注印

度的經濟會否在短期內超過中國，普

遍的結論是，印度目前尚未能超過中

國。但是，印度一向比我們強、現在

仍比我們強的是資源效率比中國高。

所謂資源效率，反過來說就是每產出

一萬美元的產值，須要消耗多少水、

煤炭和石油。資源效率最高的是日

本，其次是美國，但是印度也走在我

們前面。道理其實很簡單：他們珍惜

未開採的資源，我們實際上卻認為未

開採的資源不值錢。結果，人家的資

源價格高，寶貝®用，所以資源效率

高；我們的資源價格低，爛賤地用，

所以資源效率低。不科學理論的指

導，造成了資源消耗型的經濟。

怪不得日本人自己一棵破樹也捨

不得砍，卻大量購進我們東北的木材

瀟灑地推廣一次性筷子。在不科學理

論的指導下，我們的木頭實在是太賤

了！這種自我作賤，既是二十世紀的

事實，更是二十世紀的笑話。印度人

別的地方趕不上我們，但是他們懂得

寶貝他們的資源。

四　勞動決定論激勵
非市場競爭

在我們一些學者的頭腦中，的確

還有不少對馬克思主義不科學的、甚

至完全扭曲了的認識。價格機制的勞

動決定論就是典型例子。本來，勞動

價值說的歷史貢獻是作為剩餘價值學

說的基礎，馬克思以此科學地揭示了

資本主義剝削的本質。工人是無產

者，有甚麼可以被資本家剝削？只有

勞動。但是，馬克思揭示了生產過程

中商品的可實現價值的增加主要來自

工人的勞動，並不排除我們觀察到在

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的價格，主

要是由商品的市場供求關係決定的事

實。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馬

克思主義的精髓就是實事求是。只要

我們發展自己的觀察，進行自己的思

考，就不難判斷勞動決定論，或者說

勞動價值論，不是價格機制的科學學

說，而供求關係論，或者說供求決定

論，才是價格機制的科學理論。就市

場經濟條件下的價格機制而言，勞動

決定論實在是理論的誤植。

如果商品價格的制定背離了商品

的市場供求關係對於這種商品的價格

的規定性，將給社會帶來一系列經濟

的甚至政治的弊病。資源價格的扭曲

就是典型例子。此外，我們可以設想

一幢公寓落成，如果以「社會必要勞

動價值量」相等為理由，不管朝南朝

北靠山面海堅持拉平每套寓所的售

價，只會鼓勵通過「走後門」等非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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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不是這樣嗎？商場鋪位實際上基

於勞動決定論的限價也是這樣。本來

鋪位的好壞對生意的影響很大，所以

對位置好的鋪位的需求比位置差的鋪

位強烈得多，從而這些鋪位的售價或

者租價理應高許多才是。倘若因為各

鋪位所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價值量」

相等就厲行同價，那麼徒然激起名義

價格以外的競爭。這種市場外競爭的

背後，隱藏®許多骯髒東西。

五　膚淺還是深刻？
　　捍�還是發展？

有人說，現代經濟學理論中供求

關係決定商品價格的觀點僅僅是一種

停留在描述經濟現象上的淺層認識，

現象的描述與本質的揭示還有®相當

大的距離。

看來，這個所謂深刻還是膚淺的

問題，是癥結之所在。例如面對一種

商品，除了規格、價格、供貨的時

間、地點和數量以外，的確還可以探

究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的還是在

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的、是當家作主

的工人生產的還是僱傭勞動的產物等

「非常深層」的問題。但是，即使撇開

這還是不是經濟學的爭辯，這樣的探

究必然導致方方面面囊括其中的局

面，剪不斷，理還亂，龐雜而凌亂。

理論的境界講究簡明，講究線索是否

清晰，是否抓住了關鍵，講究是否可

以觀察，是否可以操作。拿這個標準

來看，「勞動價值」只是一種抽象的概

念，既難以觀察，更不可操作。正是

由於這樣，現代經濟學理論直接從商

品的價格出發，而不是從商品所包含

的「社會必要勞動價值量」出發。事實

上，人民群眾每天檢驗®的是價格，

企業和政府要求諮詢論證的是價格，

因為價格是影響經濟中消費和生產決

策的可觀察量和可操作量，而所謂

「價值」卻是難於觀察和無法操作的抽

象概念，人民群眾和企業政府都不會

認真理會它。

劉國光先生設想他的「新的馬克

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內容體系，包

括：一，政治經濟學的一般理論；

二，資本主義經濟；三，社會主義經

濟；四，微觀經濟；五，宏觀經濟；

六，國際經濟。統觀六個部分的名

稱，只有一個「學」字：不是微觀經濟

學，而是微觀經濟；不是宏觀經濟

學，而是宏觀經濟；不是國際經濟

學，而是國際經濟。

這是很有趣的描繪。說實在，我

們很想看看劉國光先生將怎樣構建他

的「微觀經濟」，是商品的市場需求和

市場供給決定商品的市場價格，還是

「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的無差異的勞

動價值量」決定商品的市場價格。如

果是前者，我們歡迎劉國光先生與時

俱進。如果是後者，我們很難想像怎

麼能夠在邏輯上做到自洽。

六　計劃經濟思想溯源

按照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價格是

商品和資源的稀缺性的信號。供不應

求，則價格上升，供大於求，則價格

下降，所謂「物以稀為貴」是也。按照

這樣的價格，資源得到最有效的配

置。

《管子．國蓄》篇是我國春秋時代

傑出的經濟學著作。《管子．國蓄》就

明白寫道：「夫物多則賤，寡則貴。」2

可見，我國春秋時代以管仲為代表的

「勞動價值」只是一種

抽象的概念，既難以

觀察，更不可操作。

正是由於這樣，現代

經濟學理論直接從商

品的價格出發，而不

是從商品所包含的「社

會必要勞動價值量」

出發。價格是影響經

濟中消費和生產決策

的可觀察量和可操作

量，而所謂「價值」卻

是難於觀察和無法操

作的抽象概念，民眾

和企業政府都不會認

真理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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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已經清楚地表述了「物以稀

為貴」的思想，掌握了市場經濟配置

社會稀缺資源的機理。

稍後的《史記．貨殖列傳》，開篇

不久就有這樣一段話3：

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

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

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

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

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

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

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這段文字更說明，兩千年前的司

馬遷，已經明白市場經濟的道理，即

不需要人特別去指揮，社會的經濟就

能夠自己運作起來。這個思想比亞

當．斯密（Adam Smith）的「看不見的

手」還早了一千八百多年，是非常出色

的洞察。正如鄒至莊教授在《認識中

國》中所說，司馬遷之所以能夠形成

這樣的思想，之所以能夠有這樣的洞

察，說明早在兩千年前，中國已經擁

有運作大體良好的市場經濟4。

因為價格機制是經濟學討論的基

石，所以我們®重從價格機制的角度

探討怎樣的經濟學才是科學的經濟

學。事實上，老百姓都知道「物以稀

為貴」，從來就不會說「物以勞（動）為

貴」，後者是五十年來不科學的教育

硬是灌輸給我們的思想，當然它也

是計劃經濟的需要，我們整個計劃

體系就按照這個思想來運作了。但是

如果只集注於計劃經濟本身，我們

同樣可以說它是五十年來按照蘇俄

版政治經濟學的教育硬是灌輸下來的

結果。

都說「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面

對油荒的警示，提高煤炭石油和水資

源的未開發價格，固然刻不容緩，擯

棄那種認為不包含勞動的資源就沒有

價值的所謂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理

論，同樣刻不容緩。

七　馬克思要說他不是一個
「馬克思主義者」　

劉國光先生還一再強調「經濟院

系、研究機構的領導權一定要掌握在

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手�」，這讓人

想到不久前在一個馬克思主義工程網

站上看到的一段話5：

許多對馬克思主義不正確的和錯誤的

理解，是在馬克思主義名義下進行

的。這種情況甚至在馬克思在世時就

曾經發生過。針對當時流行的各種在

馬克思主義名下的非馬克思主義和反

馬克思主義觀點，馬克思氣憤地說：

我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種附

加在馬克思主義名下的錯誤觀點，對

我們事業的損害有時甚至比那些公開

的非馬克思主義觀點還要大，因為它

更具有蒙騙性和蠱惑性。特別是這些

錯誤觀點有時還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權

威的面目出現，危害性就更大。

上面這段話的作者是中共中央編

譯局研究員俞可平先生。這段話寫得

十分深刻。的確，「以馬克思主義理

論權威的面目出現」的「附加在馬克思

主義名下的錯誤觀點」，對我們事業

的損害非常大，「因為它更具有蒙騙

性和蠱惑性」。

一種理論如果到了須要捍�的時

候，恐怕也是行將就木的時候了。但

在我國，經濟學界卻經常要面對一些

因為價格機制是經濟

學討論的基石，所以

我們<重從價格機制

的角度探討怎樣的經

濟學才是科學的經濟

學。老百姓都知道

「物以稀為貴」，從來

就不會說「物以勞（動）

為貴」，後者是五十

年來不科學的教育硬

是灌輸給我們的思

想。面對油荒的警

示，提高煤炭石油和

水資源的未開發價

格，固然刻不容緩，

擯棄那種認為不包含

勞動的資源就沒有價

值的所謂馬克思主義

的經濟學理論，同樣

刻不容緩。



138 批評與回應 人一再提出的「捍�」某種理論的問

題。馬克思主義應該非常講究從人類

文明中吸取精華，非常講究與時俱

進。那些要靠行政領導權才能維持的

理論，那些不從政治上「捍�」就站不

住的理論，怎麼可以自稱是馬克思主

義的經濟學理論？

八　說話不能不顧事實

最後，我們願意就劉國光先生這

篇文章的文風提出一點商榷。

劉先生的文章還指責現代經濟學

「宣揚市場萬能」，「反對國家對經濟

的干預和調控」。可是翻開比如說《斯

蒂格利茨〈經濟學〉習題集》，導論這

一章就有下面這樣的選擇題6：

1-32、美國是一個____經濟的例子，

由市場來保證經濟的____，政

府關注____。

A 中央計劃；效率；公平

B 混合；效率；公平

C 市場；公平；效率

D 混合；公平；效率

E 中央計劃；公平；效率

答案：B　　難度：2

1-38、下列哪一項對美國政府角色的

描述是錯的：

A 建立了規範企業和個人行為

的法律框架

B 回答了生產甚麼和生產多少

這兩個經濟學基本問題

C 提供市場所不能提供的商品

和服務

D 救濟許多生活條件差的人

E 供養許多年老或患病的人

答案：B　　難度：1

你看，現代經濟學的教育非常清

楚，那就是混合經濟模式，讓市場來

保證經濟的效率，政府則關注社會公

平，並沒有「宣揚市場萬能」。政府要

做的事情很多，例如建立規範企業和

個人行為的法律框架，提供市場所不

能提供的商品和服務，救濟許多生活

條件差的人，供養許多年老或患病

的人等等，都是「對經濟的干預和調

控」。

這些都是現代經濟學的入門訓

練，白紙黑字，清清楚楚，怎麼可以

隨便栽贓說「宣揚市場萬能」、反對政

府「對經濟的干預和調控」呢？

說話不能不顧事實，指責要有根

據。願與劉國光先生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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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國光的文章指責現

代經濟學「宣揚市場

萬能」，「反對國家對

經濟的干預和調控」，

但現代經濟學非常清

楚指出的混合經濟模

式，是讓市場來保證

經濟的效率，政府則

關注社會公平。政府

要做的事情很多，例

如建立規範企業和個

人行為的法律框架，

提供市場所不能提供

的商品和服務，救濟

供養許多貧困、年老

或患病的人等等，都

是「對經濟的干預和

調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