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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
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

则作变通处理。

2. 目录和正文中凡标有星花 *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3. 在引文中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或恩格斯
加的，引文中加圈点。处，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着重号的地方。

4. 在目录和正文中方括号［］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
5. 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马克思或恩格斯的原注。

6. ＜人名索引》、〈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文献索引＞、
〈报刊索引〉、〈地名索引〉、《名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
列。

7. 引文的出处中标有［P.］、［B. ］、［M.］、［L. ］、［Zh.］者，分别为
马克思的《巴黎笔记〉（1843年10月一1845年1月）、（布鲁塞尔笔

记〉（1845 —1847年）、〈曼彻斯特笔记〉（18奶年）、〈伦敦笔记》

（1850-1853年）和《引文笔记》（1859年）的外文缩写符号，符号后
面的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分别指笔记本的编号和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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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收入的是马克思1861 -1863年经济学手稿第Vi -X笔
记本的内容，即（剩余价值理论〉的开头部分。〈剩余价值理论〉在

1861 -1863年手稿中占有重要地位。
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经济学，并且大约在

1844年春天，产生了为无产阶级创作一部〈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
巨著的想法。为此，他多年来收集了丰富的资料并做了大鑀的摘录

笔记。从1857年10月到1858年底，马克思写了第一部篇幅庞大的
手稿，这就是1857 —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这部手稿的基础上 ，马

克思打算以分册的形式把他的经济学著作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书

名正式出版，并于1859年由柏林的敦克尔出版社出版了第1分册。
第1分册只包括〈商品〉和＜货币〉两章，而第3章关于〈资本一般〉的
论述则应是第2分册的内容。

从1861年8月到1863年7月，马克思在写作第 2分册的过程
中理论内容不断发展和扩大，最终写成了 一部篇幅更加庞大的

1861 一 1863年经济学手稿。手槁包括23个笔记本，共1472页，总
篇幅相当于200个印张。在其中（剩余价值理论〉的篇幅约有110个
印张，占了该手稿总篇幅的一半以上。按照马克思当时的设想，“资
本一般”的内容是论述资本的本质，即一切资本的共性，暂不涉及许

多资本相互作用的问题（这些问题以后将由〈竞争〉、〈信用〉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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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册去论述）。“资本一般”的理论论述将分成三篇或三部分，即
“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
润、利息”（简称“资本和利润”）。马克思在写作第2分册前夕，大约

在1861年夏天拟定的〈资本章计划草稿》，就是按这样的设想划分

的。马克思当时还沿用第1分册的体例，在每一理论部分的最后，加
上一个理论史的附论。如在第1分册中，＜商品》章附有一节〈关于商

品分析的历史〉，〈货币〉章则分别附有〈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和
（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这样两节相关的理论史论述 。马克思
在写第2分册的开始阶段，也按这样的体例，计划在〈资本的生产过

程》各节的最后附上相关的理论史论述。马克思在1861 一1863年
手稿的开头阶段，依次写了以下理论部分：（1〉货币转化为资本；（2）

绝对剩余价值；（3）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写到相对剩余价值一节的
机器部分就暂时停了下来。马克思自己在手稿第V笔记本的第184

页上写明：“在相对剩余价值之后，应该把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
价值结合起来考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

355页）这一考察应构成第（4）节，但当时尚未写成。这样，＜剩余价
值理论》就应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的最后一节，即第（5）节关于剩余
价值的理论史附论。

从1862年春天开始，马克思转入了（5）〈剩余价值理论〉的写作。
它的基本内容包含在第VI -XV笔记本中，后来在第XVIII笔记本

中又增写了《剩余价值理论 〉的最后部分，约60余页手稿。在

186] -1863年手稿的最后写作阶段,从第 XX笔记本的第1291a页
到第XXI笔记本的第1301页，马克思又补写了对配第等一些早期
古典经济学家的许多理论观点的评论和札记的片断 。所有这些加在
■-起，构成〈剩余价值理论〉的全部内容。〈剩余价值理论》在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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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理论形成史中所以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因为这部分手稿集中
地反映了马克思崭新的理论发现和科学研究成果 ，标志着马克思主
要经济学理论著作写作过程中的一个新时期 。马克思在此以前的理
论创作过程中，已经制定了科学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 ，并且从

理论上说明了纯粹形态的剩余价值在生产过程中的起源及其特点 。

但是,在论述剩余价值理论史的时候 ，面临的任务是要全面研究和说

明剩余价值在资产阶级社会表面上表现出来的各种具体形式，因为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包括他们的主要代表亚•斯密和李嘉图，都不

了解纯粹形态的剩余价值，他们的剩余价值范畴是和其在社会表面
上表现出来的具体形式如利润 、利息、地租等等混淆在一起的。马克
思在 ＜剩余价值理论〉的一开头就写道:“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

误:他们不是纯粹地就剩余价值本身 ，而是在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

式上来考察剩余价值。”（见本卷第7页）因此，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关
于剩余价值观点的分析批判必然同对资产阶级的利润理论 、地租理

论和利息理论等的分析批判结合在一起 。马克思一贯的理论创作方

式，就是从批判错误的理论和观点当中不断制定和完善自己的理论
和观点。而且整个说来，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

尤其是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才得以创立了崭新的工人阶级的经济
学。
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通过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是古
典经济学）的分析批判，进行了新的理论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

果。马克思在这里研究制定了或进一步论述了下面这样一些重要问

题：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市场价值，利息，地租，特别是绝对地租，社
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资本积累，经济危机问题，以及生产劳动和非生
产劳动，等等。由于这些重要理论的论述，〈剩余价值理论〉的篇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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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扩大。同时，整个1861 —1863年手稿由于所讨论的题目、问题和

范围的多样化，由于取得的成果的丰富，而大大超过了原先确定的范
围。马克思在这部手稿中还取得了其他一些重要理论成果，如利润

理论、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理论、商业资本和生息资本理论、地租理

论、三位一体的公式、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理论、再生产理论以及工资

等理论，这就使得1861 -1863年手稿成为马克思主要经济学著作
创作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 。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基础上，马克思在

1862年底作出了出版〈资本论》的决定。1862年12月28 H，当马克
思快要写完1861-1863年手稿的时候，他在给自己的朋友路•库
格曼的信中说:“第二部分终于已经脱稿……它是第一册的续篇，将
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名称只作为

副标题。”（见马克思1862年12月28日给路•库格曼的信）显然，随
着三册 ＜资本论〉理论部分的逐步形成，马克思也产生了使 （剩余价值

理论〉成为整部著作的最后一部分即第4册的想法。后来，1865年7
月31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就明确写道：“再写三章就可以结

束理论部分（前三册）。然后还得写第4册，即历史文献部分”（见马

克思1865年7月31日给恩格斯的信）。实际上，（剩余价值理论〉虽
然在开始时是作为剩余价值的理论史来写的 ，因而选定18世纪中叶

的詹•斯图亚特作为起点，但在写作过程中内容逐步扩展，沿着资产

阶级经济学发展的轨迹，从它向上发展写到顶峰时期，再写到它变为
庸俗经济学的衰落过程 。从内容来看，已经具备丁全部资产阶级政

治经济学史的初稿性质。因此，马克思在1861 —1863年手稿的最

后，补写了有关17世纪末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 •配第
等人的章节。因为马克思早在1857年7月就说过，“现代政治经济

学的历史是以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结束的，同样，它在17世纪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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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开始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

版第30卷第3页）。这样，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史的初稿就变成了
现代政治经济学史的初稿。

（剩余价值理论〉篇幅很大，在把它编辑出版时,通常的做法是按

其内容和写作顺序，把它的基本部分分别收入三卷书中。本卷收入
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开头部分（第VI-X笔记本），内容是关于资
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向上发展直至其顶峰的时期，重点是工场手工业

时期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亚•斯密的理论，主要涉及的是资本和劳动
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互相交换所发生的各方面的关系 。〈剰余价值

理论〉的中间部分（第XI -XIII笔记本），将收入第34卷，内容是关
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的理论 ，主要涉及的是价值

理论和广义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完成。论述的是剰余价值在资本主义

社会表面上表现出来的各种特殊形式。《剩余价值理论〉的结尾部分
（第XIII -XV笔记本），将收入第35卷，内容分析的是资产阶级政
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衰落过程及其向庸俗经济学的必然转化 。

在本卷中，（剩余价值理论〉以对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
特的简短分析开篇。斯图亚特是个重商主义者，在剩余价值产生的
问题上总的说来没有超出其他重商主义者的狭隘看法 ，即认为利润

（即剩余价值）来自于商品高于其价值出售 。但他和其他重商主义者
不同的是,他区分了“相对利润”和“绝对利润”。他认为从交换中产
生的利润是“相对利润”，一方的贏利意味着另一方的亏损。同时，他
认为还存在着“绝对利润”，这种利润对谁都不意味着亏损 ，它是由

“劳动、勤勉和技能的增进”创造的。这虽然不是对剩余价值起源问
题的解决，但确实比一般重商主义的主张前进了一步 。

接着，马克思以较大的篇幅分析了重农学派。马克思把以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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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魁奈和杜尔哥为主要代表的重农学派称为“资本和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最早有系统的（不像配第等只是偶然的 ）解释者”（见马

克思1877年3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在经济学史上，重农学派是
第一批把剩余价值的起源和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的人 ，他

们在解决劳动和资本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的交换问题上作出了重要的
贡献。马克思关于重农学派的重大功绩写道,他们“在资产阶级视野
以内对资本进行分析……这个功绩使他们成为现代经济学的真正鼻

祖。”（见本卷第15页）马克思强凋指出了重农学派在资产阶级经济
科学发展史上的两项主要的理论贡献 。
第一项重大的理论成果是，他们是第一批不再在流通过程中寻

找剩余价值起源的人，而是把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转到了直接的生
产领域，这样就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这是政治经济学

作为一门科学来发展的第一次质的飞跃 。因为只有认识到物质生产
是剩余价值起源的领域，才能在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来解释剩余

价值。但是重农学派仍没有彻底认识到价值的本质 ，他们把价值和
使用价值与自然产物等同起来 。他们认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只有在农

业中才是可能的。原因在于，只有农业劳动才能使作为自然产物的

物质财富增加,才生产“纯产品”即剩余价值，而工商业劳动只是改变
物质财富的形式，并不增加财富本身 。因此，在重农学派看来，剩余

价值只具有地租形式。他们认为只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
劳动，因而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的。
第二项重大的理论成果是 ，弗•魁奈第一个尝试研究和表述了

全国范围内资本的整个再生产和流通过程。魁奈的＜经济表》是资产
阶级经济科学发展中的一项光辉成就。马克思曾多次分析《经济表》
并给予了高度评价。马克思指出，实际上，这是一种尝试，它把资本

前

7

的整个生产过程表现为再生产过程，把流通表现为仅仅是这个再生

产过程的形式；把货币流通表现为仅仅是资本流通的一个要素；同
时，把收入的起源、资本和收入之间的交换、再生产消费对最终消费

的关系都包括到这个再生产过程中，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 （实际上
是资本和收入之间）的流通包括到资本流通中；最后，把生产劳动的

两大部门即原料生产和工业之间的流通表现为这个再生产过程的要
素，而且把这-•切总结在一张“表”上，这张表实际上只有五条线 ，连
结着六个出发点或归宿点 。马克思说:“这个尝试是在18世纪30至

60年代政治经济学幼年时期做出的，这是一个极有天才的思想 ，毫
无疑问是政治经济学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 。”

（见本卷第415页）魁奈的＜经济表》对马克思制定自己的再生产理论
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在称赞重农学派的科学成果的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了他们对资
本主义社会所持的反历史的考察方式存在着致命弱点。重农学派天

真地认为资产阶级社会是永恒的和不朽的，因而是人类共同生活的

天然合理的自然形式。几乎所有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包括古

典经济学的伟大代表亚•斯密和李嘉图在内，在这方面都和他们处
于同一水平，始终不能克服对待资产阶级社会的这种反历史观点，而
这一点在他们的理论研究中起了严重的局限作用 。几乎所有的资产

阶级经济学家都无法理解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人类历史发
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生产资料也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转化

为资本。
在本卷中，对亚当•斯密的论述占了最大篇幅。斯密是英国古

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第一个创立了比较完备的资产阶

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亚•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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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 。”（见本手稿
第XI笔记本第524页）和重农学派相比，斯密把资产阶级古典政治
经济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在很多问题上达到了资产阶级经济科
学客观认识能力的极限 。他认识到，任何社会劳动，不论是在什么生

产领域进行的，也不论生产什么形式的使用价值，都创造价值。斯密

汄识到了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和

劳动条件分离开了，这时工人加到材料上的价值（即新创造的价值）

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支付工资，另一部分构成企业主的利润。因此，
利润就是资本家对商品中的一部分劳动没有支付等价物而从商品价
值中所作的扣除。所以马克思指出，斯密的巨大功绩在于，他“从工

人超出他用来支付（即用等价物来补偿 ）工资的那个劳动量之上所完

成的劳动,引申出利润。斯密这样就认识到了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 。
同时他还十分明确地指出，剩余价值不是从预付基金中产生的 ，无论
预付基金在现实的劳动过程中如何有用，它的价值不过是在产品中
再现而已。剩余价值仅仅是在新的生产过程中从‘工人加到材料上

的’新劳动中产生的”（见本卷第56页）。同样，斯密也不懂得纯粹形
式的剩余价值，他把剩余价值等同于地租和利润 。他没有分清劳动

和劳动力，不懂得工人向资本家出卖的是他的劳动力，所以不能在价
值规律的基础上解决资本和劳动相交换的问题。相反地，他认为在

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中价值规律不起作用。
马克思对亚•斯密的科学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也指出

了斯密理论中的矛盾和错误，这种矛盾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他提出
的各种互相矛盾的价值规定上 。斯密一方面认为，商品的价值由生

产商品时耗费的劳动决定，另一方面又认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

下，商品的价值由工资、利润、地租这三种收入决定。这样，他就由一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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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价值规定走向了另一种价值规定。马克思指出，这种情况证明：斯
密理论体系中的矛盾是他本能地客观地反映现实的结果，这为后来

的理论研究提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斯密没有能解决这些矛盾，但
发现了矛盾，提出了疑问，这在经济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后来的

经济学家们互相争论时，时而接受斯密的这一解释，时而接受斯密的
那一解释，这种情况最好不过地证明斯密在这方面的正确本能。”（见
本卷第135页）斯密提出的矛盾在后来李嘉图的著作中未能得到全

部解决，只有马克思才最终给予了科学的说明和彻底的解决。从这

个意义上可以说，斯密的学说为马克思创立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提
供了思想素材。

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斯密箸作中存在这些矛盾的原因，指出其
根源在于斯密分析方法上的缺陷 。他一方面力求揭示资产阶级社会

隐蔽着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又醉心于描写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外
在表现。当他走上第一条道路时，他就能获得具有科学价值的认识,

如关于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正确规定和关于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问
题等。当他走上第二条道路时 ，他就只能达到肤浅的认识。斯密的

这后一考察方式，为以后的庸俗经济学开辟了道路。
马克思在分析了斯密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之后，进而考
察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中心是分析斯密的收入决定价值的
理论所引起的再生产分析上的混乱 。斯密把社会总产品的价值仅仅

归结为三种收入（工资、利润、地租〉，从而把商品价值中的第四个组
成部分即不变资本排除掉了，他不能说明消耗掉的生产资料如何补

偿的问题，这就堵塞r对资本主义再生产进行科学分析的道路。斯
密的这一观点为以后的大多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继承 。马克思把

斯密的这一观点称为“斯密教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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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了“斯密教条”给社会再生产的分析所造成的混乱 ，纠正了“斯密
教条”的错误，着手解决斯密以及一切古典经济学家在考察社会再生
产时所无法解决的问题，逐步创立崭新的科学的社会再生产理论。
马克思指出，社会再生产能否正常进行，基本条件是社会总产品能否

实现。其中的关键是要说明不变资本的补偿问题。马克思认为，研

究不变资本补偿问题的重要基础是认识商品所体现的劳动的二重
性。只有通过劳动二重性的规定才可能解释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价
值形成过程中的不同作用 ，才能划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斯密由

于认识上的局限而不能作出这种区分。

马克思由于认识到了社会再生产各个价值部分间的区别，也就
能说明各个部分间的关系。马克思开始时虽然尚未把整个社会生产
分为两大部类，即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但已
接近于得出这样的认识 。马克思指出，在再生产中，用工资和利润总

额购买的那部分产品 ，以它的各个要素的形式得到补偿，这部分产品

所包含的新加劳动得到补偿，同时这部分产品所包含的不变资本也

得到补偿。这种不变资本所包含的劳动在这里是从新加到不变资本
上的活劳动基金中得到了自己的等价。而不变资本的生产者不能消
费自己的产品，因为他们的产品是用于生产消费的 。他们必须把他

们的工资和利润花在用于个人消费的产品上，也就是说，资本家必须

把他的产品中以不变资本形式存在的价值部分同其他生产者的产品
中以工资和利润形式存在的价值部分相交换。马克思写道:“不变资
本实际上是这样得到补偿的 ：它不断地重新生产出来,并且有一部分
是自己再生产自己 。但是，加入可消费的产品的那部分不变资本，则

由加入不可消费的产品的活劳动来支付。”（见本卷第132页）此后不
久，马克思就在考察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问题时 ，把整个的社会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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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明确地划分为两大部类，而这样的划分是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发
展中的重要一步。
接着，马克思以相当大的篇幅分析了资产阶级学者关于资本主

义社会中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观点。这个问题是和阐述资本与
劳动之间的交换问题密切相关的。马克思深入研究了斯密关于这个
问题的观点，同时也考察了斯密的庸俗化者们的观点。

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问题上，斯密也得出了两种不同的
互相矛盾的观点，这两种观点在他的叙述中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斯
密的第一个定义是科学的。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生产劳

动是指这样一种劳动，这种劳动不仅把作为工资的那部分资本价值

再生产出来，而且还提供利润，即创造剩余价值。马克思充分肯定了
斯密的这一定义，他说:“这里,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给生产劳动下

了定义，亚•斯密在这里触及了问题的本质，抓住了要领。他的巨大

科学功绩之一……就在于，他下了生产劳动是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

动这样一个定义。”（见本卷第141页）马克思指出，斯密在这里区分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标准，不是从劳动的物质规定性得出来的，

而是从一定的社会形式即劳动得以进行的社会生产关系得出来的，

因而是科学的。
正像斯密在一切问题t都有二重性一样，他除了关于生产劳动
和非生产劳动的上述基本定义之外，还提出了第二个定义，这个定义
可以归结为：生产劳动也是物化在任何商品中的劳动，即体现在一种
有用的产品上的劳动。斯密的这第二个定义把重点放在劳动的物质

内容上，离开了社会规定性，因而是错误的。马克思指出，斯密的这
第二个定义固然是错误的，但也有其合理的因素 ，因为在资本主义社

会里，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 ，一般说来，除了少数例外，资本购买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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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都是用来生产商品的劳动，而用收入所雇用的劳动 ，一般地则是提
供服务的劳动。因此，说生产劳动是生产商品的劳动 ，也是符合资本

主义的现实的。马克思接着考察了斯密的生产劳动见解的拥护者和
反对者们的观点，指出斯密的反对者们既不懂他的第一个定义的科

学价值，也不了解他的第二个定义中的合理因素，只是抓住斯密在这
个问题上的矛盾为自己的庸俗观点辩护。
马克思对斯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观点的分析批判是同他自

己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马克思来说，研
究资本主义社会中哪些劳动是生产劳动的问题，是他进一步完成他

的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论题之一。马克思从斯密的第一种定义出
发，全面论证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
产劳动。资本家的生产目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获取剩余价值,不同

资本交换，不为这种劳动的使用者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就是非生产
劳动。当然，马克思的这一定义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不适
用于自给自足的农民和手工业者 ，虽然他们也是商品生产者。马克

思指出，哪些劳动是生产劳动的问题，取决于当时的生产方式和生产
目的。如果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范围之外，那么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

动的区分则会有不同的历史标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
“假定不存在任何资本，而工人自己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即他创造

的价值超过他消费的价值的余额。只有对于这样的劳动才可以说，
这个劳动是真正生产的，也就是说，它创造新价值。"（见本卷第137
页）除了《剩余价值理论》之外,马克思还在1861 —1863年手稿的第

XXI笔记本中较详细地论述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问题。
在收入本卷时，＜剩余价值理论》这个部分的译文，根据〈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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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220]

(5)剩余价值理论

[总的评论]
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纯粹地就剩余价值本

身，而是在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上来考察剩余价值。由此会产
生哪些必然的理论谬误，这将在第三章5中得到更充分的揭示，那里
要分析剩余价值作为利润所采取的完全转化了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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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
在重农学派以前，剩余价值—
—即利润，利润形式的剩余价值
— 完全是用交换，用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卖来解释的。詹姆斯•
—
斯图亚特爵士，总的说来，并没有超出这种狭隘看法；甚至应该把斯

图亚特看做这种看法的科学的复制者。我是说“科学的”复制者。因

为斯图亚特不同意这种错觉:单个资本家由于高于商品价值出卖商
品而获得的剩余价值，就是新财富的创造 。因此，他把绝对利润和相

对利润区分开来：
“绝对利润意味着谁都不受损失；它是劳动、勤勉或技能的乎举的结果，它
能引起社会财富的扩大或增加……相对利润意味着有人受到失 ；它表示
o

o

0

o

财富的天平在有关双方之间的摆动，但并不意味着总基金的任何增加……混

OOOÛOOOO

合利润很容易理解:这种利润……--部分是相对的，一部分是绝对的……

者能够不可分割地存在于同一交易中。”（〈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由其子詹姆
斯■斯图亚特爵t将军汇编的〈詹姆斯•斯图亚特著作集〉（六卷集）1805年伦
敦版第1卷第275 _276页）

绝对利润是由“劳动、勤勉和技能的増进”产生的。究竟它怎样

由这种增进产生，斯图亚特并没有想说清楚。他接着所说的关于这
个利润能引起“社会财富”的增加和扩大的这句话，看来，可以使人得

出这样的结论:斯图亚特所指的，仅仅是由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的
更大的使用价值量 ，他完全离开资本家—
—他总是以交换价值的增

1861—63年经济学手槁笔记本 VI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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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为前提—
—的利润来考察这个绝对利润。这样的理解完全被他进

一步的叙述证实了。
他是这样说的：
"在商品的货穿中，我认为有两个东西是实际存在而又彼此字学个^的：商
品的实际价值和°让°渡利润。”（第244页）
OÔOO

oooo

可见，商品的价格包含着两个彼此完全不同的要素 ：第一，商品

的实际价值;第二，“让渡利润”6,即转让或卖出商品时实现的利润 。

[VI — 221]因此，这个“让渡利润”是由于商品的价格高于商品
的实际价值而产生的，换句话说，是由于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卖而产

生的。这里，一方之所得总是意味着另一方之所失 。总基金并没有
增加。利润即剩余价值是相对的，并且归结为“财富的天平在有关双
方之间的摆动斯图亚特自己拒绝用这种办法来说明剩余价值的

观念。他的关于“财富的天平在有关双方之间的摆动”的理论，虽然
丝毫没有被及剩余价值本身的性质和起源问题，但是对于考察剩余

价值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以及在按利润、利息、地租这些不同项
目之间进行的分配 ，有重要的意义。
从下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出 ，斯图亚特把单个资本家的全部利润

只限制为这种“相对利润”，“让渡利润”。
他说:"实际价值”决定于“该国一个劳动者平常……在一天、一周、-月

…
…f•均能够完成的”劳动“量\第二，决定于“劳动者用以满足他个人的需要
和……昀茂适合于他的职业的工具的生存资料和必要费用的价值；这鸣同样也
必须平均计算"……第三，决定于"材料的价值”。（第244 -245页）“如果这
二项是已知的，产品的价格就确定了。它不能低于这三项的总和，即不能低于
实际价值。凡是超过实际价值的，就是制造业者的利润。这个利润将始终同需
9

0

0

0

OOOOOOOOO

ooooooooo

求成比例，因此它将随情况而变动。”（同h,第245页）"由此看来，为了促进制
造业的繁荣，必须有大规模的需求……
1:业家是按照他们有把握取得的利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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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开支的。”（同匕第246贾）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 出，“制造业者”即单个资本家的利润，总是

“相对利润'总是“让渡利润”，总是由于商品的价格高于商品的实际
价值，由于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卖而产生的。因此，如果一切商品都

按它的价值出卖，那就不会有任何利润了。
关于这个问题，斯图亚特写了专门的一章 ，他详细地研究
"利润怎样同生产费用结成一体”。（同上，第3卷第11页及以F几页）

一方面，斯图亚特抛弃了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的这样一种看法 ，

即认为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卖以及由此产生的利润 ，形成剩余价值，
造成财富的绝对增加;①另一方面 ，他仍然维护它们的这样一种观

点，即单个资本的利润无非是价格超过 ［VI ~222］价值的这个余额
“让渡利润”，不过按照他的意见，这种利润只是相对的，~方之
所得相当干另一方之所失，因此，利润的运动归结为“财富的天平在
有关双方之同的摆动

可见，在这方面，斯图亚特是货币土义7和重商主义8的合理的表
达者。
在对资本的理解方面，他的功绩在于：他指出了生产条件作为-

定阶级的财产同劳动能力9分离的过程是怎样发生的。斯图亚特对

资本的这个产生过程—
—虽然他把这个过程看做大工业的条件，但
他还没有把这个过程直接理解为资本的产生过程 —
—做了许多研

①其实，连货币主义也汄为，这个利润不是在国内产生，而只是在同其他
国家的交换中产生。重商主义只看到，这个价值表现为货币（金柙
银），因此剩余价值表现为用货币结算的贸易差额。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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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斯图亚特特别在农业中考察了这个过程 ，并且正确地认为，只是

因为农业中发生了这个分离过程，真正的制造业才产生出来。在
亚•斯密的著作里，是以这个分离过程已经完成为前提的 。
（斯图亚特的书，1767年（伦敦版），杜尔哥的书，1766年，亚当.

斯密的书，1775年10。）

15

(b)重农学派11
在资产阶级视野以内对资本进行分析，从本质上来说是重农学
派的功绩。这个功绩使他们成为现代经济学的真正鼻祖。首先，他

们分析了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借以存在并分解成的各 种物质组成部

分。决不能责备重农学派，说他们和他们所有的后继者一样，把工
具、原料等等这些物质存在形式 ，脱离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出现时
的社会条件，当作资本来理解，总之，不管劳动过程的社会形式如何 ，

在它们是劳动过程本身的要素的形式上把它们当作资本来理解；并
因而，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变成生产的一种永恒的自然形式。对

于他们来说，生产的资产阶级形式必然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形式。重
农学派的巨大功绩是 ，他们把这些形式看成社会的生理形式 ，即从生

产本身的自然必然性产生的，不以意志、政策等等为转移的形式ö这
.是物质规律;错误只在于，他们把社会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规
律看成同样支配着一切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 。

除了对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借以存在的物质要素进行这种分析以

外，重农学派还确定了资本在流通中所采取的形式(固定资本、流动
资本，不过重农学派用的是另外的名称) ，并且一般地确定了资本的

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之间的联系。这一点在论流通那一章12再谈。

在这两个要点上，亚•斯密继承了重农学派的遗产。他的功绩，
在这方面，不过是把抽象范畴固定下来 ，对重农学派所分析的差别采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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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更稳定的名称。

[VI —223]我们已经看到13,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基础 ，一般说
来，是劳动能力这种属于工人的商品同劳动条件这种固定在资本形
式上并脱离工人而独立存在的商品相对立。劳动能力作为商品，它
的价值规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个价值等于把再生产劳动能力所必
需的生活资料创造出来的劳动时间 ，或者说，等于工人作为工人生存

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只有在这个基础上 ，才出现劳动能力的
价值和这个劳动能力的价值増殖之间的差额，—
—任何别的商品都

没有这个差额，因为任何别的商品的使用价值 ，从而它的使用，都不
能提高它的交换价值或提高从它得到的交换价值 。
因此,从事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现代经济学的基础 ，就是把劳动
能力的价值看做某种固定的东西 ，已知的量，而实际上它在每一个特

定的场合,也就是一个已知量 。所以，最低限度的工资理所当然地构

成重农学派的学说的轴心。虽然他们还不了解价值本身的性质，他
们却能够确定这个最低限度的工资 ，这是因为这个劳动能力的价值

表现为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因而表现为一定使用价值的总和。因
此，他们尽管没有弄清价值本身的性质 ，但仍然能够在他们的研究所

必需的范围内，把劳动能力的价值理解为一定的量。其次，如果说，
他们错误地把这个最低限度看做不变的量，在他们看来，这个量完全

决定于自然，而不是决定于本身就是一个变量的历史发展阶段，那
么，这丝毫也不改变他们的结论的抽象正确性，因为劳动能力的价值
和这个劳动能力的价值增殖之间的差额 ，同我们假定劳动能力的价

值是大是小毫无关系。

重农学派把关于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直接生产

本身的领域，这样就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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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完全正确地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 ：只有创造剰余价值

的劳动，即只有劳动产品中包含的价值超过生产该产品时消费的价
值总和的那种劳动，才是生产的。既然原料和材料的价值是已知的 ，

劳动能力的价值又等于最低限度的工资，那么很明显，这个剩余价值

只能由工人返还给资本家的劳动超过工人以工资形式得到的劳动量
的余额构成。当然，在重农学派那里，剩余价值还不是以这种形式出

现的，因为他们还没有把价值一般归结为它的简单实体：劳动量，或

劳动时间。

[VI 一224]自然，重农学派的表述方式必然决定于他们对价值
性质的一般看法，按照他们的理解，价值不是人的活动(劳动)的一定
的社会存在方式，而是由物质，由土地、自然以及这个物质的各种变

态构成的。

劳动能力的价值和这个劳动能力的价值增殖之间的差额，也就
是劳动能力使用者由于购买劳动能力而取得的剩余价值 ，无论在哪

个生产部门都不如在农业这个最初的生产部门表现得这样显而易
见，这样无可争辩。劳动者逐年消费的生活资料总量,或者说，他消

费的物质总量，小于他所生产的生活资料总量。在制造业中，一般既
不能看到工人直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也不能看到他直接生产超
过这个生活资料的余额 。过程以买卖为中介，以各种流通行为为中

介，而要理解这个过程，就必须分析价值本身。在农业中，过程在生

产出的使用价值超过劳动者消费的使用价值的余额上直接表现出
来，因此，不分析价值本身，不弄清价值的性质，也能够理解这个过

程。因此，在把价值归结为使用价值，又把使用价值归结为物质本身
的情况下,也能够理解这个过程。所以在重农学派看来，农业劳动是
惟一的生产劳动，.因为这是惟一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而地租是他们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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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知道的剰余价值的惟一形式。他们认为，在制造业中，工人并不增
加物质的量.•他只改变物质的形式。材料—
—物质总量—
—是农业

供给他的。他诚然把价值加到物质上 ，但这不是靠他的劳动 ，而是靠
他的劳动的生产费用 ，也就是靠他在劳动期间所消费的 、等于他从农
业得到的最低限度工资的生活资料总额。既然农业劳动被看成惟-

的生产劳动，那么，把农业劳动同工业劳动区别开来的剩余价值形
式,即地租，就被看成剩余价值的惟一形式。

因此，在重农学派那里不存在真正的资本利润 ，地租本身只不过

是这种利润的一个分支。重农学派认为利润只是一种较高的工资，
这种工资由土地所有者支付，并且由资本家作为收入来消费 （因此，
它完全像普通工人所得的最低限度的工资一样 ，加入他们的生产费

用），它增大原料的价值，因为它加入资本家即工业家在生产产品 、变
原料为新产品时的消费费用。
因此，某些重农主义者，例如老米拉波，把货币利息形式的剩余

价值—
—利润的另一分支—
—称为违反自然的高利贷。相反，杜尔
哥认为货币利息是正当的，因为货币资本家本来可以购买土地，即购
买地租，所以他的货币资本应当使他得到他把这笔资本变成地产时

所能得到的那样多的剩余价值。由此可见，根据这种看法,货币利息
也不是新创造的价值 ，不是剩余价值;这里只是说明土地所有者得到

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为什么会以利息形式流到货币资本家手里 ，正

如用另外的理由［VI —225］说明这个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为什么会以
利润形式流到工业资本家手里一样 。既然农业劳动是惟一的生产劳

动，是惟一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那么，把农业劳动同其他一切劳动
部门区别开来的剩余价值形式，即地租，就是剰余价值的一般形式 。
工业利润和货币利息只是地租依以进行分配的各个不同项目 ，地租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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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些项目以一定的份额从土地所有者手里转到其他阶级手里 。

这同从亚当•斯密开始的后来的经济学家所持的观点完全相反 ，因

为这些经济学家合理地把工业利润看成剩余价值最初为资本占有的
形式，从而看成剩余价值的最初的一般形式 ，而把利息和地租仅仅解

释为由工业资本家分配给剩余价值共同占有者各阶级的工业利润的

分支。
除了上面所说的理由 ，即农业劳动是一种使剩余价值的创造在

物质上显而易见，并且可以不经过流通过程就表现出来的劳动 ，重农
学派还有一些别的理由说明他们的观点 。

第一，在农业中，地租表现为第三要素，表现为一种在工业中或

者不存在，或者只是一瞬间存在的剩余价值形式 。这是超过剩余价
值（利润）的剩余价值，因此是最显而易见和最引人注目的剩余价值

形式，是二次方的剩余价值 。
粗俗的经济学家卡尔•阿恩徳（＜合乎自然的国民经济学〉1845年哈瑙版第

461 一462页）说：“农业以地租形式创造一种在工业和商业中遇不到的价值：一
种在补偿全部支付了的工资和全部消耗了的资本利润之后剩下来的价值。”

第二，如果撇开对外贸易 （重农学派为了抽象地考察资产阶级社

会，完全正确地这样做了，而且应当这样做），那么很明显，从事制造
业等等而与农业完全相分离的工人 （斯图亚特称之为“自由人手”14）
的数目，取夾于农业劳动者所生产的超过自己消费的农产品的数量 。
“显然.不从事农业劳动而能生活的人的相对数，完全取决于土地耕种者的
劳动生产力。"（理査•琼斯〈论财富的分配〉1831年伦敦版第159-160页，［Zh.

5J）

可见,农业劳动不仅对于农业领域本身的剩余劳动来说是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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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关于这一点见前面的一个笔记本 1S）,而且对于其他一切劳动
部门的独立化,从而对于这些部门中创造的剩余价值来说 ，也是自然

基础；因此很明显，只要一定的具体劳动，而不是抽象劳动及其尺度
即劳动时间被看做价值实体，农业劳动就必定被看做是剩余价值的

创造者。

[VI —226]第三，一切剩余价值，不仅相对剩余价值，而且绝对
剩余价值，都是以一定的劳动生产率为基础的 。如果劳动生产率只
达到这样的发展程度:一个人的劳动时间只够维持他本人的生活 ，只

够生产和再生产他本人的生活资料 ，那就没有任何剩余劳动和任何

剩余价值,就根本没有劳动能力的价值和这个劳动能力的价值增殖
之间的差额了。因此，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可能性要以一定的劳

动生产力为起点，这个生产力使劳动能力能够再创造出超过本身价

值的价值,能够生产出比劳动能力的生活过程所要求的必需物品更

多的东西。而且，正像我们在第二点已经看到的，这个生产率，这个
作为出发前提的生产率阶段 ，必定首先存在于农业劳动中 ，因而表现

为自然的賜予，自然的生产力。在这里，在农业中，自然力的协助
—
—通过运用和开发自然力来提高人的劳动力 —
—总的来说从一开
始就是自行发生作用的 。在制造业中，自然力的这种大规模的利用

只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出现的。农业的一定发展阶段，不管是本
国的还是外国的，是资本发展的基础。在这里，在一定发展阶段内，

绝对剩余价值同相对剩余价值是一致的。（连重农学派的大敌布坎
南都用这一点来反对亚•斯密，力图证明，甚至在现代城市工业产生
之前，已先有农业的发展16。）

第四，因为重农学派的功绩和特征在于，它不是从流通中而是从

生产中引出价值和剩余价值 ，所以它同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相反 ，必

(5)剰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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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以这样的生产部门为起点，这个生产部门一般可以同流通、交换脱

离开来单独考察，并且是不以人和人之间的交换为前提 ，而只以人和
自然之间的交换为前提的。
由此也就产生了重农学派体系的矛盾。
实际上这是第一个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 ，并把资本在其中

被生产出来又在其中进行生产的那些条件当作生产的永恒自然规律
来表述的体系。但是另一方面，这个体系宁可说是封建制度即土地

所有权统治的资产阶级方式的再现；而资本最先得到独立发展的丄
业部门，在它看来却是“非生产的”劳动部门，只不过是农业的附庸而
已。资本发展的第一个条件，是土地所有权同劳动分离，是土地—
—

劳动的这个最初条件 —
—作为独立的力量，作为掌握在特殊阶级手

中的力量同自由劳动者相对立。因此，在这种解释中，土地所有者表
现为真正的资本家 ，即剩余劳动的占有者。可见，正如农业被看做惟

一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即剩余价值生产的生产部门一样 ，封建主义是

在资产阶级生产的形式上得到再现和说明的 。这样，封建主义就被

资产阶级化了，资产阶级社会则获得了封建主义的外观 。
这个外观曾迷惑了魁奈医生的贵族出身的门徒们 ，例如守旧的
怪人老米拉波。在重农主义体系［VI —227］的另外一些代表者那
里，特别是在杜尔哥那里，这个外观完全消失了，重农主义体系就成

为在封建社会的框子里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表现
了。因而，这个体系是同刚从封建制度中走出来的资产阶级社会相

适应的。所以出发点是在法国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 ，而不是在英
国这个以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为主的国家 。在英国，目光自然集中到

流通上，看到的是产品只有作为一般社会劳动的表现，作为货币，才
取得价值，变成商品。因此，只要问题涉及的不是价值形式，而是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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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量和价值增殖，那么在这里首先看到的就是“让渡利润”6,即斯图

亚特所描述的相对利润。但是，如果要证明剩余价值是在生产领域
本身创造的，那么，首先必须从剩余价值不依赖流通就能表现出来的

劳动部门即农业着手。因而这方面的首创精神，是在一个以农业为
主的国家中表现出来的 。在重农学派之前的老一辈著作家中，已经

可以零星地看到近似重农学派的思想 ，例如在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
那里就可以部分地看到 。但是这些思想只有在重农学派那里，才成

为划时代的体系。
农业劳动者得到的是最低限度的工资 ，即“绝对必需品”，而他们

再生产出来的东西却多于这个 “绝对必需品”，这个余额就是地租，就

是由劳动的基本条件—
—自然—
—的所有者占有的剰余价值。 因
此，重农学派不是说:劳动者是超过再生产他的劳动能力所必需的劳
动时间进行劳动的 ，所以他创造的价值大于他的劳动能力的价值 ，换

句话说，他归还的劳动大于他以工资形式得到的劳动量 。而是说:劳

动者在生产时消费的使用价值的总董小于他所生产的使用价值的总
量，因而剩下一个使用价值的余额。—
—如果他只用再生产自己的

劳动能力所必需的时间来进行劳动，那就没有什么余额了。但是重

农学派只抓住这样~点：土地的生产率使劳动者能够在一个工作日
（假定为已知量）生产出多于他维持生活所必需消费的东西 。这样一

来，这个剩余价值就表现为自然的賜予，在自然的协助下，一定量的
有机物（植物种子、畜群）使劳动能够把更多的无机物变为有机物 。
另一方面,不言而喻，这里是假定土地所有者作为资本家同劳动
者相对立的。土地所有者对劳动者作为商品向土地所有者提供的劳

动能力支付代价，而作为补偿，他不仅得到一个等价物，而且占有这

种劳动能力所创造的价值增殖额„这个交换要以劳动的物质条件和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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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能力本身的异化为前提。出发点是封建土地所有者，但他表现
为一个资本家，表现为一个纯粹的商品所有者 ，他使他用来同劳动交
换的商品的价值增殖，不仅收回这些商品的等价物 ，还收回超过这个

等价物的余额，因为他把劳动能力只当作商品来支付代价。他作为

商品所有者而同自由劳动者相对立。换句话说,这个土地所有者实
质上是资本家。在这方面重农主义体系也是对的，因为劳动者同土

地和土地所有权的分离［VI —228］是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的生产的
基本条件。

因此，在这一体系中就产生了以下矛盾:它最先用对于他人劳动
的占有来解释剰余价值，并且根据商品交换来解释这种占有 ，但是在

它看来，价值不是社会劳动的形式，剩余价值不是剩余劳动 ；价值只

是使用价值，只是物质，而剩余价值只是自然的賜予，—
—自然还给

劳动的不是既定量的有机物，而是较大量的有机物。一方面，地租，
即土地所有权的实际经济形式，脱去了土地所有权的封建外壳，归结

为超出工资之上的纯粹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这个剩余价值又是
按封建主义方式从自然而不是从社会,是从对土地的关系而不是从
交往引申出来的。价值本身只不过归结为使用价值，从而归结为物

质。另一方面，对这个物质所关心的只是量，即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
超过消费掉的使用价值的余额 ，因而只是使用价值相互之间的量的

关系，只是这些使用价值的最终要归结为劳动时间的交换价值。
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初期的矛盾，那时资本主义生产正从

封建社会内部挣脱出来,还只能对这个封建社会本身给以资产阶级
的解释，还没有找到这一生产本身的形式;这正像哲学一样,哲学最
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 ，从而一方面它消灭宗教本身 ，另一方面

从它的积极内容说来，它自己还只在这个理想化的、化为思想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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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内活动。
因此，在重农学派本身得出的结论中，对土地所有权的表面上的
推崇也就变成了经济上的否定和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肯定 。一方面，
全部赋税都转到地租上 ，换句话说，土地所有权部分地被没收了_

而这正是法国革命的立法打算实施的办法 ，也是李嘉图学派的充分
发展的现代经济学17得出的结论。由于地租是惟一的剩余价值，一

切赋税便都转移到地租身上，因而对其他形式的收入课税，都只是对

土地所有权进行课税，只不过是通过间接的、因而在经济上有害的、
妨碍生产的途径;结果，赋税的负担，从而国家的各种干预，都落不到

工业身上,工业也就摆脱了国家的任何干预 。这一切，表面上是有利

于土地所有权，不是为了工业的利益而是为了土地所有权的利益 。
与此有关的是：自由放任18,无拘无束的自由竞争 ，工业摆脱国

家的任何干预、垄断等等。既然工业什么也不创造，只是把农业提供

给它的价值变成另一种形式；既然它没有在这个价值上增加任何新
价值，只是把提供给它的价值以另一种形式作为等价物归还 ，那么，
很自然，这个转变过程最好是不受干扰地 、最便宜地进行，而要达到

这一点，只有通过自由竞争，听任资本主义生产自行其是。这样一
•来，把资产阶级社会从建立在封建社会废墟上的君主专制下解放出

来，就只是为了［VI —229］已经变成资本家并一心一意想发财致富
的封建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资本家成为仅仅为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

而活动的资本家，正像进一步发展了的经济学让资本家成为仅仅为
了工人阶级的利益的资本家一样。

于是我们看到，现代的经济学家，如出版了重农学派的著作和自
己论述重农学派的得奖论文的欧仁•德尔先生' 既然认为重农学
派关于只有农业劳动才具有生产性 、关于地租是惟一的剩余价值、关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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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土地所有者在生产体系中占杰出地位这样一些独特的论点 ，同重

农学派关于自由竞争的宣传，同大工业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原则毫无

联系，只是偶然地拼凑在一起的，那么，这表明他们是多么不了解重
农学派。同时也就可以理解，这个体系的封建主义外观—
—完全像

启蒙时代的贵族腔调一一必然会使不少的封建老爷成为这个实质上
宣告要在封建废墟上建立资产阶级生产制度的体系的狂热拥护者和
传播者。
现在我们来考察几段引文，二方面为了解释上述论点，一方面为

了给以证明。
在魁奈的(经济表分析》一书中，国民由三个市民阶级组成：
“生产阶级〈农业劳动者〉、土地所有者阶级和不生产阶级〈所有从事农业以

外的其他职务和其他工作的市民〉”。〈重农学派〉.欧仁•德尔出版U846年
巴黎版第1部第58页)

只有农业劳动者才是生产阶级，创造剩余价值的阶级 ，土地所有

者就不是。土地所有者阶级不是“不生产的”，因为它代表“剩余价

值”，这个阶级的重要并不是由于它创造这个剩余价值 ，而完全是由
于它占有这个剩余价值。

杜尔哥发展到了最高峰。他的著作中某些地方甚至把“纯粹的
自然赐予”看做剰余劳动，另一方面,他用劳动者脱离劳动条件、劳动

条件作为拿这些条件做买卖的那个阶级的财产同劳动者相对立这种
情况，来说明劳动者提供的东西必须超过他的必要工资 。

说明只有农业劳动是生产劳动的第一个理由是:农业劳动是其
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 。
“他的〈土地耕种者的〉劳动，在社会不同成员所分担的各种劳动中占#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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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地位……正像在杜会分工以前，人为取得食物而必须进行的劳动，在他处于
孤立状态时为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而不得不进行的各种劳动中占着首要地位
一样。这不是在荣脊或尊严的意义上的首要地位;这是由生理的必然性决定的

首要地位……土地耕种者的劳动使土地生产出超过他本人需要的东西，这些
东西是社会其他一切成员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工资的惟一基金。当后者利用

从这种交换中得来的报酬再来购买土地耕种者的产品时，他们归还土地耕种者
的〈在物质形上〉，恰好只是他们原来得到的。这就是这两种劳动之间的本质

[VÎ 一230]差别。”（〈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766年），栽于德尔出版
的〈杜尔哥全集〉1844年巴黎版第1卷第9一 10页）

剩余价值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它不是从流通中产生的，但是
它在流通中实现。产品是按自己的价值出卖的，不是高于自己的价

值出卖的。这里没有价格超过价值的余额。但是，因为产品按它的
价值出卖，卖者就实现了剰余价值 。这种情况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卖
者本人对他所卖的价值没有全部支付过代价 ，换句话说，因为产品中

包含着卖者没有支付过代价的、没有用等价物补偿的价值组成部分 。
农业劳动的情况正是这样 。卖者出卖他没有买过的东西 。杜尔哥最

初把这个没有买过的东西描绘成“纯粹的自然賜予”。但是我们将会

看到，这个“纯粹的自然赐予”在他那里,不知不觉地变成土地所有者
没有买过而以农产品形式出卖的土地耕种者的剩余劳动 。
“土地耕种者的劳动一旦串f字學萃他的需要绝枣草.他就可以用这个余
额—
—自然给他的超过他的劳°动°报°酬°的°纯粹的赐T—*购买社会其他成员
O

O

O

O

O

O

O

O

O

O

的劳动。后者向他出卖自己的劳动时所得到的只能维持生活，•而土地耕种者除

了自己的生存资料以外，还得到一种独立的和可供支配的财富，这是聲Ç亨學
钱灭却可以拿去卖的财富。因此，他是财富（财富通过自己的流通使tÜi °
000000000

西的劳动。"（同上，第11页）

在这第一个解释中 ，第~，我们有了剩余价值的本质,就是说 ，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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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价值是在卖中实现的、卖者没有支付过等价物即没有买过的价值 。
它是没有支付过代价的价值。但是第二，这个超过“劳动报酬”的余

额被看成是“纯粹的自然赐予”，因为劳动者在他的工作日中所能生

产的东西，比再生产他的劳动能力所必需的东西多，比他的工资多，
这种情况一般地说就是自然的赐予 ，是取决于自然的生产率的。按

照这第一个解释，全部产品还是归劳动者本人占有。但它分成两部
分。第一部分形成劳动者的工资-一他被看做是自己的雇佣劳动
者，他把再生产他的劳动能力 ，维持他的生活所必需的那部分产品支

付给自己。除此以外的第二部分是自然的賜予，形成剩余价值。但
是，只要抛开“土地耕种者-土地所有者 ”这个前提，而产品的两部分
即工资和剩余价值分别属于不同的阶级 ，一部分属于雇佣劳动者，另
一部分属于土地所有者 ，那么，这个剩余价值的性质，这个“纯粹的自

然賜予”的性质，就更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不论工业还是农业本身，要形成雇佣劳动者阶级（最初，一切从
事工业的人只表现为 “土地耕种者-土地所有者 ”的雇工，即雇佣劳

动者），劳动条件必须同劳动能力分离,而这种分离的基础是 ，土地本
身表现为社会上一部分人的私有财产 ，以致社会上另一部分人失去

了借以实现自己的劳动的这个物的条件 。
.“在最初的时代，土地所有者同土地耕种者还没有区别……在那个最初
的时代,每一个勤劳的人要多少土地,就可以找到多少土地，［VI _231 ］谁也不

会想到为别人劳动
……但是，到了最后，每一块土地都有r主人，那些没有得
o
o
o o
o
到土地的人最初没有别的出路，只好从事雇佣阶级的职业〈即手工业者阶级，一
句话，一切非农业劳动者阶级〉，用自己双手的劳动去换取土地耕种者-土地所
00000000000

有者的产品余额。"（第12页）“土地耕种者-土地所有者"可以用土地对其劳动

所赐予的“相当多的余额支付别人，要别人为他耕种土地。对于靠工资过活的

人来说，无论从事哪种劳动来挣工资.都是一样。因此，土地所宥权必定要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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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劳动分离，而且不久也真的分离了……土地所有者开始把拼种土地的劳动
0

O

O

O

O

OOoOoOoOOO

交给埔佣的土地拼种者去担负"。（同上，第13页）

这样，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就在农业中出现了 。只有当■-定

数量的人丧失对劳动条件—
—首先是土地—
—的所有权，并且除了
自己的劳动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出卖的时候，这种关系才会出现。
现在，对于已经不能再来生产任何商品而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
动的雇佣工人来说 ，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必要生活资料的等价物，必
然成为他同劳动条件的所有者交换时的规律 。
“只凭双手和勤劳的普通工人，除了能够把他的劳动出卖给别人以外，就一
无所有……在一切劳动部门，工人的工资都必定是，而实际上也是限于维持

他的生活所必需的东西。”（同上，第10页）

而且，雇佣劳动一出现，
“土地产品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包括土地耕种者的生存资料和利润，这是
他的劳动的报酬，也是他耕种土地所有者的土地的条件；余下的就是那个独立

的可以自由支配的部分，这是土地作为纯粹的赐予交给耕种土地的人的、超过

OOOOOOOOOOÖOOOOOOO

他的预付和他的劳动报酬的部分;这是B 土地所有者的份额，或者说，是土地所
有者赖以不劳动而生活并且可以任意花费的收入”。（第14页）

但是，这个“纯粹的土地赐予”现在已经明确地表现为土地献给

“耕种土地的人”的礼物，即土地献给劳动的礼物 ，表现为用在七地上
的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劳动由于利用自然的生产力所具有
的，从而是劳动从土地中吸取的，是劳动只作为劳动从土地中吸取

的。因此，在土地所有者手中，余额已经不再表现为“自然的赐予”，

而表现为对于他人劳动的—
—不给等价物的—
—占有，这一劳动由

于自然的生产率，能够生产出超过本身需要的生存资料，但是它由于

是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在劳动产品中便只能占有 “维持他的生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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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的东西”。
“土地耕种者生产他自己的工资，此外还生产用来支付整个手工业者和其

OOOOO

o o o o o O

他雇佣人员阶级的收入。土地所有者没有土地耕种者的劳动，就一无所有〈可

OOOQOOOOOOOOOOÛ

o o o o o

见不是靠“纯粹的自然赐于”〉；他从土地耕种者那里［VI-232］得到他的生存
资料和用来支付其他雇佣人员劳动的东西……土地耕种者需要土地所有者，
却仅仅由于习俗和法律。”（同上，第15页）

可见,在这里，剰余价值直接被描绘成土地所有者不给等价物而

占有的土地耕种者劳动的一部分，因而这部分劳动的产品是他没有

买过而拿去出卖的。但是，杜尔哥所指的不是交换价值本身 ，不是劳
动时间本身，而是土地耕种者的劳动超出他自己的工资之上提供给
土地所有者的产品余额;但这个产品余额，只不过是土地耕种者在他

为再生产自已的工资而劳动的时间以外，白白地为土地所有者劳动
的那一定量时间的体现。

因此，我们看到，重农学派在农业劳动范围内对剩余价值是有正

确理解的，他们把剩余价僮看成雇佣劳动者的劳动产品 ，虽然对于这
种劳动本身，他们又是在它表现为使用价值的具体形式上来理解的 。

顺便指出，杜尔哥认为，农业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
—“土地出
租 ”是
“一切方式中最有利的方式，但是采用这种方式应以已经富庶的地区为前提”。
（同上，第21页〉

〔在考察剩余价值时，必须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 ，就是说，不
是从商品同商品的交换中 ，而是从劳动条件的所有者和工人之间在

生产范围内进行的交换中，引出剩余价值。而劳动条件的所有者和

3

工人又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彼此对立的 ，因此，这里决不是以脱离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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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为前提。〕

〔在重农主义体系中，土地所有者是“雇主”，而其他一切生产部

门的工人和企业主是“工资所得者”，或者说，“雇佣人员”。由此也就

有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

杜尔哥这样分析劳动条件：
“在任何劳动部门，劳动者事先都要有劳动工具.都要有足够数量的材料作

为他的劳动对象；而旦都要在他的成品出卖之前有可能维待生活。”（第34页）

所有这些“预付”,这些使劳动有可能进行，因而成为劳动过程的

前提的条件,最初是由土地无偿提供的：
"在土地完全没有耕种以前，土地就提供了最初的预付基金”，如果实、鱼、

静类等等,还有工具—
—例如树枝、石块、家畜，后者的数量由于繁殖而增加起
来，它们每年还提供“乳、毛、皮和其他材料，这些产品连同从森林里采伐来的木

材一起，成丁工业生产的最初基金”。（第34页）

这呰劳动条件，这些劳动的“预付”，一旦必须由第三者预付给工

人，就变成资本，而这种情况，从工人除了本身的劳动能力外一无所

有的时候起，就出现了。
“亨社会上大部分成员R亨春枣丰巧呼卷，这些靠工资生活的人，
无论是°为了取得加工的原料°，么Ü °了 °在°发°工°资°之°前°维持生活,都必须枣牢得
到一些东西
O O O O 。”（第37 _38页）

[VI _233]杜尔哥把“资本”解释为
“积累起来的流动的价值”。（同上，第38,39页）最初，土地所有者或土地

耕种者每天直接把工资和材料付给，比如说,纺麻女工。随着工业的发展，必须

使用较大景的“预付"，并保证这个生产过程的不断进行。于是这件事就由"资
本所有者"担当起来。这些“资本所有者”必须在自己产品的价格中收回他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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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预付"，取得等于•‘假定他用货币购买一块〈土地＞而给他带來的东西”的-一笔
利润，还要取得他的“工资”，“因为，毫无疑问，如果利润一样多，他就宁可毫不

费力地靠那笔资本能够买到的土地的收入来生活了”。（第39页）

“工业雇佣阶级”又划分为
‘‘企业资本家和普通工人”等等。（第39页）

“租地农场企业主”的情形也和这些企业资本家的情形一样 。他

们也像上述情况~样，必须收回全部“预付”，同时取得利润。
“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从土地产品的价格中事先扣除；由土地耕种者交
给土地所有者，作为允许他利用后者的土地来建立企业的°报"酬。这就是租金，
就是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就是纯产品，因为土地生产出来补偿各种预付和这些
预付的提供者的利润的全部东西，不能看成收入，而只能看成土地耕作费用的

补偿；要知道，如果土地耕种者收不回这些费用，他就不会花费自己的资金和劳
动去拼种别人的土地。”（同上，第40页）

最后：
"虽然资本有一部分是由劳动者阶级的利润积蓄而成，但是，既然这些利润
总是来自土地（因为所有这些利润不是由收入来支付，便是由生产这种收入的
费用来支付），那么很明显，资本也完全像收入一样，来自土地；或者更确切地

说，资本不外是土地所生产的一部分价值的积累，这一部分价值是收入的所有
者或分享者可以每年储存起来，而不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的。"（第66页）

不言而喻，既然地租是惟一的剩余价值,那么惟有地租才是资本
积累的源泉。资本家在此以外积累的东西 ，是从他们的“工资”（他们
的用于消费的收入，因为利润正是被看成这种收入 ）中积攒下来的。

因为利润和工资一样，算在土地耕作费用中，只有余额才成为土

地所有者的收入，所以土地所有者尽管被摆在可敬的地位，事实上，

丝毫不分摊土地耕作费用，因而他不再是生产当事人—
—这一点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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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学派的看法完全一样。

重农主义的产生，既同反对柯尔培尔主义21有关系，又特别是同
罗氏体系22的破产有关系。

[VI 一234]把价值同物质混淆起来 ，或者确切些说，把两者等同
起来的看法，以及这种看法同重农学派的全部见解的联系，在后面这
段引文中表现得很清楚 。这段引文摘自斐迪南多•拍奥莱蒂的著作

〈谋求幸福社会的真正手段〉（这部著作一部分是针对韦里的，韦里在

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1771年）中曾经反对重农学派）。（托斯卡
纳的帕奥莱蒂所写的这部著作 ，见库斯托第出版的〈意大利政治经济

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20卷）
像“土地产品”这样的“物质数量倍增的情况”，"在工业中无疑是没有的，而
ooooooooo

且也不可能发生，因为工业只给物质以形式，仅仅使物质发生形态变化;所以工

业什么也不创造。但是，有人反驳我说，工业既给物质以形式，那它就是生产

的；因为它即使不是物质的生产，也还是形式的生产。好吧，我不否认这--点；
可是，这不是财富的创造，相反，这无非是一种支出……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

OOOOOOOO

OO

OOOQOOOO

和研究对象，是物质的和实在的生产，而这种生产只能在农业中发生，因为只有
农业才使构成财富的物质和产品的数量倍增……工业从农业购买原料，以便
把它加工。工业劳动，前面已经说过，只给这个原料以形式，但什么也不给它添

加，不能使它倍增”。（第196—197页）“给厨师一定数量的豌豆，要他用来准备
午餐；他好好烹调之后，将烧好的豌豆端到你桌上，但是数景同他拿去的一样；

相反，把同量的豌豆交给种菜人，让他把豌豆拜托给土地，到吋候，他归还给你
的至少比他领去的多3倍。这才是真正的惟一的生产。”（第197页）“物由于人
的需要才有价值。因此，商品的价值，或这个价值的增加，不是工业劳动的结

果，而是劳动者支出的结果。”（第198页）“一种最新的工业品刚一出现，它很快
就在国内外风行起来；可是，其他工业家、商人的竞争会极快地把它的价格压低
到它应有的水平，这个水平……决定于原料和工人生存资料的价值。”（第

204 —205 页）

把自然力大规模地使用于生产过程，在农业中要比在其他一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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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部门中早ö自然力在工业中的使用，只是在工业发展到比较高

的阶段才明显。从后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出 ，亚•斯密在这里反映的
还是大工业的史前时期 ，因此他表达的是重农主义的观点，而李嘉图

则从现代工业的观点来回答他。

[VI —235]亚•斯密在他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
究〉第二篇第五章中,谈到地租时说道 ：
“地租是扣除或补偿一切可以看做人工产物的东西之后所留下的自然的产

物。它很少少于总产品的四分之一，而常常多于总产品的三分之一。制造业中

使用的等量生产劳动，决不可能引起这样大的再生产。在制造业中，自然什么

也没有做，一切都是人做的；并且再生产必须始终和实行再生产的当事人的力
最成比例。”

对于这一点，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和陚税原理〉（1819年

第2版第61 -62页上的注）中作了回答：
“在制造业中，自然没有替人做什么吗？那些推动我们的机器和船只的风
力和水力，不算数吗？那些使我们能开动最惊人的机器的大气压力和蒸汽压

力，不是自然的赐予吗？至于在软化和溶化金属时热的作用以及在染色和发酵
过程中大气的作用，就更不用提了。在人们所能举出的任何一个制造业部门
中，自然都给人以帮助，并且是慷慨而无代价的帮助。”23

重农学派把利润只看成是对地租的扣除 ：
“Ä农学派说,例如一幅花边的价格，它的一部分只补偿工人的消费，而另
-部分则由一个人〔也就是土地所有者〕的口袋转入另™个人的口袋。”（〈论马
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1821年伦敦
版第96页）24

重农学派认为利润（包括利息）只是资本家用于消费的收入 ，从

这种见解也产生了亚•斯密和追随他的经济学家的以下观点 ：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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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累应归功于资本家个人的节俭、节约和节欲。重农学派所以作
出这个论断，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地租才是真正的、经济的、可以说
是合法的积累源泉 。
杜尔哥说:“它〈即土地耕种者的劳动〉是惟一生产出超过劳动报酬的东西

O O O O O O

的劳动。"（杜尔哥，同上第II页，［Zh.6l］）25

可见，利润在这里完全包括在“劳动报酬”之中。
［VI —236］“土地耕种者除了这个补偿〈补偿他自己的工资〉以外，还生产
出土地所有者的收入，而手工业者既不为自己也不为别人生产任何收入，（同

上，第16页）“土地生产出来补偿各种预付和这些预付的提供者的利润的全部
东西，不能看成收入，而只能看成土地拼作费用的补偿。”（同上，第40页，［Zh.

OOOOOO
65］）2各

OOOOOOOOO

阿•布朗基在《欧洲政治经济学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1839
年27布魯塞尔版第139页）中说道：
“他们认为，用于耕种土地的劳动，不仅生产出劳动者在整个劳动期间为维

持本人生活所必需的东西，而旦还生产出一个可以加到已有财富量上的价值余
o

o

O

额〈剩余价值〉，他们把这个余额称为纯产品。〈因而他们是从剩余价值借以表
O

现的使用价值的形式来看剩余价值的。〉纯产品必定属于土地所有者，并且成为

他手中完全可以由他支配的收入。那么什么是其他劳动部门的纯产品呢？
……制造业者、商人、工人一"^他们都被看成是农业的伙计、雇佣劳动者,而农
业是一切财富的至髙无上的创造者和分配者。在经济学家28的体系中，所有这

些人的劳动产品只代表他们在劳动期间消费掉的东西的等价物.因此，在劳动
完成之后,除非工人或业主把他们有权消费的东西储存下来.也就是说节约下
OOOOOOOOOOOOOOOOOOOOO

来,财富的总量同以前是完全一样的。因此，只有用在土地上的劳动，才能生产
财富,而其他劳动部门的劳动则被看做是不生产的，因为它不能使社会资本有
OOOOOOOOO

任何增加。o

o

o

O

〔总之，重农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在于剩余价值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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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他们应当解释的正是这种现象。在他们驳倒了重商主义的“让

渡利润”6之后，就面临了这个问题。
里维耶尔的梅尔西埃说:“要有货币，人就必须购买货币，在这种购买之后，
他并不比以前更富；他不过是把他以商品形式付出去的同一个价值，以货币形
式取回来。”（电维耶尔的梅尔西埃〈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第2卷第338

页）

这一点适用于［VI — 237］买,也适用于卖，同样适用于商品的整
个形态变化的结果，即买卖的结果;适用于各种商品按其价值进行的

交换，即等价物的交换。但在这种情况下，剩余价值是从哪里来的
呢？也就是说，资本是从哪里来的呢？摆在重农学派面前的正是这
个问题。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把那种由于植物自然生长和动物自
然繁殖而使农业和畜牧业有别于制造业的物质増加，同交换价值的
増加混淆起来了。在他们看来，使用价值是基础。而一切商品的被
归结为烦琐哲学家所说的普遍物的使用价值 ，就是自然物质本身 ，而

自然物质在其既定形式上的增加，只有在农业中才会发生。〕
亚•斯密著作的翻译者热•加尔涅本人是一个重农主义者，他

正确地解释了重农主义的节约论等。首先他告诉我们，制造业—
—
而重商主义者认为是一切生产部门—
—只有靠“让渡利润”，也就是
只有靠髙于商品价值出卖商品，才能创造剩余价值，因此，发生的只
是已创造的价值的新分配，而不是已创造的价值的新增加。
“手工业者和制造业者的劳动不开辟财富的任何新源泉，它只有靠fÇJ的
交换才能获得利润，并且只具有纯粹相对的价值.这种价值.如果靠交换à為Ä
OOOOOOOO

O

O

O

0

O

机会不再出现，也就不会再有了。”（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加尔涅的译本，1802年巴黎版第5卷第266页）《

或者说，他们的节约-一除去开支以外给自己保留下来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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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依靠缩减自己的消费来实现。
—
“虽然除了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节约以外，手工业者和制造业者的劳动不
可能把其他任何东西加到社会财富的总量上去，但是它依靠这种节约，能促使

社会富裕。”（同上，第266页）

下面一段话说得更详细 ：
“农业劳动者正是以自己的劳动产品使国家富裕；相反，制造业劳动者和商
业劳动者只有节约自己的消费才能够使国家富裕。经济学家的这个论断是从

OÛOOOOOOO

他们对农业劳动和制造业劳动所作的区分得出的，并且同这种区分本身一样是
无可争议的。事实上，手工业者和制造业者的劳动可以加到物质的价值上去

的，仅仅是他们自己劳动的也就是这种劳动根据国内当时通行的工资率
[VI —238]和利润率必定带°来°的工资和利润的价值。这种工资，无论是高是
低，都是劳动的报酬;这是工人有权消费并且假定正在消费的东西；因为只有通
过消费，他才能亨受自己的劳动果实，而这种享受实际上也就是他的全部报酬,,

同样，利润无论是高是低，也被看成资本家天天消费的东西，当然，假定资本家

也是按照他的资本带给他的收入的多少来安排自己的享受的。总之，如裉工人
不放弃他按照适合于哗的通行的工资率有权享受的•部分福利.如果资
本家不把他的资本带二部分收入储蓄起来 ，那么，工人和资本家在完成

劳动时，也就消费了这个劳动带来的全部价值，因此，在他们的劳动完成之后，
社会W富的总量依然和以前一样，除非他们把他们有权消费并且能够消费而不
O O O O

致被指责为浪费的一部分东西节约下来;在后一场合
，社会财富总量就坩加了
o o o O

这种节约的全部价值。因此，完全可以说，从事制造业和商业的人只有通过个

OOÛOOOOOO

o o o o O

人的节俭才能增加社会现有的财富总量
。"（同上，第263 —264页）
o
0 O O
OOOOOOOOOOO

加尔涅也完全正确地觉察到 ，亚•斯密关干通过节约进行积累

的理论，是建立在这个重农主义基础上的（亚•斯密深受重农主义的

影响，这种影响在他对重农主义的批判上表现得最明显 ）。加尔
涅说：
“嚴后，如果经济学家曾经断言，制造业和商业只有通过节俭才能增加国民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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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那么，斯密同样说过，如果经济不通过本身的节约来增加资本，制造业就

会白白经营，一国的资本也就永远不会增加（第2篇第3章）。由此可见，斯密
完全冋意经济学家的意见等等"。（同上，第270页）

[VI — 239]阿•布朗基在前面引用过的著作中指出，促使重农
主义传播、甚至促使它产生的一个直接历史情况是 ：
“在制度〈罗氏体系22〉的狂热气氛中猛长起来的一切价值，除了毁灭、荒

芜、破产之外，毫无所留。惟独土地所有权在这次风暴中没有毁灭。”

Q O o O O O O

.

〔因此，蒲鲁东先生在（贫困的哲学〉中，也让土地所有权跟在信
贷后面出现。〕
"它的地位甚至改善了，因为它—
—也许是从封建时代以来第一次一转
o

o

o

了手，并旦被大规模地分割了
。”（同上，第138页）
oooooooo

这就是说：
“在该制度的影响下发生的无数次转手，开始丁土地所有权的分割……上

地所有权第一次摆脫了封建制度长期来使它所处的僵化状态。对农业来说，这
是真正的苏醒•…它〈土地〉从死手制度转入了流通制度。”（第137—138豇）

正像魁奈和他的其他门徒一样，杜尔哥也主张农业中有资本主
义生产。例如，杜尔哥说：
"土地的出租……最后这种方式〈以现代租佃制为基础的大农业〉是一切
方式中最有利的方式，但是采用这种方式应以已经富庶的地区为前提。”（见杜
尔哥，同上第21页

魁奈在他的（农业国经济管理的一般原则〉中说：
“用于种植谷物的土地应当尽可能地联合成由富裕的土地耕种者〈即资本

家〉经营的大农场，因为大农业企业与小农业企业相比，建筑物的维修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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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费用也扣应地少得多，而纯产品多得多。”［〈重农学派〉，德尔出版.第1部
第96 —97页］

同时，魁奈在上述地方承认：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成果，应当

归于“纯收入”，因而首先落到土地所有者手里，即剩余价值占有者手
里；剩余价值的相对增加不是由土地产生的，而是由提高劳动生产率
的社会措施和其他措施产生的。［VI —240］他在上述地方说：
“在可以利用动物、机器、水力等等完成的劳动中，它的任何有利的〔对纯产

品有利的〕节约，都造福于居民。"［同上］

同时，里维耶尔的悔尔西埃（同上，第2卷第407页）模糊地
猜到：剩余价值至少在工业中 （前面已经指出，杜尔哥把这一点推广

到一切生产部门）同工业工人本身有某种关系 。他在这个地方大声
疾呼：
“盲目崇拜工业的虚假产品的人们，请把你们的狂喜劲儿收敛-卜'吧！在
你们赞赏工业奇迹之前，睁开眼睛看看，那些有手艺把20苏变为1000埃巨
价值的工人是多么贫穷，至少是多么拮据！价值的这个巨大的增殖额落到谁手

OOOÛOOQOOOOOOOO

里去呢？请看：亲手创造价值增殖额的人却过不了宽裕日子！请注意这个对

o O O

照吧！”
o

O

O

OOOOOOOOOOOOOOOOOOO

0 0 0 0 0*3

0

经济学家的整个体系的矛盾。魁奈就是君主专制的拥护者之

"政权应当是统一的……在政体上，保持各种相互对抗的力量的制度是

有害的，它只证明上层不和睦和下层受压迫。"（见前面引证的（农业国经济管珲
的般原则〉［＜重农学派〉，德尔出版，第1部笫81页］）

里维耶尔的梅尔西埃写道：
“人注定要在社会内生活，单单这--点就注定他要在专制制度下牛活、

（5）剰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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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第1卷第281页）

这里还有“人民之友”31米拉波侯爵，老米拉波！正是这个学派

以自由放任18口号推翻了柯尔培尔主义21，并根本否定政府对市民
社会活动的任何干预 。它只让国家在这个社会的缝隙中生活，就像

伊壁鸠鲁让神在世界的缝隙中存在3 2—样！对土地所有权的颂扬，
在实践中变成了主张把赋税全都转到地租上，这也就是实质上由国
家没收地产，—
—这一主张完全同李嘉图学派中的激进分子17—样。

法国革命不顾勒代雷和其他人的反对，采纳了这种赋税理论 。

杜尔哥本人是给法国革命引路的激进资产阶级大臣。重农学派
虽然有假封建主义的外貌，但他们同百科全书派33并肩工作。

[VI-~241]后面，我们还要回过头来谈重农学派在分析资本方
面的巨大功绩。34
这里暂时先指出一点 。按照重农学派的意见，剩余价值的产生

有赖于特种劳动的生产率即农业的生产率。而这种特殊的生产率的

存在，总的说来,有赖于自然本身。

在重商主义体系中，剩余价值只是相对的：一人之所得就是他人
之所失。“让渡利润”6,或者说“财富的天平在有关双方之间摆

动”。①因此，从一国总资本来看，在这个国家内部，实际上并没有形
成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只有在一个国家同另一些国家的关系中才能

形成。■-国所实现的超过另一国的余额表现在货币上（贸易差额），
因为货币是交换价值的直接的和独立的形式。与此相反，—
—因为

①见本卷第11 一 13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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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体系事实上否定绝对剩余价值的形成, —
—重农主义力图
把绝对剩余价值解释为“纯产品”。因为重农学派把注意力集中在使

用价值上，所以他们认为农业是这种“纯产品”的惟一创造者。

杜尔哥试图施行后来法国革命也采取的一些措施。他通过

1776年二月敕令废除了行会。（这个敕令在颁布3个月后就撒销
了。）同样，杜尔哥还使农民摆脱了筑路义务，并试图对地租实行单

一税。
追査蛊惑者3S的老手和普鲁士王国枢密顾问施马尔茨，是重农

主义的最幼稚的代表之一—
—他同杜尔哥相差不知多远！例如，施
马尔茨说：
"既然自然付给他〈土地所有者〉比合法货币利息多一倍的利息，那么，根据
0000000090000

什么明显的理由可以剥夺他的这种收入呢？”（〈政治经济学〉，昂利•茹弗&瓦
译自德文，1826年巴黎版第1卷第90页P6

关于最低限度的工资，重农学派是这样表述的：工人的消费（或

开支）等于他们所得的工资。或者像施马尔茨先生那样把这一点一
般地表述为：
“某--职业的平均工资，等于从事这•-职业的人在其劳动期间的平均消费
额。”（同上，第120页〉

“地租是国民收入的惟一要素；［VI —242］投资的利息和各种劳
动的工资，都不过是把这个地租的产品从一个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个

人的手里。”（同上，第309 —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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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国民财富的仅仅是对土地的利用，是土地每年再生产地租
的能力。”（同上，第310页）

“一切东西，不管它们是什么样的，如果要追究它们的价值的基
o O

础或原始要素，那就必须承认，这个价值无非是纯粹的自然产品的价

值。这就是说，虽然劳动使这些东西具有新价值，因而增加了它们的

价格，但这个新价值,或者说,这个增加了的价格.仍然不过是为了使
这些东西具有新形式，而由工人以各种方式毁坏 、消费或用掉的一切
自然产品的价值的总和 。”（同上，第313页）

“这种劳动〈真正的农业〉是惟一有助于生产新物体的劳动，因而
o O O

是惟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生产劳动的劳动 。至于加工工业或工

业中的劳动……它只赋予自然所生产的物体以新的形式。”（施马

尔茨。同上，第15—16页）
反对重农学派的偏见。

韦里（彼得罗）〈政治经济学研究〉（17H年第一次刊印），见库斯
托第出版的《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15卷。
“宇宙的一切现象，不论是由人手创造的，还是由自然的--般规律引起的，

都不是真正的新创造，面只是物质的形态变化。结合和分离是人的智踅在分析
再生产的观念时一再发现的惟-要素；价值和财富的再生产，如土地、空气和水
在田地上变成谷物，或者昆虫的分泌物经过人的手变成丝绸，或者一些金属片

被装配成钟表，也是这样。”（第[21 _]22页，[Zh.37]P7

接着他写道：
重农学派把“工业劳动者阶级称为不生产阶级，因为按照他们的意见，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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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价值等于原料加上工业劳动者在加工这个原料时所消费的食品”。（同上,
0000000000000000000000

O

Ô

第 25 页，［Zh.47］）

［VI 一243］相反，韦里却注意到土地耕种者经常贫穷，而工业劳
动者日益富裕，然后他继续写道：
“这证明，工业家从他卖得的价格中不仅获得消费的补倦，而且在这个补偿

之外多得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就是一年生产中所创造的新的价值量。”（同上，第

26页）“再生产出来的价值，就是农产品或工业品的价格中超过材料和加工材
料吋所必要的消费费用的原有价值的余額。在农业中必须扣除种子和土地耕
种者的消费；在工业中同样要扣除原材料和劳动者的消费，而每年再生产出来

的价值和扣除后的余额一样多。”（同上，第26 -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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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亚当•斯密
亚•斯密和一切值得一谈的经济学家一样，从重农学派那里接
受了平均工资的概念，他把平均工资叫做“工资的自然价格”：
“一个人总要靠自己的劳动来生活，他的工资至少要够维持他的生存。在
大多数情况下，他的工资甚至应略髙于这个水平.否则，工人就不可能养活---家
人，这些工人就不能传宗接代。"（［加尔涅的译本］第1卷第1篇第8章第136

页）

亚•斯密十分明确地断定 ，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对工人本身并没
有好处。例如我们在他的著作中读到（麦克库洛赫版，1828年伦敦

版第1篇第8章）:
"劳动的产品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工资。在土地私有制产生和资本积累

O o O O O O O

O O O O

之前的原始状态中，全部劳动产品都《于劳动者。既没有土地所有者，也没有
老板来同他分享。假如这种状态保持下去，那么工资就会随肴分工引起的劳动

O O O O O O

生产力的增长而增长。一切东西就会逐渐便宜起来。”

ô O

ooooooooo

〔无论如何，在再生产时需要的劳动量较少的一切东西 ，都是如

此。但是，它们不仅“会”便宜起来，实际上已经便宜了。］
“它们将会用较少量的劳动生产出来；而因为在这种状态下同竜劳动生产

的商品自然会相互交换，所以它们也就可以用劳动墩较少的产品［VI —244］来
购买。但是，这种由劳动者窣有自己的全部劳动产品的原始状态，在字譽亨亨

制产生和资本积累之后，不可能保持下去。因此，这种状态在劳动生

OOOOOOOOOO

O O O O O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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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ö重大发展之前早就不存在了，所以，进一步研究这种状态对劳动报酬或上资
可能发生什么影响，就没有用处了。”（第1卷第107 —109页）38

亚•斯密在这里非常确切地指出，劳动生产力真正大规模的发
展，只是从劳动变为雇佣劳动 ，而劳动条件一方面作为土地所有权,

和另一方面作为资本同劳动相对立的时刻才开始的。因而劳动生产

力的发展只是在劳动者自己再也不能占有这一发展成果的条件下才

开始的。因此，研究生产力的这种增长在劳动产品 （或这个产品的价
值）假定属于劳动者本人的条件下对“工资”—
—在这里等于劳动产

品—
—会有（或应当有）什么影响，就完全没有用处了 。

亚•斯密深受重农主义观点的影响，在他的著作中，往往夹杂着
许多属于重农学派而同他自己提出的观点完全矛盾的东西 。例如地
租学说等等,就是如此。斯密著作的这些部分并不表现他的特点 ，他

在这些地方纯粹是一个重农主义者，39从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这些
部分可以完全不去注意 。
我在这部著作的第一部分分析商品时已经指出 ，4（＞亚•斯密在

交换价值的规定上摇摆不定 ：一方面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商

品所必要的劳动量，另一方面又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可以用来买

进商品的活劳动tf，或者同样可以说，决定于可以用来买进一定量活
劳动的商品量；他时而把第一种规定同第二种规定混淆起来，时而以
后者顶替前者。在第二种规定中，斯密把劳动的交换价值当作商品

的价值尺度，实际上就是把工资当作商品的价值尺度，因为工资等于
用一定Ä活劳动可以购得的商品量,或者说，等于用一定量商品可以

买进的劳动量。但是，劳动的价值，或者确切些说，劳动能力的价值,

也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是变化的，它和其他商品的价值没有
什么特殊的区别。这里把价值当作价值的标准和说明价值存在的理

(5)倒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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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因此成了循环论证。

但是，从以后的叙述中可以看到，斯密的这种摇摆不定以及把完
全不同的规定混为一谈，并不妨碍他对剩余价值的性质和来源的探

讨，因为斯密凡是在发挥他的论点的地方，实际上甚至不自觉地坚持

了商品交换价值的正确规定，即商品的交换价值决定于商品中包含
的已耗费的劳动量或劳动时间。

[VI—245]其次，亚•斯密著作中的上述矛盾以及他从一种解
释方法到另一种解释方法的转变，是有更深刻的基础的。李嘉图揭
示了斯密的矛盾，但没有觉察到这个更深刻的基础，没有对他所发现

的矛盾做出正确的评价，因此也没有给以解决 。假定所有劳动者都
是商品生产者，他们不仅生产自己的商品，而且出卖这些商品。这些

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它们所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如果商品按
它们的价值出卖，那么劳动者用一个作为 12小时劳动时间的产品的

商品，仍然可以买到以另一个商品为形式的12小时劳动时间，即实
现在另一个使用价值中的 12小时劳动时间。由此看来，他的劳动的

价值等于他的商品的价值,即等于12小时劳动时间的产品。卖和随
之而来的买,总之，整个交换过程—
—商品的形态变化—
—在这里没

有引起任何改变。它所改变的只是表现这12小时劳动时向的使用
价值的形态。因此，劳动的价值等于劳动产品的价值。第一，以商品

形式相交换的一-只要商品按它们的价值进行交换 —
—是等量对象

化劳动。而第二，一定量活劳动同等量对象化劳动相交换 ，因为一方
面，活劳动对象化在属于劳动者的产品即商品中，另一方面，这个商

品又同包含等量劳动的另一个商品相交换。因而实际上是一定量活
劳动同等量对象化劳动相交换 。由此可见，不仅是商品同商品按照

它们所代表的等量对象化劳动时间的比例相交换，而且是一定量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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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与代表同量对象化劳动的商品相交换。
在这种前提下，劳动的价值（用一定量劳动可以买到的商品量，

或者说，用一定量商品可以买到的劳动量 ），就和商品中包含的劳动

量完全一样，可以看做商品的价值尺度。这是因为，劳动的价值所表

现的对象化劳动量总是等于生产这个商品所需要的活劳动量 ，换句

话说，一定量的活劳动时间总是支配着代表同样多的对象化劳动时

间的商品量。但是,在劳动的物的条件属亍一个阶级或几个阶级 ，而
只有劳动能力属于另一个阶级即劳动者阶级的一切生产方式下一

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情况正好相反。劳动产品或劳动
产品的价值不属于劳动者。一定量活劳动支配的不是同它等量的对

象化劳动;换句话说,一定量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所支配的活劳动

量，大于该商品本身包含的活劳动量 。
但是，因为亚•斯密完全正确地从商品以及商品交换出发 ，从而

生产者最初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

商品的卖者和买者

相互对

立，所以，他发现（他以为）.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交换 、［VI _246］对
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的交换中，一般规律立即失效了，商品（因为劳动
既然被买卖，那它也是商品）已经不按照它们所代表的劳动量来交换
了。由此他得出結论：一旦劳动条件以土地所有权和资本的形式同

雇佣工人相对立，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调节商品交换价值的内在尺度

了。正如李嘉图正确地评论他的那样,41斯密倒是应当做出相反的
结论:“劳动的量”和“劳动的价值”这两个用语不再是等同的了，因
而，商品的相对价值，虽然由这些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调节，但已
经不再由劳动的价值调节了，因为后一个用语只有在同前一个用语
等同的时候，才是正确的。以后谈到马尔萨斯的时候，42将会证明，

把这个价值或劳动的价值当作像劳动时间或劳动本身作为价值尺度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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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造价值的要素那种意义的价值尺度，这本身就是错误的和荒谬

的，即使在劳动者占有自己的产品即自己产品的价值的情况下也是
如此。甚至在这种情况下，用一种商品可以买到的劳动，也不能当作

与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有同样意义的尺度，其中的一个只不过是另
一个的指数。

无论如何，亚•斯密感到，从决定商品交换的规律中很难引申出
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后者似乎是建立在完全对立和矛盾的原则
上的。只要资本直接同劳动相对立，而不是同劳动能力相对立，这种

矛盾就无法解释。亚•斯密知道得很清楚，再生产和维持劳动能力
所耗费的劳动时间，与劳动能力本身所能提供的劳动是大不相同的。

关于这个问题，他甚至引证康替龙的著作（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
“这位作者补充说,强壮奴隶的劳动据估计有两倍于他的生活费用的价值，

而一个最弱工人的劳动所具有的价值，在他看来，也不会比强壮奴隶的劳动
少。"（加尔涅的译本，第1卷第1篇第8章第137页）

另一方面，奇怪的是，亚•斯密竟不丁解，他的疑问同调节商品

相互交换的规律没有什么关系。商品A和商品B按它们所包含的
劳动时间的比例进行交换，这丝毫不会由于产品A或产品B的生产
者相互之间分配产品 A和产品B（或者确切些说，分配它们的价值）

的比例而受到破坏。如果产品A的一部分归土地所有者，第二部分

归资本家，第三部分归工人，那么，无论他们所得的份额是多少,丝毫
也不会改变A本身是按其价值同B相交换的情况。A和B这两种

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的比例，完全不因A或B所包含的劳动时间

由不同的人怎样占有而受到影响。
“当呢绒和麻布进行交换的时候，呢绒的生产者就会在麻布上恰恰占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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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以前在呢绒上所占有的那一份。”（〈哲学的贫困〉第29页）43

这也就是李嘉图学派后来完全正当地提出来反对［VI—247］
亚•斯密的论据。马尔萨斯主义者约翰•卡泽诺夫同样写道：
“商品的交换和商品的分配应当分开来考察……对其中一个有影响的情
况井不总是对另一个也有影响，例如，某一•种商品的生产费用的减少，会改变

它对其他一切商品的比例；但不一定会改变这种商品本身的分配，或者根本不
会影响其他商品的分配。另一方面,对一切商品同样发生影响的商品价值的普
遍下降，不会改变商品之间的比例。它可能影响—
—但也可能不影响—
—它们

的分配”等等。（约翰•卡泽诺夫〈为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定义〉所写的序

言〉1853年伦敦版［第6页］）44

但是，因为产品价值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分配”本身，是以商
品交换—
—商品和劳动能力之间的交换—
—为基础的，所以这就自

然引起亚•斯密的混乱。亚•斯密还把劳动的价值或某一商品 （或
货币）对劳动的购买力当作价值尺度，这就使他在阐述价格理论、研
究竞争对利润率的影响等等地方乱了思路，使他的著作在总的方面
失去了任何统一性，甚至使他把许多重大问题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

然而，我们在后面马上就会看到，这并没有影响他关于剰余价值一般
的思路，因为斯密在这里始终坚持了价值决定于各种商品中包含的

已耗费的劳动时间这一正确规定。
现在我们就来谈$他对问题的阐述。

不过，还要先提到一个情况。亚•斯密把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
了。首先，他在第一篇第五章中说：
个人是富是贫，要看他能取得必需品、舒适品和娱乐品的程度如何。但

是，自从各个部门的分工确立之后，一个人依靠自己的劳动能够取得的只是这

些物品中的极小部分，极大部分必须仰给于他人的劳动；所以他是富是贫，就要

OOOOOOOO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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肴他能够支配或买到的劳动量有多大。因此，任何一种商品，对于占有这种商
o

OOOOOÛOOOOOOOOOO

0

O

Ô

o

0

品而不打算自己使用或消费，却打算用它交换其他商品的人来说，它的价值等

oooooooooooo

ooooo

于这个商品使他能够买到或支配的劳动量。由此看来，劳动是一切商品的交换
ooooooooooooooo

o

价值的真实的尺度
。”（第1卷第59 —60页）
o O O

接着，他说：
"它们〈商品〉包含着一定量劳动的价值，我们就用这一定量劳动的价值去
O

O

OOOOOOOO

OOOOOOjOOOOOOOO

同假定［VI_248］在当时包含着同量劳动的价值的东西相交换……世界上的
o

o

o

ooooooooooooooooooo

一切财富原先都不是用金或银，而只是用劳动购买的;这些财富的价值，对于占

有它们并想用它们交换什么新产品的人来说，恰好等于这些财富使他能够买到
或支配的劳动量。”（第1篇第5章第60 — 61页）

最后，他说：
“霍布斯先生说，财富就是权力；但是，获得或继承了大宗财产的人，不一定

因此就得到民政的或军事的政治权力……财富直接提供给他的权力，无非是
购买的权力；这是一种支配当时市场上有的一切他人劳动或者说他人劳动的~

OOOOOOOOOOOOOOOOOOOOOC

切产品的权力
。”（同上，第61页）
o o o

我们看到，在所有这些地方，斯密都把“他人劳动”同“他人劳动
的产品”混淆起来了。自从分工确立之后 ，某一个人占有的商品的交

换价值，就由这个人所能买到的他人的商品构成 ，也就是由这些商
品中包含的他人劳动的量，即物化了的他人劳动的量构成。而他人

劳动的这个量等于他自己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斯密十分明确
地说：
“商品包含着一定量劳动的价值，我们就用这一定量劳动的价值去同假定

在当时包含着同量劳动的价值的东西相交换。”

o O

这里的重点在于分工所引起的变化 ，它表现在:财富已经不再由

本人劳动的产品构成 ，而由这个产品支配的他人劳动的量构成 ，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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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它能够买到的并由它本身包含的劳动量决定的那个杜会劳动的
量构成。其实，这里只包含着交换价值的概念 —
—我的劳动只是被
看做社会劳动，因而我的劳动的产品作为对等量社会劳动的支配权，

决定着我的财富。我的商品包含着一定量必要劳动时间，它使我能
够支配任何其他具有相等价值的商品 ，因而支配实现在其他使用价

值中的等量的他人劳动 。这里的重点在于分工和交换价值引起的对
我的劳动和他人劳动的同等看待 ，换句话说，对社会劳动的同等看待

（亚当忽略了一点:连我的劳动 ，或者我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 ，也已经

被社会地规定，已经根本改变了自己的性质），而决不在于对象化劳
动同活劳动之间的差别和两者交换的特殊规律 。事实上，亚•斯密

在这里谈的仅仅是: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它们所包含的劳动时间 ，商品
所有者的财富由他所支配的社会劳动量构成 。
然而，把劳动和劳动的产品等同起来[VI —249],的确在这里已

经为混淆两种不同的价值规定—
—商品价值决定于它们所包含的劳
动量;商品价值决定于用这些商品可以买到的活劳动量 ，即商品价值

决定于劳动的价值—
—提供了最初的根据。既然亚•斯密说：
“一个人财富的多少同这个权力的大小恰成比例，同他能够支配的他人劳

动量成比例，或者同样可以说〈这里就错误地等同起来!〉，同他能够买到的他人

o o o o o

o O

劳动的产品成比例。”（同上，第61页）《

o o o O O

那么，他同样可以说:一个人的财富同他自己的商品即他的 “财

富”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成比例 。斯密也指出了这一点：
“它们〈商品〉包含着一定景劳动的价值，我们就用这一定量的劳动去同假

定在当时包含着同蛰劳动的价值的东西相交换。〈“价值”一词在这里是多余

o o o o 0

的，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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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结论已经在这第五章中表现出来 ，例如他说：
“这样看来，劳动ff哆炒寧决不改变，H ffti劳动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
地方都可以用来解最和îbè二ÄW品的价值的惟一真实的和最终的尺度《”(第

66页)

在这里，把适用于劳动本身，因而也适用于劳动尺度即劳动时间

的说法—
—无论劳动价值如何变化,商品价值总是同实现在商品中
的劳动时间成比例—
—硬用于这个变化不定的劳动价值本身 。
在这里，亚•斯密只是考察一般商品交换:交换价值、分工以及

货币的性质。交换者在斯密面前还只是商品所有者 。他们是以购买

商品的形式购买他人的劳动.就像他们本人的劳动也是以商品的形
式出现一样。因此，他们所支配的社会劳动量 ，等于他们自己用来购

买东西的那个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量。但是，亚•斯密在以后几章谈

到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之间的交换、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而且
强调指出，现在商品的价值已经不再决定于商品本身所包含的劳动

量，而决定于这个商品可以支配即可以买到的 、和商品本身包含的劳
动量不同的他人活劳动的量，实际上他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商品本

身现在已经不按照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来进行交换。这只是意味

着，发财致富，商品所包含的价值的增殖以及这种增殖的程度，取决
于对象化劳动所推动的活劳动量的大小。只有这样理解，这才是正
确的，但斯密在这里仍然没有弄清楚。

[VI —250]在第一篇第六章，亚•斯密从假定生产者只作为商
品出卖者和商品所有者互相对立的关系，转到券动条件所有者和单
纯劳动能力的所有者之间进行交换的关系 。
"在资本积累和土地所有权产生之前的社会原始不发达状态中，为获得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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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交换对象所必要的劳动景，肴来是能够提供交换准则的惟-•根据……通常需
oooooooooooo

要两天或两小时劳动制造的产品，自然比通常需要一天或一小时劳动制造的产

品，有加倍的价值。"（加尔涅的译本，第1卷第1篇第6章第94 -95页）《

因此，生产各种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着商品相互交换的

比例，换句话说，决定着它们的交换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全部劳动产品腐于劳动者，通常为获得或生产某一交换对

象所耗费的劳动量，是决定用这个商品通常可以买到、支配或换得的那个劳动
量的惟一条件。"（同上，第96页）

由此可见，在这种前提下，劳动者是单纯的商品出卖者，一个人
只有在他用自己的商品购买他人的商品的时候，才能支配他人的劳

动。因此，他用自己的商品所支配的他人劳动的量，只有他自己的商
品中包含的那样多，因为他们两个人彼此交换的只是商品，而商品的
交换价值是由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或劳动量决定的 。
但是，亚当继续说道：
“一旦资本在个别人手中积累起来，其中某些人自然就利用它使勤劳者去
oooooooooooo

劳动，向他们提供材料和生活资料，以便从劳动产品的出售中，或者说,从这些
OOOOÛOOOOOO

o

o

o

o

o

O

工人的劳动加到材料价值上的东西中
，取得利润
。”（同上，第96页）
oooooooooooooooo
o o o 0

在继续往下读以前，.我们先在这里停一下。首先，既无生存资

料，又无劳动材料的“勤劳者”—
—失去了立足之地的人 ，究竟是从哪

里来的呢？如果把斯密说法中的天真措词去掉，它的含义就是：资本
主义生产是在劳动条件归一个阶级所有，而另一个阶级仅仅支配劳
动能力的时刻开始的。劳动和劳动条件的这种分离成为资本主义生
产的前提。

但是，第二，亚•斯密说，“雇主”使用“工人"，“以便从劳动产品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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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售中，或者说，从这些工人的劳动［VI _251j加到材料价值上的

o o O

o o o o

东西中，取得利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是不是说：利润从出售

o o o

o

中产生，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售 ，因此利润是斯图亚特所说的“让渡

利润”6,它无非是“财富的天平在有关双方之间的摆动”①？下面就

是他自己的回答：
"在用成品同货币或劳动〈这里是新的错误的根源〉或其他商品交换时，除
0

0

O

O

o

了偿付材料价格和工人工资以外，还必须有一些东西，作为在这个事业上冒风
险投资的企业主的利润。"

oooooooo

〔至于这个“风险”，在后面谈到对利润的辩护论的解释那一章

（见第VII本札记本第173页）46再讲。〕（同上）“在用成品交换时作

为企业主的利润的一些东西”，是不是由于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售而
产生的呢？它是不是斯图亚特的“让渡利润”呢？
亚当紧接着说：“因此，工人加到材料上的价值，这时〈从资本主义生产发生

OOOOOOÔOOO

o O

的时候起〉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支付工人的工资，另一部分支付企业主的利润，
OOO

ÛOOOOOOOOO

000000000000

作为他预付工资和加工材料的资本总额的报酬。”（同上，第96 -97页）47

OOOOOOOOOOOOOOÔOOOOO

可见，斯密在这里说得十分明确 ：出售“成品”时所得的利润，不
是从出售本身产生的，不是由于商品髙于它的价值出售而产生的 ，它
不是“让渡利润”。工人加到材料上的价值即劳动量分成两部分 。一

部分支付工人的工资，或者说,作为工人的工资支付出去。工人归还

的劳动量，只等于他们以工资形式得到的劳动量。另一部分构成资
本家的利润，它是资本家没有支付过代价而拿去出售的一定量劳动。

因此，如果资本家按商品价值即按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来出售商

①见本卷第11—13页e—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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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换句话说，如果他按价值规律用这一商品同别的商品相交换 ，那
么，资本家的利润就由于资本家对商品中包含的一部分劳动没有支
付过代价却拿去出售而产生。这样一来，亚•斯密自己就驳倒了这
样的看法:即当工人的全部劳动产品不再属于工人自己 ，他不得不同

资本所有者分享这种产品或产品价值的时候，商品相互交换的比例

即商品的交换价值决定于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量这一规律就会
失效。不如说正是他自己从资本家对加到商品上的一部分劳动没有
支付过代价，从而他的利润是在出售商品时产生这一事实中 ，引申出

资本家的利润。我们将会看到，斯密后来更直接地从工人超出他用

来支付（即用等价物来补偿）工资的那个劳动量之上所完成的劳动，
引申出利润。斯密这样就认识到了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 。同时他还
十分明确地指出，剩余价值不是从［VI —252］预付基金中产生的，无

论预付基金在现实的劳动过程中如何有用 ，它的价值不过是在产品
中再现而已。剩余价值仅仅是在新的生产过程中从 “工人加到材料

上的”新劳动中产生的，在这个新的生产过程中，预付基金表现为劳

动资料或劳动工具。

相反，“在用成品同货币或劳动或其他商品交换时”这句话，是不

o o o

对的（并且是由于开头提到的混淆产生的 ）。

在资本家用商品同货币或商品交换的时候 ，他的利润所以产生，

是因为他出售的劳动量多于他支付过代价的劳动量，就是说，资本家

没有用等竜的对象化劳动去交换等量的活劳动。因此，亚•斯密不

该把成品“同货币或其他商品交换”和“成品同劳动交换”相提并论。
因为在前一类交换中，剩余价值所以产生，是由于商品按它们的价值
交换,按它们包含的劳动时间交换，但是这个劳动时间中有一部分是
没有支付过代价的。这里的前提是：资本家不是用等量的过去劳动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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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等量的活劳动；他占有的活劳动量大于他支付过代价的活劳动
量。否则工人的工资就会等于他的产品的价值了 。因此，在用“成
品”同货币或商品交换时，即在它们按它们的价值交换时，利润所以
产生，是因为“成品”同活劳动的交换服从于另外的规律 ，这里不是等

价物相交换。因而这两种情况不能混为一谈。
可见，利润不是别的，正是工人加到劳动材料上的价值中的扣除
部分。但工人加到材料上的无非是新的劳动量 。所以，工人的劳动

时间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工人用来向资本家换得一个等价物，
即自己的工资；另一部分，由工人无偿地交给资本家，从而构成利润。

亚•斯密正确地强调指出，只有工人新加到材料上的那部分劳动 （价
值）才分解为工资和利润；所以，新创造的剩余价值本身，同（作为材

料和工具）支出的那部分资本，是毫不相干的。
亚•斯密这样把利润归结为对无酬的他人劳动的占有之后 ，接

着说：
“可是，也许有人会说，资本的利润不过是特种劳动即监督和管理的劳动的
工资的别名。”（第97页）

他也反驳了这种关于“监督和管理的劳动”的错误观点。我们在
后面另一章还要谈到这个问题。#这里重要的只是指出，亚.斯密清

楚地认识到、突出并坚决地强调，他的关于利润起源的观点是同这种
辩护论观点对立的。在强调这种对立之后，他继续说道：
[VI —253]“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劳动产品并不总是全部属于劳动者。在
大多数场合，他必须同雇用他的资本所有者一起分享劳动产品。在这种情况
下，通常为获得或生产某一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小'再是决定用这个商品通常

可以买到、支配或换得的那个劳动量的惟~条件。显然，这里还应当有一个劳
动的追加量
o O O ，作为预付工资和给工人提供材料的资本的利润。”（同上，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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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完全正确。如果我们谈的是资本主义生产 ，那么对象化劳动
（表现为货币或商品）所买到的，除了它本身包含的劳动量之外 ，总还
有一个活劳动的“追加量”，“作为资本的利润”，但是，换句话说，这不

过意味着，对象化劳动无偿地占有，不付代价地占有一部分活劳动。
斯密胜过李嘉图的地方是，他有力地强调指出，这个变化是如何随着

资本主义生产而出现的。相反，斯密不如李嘉图的地方是 ，他总不能
摆脱掉被他自己在阐述过程中驳倒了的那种观点 ，即认为由于物化

劳动和活劳动之间的关系发生这种变化，商品（它们彼此不过代表

物化劳动，代表已知量的实现了的劳动）的相对价值规定也就发生
变化。

斯密把一种形式上的剩余价值,即利润形式上的剩余价值,表述

为工人超出他补偿自己工资的那部分劳动之上所完成的劳动部分以
后，对于剩余价值的另一种形式一-地租,也作了同样的表述。同劳

动相异化并因而作为他人财产同劳动相对立的劳动的一个物质条件
是资本;劳动的另一个物质条件是土地本身 ，是作为地产的土地。所
以，亚•斯密谈完了“资本所有者”之后接着说：
•旦一个国家的土地全部变成了私有财产，土地所有者也像所有其他人

o o o O O

一样，喜欢在他们未曾播种的地方得到收获，甚至对土地的自然产品也索取地

租……他〈工人〉必须把用自己的劳动收集或生产的东西让给土地所有者一

OOOOOOOOOOOOOO0

o

部分,这一部分,或者说,这一部分的价格
，就构成地租。M（同上，第99 -100页）
o
o

因此，像真正的工业利润一样，地租只不过是工人加到材料上的

一部分劳动，也就是“他让给”土地所有者、无偿地给予土地所有者的
一部分劳动；因此它只不过是超出工人补偿自己工资（或为工资中包
含的劳动时间提供等价物 ）的那部分劳动时间之上所完成的剩余劳

动部分。

（5）剩余价值理论

59

可见，亚•斯密把剰余价值，即剩余劳动—
—已经完成并实现在

商品中的劳动超过有酬劳动即超过以工资形式取得自己等价物的劳

动的余额—
—理解为一般范畴，［VI —254］而本来意义上的利润和

地租只是这一般范畴的分支。然而，他并没有把剩余价值本身作为
一个专门范畴同它在利润和地租上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区别开来 。斯
密尤其是李嘉图在研究中的许多错误和缺点 ，都是由此而产生的 。

剩余价值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资本利息”，利息。（“货币的利
息”）。但这种
“货币的利息总是〈斯密在同_章说道〉一种派生的收入.如果它不从使用这些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0

货币所取得的中支付，那也一定是从他种收入源泉中支付，〈因此，不是从
地租中支付，就5是°从工资中支付。在后一种情况下，假定是平均工资，利息就不
是从剩余价值中取得，而是工资本身的扣除部分，或者说，不过是利润的另一钟

形式—
—在以后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将会看到，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利

息就是以这种形式出现的H9。除非借债人是靠借新债来还旧偾利息的浪费
者"。（同上，第105 一106页）

可见，利息或者是用借来的资本赚得的利润的一部分;在这种情
况下，利息就是利润本身的派生形式，是它的一个分支，因而只是以

利润形式占有的剩余价值在不同的人之间的进~步分配。利息或者
是从地租中支付，那么情况也是一样。最后，利息或者是由借债人从
自己的资本或别人的资本中支付;在这种情况下，利息就根本不是剩

余价值，而只是已有财富的另一种分配 ，是“财富的天平在有关双方
之间的摆动”，就像“让渡利润”一样。可见，撇开利息根本不是剩余
价值的形式这最后一种情况不说，并且撇开利息是工资中的扣除部
分，或者说，它本身是利润的一种形式这一情况不说 （后一情况亚当

根本没有谈到），利息只是剩余价值的派生形式，只是利润或地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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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这只同利润和地租的分配有关 ）；因而利息所表现的又无非

是无酬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 。
“放债人总是把借出生息的货币资金看成资本。他希望货币资金能按期归

还，而借债人在这个期间将为使用这笔货币资金，付给放债人一定的年金。借

债人可以把这笔资金当作资本来使用，也可以当作直接消费基金来使用。如果
他把这笔资金当作资本来使用，他就用它们来维持生产工人的生活,而工人则

再生产出它们的价值，并提供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转让和动用任何其他
的收入源泉，就可以归还资本，支付利息。如果他把这笔资金用于直接消费，他

就成了~个浪费者，把那些原来应该维持勤劳者生活的东西挥霍在有闲者身

匕。在这种悄况下，他不转让或动用别的收入源泉，如地产或地租，就不能归还
资本，也不能支付利息。”（麦克库洛赫版，第2卷第2篇第4章第127页）

［VI —255］因此，借进货币的人—
—这里是指借进资本的人
一或者他自己把货币用做资本，从中取得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他
付给放债人的利息 ，不过是利润的一个具有特殊名称的部分。或者

他把借来的货币浪费掉，那么，他就会使放债人的财富增加，而使自
己的财富减少。这里发生的仅仅是财富的另~种分配，财富从浪费

者手里转到高利贷者手里，但在这里没有形成任何剩余价值。由此
看来，只要利息本身代表剩余价值，它就不过是利润的一部分，而利
润本身又无非是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的一定形式 。

最后，亚•斯密指出，连靠税收生活的人的一切收入，也是或者

由工资支付，即成为工资本身的扣除部分，或者来源于利润和地租，
因而无非是各个不同社会阶层分享利润和地租的一种权利 ，而利润

和地租本身只是剩余价值的不同形式。
"一切税收和以税收为基础的一切收人—
—薪俸、津贴、各种年金—
—归根

到底都是从收入的这三个原始源泉中得来的，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工资、资本
的利润或者地租中支付的。”（［加尔涅的译本］，第1篇第6韋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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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货币利息以及税收和由税收而来的收入，只要不是工资本

身的扣除部分，那就只是利润和地租的分享部分而已，而利润和地租
本身又归结为剩余价值,即无酬的劳动时间 。

这就是亚•斯密关于洞余价值的一般理论。

亚•斯密又一次把自己的整个见解加以总括 。这里格外清楚地
看到，他并不打算哪怕是稍微证明一下:工人加到产品上的价值 （在

扣除生产费用即原料和劳动工具的价值之后 ），由于工人不是全部占

有这个价值，而是被迫同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分享这个价值或产品 ，
已不再由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决定了。商品的价值以什么方式
在这个商品的各生产者之间分配 ，这当然丝毫不会改变这个价值的

性质，以及商品与商品之间的价值比例。
“一旦土地成为私有财产，对劳动者在这块土地上所能生产和收集的几乎

一切产品，土地所有者都要求得到一份。绝卷唯早譽巧梦抒土地的亨學所生产

的产品的第一个扣除。但是,种地人在收

OOOOOOOOO

他的生活费通常是从他的雇主即租地农场主的资本中预付的.如果租地农场主

不能从劳动者的劳动的产品中得到一份，或者说，如果他的资本不能得到朴偿
并带来利润，他就没有兴趣雇人了。这种利润是
［VI _256］对耕种土地的劳动
O O
o
o
o
oooooooo
所生产的产品的第二个扣除。几乎所有其他劳动的产品都要作这样的扣除，来

OOOOOOOOOOOO

o o o o O

O

享尽巧哼。在所有手工业和制造业中，大多数劳动者都需要雇主预付给他们劳

及工资和生活费，直到劳动完成的时候为止。这个雇主从他们劳动的
oooooooooo

产品中得到一份，或者说，从他们的劳动加到加工材料上的价值中得到-份，
O

O

O

O

O

O

O

O

O

O

OOOOOÔOOOOOOOOOOOOOOO

这一份也就是雇主的利润
。"（［麦克库洛赫版］第1卷第1篇第8章第109 —
ooooooooooo

110 页）

总之，亚•斯密在这里直截了当地把地租和资本的利润称为纯

粹是工人产品中的扣除部分,或者说 ，是与工人加到原料上的劳动量

相等的工人产品价值中的扣除部分。但是，正如亚•斯密自己在前

面证明过的，这个扣除部分只能由工人加到原料上的、超过只支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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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资或只提供他的工资等价物的劳动量的那部分劳动构成 ；因而

这个扣除部分是由工人的剩余劳动，即工人劳动的无酬部分构成。
（因此,顺便指出，利润和地租，或者说，资本和地产，决不可能是“价

值的源泉”。）
我们看到，在对剩余价值的分析上 ，因而在对资本的分析上，

亚•斯密比重农学派前进了一大步。在重农学派的著作中，创造剩
余价值的，仅仅是一个特定种类的实在劳动—
—农业劳动。因此，他

们考察的是劳动的使用价值，而不是作为价值的惟一源泉的劳动时

间，一般社会劳动。而在这特定种类的劳动中,实际上创造剩余价值

的又是自然，即土地，而剩余价值被归结为物质 （有机物质）的增加，
归结为生产出来的物质超过消费了的物质的余额。他们还只是在十
分狭隘的形式中考察问题 ，因而夹杂着空想的观念。相反，在亚•斯

密的著作中，创造价值的，是一般社会劳动（它表现为哪一种使用价

值，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仅仅是必要劳动的量。剩余价值，无论它表
现为利润、地租的形式，还是表现为派生的利息形式，都不过是劳动
的物的条件的所有者在同活劳动的交换中占有的这种劳动的一部
分。因此，在重农学派看来，剩余价值只表现为地租形式，而在亚•

斯密看来，地租、利润和利息都不过是剩余价值的不同形式 。
我把与预付资本总额相联系的剩余价值,称为资本的利润,我所
以这样称谓,是因为直接参与生产的资本家直接占有剩余劳动，而他

以后还要在哪些项目下把这个剩余价值与他人分享，不管是同土地

所有者分享，还是同资本的出借人分享，这是无关紧要的。例如租地
农场主直接向土地所有者支付 ；例如工厂主从他占有的剩余价值中

向工厂地基所有者支付地租，向出借资本给他的资本家支付利息。

[VI —257]〔现在还有以下几点要考察：（1）亚.斯密把剩余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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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和利润混淆起来；（2）他关于生产劳动的观点；（3）他如何把地租和

利润变为价值的源泉，他对商品的“自然价格”的错误分析，他认为，
在商品的“自然价格”中，原料和工具的价值不应离开三个“收入源

泉”的“价格”而存在，或者说不应单独加以考察 。〕
工资，或者说,资本家用来购买对劳动能力的暂时支配权的等价

物，不是直接形式的商品，而是经过了形态变化的商品 ，是货币，即作

为交换价值,作为社会劳动、一般劳动时间的直接化身的独立形式的

商品。当然，工人和任何其他货币所有者一样 ，按照同样的价格用这
些货币购买商品〔关于那些细节，例如工人是在对他比较不利的条件
和情况下购买，等等,这里撇开不谈〕。工人像任何其他货币所有者

一样,作为买者同商品的卖者相对立 。在商品流通过程本身，工人不

是作为工人，而是作为同商品极相对立的货币极 ，作为随时可以交换

的一般形式的商品的所有者出现。他的货币又转化为给他充当使用

价值的商品，他在这个过程中，按市场上出卖商品的价格，一般说来，

按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他在这里只完成G —W的行为，从其一般
形式来看，这个行为表示的是形式的改变 ，而决不是价值量的改变。
但是，因为工人通过他自己的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 ，不仅加进丁包含
在他获得的货币中的那个劳动时间量 ，不仅支付了等价物，而且还无

偿地提供了恰恰成为利润源泉的剩余劳动 ，所以，实际上（从结果来

看，包含在劳动能力出卖中的中介运动不见了 ）工人提供的价值，高
于构成他的工资的那个货币额的价值 。他用更多的劳动时间买回了

作为工资流到他手里的货币所体现的那个劳动量 。因此可以说，工

人购买由他挣得的货币（这只是一定量社会劳动时间的独立表现）转
化成的那一切商品，间接地用了比这些商品包含的劳动时间更多的

劳动时间，虽然他和任何其他买者一样，或者说，和处在第一转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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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品的所有者一样，按照同样的价格购买商品。相反，资本家用来
购买劳动的货币包含的劳动量或劳动时间，比工人生产的商品包含

的工人的劳动量或劳动时间要少。除了构成工资的那个货币额所包
含的劳动呈之外,资本家还买到一个他没有支付过代价的追加劳动

量，即超出他支付的货币所包含的劳动量的余额。这个追加劳动量
也就构成资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但是，因为［VI _258］资本家用来购买劳动（从结果来看，实际

上是这样，虽然这里是以同劳动能力的交换为中介 ，而不是直接以同
劳动的交换为中介）的货币，无非是其他一切商品的转化形式 ，是其

他一切商品作为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 ，所以也可以说,一切商品在同
活劳动相交换时买到的劳动多于这些商品本身所包含的劳动 。这个
增加致也就构成剩余价值 。

亚•斯密的巨大功绩在于:他正是在第一篇的几章 （第六、七、八
章）中，即在从简单商品交换及其价值规律转到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

之间的交换，转到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交换 ，转到从一般形式来考
察利润和地租，总之，转到剩余价值的起源问题的那几章中，就感觉

到已经出现了缺口；他感觉到，—
—不管他所不理解的中介环节是怎
样的，—
—从结果来看，规律实际上是失效了：较大量的劳动同较小
量的劳动相交换（从工人方面说〉，较小量的劳动同较大量的劳动相

交换（从资本家方面说）。斯密的功绩在于，他强调指出了下面这一
点（而这一点也把他完全弄糊涂了）：随着资本积累和土地所有权的

产生，因而随着同劳动本身相对立的劳动条件的独立化,发生了一个

新的转变，价值规律似乎变成了（从结果来看，也确实变成了）它的对
立面。如果说，亚•斯密的理论的长处在于，他感觉到并强调了这个

矛盾，那么，他的理论的短处在于，这个矛盾甚至在他考察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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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运用于简单商品交换的时候也把他弄糊涂了；他不懂得,这个矛
盾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劳动能力本身成了商品，作为这种特殊的商

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 （因而同它的交换价值毫无关系〉是一种创造

交换价值的能力。李嘉图胜过亚•斯密的地方是，这个似乎存在而
从结果来看也确实存在的矛盾 ，并没有把他弄糊涂 。但是，他不如亚•

斯密的地方是，他竟从来没有料到这里有问题 ，因此价值规律随着
资本的形成而发生的特殊发展，丝毫没有引起他的不安 ，更没有促
使他去研究这个问题 。后面我们将会看到 ，亚•斯密著作中的天才
的东西，到马尔萨斯著作中怎样变成了攻击李嘉图观点的反动的

东西。42
当然，同时也正是这个观点，使亚•斯密摇摆不定、没有把握，它

抽掉了他脚下的坚实基础，使他和李嘉图相反，不能做到对资产阶级
制度的抽象的一般基础有一个连贯的理论见解 。

[VI—259]前面提到，亚•斯密说，商品买到的劳动多于商品
本身所包含的劳动,或者说 ，劳动为商品支付的价值大于商品所包含

的价值，这个论点在霍吉斯金的〈通俗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是这样表

达的：
“自然价格（或必要价格）意味着自然为生产某一商品而要求于人的总劳动

量•‘•…在我们同自然的相互关系中，劳动是最初的并且永远是惟一的购买货
币。在现代社会情况下，无论生产任何商品需要多少劳动景，工人要获得和占

有商品，他必须付出的劳动，总是大大超过他从自然界昀买它所需要的劳动。

对工人来说，这样增加的自然价格就是社会价格。必须随时把这两种价格区别
开来。"（托马斯•雷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1827年伦敦版第219—220页）

霍吉斯金的这种看法既反映了亚 •斯密的见解中正确的东西，

又反映了使斯密本人糊涂也使别人糊涂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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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亚•斯密如何说明剰余价值一般，而地租和利润

只不过是剰余价值的不同形式和组成部分。按照他的解释，由原料
和生产资料构成的那部分资本，同剩余价值的创造没有任何直接的
关系。剩余价值完全是从工人提供的超出仅仅构成他的工资等价物

的那部分劳动之上的追加劳动量产生的。因而，剩余价值只是直接
由构成工资即花费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产生的，因为这是资本中

惟一不仅再生产自己，而且生产一个“余额”的部分。相反，在利润的
形式上，剩余价值是按照预付资本总额计算的 ，而且，除了这一个形

态变化之外，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各个不同领域中利润的平均化，还有

一些新的形态变化。
亚当虽然实质上是说明剩余价值,但是他没有明确地用一个特

定的、不同于其各个特殊形式的范畴来阐明剩余价值 ，因此，后来他
直接就把剩余价值同更发展的形式即利润混淆起来了 。这个错误，

在李嘉图和他的所有的后继者的著作中，仍然存在。由此就产生了

-系列不一贯的说法、没有解决的矛盾和荒谬的东西 （在李嘉图的著
作中，这种情况更加突出，因为他更加系统而一致地、始终如一•地贯
彻了价值的基本规律 ，所以不一贯的说法和矛盾表现得更为突出），

对于这一切，李嘉图学派企图用烦琐论证的办法，靠玩弄词句来加以
解决（我们在后面关于利润那一篇中将会看到这一点）SÖ。粗俗的经

验主义变成了虚沩的形而上学，变成了烦琐哲学，它绞尽脑汁，想用
简单的形式抽象，直接从一般规律中得出不可否认的经验现象,或者

巧妙地论证它们是同一般规律相一致的。在这里，我们要举亚•斯
密著作中的一个例子，因为斯密的混乱不是发生在他专门谈论利润
和地租这些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的地方 ，而是发生在他把利润和地
租仅仅当作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 ，当作“工人加到材料上的劳动中的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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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部分”的地方。①

［VI_260］l •斯密在第一篇第六章中说 ：
“因此，工人加到材料上的价值，这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支付工人的工资，

另一部分支付企业主的利润，作为他预付工资和加工材料的资本总额的报酬。”

［加尔涅的译本，第1卷第96 _97页］

然后他接着说：
“如果他〈企业主〉不能指望他出售成品的所得扣除对他的资本的必要补偿

后还会有某些剰余,他便没有兴趣雇用这些工人T;如果他的利润不能同他所
使用的资本的大小保持一定的比例，那他也就没有兴趣去使用较大的资本，而

宁愿使用较小的资本了。”［同上，第97页］

首先我们要注意下面一点：亚•斯密起初把剩余价值，即“企业

主”在“对他的资本的必要补偿”所必需的价值量以外得到的那个“余
额”，归结为工人超出支付他们工资的劳动量而追加到材料上的劳动
部分；因而，斯密完全是从花费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中得出这个余
额的。但是，随后他马上就从利润的形式来考察这个余额，也就是

说，不把这个余额同它所由产生的那部分资本联系起来看 ，而认为它

是超出预付资本总价值,即超出
"预付工资和加工材料〈由于疏忽，这里遗漏了生产工具〉的资本总额”

之上的余额。因此，他是直接从利润的形式上来把握剩余价值的。

从而立刻就产生了困难 。
亚•斯密说，如果资本家“不能指望他出售成品的所得扣除对他的资本的

必要补偿后还会有某些剰余，他便没有兴趣鹿用这些工人了”。

①见本卷第61—62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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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以资本关系为前提，那么这句话是完全正确的。资本家不
是为了用产品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生产，他进行生产时根本没有考虑
到消费。他是为生产剩余价值而生产。但是，亚•斯密不像他后来

的许多无能的门徒，他并不是用这个仅仅表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
下资本家是为了剩余价值而生产的前提来说明剩余价值的。这就是

说，他不是用资本家的兴趣，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愿望 ，来说明剩
余价值的存在。相反，他已经从工人“加到材料上的、超出他为补偿
所得工资而加的价值之上 ”的那个价值，得出了剩余价值。但是，紧

接着他又说:如果资本家的利润不能同预付资本的大小保持一定的
比例，那他也就没有兴趣去使用较大的资本，而宁愿使用较小的资本
了。这里，已经不是用剩余价值的本质，而是用资本家的“兴趣”来说

明利润了。这是庸俗的和荒谬的 。
亚•斯密没有感觉到，他这样直接地把剩余价值同利润，又把利
润同剩余价值混淆起来，也就推翻了刚才由他提出的剩余价值起源
的规律。［VI-261］如果剩余价值只是
"工人所加的、超出他为支付自己工资而加到材料上的那个数额之上的那部分

价值（或劳动量〉”，

那么，为什么这后~部分价值会直接因为预付资本的价值在一种场

合下比在另一种场合下大，就-•定增加呢？亚•斯密紧接着自己举

P -个例子，来驳斥那种说利润是“所谓监督的劳动”的工资的意见，
_在这个例子中，上述的矛盾就更加明显了。
他是这样说的：
"仍坫，它〈资本利润〉与T资根本不;它受完全不同的原则支配，并ft冏
这种所渭监督和宵理的劳动的数》和性质不成任何比例。它完全取决于所使

OoOOO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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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哆萝乎呼呼寧，它的大小同这一资本的多少成比例。例如，假定某地工业中
ÄÄiÄÄäi通常为io %,有两个不同的制造厂，各雇20个工人，毎个工人
OoOooOoOOo

O

每年n资15镑，这样，每个制造厂每年支出的工资为300镑。再假定，其屮•
个制造厂加工低等材料，每年只花费700镑，另一个制造厂加工比较高等的材
料，值7 000镑。在这种情况下 ，前一个制造厂每年所使用的资本总共H

有1 000镑，而后一个制造；’所使用的资本达7 300镑。按10%的比率，前-个

J '主只能指望得到年利润约100镑，后，个厂主则可指望得到年利润约730
镑。尽管他们的利润额相差这样大，但他们的监督和管理的劳动却岈能是一样

的，或者几乎一样的。"［加尔涅的法译本，第1卷第97_98页］

我们一下子就从一般形式的剩余价值转到同问题没有直接关系
的一般利润率上来了。我们且往前看！两个工厂都使用20个工人
的劳动，两处工人的工资都是300镑。可见，并不是其中的一个厂比

另一个厂用了更高级的劳动，以致一个厂的一小吋劳动，也就是说一
小时剩余劳动，等于另一个厂的几小时剩余劳动。相反，两处都是假
定用同样的平均劳动，这已由两个）'的工资相等这一点表明了。可
是，为什么一个厂的工人在他们的T.资价格之外加上的剩余劳动会

比另一个厂高6倍呢？或者说，虽然两处工人获得同样的工资 ，因而
两处工人劳动了同样多的时间来［VI- 262］再生产这笔工资，可是,

为什么•-个厂因为加工的材料比另-个厂贵6倍，它的工人提供的
剩余劳动就--定会多6倍呢？

可见，一个厂比另一个厂所得到的利润多6倍这一情况，或者般地说，利润同预付资本的量成比例的利润规律 ，乍一看来同剩余价

值仅仅由工人的无酬剩余劳动构成这个剩余价值或者说利润 （因为

亚•斯密直接把剩余价值和利润等同起来 ）的规律，是矛盾的。亚•

斯密极其天真地、不加思索地说出了这一点，丝毫没有想到这里产生

的矛盾。他的所有后继者—
—由T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离开剩余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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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特定形式而从一般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
—在这方面都信守他

的思想。前面已经指出，这一点在李嘉图的著作中 ，只不过表现得更
突出罢了。
因为亚•斯密不仅把剩余价值归结为利润 ，而且归结为地

租,—
—这是剩余价值的两个特殊种类 ，它们的运动取决于完全不同

的规律，—
—所以仅仅这一点本来就应当使他看到，决不能把一般的
抽象形式直接同它的任何一个特殊形式混淆起来 。不论是斯密，还
是后来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照例都缺乏对于理解经济关系的
形式差别所必要的理论认识, —
—他们都是粗略地抓住现成的经验

材料，只对这些材料感兴趣。由于这个原因，在问题仅仅涉及在价值

量不变的条件下交换价值形式的各种变化的地方，他们也就不能正
确地理解货币。

罗德戴尔在（论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拉让蒂•德拉瓦伊斯
译，1808年巴黎版）一书中，反对斯密对剩余价值的说明，他说
斯密的说明同洛克早已提出的观点一致 ，—
—他指责说:按照这种说

明，资本就不像斯密所说的那样是财富的原始源泉，而只是派生源
泉。关于这个问题，罗德戴尔说道：
“100多年以前，洛克已经提出了〈同亚.斯密〉几乎一样的观点……洛克
说，货币是不结果实的，它不会生产任何东西；从货币中得到的全部好处，就是

它通过相互协议，把作为一个人的劳动报酬的利润转入另一个人的口袋。”（罗

德戴尔的著作第116页）“如果对资本利润的这种理解真正正确的话,那就会得

出结论说：利润不是财富的原始源泉，而只是派生源泉.并且，决不能把资本看

做财富的源泉之一，因为资本带来的利润不过是从工人的a袋转到资本家的口

袋而已。”（同上，第116—117页）

从资本的价值再现在产品中这一点来说 ，不能把资本称为“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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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源泉”。在这里，资本仅仅作为积累的劳动 ，作为一定量的物化劳

动,把自己的价值加到产品上。
资本只有作为一种关系,—
—从资本作为对雇佣劳动的强制力

量，迫使雇佣劳动提供剩余劳动 ，或者促使劳动生产力去创造相对剩
余价值这一点来说,—
—才生产价值。在这两种情况下,资本都只是

［VI 一263］作为劳动本身的物的条件所具有的同劳动相异化的支配
劳动的力量，总之，只是作为雇佣劳动本身的一种形式 ，作为雇佣劳
动的条件，才生产价值。按照经济学家通常的理解，资本是以货币和

商品形式存在的积累的劳动，它像一切劳动条件（包括不花钱的自然
力在内）一样，在劳动过程中，在使用价值的创造中，发挥生产性的作

用，但它永远不会成为价值的源泉 。资本不创造任何新价值，一般地
说，它杷交换价值加到产品上，只是由于它本身具有交换价值，也就
是说，由于它本身可归结为对象化劳动吋间 ，因而由于它的价值的源
泉是劳动。

罗德戴尔说得对:亚•斯密在说明了剩余价值和价值的本质之
后，错误地杷资本和土地说成是交换价值的独立源泉 。资本和土地
之所以成为它们的所有者的收入的源泉，是因为它们是工人除补偿

他的工资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外还必须完成的那一定量剩余劳动的根
据。例如，亚•斯密说：
"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的三个原始源泉，也是_切交换价值的三
OOOOOO

0000000000

个原始源泉。"（第1篇第6章［第105页］）

o o o o O

说它们是“一切收入的三个原始源泉 ”，这是对的；说它们“也是

一切交换价Ä的三个原始源泉”，就不对丁，因为商品的价值是完全
由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亚•斯密刚说了地租和利润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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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工人加到原料上的价值或劳动中的“扣除部分”，怎么可以随后又
把它们称为“交换价值的原始源泉”呢？（只有在它们推动原始源泉，

即强迫工人完成剩余劳动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才能起这种作用。）就
它们是占有一部分价值即一部分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的根据 （条

件）而言，它们是它们的所有者的收入的源泉 。但是价值的分配，或

者说，价值的占有，决不是被占有的价值的源泉。如果没有这种占
有，工人以工资形式得到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 ，那么，即使土地所有
者和资本家没有来分享这个产品 ，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仍然不变。
土地所有权和资本，对于它们的所有者来说，是收入的源泉，也
就是说，使它们的所有者有权占有劳动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 ，可是它

们并不因此就成为它们的所有者占有的价值的源泉。但是,说工资

构成交换价值的原始源泉，同样是不正确的，虽然工资，或者确切些
说，劳动能力的不断出卖，也构成工人的收入的源泉。创造价值的是

工人的劳动，而不是工人的工资。工资只不过是已经存在的价值 ，或
者从整个生产来看，只不过是工人创造的价值中由工人自己占有的

那一部分。但是这种占有并不创造价值 。因此，工人的工资可以增
减，但并不影响他们生产的商品的价值。
在这里，我们打算完全不考虑亚•斯密在多大程度上把地租看
做商品价格的构成要素 。这个问题在这里对我们的研究所以更加无

关紧要.是因为斯密把地租看成和利润完全一样 ，纯粹是剩余价值的

一部分，即“工人加到原料上的劳动中的扣除部分”①。因而，斯密

[VI 一264]实际上也把地租理解为“利润中的扣除部分”，因为全部
无酬剩余劳动是由同劳动对立的资本家直接占有，不管他以后还要

①见本卷第61 _62页。----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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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生产条件所有者（无论土地所有者还是资本出借人 ）按哪些项目分
享这个剩余价值。所以，为简单起见，我们将只谈工资和利润，作为

新创造的价值分成的两个项目。
假定在某一商品中物化着 12小时的劳动时间（把消耗在这个商

品上的原料和劳动工具的价值撤开不谈 ）。这样，我们就只能用货币
来表现这个商品的价值本身 。再假定在5先令中也物化着12小时

的劳动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商品价值就等于5先令。亚•斯密所

理解的“商品的自然价格”，无非就是以货币表现的商品价值 。（商品
的市场价格当然高干或低于商品的价值。甚至商品的平均价格51也
总是不同于商品的价值 ，这一点我将在后面说明。但是亚•斯密在

考察“自然价格”时，根本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况且,如果没有对价值

本性的正确看法作基础，那就不能理解商品的市场价格 ，更不能理解

商品的平均价格的波动。）

如果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占商品总价值的20%，或者同样
可以说，占商品中包含的必要劳动的25%，那么，这5先令价值，即
商品的“自然价格”，就可以分为4先令工资和1先令剰余价值（在这

里我们仿效亚•斯密，也把剩余价值叫做利润 ）。说不依赖于工资和
利润而决定的商品价值量，或商品的“自然价格”，可以分为4先令工

资（“劳动价格”）和1先令利润（“利润价格”），这是对的。但是，说商

品价值由不受商品价值调节的工资价格和利润价格相加或合计而
成，那就错了。在后一情况下，就找不到任何理由说明：为什么商品

总价值不会随着人们假定工资等于5先令、利润等于3先令等等而
等于8先令、10先令等等。
亚•斯密在研究工资的“自然率”或工资的“自然价格”时所遵循
的指导线索是什么呢？是再生产劳动能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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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但是，他又用什么来决定这些生活资料的自然价格呢 ？当他

一般地决定这个价格时 ，他又回到正确的价值规定上来，也就是说，
回到价值决定于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要的劳动时间这个规定上

来。但是，只要斯密离开这条正确的道路，他就陷入循环论证。决定
工资自然价格的这些生活资料的自然价格 ，又是用什么来决定的呢?
用“工资”、“利润”、“地租”的自然价格;这三者构成这些生活资料的

自然价格，也构成一切商品的自然价格。如此反复，以至无穷。关于
供求规律的空谈,当然无助于摆脱这种循环论证。因为“自然价格"，
或者说，与商品价值相适应的价格，恰好发生在供求彼此相符的时
候，也就是在商品价格不因供求的波动而高于或低于商品价值的时

候，换句话说，在商品的费用价格《（或卖者供应的商品的价值）同时
就是需求所支付的价格的时候。

[VI 一265]但是,前面已经说过，亚.斯密在研究工资的自然价
格时,他事实上—
—至少在一些地方—
—又回到商品的正确的价值
规定上来了。相反，在关于利润的自然率或利润的自然价格的那一
章，就本应解决的题目来说 ，他却在毫无意义的老生常谈和同义反复
之中迷失了方向。事实上，他原来是用商品价值来调节工资 、利润和

地租的。但是后来，他反过来了（这更接近于经验的外观和日常的观
念），从工资、利润和地租的自然价格的相加数得出 、计算出商品的自
然价格。李嘉图的主要功绩之一，就是消除了这种混乱。以后我们

讲到李嘉图的时候,还要简单地谈谈这一点 。》

在这里我们还要指出的只是下面一点：用来作为基金支付工资

和利润的那一商品价值的巳知量,在工业家面前，从经验上看，表现
为这样的形式:不管工资有什么波动，商品的一定的市场价格在一个
或长或短的时期内保持不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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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应当注意亚•斯密书中的奇怪的思路:起先他研究商品的

价值，在一些地方正确地规定价值，而且正确到这样的程度，大体上
说，他找到了剩余价值及其特殊形式的源泉，也就是他从商品价值推

出工资和利润。但是后来，他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又想倒过来从工
资、利润和地租的自然价格的相加数来推出商品价值 （他已经从商品

价值推出了工资和利润）。正由于后面这种情况，斯密对于工资、利
润等等的波动给予商品价格的影响，没有一个地方作出了正确的分
析，因为他没有基础。

现在我们来谈谈同商品价格或商品价值（这里还假定它们两者
是同一个东西）的分解有关的另一个问题。假定亚•斯密正确地作

了计算，也就是说，他以商品价值为出发点 ，把商品价值分解成这个

价值在不同的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的各个组成部分 ，而不想倒

过来从这些组成部分的价格推出价值。这一点我们在这里撇开不
谈。我们也不谈他的片面看法，即把工资和利润只当作分配的形式，

因而在同等意义上把这两者描写成可由它们的所有者消费的收入。

撇开这一切不谈，应当指出，亚•斯密自己［对于把产品的全部价值
归结为收入］曾提出某种疑问；这里他胜过李嘉图的地方 ，仍然不是
他正确地解决了他所提出的疑问，而是他一般地提出了这种疑问。

〔对于上述亚•斯密把商品价值被占有时分成的不同项目说成

这个价值的源泉的内容，还要补充以下一段引文。他在驳斥了那种

认为利润只是资本家的工资或“监督劳动的工资”的别名的看法之
后，得出结论说：
“因此，在商品价格中，基金即资本的利润是与工资根本不同的价值源泉，
OÔ

o

o

它受完全不同的原则支配。”（第1篇第6章［第99页］）

o

o

o

o

o

o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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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刚才还证明，工人加到材料上的价值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

以工资和利润的形式分配;因此，劳动是惟一的“价值源泉”，“工资价

格”和“利润价格”都是从这个价值源泉产生出来的 。而这些“价格”
本身并不是“价值源泉”，无论工资还是利润都不是价值源泉。〕

［VI —266］亚•斯密是这样说的：
“这三部分〈工资、利润、十地所有者的地租〉看来直接地或最终地构成谷物

的学带价格（指一般商品的全部价格，亚•斯密在这里说谷物，是因为在他看

來,°有7午多商品的价格并不包括地租这一组成部分〉。也许有人以为必须有$

四个部分，用来补偿租地农场主的资本，或者说,补偿他的役备和其他农具的Ä

O O O O

耗。但是必须考虑到，任何一种农具的价格，例如一匹役马的价格.本身又是由

上述三个部分构成：养马用的土地的地租，养马的零亭,预付这块土地的地租和
这种劳动的工资的租地农场主的利润。［这里利润°表"现为也包括地租的原始形
式。〕因此，谷物的价格虽然要补偿马的价格和给养费用，但这个谷物的全部价

o O

格仍然直接地或最终地分解为这三个部分:地租、劳动和利润。”（第1篇第6章

I第101、102页］）（在这里，斯密突然不说“工资”，而说“劳动”，可是他又说“地
租”和“利润”，而不说“土地所有权”和“资本"，这是完全荒谬的。）

但是，难道不是可以同样清楚地看到下面的情况吗:正像租地农

场主把马和犁的价格包括在小麦的价格中一样，那些把马和犁卖给
租地农场主的养马人和制犁人，也会把生产工具（在这里也许是另一

匹马）的价格和原料（词料和铁）的价格包括在马和犁的价格中，而养

马人和制犁人用来支付工资和利润（和地租）的基金，仅仅由他们在
自己的生产领域中加到他们的不变资本的现有价值额上的新劳动组

成。因此，如果亚•斯密在谈到租地农场主的时候 ，承认在他的谷物
价格中，除了他支付给自己和别人的工资、利润和地租以外,还包括

一个不同于这些部分的第四个组成部分，即租地农场主使用的不变
资本的价值,例如马、农具等等的价值，那么，对于养马人和农具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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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说，这也是适用的，斯密把我们从本丢推给彼拉多S4完全是徒劳
无益的。而且选用租地农场主的例子，把我们推来推去，尤其不恰
当，因为在这个例子中，不变资本项目中包括了完全不必向别人购劣

的东西，即种子，难道价值的这一组成部分会分解成谁的工资、利润
和地租吗？

但是，我们且往前走，先看看斯密是否始终贯彻了自己的观点:
一切商品的价值都可以归结为某一收入源泉或全部收入源泉 —
—工
资、利润、地租，也就是说,一切商品都可以作为供消费用的产品来消

费掉，或者说，无论如何都可以这样或那样地供个人使用 （而不是用

于生产消费）。不过［VI—267］还要先说明一点。例如，在采集浆果
等等的场合可以假定，浆果等等的价值可以只归结为工资 ，虽然在大

多数情况下也要有篮筐等等用具作为劳动资料。可是这里谈的是资
本主义生产,这一类的例子是根本不相干的 。
最初他又重复第一篇第六章说过的观点 。

在第二篇第土章（加尔涅的译本，第2卷第212页）中说：
‘‘我们说过……大部分商品的价格都分解为三部分，其中--部分支付工资，
第二部分支付资本利润，第三部分支付地租。”

按照这种说法，一切商品的全部价值都分解为收入 ，并旦作为消

费基金而归于依靠这种收入过活的这个或那个阶级。但是，既然一

国的总产量，例如年产量，只由已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总额构成，
而这些商品中的单个商品的价值又分解为各种收入 ，那么，商品的总

额—
—劳动的年产品，即总收入，也就能够在一年内以这种形式消费

掉。可是斯密马上起来反驳自己：
“我们已经看到，既然就每-个特殊商品分别来说是如此，那么，就形成毎

78

1861—63年经济学手稿笔记本VI政治经济学批判

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产品的商品整体来说也必然是如此。这个年产

o o

o O

品的全部价格或交换价值，必须分解为同样三个部分，在国内不同居民之间进

OOOOOOOOO

行分配，或是作为他们的劳动的工资，或是作为他们的资本的利润.或是作为他
们占有的土地的地租。"（同上，第213页）

这确实是必然的结论 。适用于单个商品的必定适用于商品总

额。但是亚当说并非如此 。他接着说：
“虽然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的总价值这样在不同居民之间分配.构成

他们的收入,但是，就像我们把私人地产的收入区分为总收人和纯收人一样，我
们也可以对一个大国全体居民的收入作这样的区分
。”[同上，第213页]
o o O O

（等一等！他在前面对我们说的恰好相反：在单个租地农场主的
场合，我们还可以分出例如由他的小麦的价值所分解成的第四个部

分，就是只补偿已使用的不变资本的部分;这对于单个租地农场主直

接地说是正确的，但如果我们再往前走，就会看到，对租地农场主来
说是不变资本的东西,在成为租地农场主的资本以前 ，在更早的时候
就在别人手中分解为工资 、利润等等，一句话，分解为收入。因此，如

果说商品从它们在单个生产者手中来考察，包含一部分不构成收入

的价值，是正确的，那么从“一个大国全体居民”来说，在他看来就是
不正确的r，因为在一个人手中成为不变资本的东西之所以具有价

值，是由于它作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总价格来自别人手中 。现在他

说的恰好相反。）
亚•斯密接着说：
[VI — 268]“私人地产的总收入包括租地农场主所支付的一切;纯收人则
是扣除管理、修理的开支以及其他一切必要费用之后，留归土地所有者的东西,
o

o

o

o

o

o

o

o

0

换句话说，是他不损及自己的财产而可以归入用于直接消费即吃喝等等的基金
的东西。土地所有者的实际财富不同他的总收入成比例，而同他的纯收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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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第一，斯密在这里谈的是不相干的东西 。租地农场主作为地租

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和他作为工资支付给工人的毫无差别 ，都同他
自己的利润一样，是商品价值或价格中分解为收入的部分。问题在

于，商品是否还包括另--个价值组成部分。他在这里是承认这一点
的，正像他在谈到租地农场主时曾经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一样 ，不过这
种承汄并没有妨碍他宣称，租地农场主的谷物（即他的谷物的价格或

交换价值）只分解为收入。第二，我们要顺便指出下面一点。单个租
地农场主作为租地农场主能够支配的实际财富，取决于他的利润。
但另一方面,他作为商品所有者 ，可以把他的农场卖掉,或者说，如果

土地不属于他，可以把土地上的全部不变资本如役畜、农具等卖掉。
他由此所能实现的价值 ，从而，他所能支配的财富，就取决于他的不

变资本的价值，也就是取决于这个不变资本的大小。但是他只能把
这些东西再卖给另一个租地农场主 ，而在后者手中，这些东西并不是
町以自由支配的财富，而是不变资本。）〔因此，我们仍然没有前进

一步。〕
“一个大国全体居民的总收入，包括他们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 〈前面
我们听到，这全部产品（它的价值）都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ti就是说，仅仅
分解为各神形式的纯收入 >;纯收入是在先扣除固定资本的维待费用，再扣除

流动资本的维持费用之后，余下供他们使用的部分〈可见，斯密现在把劳动工具
和原料扣除了〉，或者说，是他们可以列入直接消费基金……而不侵占资本的
部分。”

（因此，我们现在知道，商品总量的价格或交换价值,无论就单个

资本家来说，还是就全国来说，都还分解为第四个部分，这部分对任
何人都不构成收入 ，既不能分解为工资、利润，也不能分解为地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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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固定资本的全部费用，显然要从社会纯收入中排除掉。无论是为维
待介川机器、生产丁.貝•、经营用的建筑物等等所必需的材料，还是为使这些材枓

o o o o O O

化为迠，的形式所必需的劳动的产品，从来都不可能成为这种纯收入的部
ooooooooo

分。寧呼罗亭卷货嗜.当然可以是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因为从事这种劳动的
1:人Ü把Kl -269］他们；:麥卷,f货f用在他们的消费基金上。但坫，

他备沖劳动中，劳动的价二者都加入这个消费基金；劣动
•

OÜOOUOOOOOOOOOOOOOOOOÛ

的价格加入工人的消费基金，劳动的产品则加入另一些人的消费基金，这些人

舔这种工人的劳动来增加自己的生活必箱品、舒适品和享乐品。”（同上，第

213 一215页）这毕竟是比其他经济学家的看法更接近正确的观点①。

这里，亚•斯密又避开了他应该回答的问题 —
—关于商品全部

价格的第四个部分，即不分解为工资、利润，也不分解为地租的那一

部分的问题。首先我们指出一个大错误 。要知道，在机器制造厂主
那里，也像在其他所有工业资本家那里一样 ，把机器等等的原料变成

迠当形式的劳动分解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 ，因而不仅分解为工人

的工.资，而且分解为资本家的利润。但原料的价值和工人把这些原
料变成适当形式时使用的工具的价值 ，既不分解为工资，也不分解为

利润。那些从性质来说不用于个人消费而用于生产消费的产品 ，并
不加入消费基金，这一点，是与问题毫无关系的。例如种子（播种用

的那部分小麦），从性质来说也可以加入消费基金 ，但是从经济上说

必须加入生产基金。其次，说用于个人消费的产品的全部价格同产
品一起都加入消费基金，是完全错误的。例如麻布，如果不是用来作
帆或用于别的生产目的，它就作为产品全部加入消费;但是对于麻布

的价格却不能这样说，因为这个价格的一部分补偿麻纱，另一部分补

偿织机等等，麻布的价格只有一部分分解为这种或那种收入 。

①这句话是马克思用铅笔加上的。一编者注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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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刚对我们说过，机器、经营用的建筑物等等所必需的材料，

也同由这些材料制造的机器等等一样，"从来都不可能成为这祌纯收
入的一部分”;这就是说，它们加入总收入。但是就在这些话后面不

远，就在第二篇第二章第 220页上，他却说出相反的话：
••机器和生产工具等等构成个人或社会的固定资本，它们既不构成个人或

社会的总收入的一部分，也不构成个人或社会的纯收入的--部分，货币也是-

o o o

洋等等。”

c o O

亚当的混乱、矛盾、离题，证明他既然把工资、利润、地租当作产
品的交换价值或全部价格的组成部分，在这里就必然寸步难行、陷入
困境。

萨伊把亚•斯密的不一贯的说法和错误的意见化为十分一般的
词句，来掩饰他自己的陈腐的浅薄见解。我们在他的著作中读到：
“从整个国家来肴，根本没有纯产品。因为产品的价值等于产品的生产费

用，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费用扣除，也就把全部产品价值扣除……年收入就
是总收人。"(〈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469页)

年产品总额的价值等于物化在这些产品中的 ［VI —270］劳动时

间量。如果从年产品中把这个总价值扣除，那么实际上—
—就价值

来说就没有任何价值留下来了，因而无论纯收入还是总收入统
统都没有了。但是，萨伊认为，每年生产的价值，当年会消费掉。所
以，对整个国家来说，根本不存在纯产品，只存在总产品。第一，说每

年生产的①价值，当年会消费掉，这是错误的。固定资本的大部分就

①“生产的”在手稿中是铅笔写的，可能是恩格斯书写，用以代替“消赀
的”。—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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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这种情况。一年内生产的价值大部分进入劳动过程 ，却不进入
价值增殖过程;这就是说 ，并不是总价值全部在一年内消费掉 。但是

第二，每年消费的价值中有一部分是由不加入消费基金而作为生产
资料来消费的那种价值构成的，这些生产资料从生产中出来 ，又或者

自身或者以等价物的形式，重新回到生产中去。另一部分则由扣除

上述第一部分之后能够加入个人消费的价值构成•，这部分价值就构
成“纯产品”。
关于萨伊的这种胡言乱语 ，施托尔希说：
“很明显，年产品的价值分成资本和利润两部分。
中,每一部分都要有规则地用来购买国民所需要的产品°，wàitiài À备朵

COOOÖOOOOOOOOOOOOO

和更新它的消费基金。"（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第5卷：〈论国民收入的性

质＞1824年巴黎版第134—135页）"我们要问，靠自己的劳动来满足自己的全
部需要的家庭（我们在俄国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其收入是否等于这
o

0

个家庭的土地、资本和劳动的总产品？难道一家人能够住自己的粮仓和畜棚，

吃自己的谷种和饲料，穿自己役畜的毛皮，用自己的农具当娱乐品吗？按照萨

伊先生的论点，对所有这些问题必须作肯定的回答。”（同上，第135—136页〉
“萨伊把总产品看成社会的收入，并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可以把等于这个产品

的价值消费掉Z（同上，第145页）“一国的〈纯〉收入，不是由已生产出来的价值
超过消费了的价值总颤的余额构成，就像萨伊所描写的那样，而只是由已生产

出来的价值超过为生产目的而消费了的价值的余额构成。因此，如果一个国家
在一年内消费这全部余额，那么它就是消费自己的全部〈纯〉收入。”（同上，第

146页）"如果承认一个国家的收入等于该国的总产品，就是说不必扣除任何枣
+ ,那么也必须承认，这个国家可以把年产品的全部价值非生产地消费掉，而â
i无损于该国的未来收入。”（同上，第147页）“构成一个国家的资本的产品，是
OOOOOOOOOOOO o
不能消费的
。
"
（
同上
，
第
150
页
）
（
不变资本①
）
O O O O O
①“不变资本”在手稿中是马克思用铅笔写的并在下面划了横线，以此纠
正施托尔希的不精确之处。—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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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姆赛（乔治）在（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版）中，对于亚•

斯密称为“全部价格的第四个组成部分”的东西，也就是我为了同花
在工资上的资本相区别而称为不变资本的东西 ，提出如下意见：
[VI —271]他说:“李嘉图忘记了，全部产品不仅分为工资和利润，而且还
必须有一部分补偿固定资本。”（第174页注）SS

拉姆赛理解的“固定资木”，不仅包括生产工具等等，而且包括原

料，总之，就是每个生产领域中我称为不变资本的东西 。当李嘉图谈
到产品分为利润和工资的时候,他总是假定 ，预付在生产上并在生产

中消费了的资本已经扣除。然而拉姆赛基本上是对的 。李嘉图对资

本的不变部分没有作任何进一步的分析，忽视了它，犯了重大的错
误，特别是把利润和剩余价值混淆起来 ，其次在研究利润率的波动等

等问题上也犯了错误。

现在我们听听拉姆赛本人是怎样说的：
“怎样才能把产品和花费在产品上的资本加以比较呢？ ••••••如果指整个

国家而言……那么很清楚，花费了的资本的各个不同要素应当在这个或那个经

济部门再生产出来，否则国家的生产就不能继续以原有的规模进行。工业的原
料，工业和农业中使用的工具，工业中的大規模的机器，生产和贮存产品所必需

的建筑物，这一切都应当是一个国家总产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应当是一•个国
家资本主义企业主的全部预付的组成部分。因此，总产品的量可以同全部预付
的量相比较，因为每一项物品都可以看成是与同类的其他物品井列的。”（同上，

拉姆赛，第137 —139页）"至于单个资本家，由于他不是以实物来补偿自己的支
出，他的支出的大部分必须通过交换来取得，而交换就需要一定份额的产品，由

于这种情况，单个资本主义企业主不得不把更大的注意力放在自己产品的交换
价值上，而不是放在产品的量上。”（同上，第I45 — I46页广了孕巧f f越高于
预付枣亨巧货零，利润就越大。因此，资本家计算利润时，ÄÜÄÄ价值相
比，而°不°是°拿°量°同量相比……利润的上升或下降，同总产品或它的货停中用
来补偿必要预付的那个份额的下降或上升成比例。因此，利润率决定下两

O O O O O O

84

1861 — 63年经济学手稿笔记本VI政治经济学枇判

个因素：第一，全部产品中归工人所得的那个份额；第二，为了以实物形式或通

过交换来补偿固定资本而必须储存的那个份额。"（同上，第146 —148页）

〔拉姆赛在这里谈的关于利润率的意见 ，要放到关于利润的第三

章5去考察。重要的是，他正确地强调指出了这个要素 。从一方面来
看，李嘉图说,构成不变资本（拉姆赛说的“固定资本”，就是指这个）

的那些商品的落价，总会使现有资本的一部分价值下降，这是对的。
这种说法特别适用于真正的固定资本 —
—机器等等。同全袜资本相

比剩余价值的增加，在这种比率的提高是由资本家的不变资本 （资本
家在价值下降之前就占有的不变资本 ）总价值下降引起的场'合，这对
单个资本家来说毫无利益可言 。不过这种说法仅仅在极小的程度上

适用于由原料或成品（不加入固定资本的成品）构成的那部分资本。
可能发生这种价值下降的原料或成品的现有量 ，同总产量相比.始终

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量。在单个资本家那里，这种说法仅仅在很小

的程度上适用于他投入流动资本的那部分资本。从另一方面来看，

很清楚，因为利润等于剩余价值和总预付资本之比 ，因为可以被吸收
的劳动量不取决于价值,而取决于原料的量和生产资料的效率 ，不取

决于它们的交换价值，而取决于它们的使用价值，所以，其产品

[VI 一272]构成不变资本要素的那些部门中的劳动的生产率越高，
生产一定量剩余价值所必需的不变资本的支出越少 ，这个剩余价值

和全部预付资本之比就越大，从而，在剩余价值量已知的情况下，利
润率就越髙。〕
（被拉姆赛双重地考察的东西—
—在再生产过程中，就全国而

言，是以产品补偿产品 ，就单个资本家而言，是以价值补偿价值-对于单个资本来说，是在分析同时也是再生产过程的资本流通过程

时，甚至必须加以考察的两个观点 。）

(5)剩余价值理论

85

拉姆赛没有解决亚•斯密所研究的并使他陷入重重矛盾的真正
困难。直截了当地说，这个困难是:整个资本(作为价值)都归结为劳

动，它无非是一定量的对象化劳动。但是，有酬劳动等于工人的工
资，无酬劳动等于资本家的利润 。因此，整个资本都可以直接地或间

接地归结为工资和利润。也许,在什么地方会完成这样一种劳动 ，它

既不归结为工资，也不归结为利润，它的目的只是为了补偿在生产过
程中消费丁的、同时又是作为再生产条件的那种价值？但是,既然工
人的全部劳动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用来保持他自身的生产能力 ，另
一部分构成资本利润 ，那么由谁来完成这种劳动呢 ？

［研究年利润和年工资怎样才能购买一年内生产的，

除利润和工资外还包含不变资本的商品严
为了把各种虚假的掺杂的东西从问题中清除出去 ，首先还要指

出下面一点。当资本家把自己的利润即自己的收入的一部分转化为

资本，转化为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的时候 ，他是用工人为他无偿地完
成的那部分劳动来支付这两者的。这里有一个新的劳动量，它构成
—个新商品量的等价物,而这些商品按其使用价值来说就是劳动资

料和劳动材料。所以，这种情况属于资本积累的问题 ，它本身不包含
任何困难;这里我们碰到的,是不变资本超过它原有界限的增长 ，或

者说，超出已经存在的和待补偿的不变资本量之上的新不变资本的
形成。困难在于已经存在的不变资本的再生产，而不在于超出有待
再生产的不变资本量之上的新不变资本的形成 。新的不变资本显然

来源于利润；它以收入的形式存在极短时间 ，随后即转化为资本 。这

部分利润归结为剩余劳动时间，即使没有资本存在 ，社会也必须不断
地完成这个剰余劳动时间，以便能支配一个所谓发展基金—
—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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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增长，就已使这个发展基金成为必要的了 。
〔在拉姆赛的著作第166页上，我们肴到他对不变资本作了很好

的说明，不过他仅仅是从使用价值方面来谈的 。他说：
“无论总产品〈例如租地农场主的总产品〉的数额是多少，其中用来补偿这
些以不同形式消费了的全部东西的那个贵，不应当有任何变动。只要生产以原

有的规模进行，这个最就必须认为是不变的。”〕

o o O

所以，首先必须从以下事实出发:和已经存在的不变资本的再生
产不同，不变资本的新形成是以利润为源泉;这里假定 ：一方面，工资

只够用来再生产劳动能力，另一方面，全部剩余价值统统归入“利润”
范畴，因为直接占有全部剩余价值的正是产业资本家 ，不管他以后在

什么地方［还得］把其中的一部分分给谁 。
〔“资本主义企业主枭财富的总分配者:他付给工人工资，付给资本家（货币
资本家）利息，付给土地所有者地租。"（拉姆赛的著作第218［_219］页）

［我们把全部］剩余价值称为利润 ，是把资本家看成这样一种人:

（1）他直接占有生产出来的全部剩余价值，（2）他拿这种剩余价值在
他自己、货币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 。〕

［VII -~273］然而，这个新的不变资本由利润产生，这无非是说，
新的不变资本来源于工人的一部分剩余劳动 。这好比野蛮人除了打
猎的时间以外，还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来制造弓箭 ，又好比农民在宗

法式农业条件下，除了耕作土地的时间以外，还要花费一定量的劳动
时间来制造他的大部分工具 。

但是，这里问题在于：究竟由谁劳动，以补偿生产中已经耗费的
不变资本的等价？工人为自己完成的那部分劳动,补偿他的工资 ，或
者从整个生产来看 ，就是创造他的工资。相反，他的剩余劳动，即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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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利润的劳动，一部分成为资本家的消费基金，一部分转化为追加资
本。但是，资本家并不是用这个剩余劳动或利润，来补偿他自己生产

中已耗费的资本。但是，形成工资的必要劳动和形成利润的剩余劳
动构成整个工作日，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劳动。（资本家可能担任的

“监督劳动”归入工资之内。从这方面看，资本家是雇佣工人，即使不
是别的资本家的雇佣工人，也是他自己的资本的雇佣工人 。）那么，补
偿不变资本的那个源泉 ，那个劳动，究竟从何而来呢？

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由新的生产来补偿（这里不谈剩余劳

动）。工人消费工资，但他耗费掉多少旧劳动 ，他就加进多少新劳动 。
如果我们考察整个工人阶级 ，而不受分工的干扰 ，那么就会看到，工

人不仅会再生产出同一个价值 ，而且会再生产出同样的使用价值。

这样，根据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的不同 ，同一个价值，同一个劳动量，会
以较大量或较小量的同一使用价值再生产出来。

拿社会来说，无论在什么时候，总有一定的不变资本作为生产条
件，以极不相同的比例，同时存在于一切生产领域，它永远属于生产，
并且必须归还给生产，就像种子要归还给土地一样。固然，这个不变

部分的价值可能降低或提高，这取决于构成这个不变部分的那些商
品的再生产是更便宜，还是更贵。但是，这种价值变动决不会影响下
面这一点：作为生产条件进入生产过程的资本不变部分，在生产过程

中是一个事先已知的价值，它必须再现在产品的价值中。因此，不变
资本本身的价值变动，在这里可以不加考虑。在一切场合，不变资本
在这里都表现为一定量的过去的 、对象化的劳动，这一定量的劳动要

作为决定产品价值的因素之一转移到产品价值中去。因此，为了更

明确地说明问题，我们假定资本不变部分的生产费用57或价值也保

持不变，始终一样。至于不变资本的价值例如在一年内不是全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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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到产品中，而是像在固定资本的场合那样会转移到许多年的产品
总量中，这种情况也不会使问题发生任何变化 。因为这里谈的仅仅

是一年内实际消费的，因而必须在当年得到补偿的那部分不变资本。

十分明显，不变资本的再生产问题,要在关于资本再生产过程或
流通过程的那一篇58里谈，但这并不妨碍在这里就把基本问题弄
清楚。

[VII—274]先谈工人的工资。工人为资本家劳动12小时，他
得到一定的例如物化着10劳动小时的货币额。这笔工资转化为生
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全都是商品 。假定这些商品的价格同它们的

价值相等。但是，在这些商品的价值中 ，有一个组成部分，是补偿这
些商品中包含的原料和损耗了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的。可是，这些商

品的价值的所有组成部分合在一起，也像工人支出的工资一样，只包

含10劳动小时。假定这些商品的价值的^■由它们包含的不变资本
的价值构成，f由最终完成产品、把产品变为消费品的劳动构成 。这

样，工人是用自已的10小时活劳动补偿I的不变资本和j（当年加

到对象上去的）活劳动。如果在工人购买的生活资料即商品中 ，根本
不包含不变资本；如果这些商品的原料不花费什么，并且生产这些商
品时不需要任何劳动工具，那就可能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之一 。或者，
商品像原先一样，还是包含10小时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就是

用10小时活劳动补偿10小时活劳动。或者，由工人的工资转化成
的、工人再生产其劳动能力所必需的那个使用价值量 ，只值3 +小时

劳动。（不包含本身已经是劳动产品的工具和原料 。）在这种况下，

工人只须从事3+小时的必要劳动 ，他的工资事实上就会降低到

3 +小时对象化劳动时间。
假定商品是麻布，12码麻布（在这里完全不涉及实际价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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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先令，或1镑16先令。其中f为追加劳动，I用于原料（纱）和
机器的损耗。假定必要劳动时间等于10小时•，因而剰余劳动就等于

2小时。1劳动小时用货币来表现，等于1先令。在这种情况下，12
劳动小时=12先令，工资=10先令，利润=2先令。假定工人和资
本家把全部工资和全部利润即 12先令，也就是说，把追加到原料和

机器上的全部价值，即在纱变为麻布的过程中物化的全部新的劳动

时间量，花费在作为消费品的麻布上 。（可能以后在自己的产品上要
花费一个工作口以上的时间。）1码麻布值3先令。把工资和利润加
在一起，工人和资本家用12先令只能买到4码麻布。这4码麻布包

含12劳动小时，然而其中只有4小时代表追加劳动，8小时则代表
实现在不变资本中的劳动。工资和利润加在一起 ，用12劳动小时只
能买到自己总产品的+，因为这个总产品的4由不变资本构成。12
劳动小时分为4 + 8,其中4小时自己补偿自己,8小时补偿那个同织
布过程中加进的劳动无关的 、以物化了的形式即纱和机器的形式加

入织布过程的劳动。
因此，谈到用工资和利润交换或购买来作为消费品 （或者是为丁
再生产的目的本身 ，因为购买商品的目的丝毫不会改变这里的问题 ）

的那部分产品或商品，那么很清楚，这种产品的价值中由不变资本构

成的部分，是由分解为工资和利润的新加劳动基金支付的。有多少

不变资本以及有多少在最后的生产过程中加进的劳动是用工资和利
润加在一起来购买的;最后加进的劳动按什么比例来支付 ，实现在不

变资本中的劳动按什么比例来支付;—
—这一切都取决于它们作为

价值组成部分加入成品的最初比例。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假定这个
比例是•.实现在不变资本中的劳动为| ，新加劳动为j。

[VII —^275]因此，有两点是清楚的：

90

1861—63年经济学手稿笔记本Vit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我们为麻布所假设的比例 ，也就是为工人和资本家把工资
和利润实现在自己生产的商品上，即他们买回自己产品的一部分这

种情况所假设的比例，—
—这个比例，即使工人和资本家把同一个价

值额花在其他产品上，也保持不变。根据每个商品都包含I■不变资
本和4新加劳动这一前提，工资和利润加在一起，始终只能购买产品
的j。12小时劳动=4码麻布。如果这4码麻布转化为货币，它就
以12先令的形式存在。如果这12先令又转化为麻布以外的其他商
品，这笔货币购买的也是价值为12劳动小吋的商品，其中4小吋是

新加劳动，8小时是实现在不变资本中的劳动。因此,假设在其他商

品中也像在麻布中一样,在生产的最后阶段加进的劳动和物化在不

变资本中的劳动之间保持同样的最初比例，这个比例就是普遍的。

第二,如果一天的新加劳动等于 12小时，那么在这12小时中，
只有4小时自己补偿自己，即补偿活的、新加的劳动，而8小时支付

实现在不变资本中的劳动。但是，不由活劳动本身来补偿的这8小
时活劳动究竟由谁来支付呢？正是由包含在不变资本中并同8小时

活劳动相交换的那8小时已实现的劳动来支付。
因此,毫无疑问，用工资和利润总额（两者加在一起，只不过代表
新加到不变资本上的劳动总量 ）购买的那部分成品 ，都以它的各个要

素的形式得到补偿。这部分成品所包含的新加劳动得到补偿，不变
资本所包含的劳动量也得到补偿。其次，毫无疑问，不变资本所包含

的劳动在这里从新加到它上面的活劳动基金中得到了自己的等价。
但是，在这里就发生困难了 。12小时织布劳动的总产品（这个

总产品与织布劳动本身所生产的大不相同 ），等于12码麻布，价值为

36劳动小时或36先令。但是，工资和利润合起来 ，或者说12小时
总劳动时间，只能从这36劳动小时中买回12小时;换句话说，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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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产品中买回4码，多1码也不行。那么，其余8码又将怎样呢？

（福尔卡德、蒲魯东。）S9
首先我们要指出，这8码代表的无非是已耗费的不变资本。但
这个不变资本的使用价值的形式已经改变了。它是以新产品的形

式，不再以纱、织机等等的形式，而以麻布的形式存在了。这8码麻
布，也像用工资和利润购买的其余4码麻布一样，按价值来说，+
由织布过程中加进的劳动构成，•由过去的、物化在不变资本中的
劳动构成。但是，如果说在前面那4码麻布的情况下，新加劳动的

j补偿了4码麻布中包含的织布劳动 ，也就是自己补偿了自己，织
布劳动其余的I■补偿了 4码麻布中包含的不变资本；那么现在正相
反，8码麻布包含的不变资本的 I补偿不变资本，j•补偿它包含的

新加劳动。
这8码麻布本身包含了、吸收了整个不变资本的价值 ，一这个

价值在12小时的织布劳动期间得到保存，或者说加入到生产中去，
而现在以供直接个人消费（不是生产消费）的产品形式存在，—
—这
8码麻布本身又将怎样呢？

这8码属于资本家。如果资本家想自己把这8码消费掉，就像
他把代表他的利润的I■码消费掉一•样，［VII ~276］那他就不能把包

含在12小时织布过程中的不变资本再生产出来了 ；他也就根本不能
—
—就这里所谈的这12小时过程包含的资本来说—
—继续执行资
本家的职能了。所以，他要卖掉8码麻布，把它们变成24先令或24

劳动小时的货币额。但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困难 。他把这8码麻布
卖给谁呢？他把这些麻布转化为谁的货币呢？我们很快将回过头来
谈这个问题，现在让我们先看看下一段过程。

资本家-•旦把8码麻布，即他的产品中和他预付的不变资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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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那部分价值，转化为货币，把它们卖掉，使它们转化为交换价值
形式，他就用这些货币重新购买和原先构成他的不变资本的那些商

品同种类的（按使用价值来说是同种类的）商品，他购买纱、织机等
等。他按照生产新麻布所必需的原料和生产工具的比例 ，把24先令

变成这些商品。
由此可见，按使用价值来说,他的不变资本原先由哪种劳动的产

品构成，现在就用哪种劳动的新产品来补偿 。资本家再生产了不变
资本。但这些新的纱、新的织机等等，同样（按照假定）也是I由不变
资本构成，j•由新加劳动构成。因而,如果说前4码麻布（新加劳动

和不变资本）完全由新加劳动来支付，那么这8码麻布就由它们本身
的新生产出来的各个生产要索来补偿，而这些新生产出来的生产要

素一部分由新加劳动，一部分由不变资本构成。这样,看来至少有一
部分不变资本要同另--种形式的不变资本相交换 。产品的补偿是实

在的事情，因为在纱被加工为麻布的同时，亚麻正被加工为纱，亚麻

的种子正变成亚麻；同样，在织机受到磨损的同时，新的织机正在制
造出来，在制造新织机的时候 ，新的木材和铁正在生产出来。某些要

素在某一生产领域内被生产出来的时候,在另一生产领域内正在对
它们进行加工。在所有这些同时进行的生产过程中 ，虽然每个过程

都代表产品的一个更高的阶段，但是不变资本却以各种不同的比例

同时被消费。
总之,麻布这一成品的价值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用来重新购买在

同一时间生产出来的不变资本各个要素，另一部分则用在消费品上。

为丁简单起见，这里我们完全撇开一部分利润再转化为资本的问题 ，

也就是说，正像在这整个研究中一样,我们假定 ，工资加利润，即追加
到不变资本上的全部劳动量 ，都作为收入被消费掉。

（5）剰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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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待回答的问题只是:有一部分总产品的价值被用来重新购买
在同一时间新生产的不变资本各个要素 ，究竟由谁购买这部分总产

品？谁购买8码麻布？为了切断各种遁词的后路，我们假定，这是一
种专供个人消费的麻布 ，而不是供生产消费（如制帆）的麻布。这里
还必须把纯粹中间性的商业活动撇开 ，因为这些活动只起中介作用 。

例如，8码麻布被卖给商人，并且不是经过一个商人的手，而是经过

整整20个商人的手，经过20次买而再卖；这样，麻布要在第二十次,
才最终被商人卖给实际消费者 ，因此，实际消费者事实上是向生产者

支付,或者说是向最后一个即第二十个商人支付，而这个商人对消费

者来说，是代表第一个商人即实际生产者 。这些中间交易只会把最
终交易推迟，或者也可以说，只会为最终交易起中介作用 ，但是不能

说明最终交易。无论是谁从麻织厂主手里购买这8码麻布，还是

[VII —277]从第二十个商人手里（麻布经过一系列交换行为才落到
他手里）购买这8码麻布—
—问题仍然是一样的。

这8码麻布和前4码麻布完全一样，必定要转入消费基金。这
就是说，它们只能由工资和利润来支付，因为工资和利润是生产者的

收入的惟一源泉，而在这里只有这些生产者才以消费者的身份出现 。

8码麻布包含24劳动小时。我们假定（以12劳动小时为通行的正
常工作日），其他两个部门的工人和资本家把自己的全部工资和利润
花在麻布上，就像织布业中的工人和资本家把自己的整个工作日（工

人把自己的10小时，资本家把他靠工人赚得的，就是靠10小时赚得

的2小时剩余价值）都花在麻布上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麻织厂主就
会卖掉自己的8码麻布，用于织造这12码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就会得
到补偿，这个价值可以重新花在构成不变资本的那些商品上 ，因为所

有这些商品，如纱、织机等等，在市场上都有，它们在纱和织机被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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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麻布的同时被生产出来。纱和织机作为产品的生产，同它们作为
产品加入而不是作为产品从中出来的生产过程是同时进行的 ，这种

情况说明，为什么麻布的价值中和其中所耗费的材料 、织机等等的价

值相等的那部分,能够重新转化为纱、织机等等。如果麻布的各个要

素的生产和麻布本身的生产不是同时进行，8码麻布即使卖掉了，即
使转化为货币了，也不能从货币再转化为麻布的各个不变要素。例

如，目前由于美国内战 ，棉纺织厂主的棉纱和棉布就发生了这样的情
况。他们仅仅卖出他们的产品，并不能保证实现前面说的那种再转

化，因为市场上没有棉花。
但是，另一方面，尽管市场上有新的纱、新的织机等等，因而新的

纱、新的织机等等的生产是和已有的纱 、已有的织机转化为麻布同时
进行的；尽管纱和织机是和麻布同时生产出来 ，但是，，在这8码麻

布没有卖掉，没有转化为货币以前，它们也不能再转为织布生产
的不变资本的这些物质要素。因此，只要我们还不知道，购买8码

麻布，使它们重新具有货币形式即独立的交换价值形式所必需的基
金是从哪里来的，那么麻布各个要素的不断的现实的生产和麻布本
身的生产同时进行这个事实，还是不能向我们说清楚不变资本的再
生产。

为了解决这个最后的困难 ，我们假定有B和C（比方说，一个是

制鞋业者，一个是屠宰业者）把自己的工资和利润总额 ，即他们所支
配的24小时劳动时间,全都花在麻布上。这样，关于麻布织造业者

A,我们就摆脱困难了。他的全部产品12码麻布（其中实现了 36小
时劳动），完全由工资和利润来补偿了，也就是说，由A、B和C这三
个生产领域中新加到不变资本上的全部劳动时间来补偿了 。麻布中

包含的全部劳动时间，无论是原先就已存在于它的不变资本中的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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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织布过程中新加的 ，现在都同这样一个劳动时间相交换丁 ，这个

劳动时间不是以不变资本的形式原先就存在于某一个生产领域中
的，而是在上述A、B、C三个生产领域中在最后阶段同时加到不变资

本上去的。

因此，如果说麻布的原有价值只分解为工资和利润，还是错误
的，—
—因为它实际上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同工资和利润总额相
等的价值，即12小时织布劳动，一部分是同织布过程无关的 ，包含在

纱、织机中的，总之，包含在不变资本中的24劳动小时，—
—那么，相
反，说12码麻布的等价物，即12码麻布卖得的36先令，只分解为工

资和利润，也就是说，不仅织布劳动，而且包含在纱和织机中的劳动，
都完全由新加劳动来补偿 ，就是由A的12小时劳动、B的12小时劳

动和C的12小时劳动来补偿,却是正确的„
卖出的商品本身具有的价值，分解为［VII —278］新加劳动（工

资和利润）和原先存在的劳动 （不变资本的价值）;这就是卖出的价值
（实际上，这也是商品的价值）。相反，购买价值，即买者给予卖者的

等价物，只归结为新加劳动，归结为工资和利润。但是，如果由于任
何商品在卖出以前都是待卖的商品 ，而它只有通过单纯的形式变化

才转化为货币，就认为任何商品作为卖出的商品的价值组成部分不

同于它作为用于购买的商品（作为货币）的价值组成部分，那是荒谬
的。其次，认为社会例如在一年内完成的劳动不仅可以自己补偿自
己，—
—这样，如果把全部商品量分为两个相等的部分，年劳动的一

半就成为另一半的等价 ，—
—而且年产品所包含的总劳动中由当年
劳动构成的j的劳动，可以补偿I的劳动，也就是说，它的大小等于

自己的3倍，那就更加荒谬了。
在上述例子中，我们把困难转移丁，从A移到了 B和C。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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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第一,我们在谈A的时候，有一个解

决办法，就是4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恰好等于加在纱上的劳动时间,

也就是A的利润和工资总额 ，这4码是以麻布本身的形式，以自己
劳动产品的形式消费的 。B和C的情况却不是这样 ，因为它们是以

A领域的产品麻布的形式，而不是以B和C的产品的形式，来消费
它们加进的劳动时间总量，即工资和利润总额的。因此，它们不仅要

卖掉代表不变资本包含的24劳动小时的部分，而且要卖掉它们的产

品中代表新加到不变资本上的12小时劳动时间的部分。B要卖掉

36劳动小时，而不是像A那样只卖掉24劳动小时。C的情况也同
B—样。第二，为了使A的不变资本卖掉，推销出去，转化为货币，不
仅需要ß的全部新加劳动，而且需要C的全部新加劳动。第三,B和

C不能把自己产品中的任何部分卖给A，因为A的归结为收入的部
分，已经由A的生产者全部花在A本身了。B和C也不可能用自己

产品中的任何部分来补偿A的不变部分，因为根据假定，它们的产
品不是A的生产要素，而是加入个人消费的商品 。每往下走一步，

困难都在增加。

为了使A的产品包含的36小时（就是说，不变资本包含的^■即

24小时，新加劳动包含的f即12小时）只同加在不变资本上的劳动
相交换，A的工资和利润，就必须消费掉A所包含的12小时追加劳

动，即A本身的产品的总产品的其余I•，即24小时，代表不变
资本包含的价值。这个价值已同B和C的工资和利润总额，也就是

同B和C的新加劳动相交换。但是，为了使B和C能够用它们的产
品包含的、归结为工资和利润的24小时来购买麻布，它们就要以它
们自己的产品形式卖掉这24小时。此外，它们还要卖掉它们自己的

48小时的产品来补偿不变资本 。因此，它们就要卖掉共72小时的B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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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C的产品，来同其他生产领域 D、E等等的利润和工资总额相交
换;这就是说，（假定正常工作日等于 12小时），12x6 = 72小时，即

其他6个生产领域中的追加劳动必须实现为B和C的产品；［VII -

279］因而，D、E、F、G、H、I的利润和工资，即这些领域中加到各自不
变资本上的全部劳动量必须实现为B和C的产品。
在这种情况下，B+C总产品的价值，就会只由D、E、F、G、H、I

这6个生产领域的新加劳动，即工资和利润总额来支付。但在这6
个领域中现在必须卖掉全部总产品（因为它们的产品的任何部分都
不是由它们的生产者自己消费 ，这些人已经把自己的全部收入投在

B和C的产品上了），并且这个总产品的任何部分都不能在这些领域
内部实现。因而是6X36劳动小时= 216劳动小时的产品，其中144

劳动小时为不变资本，72（即6 X 12）劳动小时为新加劳动。现在为
了使D等等的产品也按同样的方式转化为工资和利润，即转化为新
加劳动，就必须使K1 一K18这18个生产领域的全部新加劳动，即这

18个领域的工资和利润总额，统统都花在D、E、F、G、H、I这些领域
的产品上。P—K18这18个领域并不消费自己产品的任何部分，相

反，它们已经把自己的全部收入花在 D-I这6个领域中，所以它们
又要卖掉18

X 36劳动小时，或648劳动小时，其中18 X 12或216小

时代表新加劳动，432小时代表不变资本包含的劳动。因此，为了把

K1 —K18的这个总产品归结为其他领域的追加劳动或者说工资和利
润总额，就需要有L1 一LM领域的追加劳动，也就是12 X 54 = 648劳

动小时。L1 一L54领域为了使它们的总产品等于1 944小时（其中

648 = 12X54为新加劳动，1 296劳动小时等于不变资本所包含的劳
动），同新加劳动相交换，就要吸收M1 — M162领域的新加劳动，因为

162X12 = 1 944,而M1 — M162领域又要吸收N1 —N486领域的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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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依此类推。

这是一个美妙的无止境的演进，如果把一切产品都归结为工资
和利润，即归结为新加劳动，同时，不仅新加到商品上的劳动，而且这

个商品所包含的不变资本，都必须由其他某个生产领域的新加劳动

来支付,那么，我们就会陷入这种境况 。
为了把A产品包含的劳动时间，即36小时为新加劳动，|

为不变资本)，妇结为新加劳动，也就是说，假定这个劳动时间由工资
和利润来支付，我们首先就要假定，产品的^■(这j的价值等于工资
和利润的总额)由A领域的生产者自己消费，或者同样可以说，由他
们自己购买。以后的进程如下

(1) 生产领域A。产品=36劳动小时。24劳动小时为不变资
本。12小时为追加劳动。产品的■由分享这12小时的双方—
—工

资和利润，即工人和资本家来消费。A的产品的|，等于不变资本包
含的24劳动小时,则有待卖出。

(2) 生产领域B1 — B2。产品=72劳动小时；其中24为追加劳
动,48为不变资本。这些领域用追加劳动购买 A产品的I即补偿A
的不变资本价值的那部分产品 。但是,B1 -B2领域要卖掉构成它们

总产品价值的72劳动小时。

(3) 生产领域C1 —C6。产品=216劳动小时，其中72小时为追
加劳动(工资和利润)。它们用追加劳动购买B1 -B2的全部产品。
但是,它们要卖掉216,其中144为不变资本。

[VII —280](4)生产领域D1 一D18。产品= 648劳动小时；216
为追加劳动，432为不变资本。它们用追加劳动购买生产领域 C1 -

C6的总产品=216。但是，它们要卖掉648。
(S)生产领域E1 _Em。产品=1 944劳动小时;648为追加劳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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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1 296为不变资本。它们购买生产领域D1 _D18的总产品，但是
要卖掉1 944 e

(6) 生产领域F1 —F162o产品=5 832,其中1 944为追加劳
动，3 888为不变资本。它们用1 944购买E1 — E54的产品。而它们

要卖掉5 832o

(7) 生产领域G1 —G486。
为了简单起见，假定每■-个生产领域每次都只有一个 12小时工

作日为资本家和工人所分享 。增加这种工作日的数目并木能解决问
题，反而会毫无必要地使问题复杂化。

这样，为了使这个序列的规律能够看得更清楚，可以写成：

(1) A。产品=36小时;不变资本=24小时。工资和利润总额，
或者说，新加劳动=12小时。后者以A领域本身的产品形式由资本

和劳动消费掉。

A的待卖产品==它的不变资本=24小时。
(2) BJ ~B2。这里我们需要2个工作日，因而需要2个生产领
域，以便支付A的24小时。

产品= 2X36或72小时，其中24小时为［新加］劳动，48小时为
不变资本。

B1 -B2的待卖产品=72劳动小时；这一产品的任何部分都不
会在这些领域本身消费掉。

(Ô)C1 -C6。这里我们需要6个工作日，因为72 = 12 X 6, B1 —
B2的全部产品必须由C1 一C6加进的劳动消费掉。产品=6 X 36 =

216劳动小时,其中72为新加劳动，144为不变资本。
(18)^ 一D18。这里我们需要18个工作日，因为216 = 12 X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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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每个工作日应有I不变资本，所以总产品= 18 X36 = 648(432
为不变资本)。
°

依此类推。

每段开头的1、2等数字，是指工作日的数目或不同生产领域的
不同劳动种类的数目，因为我们假定每一个领域只有一个工作日。
可见，(1)A。产品为36小时。追加劳动为12小时。待卖产品

(不变资本)= 24小时。
或者说：

(1) A。待卖产品即不变资本=24小时。总产品为36小时。追
加劳动为12小时。后者在A领域本身被消费掉。

(2) B1 —B2。这些领域用追加劳动购买A的24小时。不变资
本为48小时。总产品为72小时。

(ô)C1 一C6。它们用追加劳动购买B1 _B2的72小时(=12 X

6)。不变资本为144,总产品为216。依此类推。
[VII _281]因此：

(1) A。产品=3个工作日(36小时)。12小时为追加劳动。24
小时为不变资本。

(2) B1-2。产品=2X3 = 6工作日(72小时)。追加劳动=12 x 2
=24小时。不变资本=48 = 2X24小时。
(6)C卜6。产品= 3X6工作日=3 x 72小时=216劳动小时。
追加劳动=6 x 12 = 72劳动小时。不变资本=2 x 72 = 144。

(18)D^18o产品=3 x 3 x 6工作日=3 x 18工作日=54工作
日=648劳动小时。追加劳动= 12X18 = 216。不变资本= 432劳动
小时。

(54)#—54。产品= 3X54工作日=162工作日=1 944劳动小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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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追加劳动=54工作日=648劳动小时;1296为不变资本。

(162)F1 —F162。产品= 3X162［二］486 工作 0 = 5 832 劳动小
时，其中162工作日即1 944劳动小时为追加劳动 ，3 888小时为不

变资本。

(486) G1 一姑6。产品=3 X 486工作日，其中486工作日
即5 832劳动小时为追加劳动，11 664为不变资本。

依此类推。
这里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它由729个不同生产

领域的不同工作日1 +2 + 6+ 18 + 54 + 162 + 486合计而成。这已经
是一个有相当显著的分工的社会了 。

在A中，加到不变资本2个工作日上的，只有12小时劳动即1

个工作日，而工资和利润是消费它自己的产品；为了在A的总产品
中只是卖掉24小时不变资本,并且又只是把它归结为新加劳动即工

资和利润，我们就需要B1和B2的2个工作日。但是这2个工作日
又需要不变资本4个工作日，这样，B1 一2的总产品等于6个工作日。

这6个工作日必须全部卖掉 ，因为从这里起，就假定后一个领域都不

消费自己的产品，而只是把利润和工资花在前一个领域的产品上。
为了补偿B1""2产品的这6个工作日，就必需有6个工作日，而这6个

工作日又要有不变资本12个工作日。因此C1 一6的总产品等于18
个工作日。为了用［新加］劳动来补偿它们，就必需有18个工作日

(D^18),而这18个工作日又要有不变资本36个工作日，因而产品
等干54个工作日。为了补偿这些工作日又需要 E1—54的54个工作

日，而这54个工作日又要有不变资本108个工作日。产品等于162

个工作日。最后，为了补偿这些工作日，就必需有162个工作日，而
这162个工作日又要有不变资本324个工作日；因而总产品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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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个工作日，等等。这也就是P—F162。最后，为了补偿这F1—162
的产品，就必需有486个工作日（G1 一486），而这486个工作日又要有

不变资本972个工作日。因此，G1—486的总产品=972 + 486

=1 458个工作日。
但现在假定，到G领域，我们已到了尽头，再也不能推移下去

了。［VII ~282］在任何一个社会，上述这种从一个领域到另一领域
的推移，也会很快达到尽头的。这时的情况怎样呢？我们有这样一
种产品，它包含1 458个工作日，其中486为新加劳动，972为实现

在不变资本中的劳动。486个工作日可以在前一个领域户_］62中花

费掉。但是不变资本包含的972个工作日用什么东西来购买呢 ？在

G486领域以外再也没有任何新的生产领域，因而也就没有任何新的
交换领域了。在它前面的各个领域 ，除了 F1-162以外，什么也交换不

到。而且G1—486领域本身又把它包含的工资和利润 ，直到最后一分
钱，都花在F1—162领域了。由此看来，实现在G1 一486产品中的、等于
它包含的不变资本价值的972个工作日，是不可能卖出去了。可见，
我们把我们碰到的困难，即出卖A领域中的8码麻布或者说这个领

域的产品中代表不变资本价值的24劳动小时即2个工作日的困难，
推移到了将近800个生产部门，还是无济于事。

有人认为，如果A不是把自己的全部利润和工资花在麻布上，
而是把其中一部分花在 B和C的产品上，那计算就会不同了。这种

想法也是无济于事的。支出的界限，即A、B和C包含的追加劳动小

时，始终只能支配同它们相等的劳动时间。它们多买这一种产品，便
会少买那一种产品。这只会把计算搅乱，丝毫也不会改变结果。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在上述计算中，我们看到：

（5）剩余价值理论

产品

追加劳动 不变资本

（工作日）

1Û3

（A产品的f是在本领域消费的）
如果在这个计算中，最后的324工

A=

3

1

2

B=

6

2

4

C=

18

6

12

D=

54

18

36

用新劳动来支付，那么计算就相符了。

E=

162

54

108

但只是由于一部分不变资本自已补偿自

F=

486

162

324

己，这个谜才啤解开。

总计

729

243

486

作曰（不变资本〉等于土地耕种者自己补

偿给自己的不变资本，他把它从自己的
产品中扣留下来，归还给土地，因而不必

总之，在我们的计算中，相当于新加劳动的243个工作日事实上

消费掉了。最后一种产品的价值等于 486个工作日，等于A-F所

包含的全部不变资本的价值，后者也等于486个工作日。为了说明
这些工作日，我们假定G有486日的新劳动。这样一来，我们就不

必再去说明486日的不变资本的问题，［VI1—283］可是现在，我们

还得说明G产品中包含的972个工作日的不变资本，因为G产品等

于1 458个工作日（972不变资本+ 486劳动）。如果我们想要摆脱
困难，假定G领域在劳动过程中不使用不变资本，因此产品仅仅等

于486日的新加劳动，那么，我们的计算当然也就算清了。但是，这

要求我们这样解决产品中构成不变资本的价值组成部分究竟由谁支
付的问题：假定不变资本等千零，因而它不构成产品的价值组成
部分。

为了使A的全部产品都能卖掉，同新加劳动相交换 ，为了有可
能把它归结为利润和工资 ，A、B、C的全部追加劳动61就必须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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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产品中的劳动的形式花掉。同样，为了使B + C的全部产品能
够卖掉,必须动用D1 — D18的全部新加劳动。《同样，为了购买D1 —

D18的全部产品，必须动用E1 一54的全部追加劳动。为了购买E1^54的
全部产品，必须动用F1-162的全部追加劳动。最后，为了购买F1"162
的全部产品，必须动用的全部追加劳动时间 。归根到底，在

G1 一486代表的这486个生产领域中，全部追加劳动时间等于162个F
领域的全部产品，而这个由劳动来补偿的全部产品又等于AaB1 一2、
（^^、“-^、^■^、戸-^中的不变资本 。但是，g领域的不变资本
（它比A — F162领域使用的不变资本多1倍）仍然没有得到补偿，而
且也不可能得到补偿。

事实上我们发现，因为根据我们的假定，在每一个生产领域，新

加劳动和原先存在的劳动之比等于1:2,所以，为了购买前面那些领

域的产品，每次都需要［比前面所有领域加在一起的数目］«多1倍
的新领域动用全部新加劳动。为了购买A的总产品，需要动用A、

的追加劳动，为了购买A、B、C的产品，需要动用18个D
即的追加劳动，依此类推。简单说，总是需要有比产品本

身包含的劳动多1倍的新加劳动，因此，为了购买全部产品，在最后
一个生产领域G中就需要有比已有的多1倍的新加劳动。总之，在

终点G上我们碰到的，恰恰是在起点A上已经存在的那种情况 ：新
加劳动无如何不可能从自己的产品中购买一个比它本身大的量 ，

它不可能购买不变资本中包含的原先存在的劳动 。

因此，要用收入的价值补偿整个产品的价值是不可能的 。因为

除了收入以外，没有任何基金可以用来支付生产者卖给（个人）消费
者的产品，所以，整个产品的价值减去收入的价值之后，根本不可能

被卖掉、被支付或被（个人）消费。但是，另一方面，任何产品都必须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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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掉，并按其价格得到支付（按照假定，这里价格等于价值）。
此外,从一开始就可以预见到，把交换行为即各种商品或各个生

产领域的产品相互之间的卖和买加进来，并不能使我们前进一步。
在A领域即第一种商品麻布的场合，我们有i•或［VII-283a］12小
时新加劳动和2 X 12（或24）小时包含在［不变］资本中的原先存在的

勞动。工资和利润只能从 A商品中，因而也只能从作为A商品的等
价物的其他某种产品中买回等于12劳动小时的产品部分。它们不
可能买回自己的24小时的不变资本，因而也不可能买回其他某种商
品形式的这个不变资本的等价物。

在B商品中，追加劳动和不变资本之间的比例可能不同。但

是,不管不同生产领域中的不变资本和新加劳动之间的比例如何不
同，我们总能算出这个比例的平均数。我们可以说，在整个社会或整

个资本家阶级的产品中，在资本的总产品中 ，新加劳动等于a，作为
不变资本存在的原先存在的劳动等于b;换句话说，我们在A即麻布
场合所假定的比例1:2,只不过是a:bK~种象征，只不过说明在这
两个要素之间，在本年内或任何一段时间内追加的活劳动和作为不
变资本原先存在的过去劳动之间，存在着某种无论如何是确定的并
且是可以确定的比例。如果加在纱上的12小时不是全都用来购买
麻布，如果购买麻布例如只用4小时，那么其余8小时就可以用来购

买其他任何产品;但是购买的总数决不能超过12小时。如果8小时
用来购买其他产品，那么A就必须卖掉32小时的麻布。因此，A的
例子，对整个社会的总资本也是适用的，把不同商品的交换行为加进

来，只会把问题搅乱，但丝毫不会改变问题。
我们假定A是社会的总产品;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总产品的f可

以由生产者买来自己消费,生产者会用他们的等于新加劳动量即总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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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额的工资和利润总额来支付它 。但是要支付、购买和消费其余的

■|，他们就没有基金了。因此，占总产品f的新加劳动即可以分解为

利润和工资的劳动，用它自己的产品补偿自己，或者说,只是把包含f
总劳动即新加劳动或它的等价物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留下来 ，同样，

I■即原先存在的劳动也必须用它本身的产品来补偿 。换句话说，不变
资本等于它自己，它由总产品中代表它自己的那部分价值来补偿 。不
同商品之间的交换，不同生产领域之间的一系列买和卖的行为，只是

从这样一种意义来说会引起某种形式上的区别，即不同生产领域的不

变资本都按照它们原来在这些生产领域中保持的比例相互补偿。
现在我们必须更详细地考察这一点 。

〔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证明，亚•斯密在他的整部著作中，凡是说

明真正事实的地方，往往把产品中包含的劳动量理解为价值和决定
价值的因素。这方面的材料，在李嘉图的著作中引用了一部分。《斯

密关于分工和机器改良对商品价格的影响的全部学说，就是建立在

这个基础上的。这里只引一个地方就够了。亚•斯密在第一篇第十
一章谈到，他那个时代同前几个世纪比较，有许多工业品便宜了，并

在末尾指出：
“那时，为了制造这些商品供应市场，要花费多得多的［VII —283b］劳动量，
因此商品上市以后，在交换中必定买凹或得到一个多得多的劳动景的价格。”
（［加尔涅的译本］第2卷第156页）〕

亚当•斯密在第二篇第二章考察货币流通和信用制度时 （后面
将同图克的说法相对比 ）提出了同样的看法 ，即认为一国的年产品分

解为工资和利润（地租、利息等等包括在利润之中 ）。在那里，他说：
“每一个国家的流通都可以认为是分成两个不同的领域：实业家〈加尔涅

（5）剩余价值理论

107

说:实业家在这里是指"全体商人、制造业者、手工业者等等，一句话，是指一国

工商业的全体当事人”〉之间的流通，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流通。即使同一些

货币，纸币或者金属货币，可以时而用于这个流通领域，吋而用F那个流通领
域，但这两个流通过程是不断同吋进行的，因此，要使流通进行下去，各自需要
有一定量的这种或那种货币。各种实业家之间流通的商品的价值，决不能超过
000000000000000

O

O

O

Ô

O

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流通的商品的价值，因为无论实业家购买什么，最终必然
00000000000000000

OOOOOOOOOOO

O

o

0

O

会卖给消费者
O O O O o O 。”（第2卷第2篇第2章第292 -293页）

这个问题，还有图克，以后再谈。《
现在回过来谈我们的例子。把麻纱变为麻布的A的日产品=

12码，=36先令=36劳动小时。在这36小时中，12小时新加劳动
分解为工资和利润，24小时或2日等于不变资本的价值 。不过后者

现在已经不是以原来的纱和织机的形式存在，而是以麻布的形式存

在，并&是以等于24小时或24先令的麻布量存在。这个麻布量所
包含的劳动量，同麻布现在所代替的纱和织机包含的劳动量一样多。

因此，用这个麻布量,可以重新买回同样数量的纱和织机 （假定纱和

织机的价值照旧，这些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不变 ）。纺纱业者和织

机厂主必须把他们的全部年产品或日产品 （在这里，对于我们的目的

来说，这是无关紧要的）卖给织布业者，因为他们的商品只对织布业
者才有使用价值，织布业者是这种商品的惟-消费者。

如果织布业者的不变资本（他每天消费的不变资本）等于2个工

作日，那么织布业者的1个工作日就需要有纺纱业者和机器制造业
者的2个工作日，这2个工作日又按极不相同的比例分解为追加劳

动和不变资本。但纺纱业者和机器制造厂主两人加在一起的总的日

产品（假定机器制造厂主只生产织机），也就是说，不变资本和追加劳

动合在一起，不可能多于2个工作日，而织布业者的日产品，由于他
新加进12小吋劳动，则是3个工作日。纺纱业者和机器制造厂主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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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活劳动时间，可能同织布业者消费的一样多；在这种情况下，他

们的不变资本包含的劳动时间必定少些。无论如何，纺纱业者和机
器制造厂主使用的劳动量，即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的量 （总合起来），

决不可能同织布业者使用的一样多。织布业者使用的活劳动时间，
可能比纺纱业者少（后者例如，一定会比亚麻种植业者少）；在这种情
况下，他的不变资本超过资本可变部分的数量就会更多 。

[VII -284]于是，织布业者的不变资本就补偿纺纱业者和织机
厂主的全部资本，不仅补偿后两者自己的不变资本,而且补偿纺纱过

程和机器制遗过程中新加的劳动。这样一来，在这里新的不变资本
就完全补偿其他二者的不变资本 ，此外还补偿全部新加到这些不变

资本上的劳动。纺纱业者和织机厂主由于把自己的商品卖给织布业

者，就不仅补偿了自己的不变资本 ，而且他们的新加劳动也得到了支
付。织布业者的不变资本补偿纺纱业者和织机厂主自己的不变资
本，并实现他们的收入（工资和利润的总额）。既然织布业者的不变

资本只是补偿纺纱业者和织机厂主自己的、曾以纱和织机形式交给
织布业者的不变资本，那么这只是一种形式的不变资本同另一种形
式的不变资本相交换。实际上不变资本的价值没有任何变化。
但是，我们再往回走。纺纱业者的产品也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

是亚麻、纱锭、煤炭等等，一句话，纺纱业者的不变资本;另一部分是

新加劳动。机器制造厂主的总产品也是这样。当纺纱业者补偿自己
的不变资本时，他不仅支付纱锭制造厂主等等的全部资本，而且支付
亚麻种植业者的全部资本。纺纱业者的不变资本支付这些人的资本

的不变部分加上追加劳动。至于亚麻种植业者，他的不变资本，扣除
农具等等之后，就归结为种子、肥料等等。我们假定，租地农场主的

这部分不变资本,构成他自已的产品中每年的扣除部分 （这种情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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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中或多或少总会发生 ），这一扣除部分每年从租地农场主自己的
产品中归还给土地 ，即归还给生产本身。在这里，我们发现有一部分

不变资本是自己补偿自己，从来不拿去出卖，因而从来不被支付 ，也

从来不被消费，不加入个人消费。种子等东西等于一定量的劳动时
间。种子等等的价值加入总产品的价值;但同一价值不进入流通 ，因

为同一产品量（假定劳动生产率不变）又从总产品中留出，归还给

生产。
这里我们看到，至少有一部分不变资本，即可以看成农业原料的
东西,是自己补偿自己的。也就是说，这里我们看到，年生产的一个
巨大部门（按规模和投入的资本量来说是最巨大的部门 ）的很大一部

分由原料（人造肥料等等除外 ）构成的不变资本，是自己补偿自己，不
加入流通，也就是不通过任何形式的收入来补偿 。因此,纺纱业者不
必把这一部分不变资本 （这一部分不变资本由亚麻种植业者自行补

偿、自行支付）偿还给亚麻种植业者 ，同样，织布业者也不必把它偿还

给纺纱业者，麻布购买者也不必把它偿还给织布业者 。

我们假定，所有直接或间接参加生产12码麻布（=36先令=3
个工作日，即36劳动小时）的人，都以麻布本身的形式得到支付 。首

先很清楚，麻布各要素的生产者，即麻布的不变资本的生产者，不可
能消费他们自己的产品，因为这些产品是为了生产而生产出来的，不
加入直接［VII —285］消费。因此，这些生产者必须把自己的工资和
利润花费在麻布这一最终加入个人消费的产品上 。凡是他们不以麻

布的形式来消费的东西,他们必定要以麻布换来的其他可消费的产
品的形式来消费。因此,其他产品的生产者消费的麻布,同麻布各要

素的生产者不消费麻布而消费的其他消费品，（按价值来说）正好~
样多。结果就好比麻布各要素的生产者自己以麻布的形式来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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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消费多少其他产品，其他产品的生产者就消费多少麻布。

因此,完全不问交换，只考察这12码麻布如何在所有生产者—
—参

加麻布本身或麻布各要素的生产的人—
—之间分配，这整个谜就能
解开。66

5 j码麻布或16劳动小时代表纺纱业者和织机厂主的不变资
本。如果我们假定，在纺纱业者的不变资本中，有I■是原料，或者说
是投在亚麻上，那么亚麻种植业者就能够完全以麻布的形式消费这

I■，因为他根本没有把自己的不变资本 〔我们在这里假定，他的劳动
工具等等的损耗=0〕投入流通，相反，他已经把自己的不变资本从产
品中扣除，并且为了再生产而保存起来 。因此，他能够从5 f码麻
布67,或者说，从16劳动小时中，购买普;这部分等于3 I码或10 "I

劳动小时。这样，剩下来要说明的就只是5 j码减3 I■码,或16劳

动小时减10吾小时，即1 I码或5 j劳动小时。这1 j码或5音
劳动小时又分解为两部分:织机厂主的不变资本和纺机厂主的总产
品，这里同时假定，织机厂主和纺机厂主是一个人。

[VII—286]我们再说一遍：1小时=1先令。12码=36先令。
1码=3先令。
总产品

织布业者，

不变资本追加的织布劳动

消费

12码麻布

8码

（36先令）

（24小时）

=12先令

（36劳动小时）

（24先令）

=4码

12小时

12小吋

C^JU<

V->-

^^^**** \
(A人、
念vuw只今-M-r

、-*4**kKXf >、* 卜、、、臧
一广一 S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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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薄制造业者

纺纱业者
总产品

不变资本

6码

4码

（18先令） （12先令）
（18小时） （12小时）

纺纱劳动
追加劳动

消费

总产品

2码

2码

2码

6先令
6小时

=6先令

6先令
6小时

不变资本

追加
劳à
音码

消费
吾码

由此可见，在补偿织布业者不变资本的8码中，2码（=6先令=

6小时）由纺纱业者消费，|码（2先令，2劳动小时）由制造织机等等
的厂主消费。
这样，剩下来要说明的是8减2 I = 5 f码（=16先令=16劳
动小时）。这剩下来的5

j■码（=16先令=16劳动小时）分解如T。

假定，在代表纺纱业者的不变资本，也就是代表他的纱的各要素的4
码中，$•等于亚麻，f等于纺机。纺机的各要素，［VII _287］我们在
以后考察织机厂主的不变资本时再计算。纺机厂主和织机厂主是~

个人。
这样，在补偿纺纱业者不变资本的4码中，f即3码是亚麻。但
是生产亚麻时使用的很大一部分不变资本无须补偿 ，因为它已由亚

麻种植业者本人以种子、肥料、饲料、牲畜等等形式归还给土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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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亚麻种植业者出卖的那部分产品中 ，我们在计算时应当仅仅把
他的劳动工具等等的损耗算做不变资本。这里我们必须把追加劳动
估计为至少等于|，待补偿的不变资本至多等于

于是：

不变资本

农业劳动

可消费部分

=3码

1码

2码

2码

9先令

3先令

6先令

6先令

9劳动小时

3劳动小时

6劳动小时

6劳动小时

总产品

亚麻

因此，剩下要我们计算的是：

1码（3先令，3劳动小时）=亚麻种植业者的不变资本；
1 +码（4先令，4劳动小时）=织机的不变资本；
最后，1码（3先令，3劳动小时）支付包含在纺机中的总产品。

因此，首先应当扣除机器制造业者用纺机来交换的可消费部分:

总产品

纺机

不变资本

机器制道业中
的追加劳动

可消费部分

吾码

+码

+码

3先令

2先令

1先令

1先令

3劳动小时

2劳动小时

1劳动小时

1劳动小时

=1码

其次，应当把农业机器即亚麻种植业者的不变资本 ，分为可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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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和其他部分。

总产品

农业机器

=1码
3先令
3劳动小时

不变资本

机器制造业中

的劳动

可消费部分

音码

1码

i码

2先令
2劳动小时

1先令
1劳动小时

i先令
i劳动小时

我们把总产品中分解为机器的部分合在一起，就得出：织机2
码，纺机1码，农业机器1码，共4码（12先令，12劳动小时，或全部

产品12码麻布的+ ）。在这4码中，机器制造业者在织机上可以消
费鲁码，在纺机上可以消费+码，在农业机器上也可以消费+码，

01

?

ö

A

6

共码《剩下2 I码，即：织机的不变资本I码，纺机的不变资本

I码，农业机器的不变资本普碍，共吾=2 |码（=8先令=8劳动小
吋）。剩下的这个数字就是机器制造业者的待补偿的不变资本 。这

个不变资本又分解为哪些部分呢？ ~方面，分解为原料铁、木
材、皮带等等。另一方面，分解为他生产机器时所必需的工作机（假
定这种工作机由机器制造业者自己制造 ）的损耗部分。我们假定，原

料占这个不变资本的I,用来制造机器的机器占j。我们在后面再考

察这去。用于木材和铁的善，［VII—288 ］是2善码（=县码，M
3
3
3
3
9
码）的晉。2吾的+是音。
因此,f是管码。

2

假定在这里［在木材和铁的生产中］,机器占f，追加劳动占f
（因为这里原料不占份额）。在这种情况下，码的I■补偿追加劳
动，j补偿机器。因此，用来补偿机器的是 g码。铁生产者和木材
生产者（一句话，采掘工业）的不变资本不是由原料构成，而仅仅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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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统称为机器的生产工具构成。

由此可见，I■码补偿用来制造机器的机器码补偿铁生产者

和木材生产者使用的机器。这样，码。就是说，
这个麻布量应付给机器制造业者。
机器。码是对用来制造机器的机器的补偿。但用来制造机

器的机器又分解为原料（铁、木材等等）、生产这样的机器时使用的机
器的损耗部分以及追加劳动。因而，假定这些要素各等于+，那么，
Q

去掉g码的追加劳动，剩下来补偿用来制造机器的机器的不变资本
的就是II码，也就是说，磊码用于原料，碁码补偿加工这神原料时机
器损耗的那个价值组成部分 （共II码）。

另一方面，用来补偿铁生产者和木材生产者的机器的那II码，
也分解为原料、机器和追加劳动。如果追加劳动等于"I■，那么它就等

于= 码，而这部分机器的不变资本则是If码，其中If码用
于原料，證码补偿机器的损耗。
"

öl

Q

由此可见，在机器制造业者手中仍剩码作为不变资本来补

偿他的机器的损耗（他用这部分补偿他的用来制造机器的机器的损

耗），并且剩下If码用于应由铁生产者和木材生产者补偿的机器的
损耗。

另一方面，机器制造业者必须从自己的不变资本中拿出 g码来
补偿原料（用来制造机器的机器中包含的原料），拿出g码来补偿铁

生产者和木材生产者的机器中包含的原料。在这个麻布量中，|■又
分解为追加劳动，"I■分解为机器损耗。这样一来，在ff + If （ = ff〕

2 % 吾’
13 4中，有f即-支付劳动。在这原料中［VII - 289］又剩下•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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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补偿机器。因此，这■码麻布回到机器制造业者那里 。
现在，机器制造业者手中又有：g码，用来补偿用来制造机器的

机器的损耗，If码，用来补偿应由铁等等的生产者补偿的机器的损

13 y

耗；属于原料铁等等中用来补偿机器的那个价值组成部分。

我们可以这样无止境地计算下去，分数越来越小，但是我们这

12码麻布永远也分不尽。
我们把以上的研究进程简略地概括一下 。
起初我们说过，在不同的生产领域中 ，新加劳动（它一部分补偿

花在工资上的可变资本 ，一部分构成利润即无酬剩余劳动 ）同有新加

劳动加于其上的不变资本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比例„但是，我们可以
假定一个平均比例，例如a（追加劳动）和b（不变资本），也就是可以
假定后者和前者之比平均为 2: 1 =吾：接着，我们还说过，如果

在资本的每个生产领域中都通行这样的比例 ，那么在某一生产领域

中，追加劳动（工资和利润一起）始终只能购买自己产品的j，因为T
资和利润加在一起，只构成实现在产品中的总劳动吋间的I.，补偿

资本家不变资本的那f产品，当然也属于资本家。但是，资本家要想
继续进行生产，就必须补偿自己的不变资本，因而，必须把自己I•的
产品再转化为不变资本。为此，他就必须卖掉这I、

'J

但是卖给谁呢？可以用利润和工资总额来购买的那产品，己

经被我们扣除。如果这个总额代表1个工作日或12小时，那么价值
等于不变资本的那部分产品，就代表2个工作日或24小时。因此我

们假定，［第二个］+产品由另一生产部门的利润和工资来购买，最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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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I■又由第二个生产部门的利润和工资来购头 。但是.在这种情况

下，我们就把产品I的不变资本只是同 T.资和利润相交换，即同新加

劳动相交换,办法是让产品II和III中包含的全部追加劳动去消费
产品I。而产品II和III以新加劳动和原先存在的劳动这两种形式

包含的6个工作日中，任何一个工作日都既没有用产品 I包含的劳
动来补偿或购买，也没有用产品II和III包含的劳动来补偿或购买 。

因此，我们必须再假设，其他产品的生产者把自己的全部追加劳动花

费在产品II和III上，依此类推。最后，我们必须停在某种产品X

上，它的追加劳动等于以前一切产品的不变资本；可是占这个产品I
的不变资本仍然卖不出去。可见,对于解决问题来说 ，仍然没有前进

一步。在产品X上，就像在产品I上一样，问题仍然是：补偿不变资
本的那部分产品卖给谁 ？难道加到产品上的f的新劳动能补偿产品
中包含的音新劳动和吾原先存在的劳动吗？难道+ =鲁吗？

由此可见，把困难从产品I推到产品II，并依此类推下去，一句
话，把单纯的商品交换作为中介环节引进来 ，是不能说明任何问
题的。

[VII —290]我们不得不换个方式提出问题 。
我们假定，12码麻布（=36先令=36劳动小时）这个产品包含
织布业者的12劳动小时，或者说，1个工作日（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

合在一起，即利润和工资总额），而I代表麻布中包含的不变资本 （纱
和机器等）的价值。其次，为了切断各种遁词的后路并避免把中间交

易引进来，我们又假定，我们的这种麻布只用丁-个人消费，因此不能

再用作某种新产品的原料。从而我们也就假定，这种产品必须由工
资和利润来支付，必须同收入相交换。最后，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假

定，利润中没有一个部分再转化为资本，全部利润都作为收入来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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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费。
至于前4码，即产品的第一个+ （等于织布业者加进的 12劳动
小时），我们很快就把问题解决了。它分解为工资和利润；它的价值

等于织布业者的利润和工资总额的价值。因而它由织布业者和他的
工人自己消费。对于这4码来说，问题是彻底解决了。即使利润和
工资不是以麻布的形式，而是以其他某种产品的形式消费掉 ，那么,

这也只是因为这其他某种产品的生产者是以麻布的形式，而不是以

他自己的产品的形式消费他自己的产品中可以由他自己消费的部
分。例如，在4码麻布中，如果织布业者自己只消费I码，而其余3

码，他以肉、面包、呢绒的形式来消费，那么，4码麻布的价值仍旧是
被织布业者自己消费掉，只有一点不同，就是织布业者是以其他商品

的形式消费这一价值的f,而这些其他商品的生产者则以麻布的形
式来消费他们本来可以作为工资和利润来消费的肉 、面包、呢绒。

〔当然，在这里也像在全部研究中一样，我们始终假定，商品能够卖出

去，而且是按它的价值卖出去的 。〕
现在我们接触到问题本身。织布业者的不变资本现在以8码麻

布（ = 24劳动小时=24先令）的形式存在。如果织布业者想要继续

进行生产，他就必须把这8码麻布转化为货币，转化为1镑4先令，
并用这1镑4先令购买市场上现有的、新生产出来的、构成他的不变
资本的那些商品。为使问题简单起见，我们假定，织布业者不是过若

干年后一下子补偿自己的机器，而是每天用他出卖自己产品得到的
货币，以实物形式补偿机器的一部分，即这些机器每天损耗的那部分
价值。织布业者的产品中等于这个产品上消费的不变资本价值的那

部分,必须用该不变资本的各个要素来补偿，或者说用织布劳动所必
需的物的生产条件來补偿。另一方面，织布业者的产品麻布 ，并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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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产条件加入其他任何生产领域，它只加入个人消费。囚此，织布
业者为了能够补偿他的产品中代表他的不变资本的部分 ，只有一种
办法,即把这一部分产品同收入相交换 ，也就是同其他生产者的产品

中归结为工资和利润，因而归结为新加劳动的那部分价值相交换。
这样提问题就对了 。现在只是要问：在什么条件下问题才能够解决?

我们第一次提出问题吋发生的一个困难，现在已经部分地消除
了。虽然在每个生产领域中追加劳动都等于而不变资本根据假

定等于|，但是这个由追加劳动构成的 f，或者说，收入（工资和利
润；前面已经说明，我们在这里不谈再转化为资本的那部分利润 ）的

价值总额，只能以直接为个人消费而进行生产的那些产业部门的产

品的形式来消费。其余一切产业部U的产品只能作为资本来消费，
只能加入生产消费。

[VII —291]8码（=24小时=24先令）所代表的不变资本 ，由纱
（原料）和机器构成，比方说，其中f为原料，+为机器。（在这里，也
可以把全部辅助材料如油、煤炭等等，都算在原料中，但为简单起见，
最好把它们完全撇开不谈 。）在这种情况下，纱值18先令或18劳动

小时=6码，而机器值6先令=6劳动小时=2码。

因此,如果织布业者用他的8码购买值6码的纱和值2码的机
器，他用自己的8码不变资本就不仅抵补了纺纱业者和织机厂主的
不变资本，而且抵补了他们新加的劳动。由此可见，在织布业者那里
表现为不变资本的东西的一部分 ，在纺纱业者和织机厂主方面就表

现为新加劳动，因此,这部分对他们来说，并不分解为资本，而是分解
为收入。
在6码麻布中，纺纱业者可以自己消费 "I•，即2码（=新加劳动.

即利润和工资），而4码只是补偿他的亚麻和机器。比方说，3码用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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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亚麻，1码用于机器。必须把这4码再支付出去。机器制造业者
在2码中可以自己消费 I码，其余j码只是补偿他的铁和木材即原
料，以及生产机器时使用的机器。在I■码中，比方说，1码用于原料,

j码用于机器。
"

到现在为止，在12码中：（1）4码被织布业者消费；（2）2码被纺

纱业者消费；（3）|码被机器制造业者消费。总共6 4码。因而，还

剩下5^+•码。它们分解如下：

纺纱业者必须从4码的价值中章出3码补偿亚麻，拿出1码补
偿机器。

机器制造业者必须从4码的价值中拿出1码补偿铁等等，拿出
+码补偿机器（他自己在制造机器时使用的那些机器〉。
由此可见，纺纱业者购买亚麻，把3码支付给亚麻种植业者 。但

是亚麻种棺业者有-个特点，就是他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 （即种子、
肥料等等，一句话，所有由亚麻种植业者再归还给土地的土地产品 ）
完全不加入流通，因而无须从他出卖的产品中扣除；他出卖的产品

（除了补偿机器、人造肥料等等的那部分以外）只代表追加劳动，所

以，这个产品只分解为工资和利润、，如果我们在这里也像前面那样,

假定追加劳动占总产品的j,那么3码中就有1码属干这一范畴。
至于其余的2码，我们像以前一样假定，其中+用于机器；它等于I
码。相反，其余的$码仍然不得不归入追加劳动 ，因为亚麻种植业者

的这一部分产品不包含不变资本-一-这种不变资本已经被他事先扣
除了.，闵此,在亚麻种植、Ik者那里，属于工资和利润的是2 I■码，用

来补偿机器的是I•码U这样，在有待消费的5 +码中，已经用掉
2|（5吉-2苔=2證=2晉码）。〕因此，最后的这|码，亚麻种植
业者会用来购买机器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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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制造业者的账目现在是这样:从用于织机的不变资木中 ，他

把1码花在铁等等上，把j码花在生产织机过程中用来制造机器的

机器的损耗上。
但是，其次，纺纱业者会用1码向机器制造业者购买纺机，亚

麻种植业者会用I码向机器制造业者购买农具 。在这j码中，机器制

造业者要消费f来补偿他的追加劳动，I■则用来补偿投入纺机和农

具的不变资本。而f:!!。因此，机器制造业者［VII —292］又要消
费&码，而把If即1码转化为不变资本。（这样，在尚未消费的2鲁
码麻布中,减去f码;剩下管码,即2 I或2 j码。）

在机器制造业者手中剩下来补偿他的不变资本的1码麻布中，
机器制造业者必须把f花在原料即铁、木材等等上，把+支付给自
己，以补偿用来制造机器的机器。
'
全部计算现在是这样：
机器制造业者J织机部分：1码用〒原料，码补偿自己的机器的损耗•
1纺机和农具部分：■码用于原料，+码补偿自己的机器的織

因此：i

这样，i

码甩于原料，f码补偿自己的机器的损耗。

■码或j码被用来向制铁业者和木材业者购买价值相

等的铁和木材。f =

但是这里产生了新问题 。在亚麻种植业

者那里，这部分不变资本（原料）并没有加入他所出卖的产品，因为事
先已经扣除了。在这里，我们必须把全部产品 ［铁、木材］分解为追加

劳动和机器。即使假定这里追加劳动占产品的I■，机器占+，可以消

费的也只是Ü码，还会剩下&码作为不变资本 ，属于机器所占的部
分;这士码还要回到机器制造业者手里。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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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2码的余数包括：机器制造业者必须支付给自己以补偿

他自己的机器损耗的j

f码；以及制铁业者和木材业者为补偿机

器而归还给机器制造业者的&码。于是，I +

= g;再加

上制铁业者和木材业者归还的告 （共计證，也就是1吾或1 |）o
同织布业者、纺纱业者和亚麻种植业者完全一样 ，制铁业者和木

材业者也必须向机器制造业者购买机器和工具。假定在&码中j

（g码）是追加劳动。因而这g码仍然能够被消费掉。剩下的g（其
实是g和I，不过在这里不必这样准确）代表伐木者的斧头和制铁

业者的机器中包含的不变资本，j用干生铁、木材等等，I•用来补偿
机器的损耗„ （从码中剩下g码，或1码=3劳动小时*=3先令。）

因而，在i码中，■!■码补偿用来制造机器的机器，i码用于木材、铁
等等。
这样，补偿用来制造机器的机器损耗的是占码 + +码=吉+吉

码。另一方曲'，把木材和铁所占的j码再分解为它的组成部
分，并把其中的一部分重新还给机器制造业者，而机器制造业者又把
这个部分中的一部分还给制铁业房 ［vn —293］和木材业者,这是徒

劳无益的。始终会有一个余额，并且将无止境地演进下去。

我们就来考察一下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问题。
机器制造业者把皆或 I■码的价值留给自己，来补偿机器的损
Q
Û
12 6
耗。f或码代表木材和铁的相应价值 。机器制造业者把它交给制
铁业者和木材业者 ，来补偿自己的原料。总余额是g或1 &码。

机器制造业者为补偿自己机器的损耗而给自己留出的 I码余

额，等于管先令=學劳动小时，因而等于2 I■或2吾先令或2舍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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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小时。这个价值不能以麻布的形式补偿给机器制造业者 ；因为他
必须再卖掉这些麻布，以便用这2 j先令来补偿自己机器的损耗，一

句话，以便生产新的用来制造机器的机器。但是，这些麻布能够卖给

谁呢？卖给其他产品（铁和木材除外？）的生产者吗？但是，这些生产
者能够以麻布的形式消费的一切，他们都已经以麻布的形式消费了。
只有构成织布业者的工资和利润的那4码,能够同其他产品相交换

（织布业者的不变资本所包含的那些产品除外，或者说，由这个不变
资本分解成的劳动除外 ）。可是这4码，我们已经计算过了。或者，

机器制造业者也许会把这些麻布支付给工人？但是由劳动加到产品

h的一切，我们已经从他的产品中扣除了，并且按照我们的假定，这
―切都以麻布的形式消费掉了,

我们换一个方式来说明问题 ：
织布业者朴偿机器须用............... 2码=6

先令=6

劳动小时

纺纱业者补偿机器须用............... 1码=3

先令=3

劳动小时

亚麻种植业者补偿机器须w..................... I码=1 j先令=1^■劳动小时
铁和木材生产者补偿机器须用........ ;码=1
12

■先令=1 j劳动小时

4

4

用在机器上的总码数，即麻布
价值中由机器构成的部分.......... 4告码=12^■先令1 j劳动小时

为了计算简单起见，假定:4码=12先令=12劳动小时，其中劳

动（利润和工资〉占+，即去码或1七码。

剩下2专码为不变资本，其中!用于原料，士补偿机器的损
耗2吾=吾=霊。这个量的+等于吾码。
补偿机器损耗的这g码，就是机器制造业者手中剩下来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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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力g码（2码）他要支付给铁生产者和木材生产者 ，以取得原料。

[VII ~294]如果让铁生产者和木材生产者再一次去支付机器，
那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在机器上必须补偿的所有东西即 g码，已经
列到机器制造业者的账目中了。他们生产铁和木材所必需的全部机
器都已算在这一项目下了，所以这些机器不能再次列入计算。这样,

用来支付铁和木材的最后2码（2

的余额）就完全分解为劳动（因

为这里没有原料），因此能够以麻布的形式消费掉。

可见，剩下来的全部余额为g码（I码），它用于补偿机器制造
业者使用的机器的损耗。
"
整个问题有一部分是这样解决的：土地耕种者的既不分解为新

加劳动又不分解为机器的那部分不变资本，根本不加入流通，事先就
被扣除了；它在它自身的生产中自己补偿自己 ，因而，土地耕种者的

全部加入流通的产品，扣除机器之后，都分解为工资和利润，因此能
够以麻布的形式消费掉 。这是已经解决的一部分 。
另一部分是这样解决的 ：在一个生产领域中表现为不变资本的

东西,在其他生产领域中表现为同年内加进的新劳动。在织布业者
手中表现为不变资本的东西 ，有很大一部分分解为纺纱业者 、机器制

造业者、亚麻种植业者、制铁业者、木材业者（煤炭业者等等；但是为
使问题简单起见，我们不把后面这些计算在内）的收入。（这是非常
明显的，例如，同一个工厂主又纺又织，他的不变资本就比织布业者

的少，而他加进的劳动，即他的产品中分解为追加劳动，分解为收入
即利润和工资的那部分 ，则比织布业者的多。例如织布收者的收入
等于4码=]2先令，不变资本等于8码=24先令。如果他同吋又纺

又织，他的收入就=6码,他的不变资本也=6码;即2码用于织机，3
码用于亚麻，1码用丁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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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直到现在我们所找到的解决办法是 ：为生产最终加入个人
消费的产品提供原料和生产资料的一切生产过程，都不是以自己产

品的形式来消费自己的收入，利润和工资，新加［劳动］;而是只能以
可消费的产品形式来消费这种产品中分解为收入的那部分价值 ，或
者同样可以说，它们［必须］用这个价值部分同其他生产者的具有同

一价值额的可消费产品［相交换］。它们的新加劳动，作为价值组成
部分加入最终产品，只有以最终产品的形式才被消费掉，而从使用价

值来看，这个新加劳动则作为原料或消费了的机器包含在最终产
品中。
因此，问题中有待解决的部分就归结为这样一点 ：用来补偿机器
制造业者用来制造机器的机器的损耗的那I码将会怎样呢？（这里
所谈的不是使用的工作机的损耗，因为这些工作机分解为新劳动，也

就是分解为这样一种新劳动，它使本身不再在原料上有所花费的那
种原料获得新机器的形式。）或者换句话说，机器制造业者在什么条

件下才能以麻布的形式消费这I码=2先令=2劳动小时，同时乂补
偿自己的机器？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这种情况确实是有的。它

是必然要发生的。因而问题就在于如何说明这种现象。

［VII ~295］转化为新资本（无论流动资本还是固定资本；无论
可变资本还是不变资本 ）的那部分利润，我们在这里可以完全不去注

意。它和我们的问题毫无关系，因为在这种场合，新的可变资本和新
的不变资本一样，都是由新劳动（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创造和补偿的。

总之，如果把这一点撇开不谈.那么加进的 （例如一年内加进的）
新劳动的总额一一等于利润和工资总额 ，即年收人总额—
—就统统

花在那些加入个人消费的产品如食物、衣服、燃料、住宅、家具等等
上面。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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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加入消费的产品总额，按其价值来说，等干一年追加劳动的
总额（收入的价值总额）。这个劳动量应当等于这些产品中包含的劳

动的总额、即追加劳动和原先存在的劳动的总额。在这些产品中，不
仅新加劳动必须得到支付，而旦其中包含的不变资本也必须得到支

付。如上所说，它们的价值等于利润和工资总额 。当我们举麻布作
例子时，麻布对于我们来说，代表-•年内加入个人消费的产品总额
这个麻布不仅必须等于它的全部价值要素的价值 ，而且它的全部使

用价值对各个分得麻布的生产者来说必须是可消费的。必须假定它
的全部价值可以分解为利润和工资，即分解为一年的新加劳动.虽然
这个麻布是由追加劳动和不变资本构成的 。
如上所说，这个问题部分地可以这样来解释：

第_，生产麻布所必需的F变资本的•部分，无论从使用价值来
看，还是从交换价值来看，都不加入麻布。这就是分解为种子等等的
那部分亚麻;农产品的这一部分不变资本不进入流通 ，而是直接或间

接地归还给生产，归还给土地。这一-部分自己补偿自己，因而不需要
用麻布偿还。〔农民可能把自己收获的谷物.比方说，120夸特全部

卖掉。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必须向别的农民购买种子 （例如12
夸持）。这样一来，别的农民需要从自己产品（120夸特）中留作种子

的就不是12夸特，而是24夸特，不是&，而是It。情况依旧不变,
在240夸特中，要有24夸特作为种子归还给土地。不过，这在流通
领域中确实有差别。在前一场合，每人留出g,进入流通的是216

夸特。在后一场合，进入流通的是第一个农民的120夸特和第二个
农民的108夸特，共计228夸特:，而实际消费若所占用的和原先一
样，只有216夸特。可见，在这里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例子，表明“实业

家”和“实业家”之间流通的价值总额大于“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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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价值总额。（其次，每当一部分利润转化为新资本时，都存在
着这样的差别；再其次，当“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交易持续多年

时也是这样，等等。）
由此可见，生产麻布即生产可消费的产品所必需的很大一部分

不变资本，无须用麻布来补偿。

第二，麻布即一年内可消费的产品所必需的很大一部分不变资
本，在一个阶段上表现为不变资本,在另一个阶段上则表现为新加劳

动，因而实际上分解为利润和工资，成为一些人的收入，而同一价值

额对另一些人来说则表现为资本。例如，［织布业者的］一部分不变
资本归结为纺纱业者的劳动，等等。

［VII 一296］第三，在生产可消费的产品所必需的一切中间过程
中，除原料和某些辅助材料之外，很大一部分产品从来不加入使用价
值，而只是作为价值组成部分加入消费品 ；机器、煤炭、机油、油脂、皮
带等等就是如此。就这些过程由于社会分工而作为单独的部门出现

来说,它们事实上都只是为下一阶段生产不变资本，而每一阶段的产
品都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代表新加劳动（这部分分解为利润和工
资，并在前面指出的限定的条件69下，分解为收入），另一部分代表消

费了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因此很清楚，在每一个这样的生产领域，生
产者本人也只能消费分解为工资和利润的那部分产品，即扣除等于

本领域产品所包含的不变资本价值的产品量之后剩下来的那部分产

品。但是这些生产者谁也不能消费上一阶段产品中的任何一部分 ，

不能消费事实上只为下一阶段生产不变资本的所有阶段的产品中的
任何一部分。

这样，虽然最终产品—
—代表全部可消费产品的麻布—
—由新
加劳动和不变资本构成，而这种消费品的最后生产者只能消费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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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分解为新加进的劳动，即分解为工资和利润总额，分解为他们的收
入的那一部分，但是，一切不变资本的生产者都只是以可消费的产品

形式来消费即实现自己的新加劳动 。虽然可消费的产品由追加劳动
和不变资本构成，但是它的购买价格（除等于新加的劳动量的那部分

产品以外）是由在这个产品的不变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加进的劳动总
量构成。不变资本的生产者不是以自己产品的形式，而是以可消费
的产品的形式，来实现他们的全部追加劳动 ，所以，结果就好比这个

可消费的产品仅仅由工资和利润，由追加劳动构成。

麻布生产者在自己的领域最话制成了消费品麻布，他们从消费

品麻布中自己留出一部分产品，这部分产品等于他们的收入=最后

由他们加进的劳动二工资和利润总额（消费品相互交换和商品事先
转化为货币，对问题毫无影响）。而他们生产的另-部分消费品，他
们则用来支付直接供给他们不变资本的生产者所应得的价值组成部
分。因此，他们生产的这一部分消费品，全都用来抵补直接供给这种

不变资本的生产者的收入和不变资本的价值。但这种不变资本的生
产者又只留出价值等于他们的收入的那部分可消费的产品 。另一部
分他们又用来支付他们的不变资本的生产者，而这个不变资本又等

于收入加不变资本。但是，只有当麻布这种可消费的产品的最后部
分仅仅用来补偿收入，补偿追加劳动，而不再补偿不变资本的时候，

只有这时计算才能完结。因为按照假定，麻布只加入消费，而不再构
成其他生产阶段的不变资本。

对于一部分农产品来说，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明。
~般说来，只有作为原料加入最终产品的那些产品，才可以说它

们是作为产品被消费的。其他的产品则只是作为价值组成部分加入

可消费的产品。可消费的产品是用收入，也就是用工资和利润来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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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的。因而,它的价值总额必定可以分解为工资和利润，即分解为在

这种产品的一切阶段上追加的劳动。现在要问：除了由生产者本人
归还给生产的那部分农产品［VII—297］（种子、牲畜、粪肥等等）以

外，是否还有另一部分不变资本，不作为价值组成部分加入可消费的
产品，而是在生产过程中以实物形式自己补偿自己呢？

当然，这里可能指各种形式的固定资本，只要这种固定资本的价
值本身加入生产，并在生产中被消费。

不仅在农业中（其中包括由人工进行再生产的畜牧业 、养鱼业、林
业等等），一一因而不仅在衣服和食品的各种原料以及很大一部分加
入工业固定资本的产品如帆、绳、皮带等等的生产中，一一而且在采矿
业中，也有一部分不变资本以实物形式从产品中得到补偿 。因此，这

一部分不变资本就不应由进入流通的那部分产品来补偿。例如在煤
炭生产中，就有一部分煤炭用来发动排水或提升煤炭用的蒸汽机。
由此看来，年产品的价值，有一部分等于原先存在于煤炭中并且

在采煤过程中消费的劳动，另一部分等于追加的劳动量 （机器的损耗
等等撇开不谈）。但是，本身由煤炭构成的那部分不变资本，会直接

从这个总产品中留出，归还给生产。谁也不应把这部分补偿给生产
者，因为生产者会自己补偿自己。如果劳动生产率既没有提高也没
有降低，这部分产品所代表的那部分价值就保持不变 ，它等于产品中
一部分作为原先存在的［劳动］、一部分作为当年追加的劳动而存在

的那个劳动量的某个相应部分。在采矿工业的其他部门中，不变资
本也有~部分是以实物形式得到补偿的。
产品的废料,例如飞花等等 ，又可当作肥料归还给土地，或者用

做其他生产部门的原料；例如破碎麻布可用做纸的［原料］。在前一

种情况下，一个生产部门的一部分不变资本，就可以直接同另一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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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部门的不变资本相交换。例如棉花同用做肥料的飞花相交换 。
一般说来，机器的制造和原料（煤炭、铁、木材）的生产，同其他生
产阶段之间有一个主要的差别 。在其他生产阶段上不发生相互作

用。麻布不能成为纺纱业者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纱本身不能成为
亚麻种植业者或机器制造业者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但是，机器的

原料，不仅有皮带、绳子等等农产品，而且有木材、铁、煤炭；另一方
面，机器又作为生产资料加入木材、铁、煤炭等等生产的不变资本 。
由此町见，两者事实上是以实物形式互相补偿自己的一部分不变资

本。这里发生的是不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的交换 。
这里不单单是计算的问题。铁生产者把生产铁时使用的机器的

损耗算到机器制造业者的项下，而机器制造厂主把他制造机器时使
用的机器的损耗算到［铁生产者的项下］。假定铁生产者和煤炭生产

者是一个人。第一，我们已经看到，他自己补偿自己的煤炭。第二,

他的总产品（铁和煤炭〉的价值，=追加劳动的价值 +机器损耗部分

中的原先存在的劳动的价值。从这个总产品中扣除补偿机器价值的
铁量，剩下来的就是分解为追加劳动的铁量。后面这部分构成机器

制造厂主、工具生产者等等的原料。对于后面这部分,机器制造厂主

用麻布支付给铁生产者;而为了换取前一部分，机器制造厂主供给他

用于补偿的机器。
另一方面，机器制造业者的不变资本中有一部分分解为他用来

制造机器的机器、工具等等的损耗，所以，这一部分既不能分解为原
料（这里我们不谈［生产煤炭和铁时］使用的机器［VII —298］和自己
补偿自己的那部分煤炭 ），也不能分解为追加劳动，因而，既不能分解
为工资，也不能分解为利润;这种损耗实际上是靠机器制造业者从自

己的机器中给自己留下一部或几部机器，当作用来制造机器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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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到补偿的。他的这一部分产品的问题仅仅是要有一个原料的追

加量。这一部分产品不代表新加劳动 ，因为在劳动的总产品中，一定
数量的机器等于追加劳动的价值，另一数量的机器等于原料的价值,

再一个数量的机器等于用来制造机器的机器所包含的价值组成部
分。诚然，最后这个组成部分事实上也包含追加劳动 。但是从价值

方面来说，这种劳动等于零，因为在代表追加劳动的那一部分机器
中，没有计算原料和已损耗的机器所包含的劳动;补偿原料的第二部

分机器中，没有计算补偿新劳动和机器的部分；因而，从价值方面来
看，第三部分机器既不包含追加劳动，也不包含原料;这一部分机器
只代表机器的损耗。

机器制造厂主自己的机器不出卖。它以实物形式得到补偿，从
总产品中留出来。这样，机器制造厂主所出卖的机器只代表原料 （如

果原料生产者的机器损耗已经算到机器制造厂主的项下 ，这些原料

就只分解为劳动）和追加劳动；因而这些机器无论对机器制造厂主自
己，还是对原料生产者，都只分解为麻布。如果专门就机器制造厂主

和原料生产者来说 ，那么原料生产者为了补偿自己机器的损耗部分，
已经把相当于损耗部分的价值的铁量留出 。他用这个铁量同机器制

造厂主相交换，这样他们两人就以实物形式互相付清,这个过程同他
们之间收入的分配也就毫无关系。
这个问题就是如此 ，我们在考察资本流通时还要回过来谈。70
不变资本实际上是这样得到补偿的 ：它不断地重新生产出来，并

且有一部分是自己再生产自己。但是，加入可消费的产品的那部分
不变资本，则由加入不可消费的产品的活劳动来支付 。正因为这种

劳动不由它本身的产品支付，所以它能够使全部可消费的产品都分

解为收入。不变资本的一部分，［作为］年［产品的~部分］来考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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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外表上的不变资本 。另一部分，虽然也加入总产品，但是它既不作

为价值组成部分，也不作为使用价值加入可消费的产品 ，而是以实物

形式得到补偿，总是并入生产之中。
在这里，我们已经考察了全部可消费的产品如何分配并如何分
解为它包含的各个价值组成部分和生产条件 。
但是，可消费的产品（就它分解为工资这一点说，它等于资本的
可变部分），可消费的产品的生产，以及生产可消费的产品所必需的

不变资本各部分的生产（不管这个不变资本是否加入可消费的产
品），它们总是同时并存的 。因此，任何资本总是同时分为不变资本
和可变资本;而且 ，资本的不变部分虽然像可变部分一样，不断由新

产品来补偿，但是，只要生产以同-方式继续下去，这个不变部分就
会始终以同样的形式存在下去。

[VII—299]机器制造厂主和原料生产者（铁、木材等等的生产
者）之间的关系是，他们事实上各用自己的一部分不变资本来互相交
换（这种情况和一个人的一部分不变资本分解为另一个人的收入毫

无共同之处71 ），也就是说，他们的产品（虽然一个产品是另一个产品
的前一阶段）作为生产资料互相加入对方的不变资本 。铁、木材等等
的生产者，为了换取他们所需要的机器,把等于待补偿的机器价值的
铁、木材等等交给机器制造业者。机器制造业者的这一部分不变资

本对于他自己来说，就好比种子对于农民一样。这是他的年产品中

由他自己以实物形式补偿自己并且不分解为他的收入的那一部分 。
另一方面，通过这种交换，以原料形式为机器制造业者不仅补偿了铁

生产者的机器中包含的原料，而且补偿了这个机器中由追加劳动和
机器制造业者自己的机器损耗构成的那部分价值 。因此，对于机器
制造业者来说，这不仅补偿了他自己的机器的损耗 ，而旦还可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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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补偿）算做别的机器包含的一部分损耗 。
诚然，［卖给］铁生产者的这种［机器］，也包含等于原料和追加劳

动的价值组成部分。但是在别的机器中计入的损耗会相应地减少。

因此，铁生产者等等的这部分不变资本 ，即他们的年劳动产品中只补
偿不变资本中代表损耗的价值组成部分的这部分产品 ，不加入机器

制造业者卖给其他工业家的机器。至于这些别的机器的损耗 ，当然
是用前面说过的I•码麻布（=2劳动小时）［补偿］给机器制造业者。
机器制造业者用这些麻布购买同一价值额的生铁 、木材等等，并且以

自己不变资本的另一种形式，即生铁的形式，来补偿自己的损耗。由
此可见，对于机器制造业者来说，他的一部分原料，除补偿原料的价
值之外，还补偿他的损耗的价值 。而在生铁生产者等等方面,这神原

料只分解为追加劳动时间，因为这些原料（铁、木材、煤炭等等）的生
产者的机器先前已经算过了。
由此可见，麻布的一切要素分解为一个劳动量的总额=新加劳

动的总额,但决不等于不变资本中包含的和由于再生产而永远保留
下去的全部劳动的总额。

而且，说构成一年内加入个人消费的商品总额的那个劳动量 （一
部分为活劳动，一部分为原先存在的劳动），因而也就是作为收入被
消费的那个劳动量,不能超过一年内追加的劳动，这种论点是同义反

复。因为收入=利润和工资总额=新加劳动的总额=包含等量劳动
的商品的总额。

铁生产者和机器制造业者的例子，只是一个例证。在其他以自

己的产品互相提供生产资料的不同生产领域之间，也同样以实物形
式交换它们的不变资本 （虽然这种交换被一系列货币交易掩盖着

只要发生这种情形，加入消费的最终产品的消费者就用不着补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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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变资本，因为它已经得到了补偿。

亚•斯密的矛盾的重要意义在于:这些矛盾包含的问题 ，他固然

没有解决，但是,他由于自相矛盾便提出了这些问题 。后来的经济学
家们互相争论时,时而接受斯密的这一解释 ，时而接受斯密的那一解

释，这种情况最好不过地证明斯密在这方面的正确本能 。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72]
现在，我们转过来谈谈分析亚•斯密的观点时必须加以考察的
最后一个争论点 ，gp[ VII — 300]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

问题。

〔先对前面的话题做一点补充。
下面这段引文表明，庸俗的萨伊连对问题本身都是多么不了解：
“要完全r解这个关于收入的问题，就必须注意，产品的全部价值分解为各
种人的收入，h为任何产品的总价值，都是由促成它的生产的土地所有者、资本

家和勤劳者的利润相加而成的、因此，社会的收入和生产的总价值相等，而不
像某派经济学家28所认为的那样，只和土地的纯产品相等……如果一个国家

的收入只是生产出来的价值超过消费掉的价值的余额，那么从这里就会得出---

个完全荒谬的结论：如果一个国家在-•年内消费的价值等于它生产出来的价
值，这个国家就没有任何收入T。”（同上，第2卷第63 -64页）

实际上，这个国家在过去一年会有某些收入,但在下•一年就没有

任何收入了。说一年生产的劳动产品（当年新加劳动的产品只构成
其中的一部分）都分解为收入，这是不对的。相反，只有说加入一年

个人消费的那部分产品都分解为收入，才是对的。仅仅由追加劳动
钩成的收入，能够支付这个部分由追加劳动、一部分由原先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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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构成的产品，换句话说，追加劳动在这些产品中不仅能够自己支
付自己，而且能够支付原先存在的劳动，一这是因为同样由追加劳

动和原先存在的劳动构成的另一部分产品 ，只补偿原先存在的劳动，

只补偿不变资本。〕
〔对于方才考察的亚当•斯密理论的各点，还应补充如下：他在

价值规定上的动摇，除了工资问题上的明显矛盾73以外，还有一条:
混淆概念。他把作为内在尺度同时又构成价值实体的那个价值尺

度，同称货币为价值尺度这个意义上的价值尺度混淆起来。由此就
试图找到一个价值不变的商品作为后一种意义上的尺度 ，把它当作

其他商品的不变尺度—
—这是一个化圆为方问题 74。关于作为货币
的价值尺度同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一价值规定之间的关系 ，请看

我的著作第一部分7S。这种混淆现象在李嘉图的著作中 ，在有些地
方也可以碰到。〕

直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亚•斯密对一切问题的见解都具有二

重性，他在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时给生产劳动所下的定义也

是如此。我们发现,在他的著作中，他称为生产劳动的东西总有两种

定义混淆在一起。我们先来考察第一种正确的定义。
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意义上说 ，生产劳动是雇佣劳动 ，它同资本的

可变部分（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相交换，不仅把这部分资本（也

就是自己劳动能力的价值）再生产出来，而旦，除此之外，还为资本家

生产剩余价值。仅仅由于这一点，商品或货币才转化为资本，才作为
资本生产出來。只有生产资本的雇佣劳动才是生产劳动。（这就是

说，雇佣劳动把花在它身上的价值额以增大了的数额再生产出来 ，换

句话说，它归还的劳动大于它以工资形式取得的劳动 。因而，只有创
造的价值大于本身价值的劳动能力才是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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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阶级的存在，从而资本的存在本身，是以劳动生产率为基

础的，但不是以绝对的劳动生产率为基础 ，而是以相对的劳动生产率
为基础。如果一个工作日只够维持一个劳动者的生活，也就是说，只

够把他的劳动能力再生产出来，［VII _301］那么，绝对地说，这-劳
动是生产的，因为它能够再生产即不断补偿它所消费的价值（这个价

值额等于它自己的劳动能力的价值）。但是，从资本主义意义上来

说，这种劳动就不是生产的，因为它不生产任何剩余价值。（它实际
上不生产任何新价值，而只补偿原有价值；它以一种形式消费价值，

为的是以另一种形式把价值再生产出来。人们也是在这种意义上
说:一个劳动者，如果他的生产等于他自己的消费 ，他就是生产劳动

者，如果他消费的东西多于他再生产的东西，他就是非生产劳动者。）
这种生产率是以相对的生产率为基础的，即工人不仅补偿原有
价值，而且创造新价值;他在自己的产品中对象化的劳动时间 ，比维

持他作为一个工人生存所需的产品中对象化的劳动时间要多 。这种

生产的雇佣劳动也就是资本的基础，资本存在的基础。
［但是，假定不存在任何资本，而工人自己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

即他创造的价值超过他消费的价值的余额。只有对于这样的劳动才
可以说,这个劳动是真止生产的 ，也就是说，它创造新价值。〕
对生产劳动的这种观点 ，是从亚•斯密对剩余价值的起源的看
法中，因而是从他对资本的实质的看法中，自然而然地得出来的。只

要他对生产劳动持有这种观点，他就是沿着重农学派11甚至重商学
派8走过的方向走，不过使这个方向摆脱了错误的表述方式，从而揭
示出它的内核。尽管重农学派错误地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

的，但是他们坚持了正确的见解，即认为汄资本主义观点来看，只有
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并且不是为自已而是为生产条件所有者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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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的劳动，只有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土地所有者创造“纯产品”
的劳动，才是生产的。因为剩余价值或剩余劳动时间是对象化在剩

余产品或“纯产品”中的。（重农学派对“纯产品”又理解错误。他们
所以把它当作纯产品，是因为例如收获的小麦比工人和租地农场主

吃掉的要多；可是生产出来的呢绒也比呢绒生产者即工人和企业主
的衣着所需的要多。）他们对剩余价值本身的理解是错误的，因为他

们对价值有不正确的看法，他们把价值归结为劳动的使用价值 ，而不
是归结为劳动时间，不是归结为没有质的差别的社会劳动。不过，尽

管如此，他们还是有一个正确的定义:雇佣劳动只有当它所创造的价
值大于它本身所花费的价值的时候才是生产的。亚•斯密使这个定
义摆脱了错误的表述方式，而在重农学派那里，这个定义是同错误的

表述方式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再从重农学派追溯到重商学派。在重商学派那里也有对生
产劳动的同样见解的一面 ，尽管他们对这一点是无意识的。重商学

派的基本观点是：劳动只有在产品出口带回的货币多于这些产品所

值的货币（或者多于为换得这些产品而必须出口的货币 ）的那些生产
部门，因而只有在使国家有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分沾当时新开采的

金银矿的产品的那些生产部门，才是生产的。他们看到，在这些国家

中已经出现了财富和中间阶级迅速增长的情况。金的这种影响事实

上究竟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工资的增长赶不上商品价格的上
涨•，因此工资下降了，从而相对剩余劳动增加了 ，利润率提高了，但这
不是因为工人的生产能力更大了，而是因为绝对工资（即工人得到的
生活资料总额）降低了，总之，因为工人的状况恶化了。这样一来，在

这些国家里,对劳动的雇用者来说，劳动的生产能力实际上更大了。
这个事实和贵金属的流入有关 ，这也就是促使重商学派把这种生产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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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使用的劳动称为惟一的生产劳动的原因，虽然这个原因仅仅是
隐约地被意识到的。
［VII _302］“最近五六十年以來，几乎在整个欧洲都发生了 ［人口］惊人增
加，其主要原因也许是美洲矿山生产率的增长。贵金属的大大过剩［这当然是
它们的实际价值下降的结果〕，使商品的价格比劳动的价格提高得更多；它使I :
人的状况恶化，同时却使雇主的利润增加，因此雇主能使用更多的流动资本來

雇用i:人，这就促进r人口的增加……马尔萨斯指出，美洲矿山的发现，使谷
物价格提卨Ï两三倍，而使劳动的价格只提高T 一倍……供国内消费的商品
的价格（例如谷物价格〉不是马上跟着货ip的流入就提高的；但由于农业屮的利

润率同工业中的利润率相比下降了，资本就从农业转到工业。这样，一切资本
都开始获得比以前更高的利润，而利润的提高总是等于工资的下降Z（约翰♦

巴顿<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1817年伦敦版第29页及以下儿萸）

因此,第一，按巴顿的说法,16世纪最后30多年和17世纪曾推
动重商学派的那个现象，在18世纪下半叶重新出现了。第二，因为

只有出口的商品才按金银的已经降低的价值衡量，而供国内消费的
商品仍按金银的原有价值衡量 （直到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把这种用两

个不同尺度衡量的现象消除为止 ），所以在为出口服务的生产部门中

的劳动，由于把工资压低到原有水平之下，就表现为直接生产的劳
动，即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
斯密对于生产劳动所阐述的第二种见解即错误的见解 ，同正确

的见解完全交错在一起，以致这两种见解在同一段文字中接二连三
交替出现。所以，为了说明第一种见解，我们不得不把引文分割开来
加以引述。
“有一种劳动加到对象卜,就能使这个对象的价值増加，另-•沖劳动则没打

这种作用。前一种劳动因为专丰f呼傳，'可以称为丰广考呼，后一沖劳动可以
称为非生产劳动。例如，制iSJk£人'的劳动，通常把A己的生活费的价侦和池
O

O

O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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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宇今呼琴他所加工的材料的价值上。相反，家仆的劳动不能使价值
制°造°业工人的工资虽然由梅主预付，但实际上雇主没有破费什

OOOOoOOÛOO

么，因为这些工资的价值通常总是带着利润，在工人的劳动加亍其上的对象的

0 O o O

o

增大的价值中又被偿还给主人f。相反，家仆的生活费永远得不到偿还。一个
人，要是雇用许多制造业工人，就会变富；要是维待许多家仆，就会变穷。”（＜罔

O O O O

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麦克库洛赫版，第2卷第2篇第3章第93 S（和

以下几贝）

在这段话中，而在下面我们就要引用的紧接着的那段文字

里，相互矛盾的定义更是交错在一起,一一生产劳动主要是指这样一
种劳动，它除了再生产“自己的〈即雇佣工人的〉生活费”的价值之外，

还生产剩余价值—
—“他的主人的利润”。如果制造业工人除了他自
己的生活费的价值以外，不再加进剩余价值 ，工业家也就不能由于

“雇用许多制造业工人”而变富。
但是，第二，亚•斯密在这里所说的生产劳动是指一般“生产价
值”的劳动。我们暂旦不谈这［VII —303］后一种解释，先引证另外

几段话，那里斯密的第一种见解有的地方被重复了，有的表述得更鲜
明，并且主要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如果把非生产劳动者……消费的哪个数量的食物和衣眼，分配给生产劳

动者，后者就会把他们所消费的东西的全部价值连同利润一起再生产出来。"
（同上，第2篇第3章第109页）

O o o O O O

这里，生产劳动者十分明确是指这样的劳动者 ，他不仅把包含在
工资中的生活资料的全部价值为资本家再生产出来 ，而且把这个价

值“连同利润一起”为资本家再生产出来。

只有生产资本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但是，商品或货币之所以

变为资本，是因为它们直接同劳动能力交换 ，而且这种交换的目的，
只是为了有-••个比它们本身包含的劳动更多的劳动来补偿它们。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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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对资本家本身来说，不在于它的实际使用价

值，不在于这种特殊的具体劳动的效用，不在于它是纺纱劳动、织布
劳动等等，正如这种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并不使资本家感到兴
趣一样，因为产品在他看来是商品（并且是第一形态变化之前的商

品），而不是消费品。使资本家对商品感兴趣的仅仅是：商品具有的
交换价值大于资本家为商品支付的交换价值。因此，劳动的使用价

值在他看来就是：他收回的劳动时间量大于他以工资形式支付的劳
动时间董。自然，所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商品生产的人,从真正

的工人到（有别于资本家的）经理、工程师，都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

围。正因为如此，最近的英国官方工厂报告76“+分明确地”把在工
厂中和工厂办事处中使用的所有人员，除了工厂主本人以外,全都列
入雇佣劳动者的范畴（见这个臭报吿临近结尾部分的话）。
这里，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给生产劳动下了定义 ，亚•斯密在

这里触及了问题的本质 ，抓住了要领。他的巨大科学功绩之一 （如马

尔萨斯正确指出的77,斯密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在批判中所做
的区分，仍然是全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 ）就在于，他下了生产劳

动是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这样一个定义 ，也就是说,他根据这样一
种交换来给生产劳动下定义 ，只有通过这种交换，劳动的生产条件和
一般价值即货币或商品 ，才转化为资本（而劳动则转化为科学意义上

的雇佣劳动）。
什么是非生产劳动，因此也绝对地确定下来了 。那就是不同资

本交换，而直接同收入即工资或利润交换的劳动 （当然也包括同参与
分享资本家利润者的各个项目，如利息和地租相交换的劳动 ）。凡是

在劳动一部分还是自己支付自己（例如徭役农民的农业劳动），一部
分直接同收入交换（例如亚洲城市中的制造业劳动）的地方，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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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和雇佣劳动。因此，这些定义不是从
劳动的物质规定性（不是从劳动产品的性质，不是从劳动作为具体劳

动的规定性）得出来的，而是从一定的社会形式，从这个劳动借以实
现的社会生产关系得出来的。例如--个演员，哪怕是i角，只要他被

资本家（剧院老板）雇用，他偿还给资本家的劳动 ，多于他以工资形式

从资本家那里取得的劳动，那么，他就是生产劳动者;而一个缝补工，

他来到资本家家里，给资本家缝补裤子，只为资本家创造使用价值，
他就是非生产劳动者。前者的劳动同资本交换，后者的劳动同收入
交换。前一种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在后一种劳动中收入被消费了＜

这里，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始终是从货币所有者 、资本家的角
度来区分的，不是从劳动者的角度来区分的，而加尼耳等人的荒谬论

调正是从这里产生的，他们根本不懂问题的实质，竟然问道:妓女、仆
役等等的劳动，或服务,或职能，会不会带来货币？

[V1I—304]〔接第300页.，例如在制造机车时，每天都有成车
皮的铁屑剩下。把铁屑收集起来，再卖给（或赊给）那个向机车制造

厂主提供主要原料的制铁厂主。制铁厂主把这些铁屑重新制成块
状,在它们上面加进新的劳动。他以这种形式把铁屑送回机车制造
厂主手里，这些铁屑便成为产品价值中补偿原料的部分 。就这样，这

些铁屑往返于这两个工厂之间，一一当然，不会是同一些铁屑，但总
是一定量的铁屑。这个部分不断交替地成为两个.K业部门的原料，

并且，从价值方面来看，始终只是从、个企业移到另一个企业。因
此,它不加入最终产品 ，而是不变资本在实物形式上的补偿。

实际上,机器制造厂主供应的每一部机器 ，如果从它的价值来考

察，都分解为原料、追加劳动和机器的损耗 、但是加入其他领域生产
的这些机器的总数，按其价值來说，只能等干机器的总价值减去不断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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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器制造厂主和制铁厂主之间来回转移的那部分不变资本。

农民卖掉的任何一夸特小麦 ，同其他任何一夸特小麦值•一样多

的钱。卖掉的一夸特小麦，丝毫也不比作为种子归还给土地的那-

夸特小麦便宜。然而，如果产品等于6夸待，每一夸特等于3镑，而
且每一夸特都包含追加劳动 、原料和机器这几个价值组成部分，如果

农民必须用一夸待作种子，那么他就只卖给消费者5夸特=15镑。

因而，消费者没有必要支付 -•夸特种子包含的价值组成部分。问题
的关键就在这里。佴是被卖掉的产品的价值=其中包含的全部价值
要素，即追加劳动和不变资本，消费者怎么能够不支付不变资本而又

把这个产品买去呢?〕
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生产出观念，而是因为他

使出版他的著作的书商发财，或者说，因为他是一个资本家的雇佣劳

动者。
体现生产工人的劳动的商品，其使用价值W能是最微不足道的。

劳动的这种物质规定性同劳动作为生产劳动的特性毫无关系 ，相反，
劳动作为生产劳动的特性只表现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我们在这里
指的劳动的这种规定性，不是从劳动的内容或劳动的结果产生的，而

是从劳动的一定的社会形式产生的。
另一方面，假定资本已掌握了全部生产，也就是说，商品（必须把

它同单纯的使用价值区别开来）已不再由拥有这个商品本身的生产
条件的劳动者来生产 ，因而只有资本家才是商品（只有一种商品即劳

动能力除外）的生产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必须或者同完全由
资本来生产和出卖的商品交换，或者同这样一种劳动交换，购买它和
购买那些商品一样，是为了消费，换句话说，仅仅是为了这种劳动所
固有的物质规定性，为了这种劳动的使用价值，为了这种劳动以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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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质规定性给自己的买者和消费者提供的服务。对于提供这些服
务的生产者来说，服务就是商品。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想像的或

现实的）和一定的交换价值。但是对买者来说,这些服务只是使用价
值，只是［VII —305］他借以消费自己收入的对象。这些非生产劳动
者并不是不付代价地从收入 （工资和利润）中取得自己的一份，从生

产劳动生产的商品中取得自己的一份，他们必须购买这一份，但是,
他们同这些商品的生产毫无关系。
但在任何情况下，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花在资本所生产的商品上

的收入（工资和利润）越多，能花在非生产劳动者的服务上的收入就

越少，反过来也是一样。
劳动的物质规定性，从而劳动产品的物质规定性本身，同生产劳

动和非生产劳动之间的这种区分毫无关系。例如，饭店里的厨师和
侍者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们的劳动转化为饭店老板的资本 。这些

人作为家仆，就是非生产劳动者，因为我没有从他们的服务中创造出
资本，而是把自己的收入花在这些服务上。但是，事实上，这些人，对

我这个消费者来说,即使在饭店里也是非生产劳动者 。
“无论在哪-•个国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中补偿资本的耶部分，始终只直
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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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用来维持生产劳动者的生活。它只支付生产劳动的工资。而直接用来构成

o

OOÛOOO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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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那部分，不管作为利润还是作为地租，则既可以用来维持生产劳动者的

生活，也可以用来维持非生产劳动者的生活。”（同上，第98页）“一个人无论把
自己的哪一部分基金用做资本，他总是希望这部分基金能得到补偿并带来利
润。因此，他只用它来维持生产劳动者的生活；这部分基金为资本家执行了资
。 。 O ◊ O
本的职能之后，便成为生产劳动者的收入。每当资本家用他的一部分基金来學
持任何--种非生产劳动者的生活，这部分基金便立即从他的资本中抽出.加又

O

OOOOOOOQO

他用于直接消费的基金。”（同上［麦克库洛赫版第2卷第98页］）

显然，随着资本日益掌握全部生产，从而随着家庭工业和小工业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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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为本身消费进行生产而产品不是商品的那种工业 —
—逐
渐消失，非生产劳动者，即以服务直接同收入交换的劳动者 ，绝大部

分就只提供个人服务，他们中间只有极小部分（例如厨师、女裁缝、缝

补工等）生产物质的使用价值。他们不生产商品是理所当然的。因
为商品本身从来不是直接的消费对象 ，而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因

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达的条件下,这些非生产劳动者只有极小

部分能够直接参加物质生产。这一部分人只有用自己的服务同收入

交换，才参加物质生产。lF如亚•斯密所指出的，这不妨碍这些非生

产劳动者的服务的价值通过并且可以通过决定生产劳动者的价值的
同样方法（或类似方法）来决定。这就是说，由维持他们的生活或者
说把他们生产出来所需的生产费用来决定。这里还牵涉到别的一些

不归这里考察的情况。

[VII -306]生产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对他本人来说是商品。非
生产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也是这样。但是，生产劳动者为他的劳动能
力的买者生产商品。而非生产劳动者为买者生产的只是使用价值，

想像的或现实的使用价值，而决不是商品。非生产劳动者的特点是，
他不为自己的买者生产商品，却从买者那里获得商品。
“某些最受尊敬的社会阶屋的劳动，像家仆的劳动一样，不生产任何价值

……例如，君主和他的全部文武官员、全体陆海军，都是非生产劳动者a他们

是社会的公仆，靠别人劳动的一部分年产品生活••••••应当列入这•-类的，还

有……教士、律师、医生、各种文人：演员、丑角、音乐家、歌唱家、舞蹈家等等

（同上，第94 一95页〉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这种区分本身，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
既同劳动独有的特殊形式毫无关系 ，也同劳动的这种特殊形式借以

体现的特殊使用价值毫无关系。在一种情况下劳动同资本交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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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情况下劳动同收入交换。在一种情况下，劳动转化为资本，并
为资本家创造利润；在另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支出，是花费收入的

一个项目。例如，钢琴制造厂主的工人是生产劳动者 。他的劳动不
仅补偿他所消费的工资，而且在他的产品钢琴中，在厂主出售的商品

中，除了工资的价值之外，还包含剩余价值。相反，假定我买到制造
钢琴所必需的全部材料 （或者甚至假定工人自己就有这种材料），我

不是到商店去买钢琴，而是请丄人到我家里来制造钢琴。在这种情
况下，钢琴匠就是非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劳动直接同我的收入相

交换。
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随着资本在越来越大程度上掌握全部生

产，—
—因而一切商品的生产是为了买卖，而不是为丁直接消费，劳
动生产率也相应地增长 ，—
—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之间的物

质差别也就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因为前一种人，除极少数以外,
将仅仅生产商品，而后一种人，也是除极少数以外，将仅仅从事个人
服务。因此，第一种人将生产直接的、物质的、由商品构成的财富，生
产一切不是由劳动能力本身构成的商品。这就是促使亚•斯密除了
作为基本定义的第一种特征以外，又加上另一些特征的理由之一。

这样，由于斯密的各种不同的想法交织在一起，就有了下面这一

段话：
“家仆的劳动〈与制造业工人的劳动不同〉……不能使价值钉任何增加……

OOOOOOCOOO

家仆的生活费水远得不到偿还。一个人，要是雇用许多制造业工人，就会变

O O Û o o o O

富;要是维持许多家仆，就会变穷。然而后者的劳动也同前者的劳动-样，有它

o o c» o o

o O

的价值.理应得到报酬。不过，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固定和实现在一个特定的对
°

<Î

o

000O0O00000Ô

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而这个对象或商品在劳动结束后，至少还存在若干时

OOOOOOOOOO

OOOOOOOOOOOOOO oooooooo
警。可以说，这是积累并储藏起来，准备必要时在另一场合拿来利用的一定量
备动。这个对象.或者可以说，这个对象的价格，后来到必贾时，能够把一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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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生产它所花费的劳动相等的劳动摄推动起来。相反，家仆的［VH—307］劳
动不固定或不实现在一个特定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他的服务通常一
o

O

OOOOÛOO oooooooooooo

ooooooo

经提供随即消失，很少留下某种痕迹或某种以后能够用来取得同量眼务的价值
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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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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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最受尊敬的社会阶层的劳动，像家仆的劳动一样，不生产任何价值，不

o o o o o o o

O

固定或不实现在任何耐久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同上，第93 _94页）

OOOOOOOOOOOQOO

OOOOOOOO

我们在这里看到，用来说明非生产劳动者的特点的有以下这些
定义，这些定义同时显露r亚•斯密内在思想进程的各个环节：

“〈非生产劳动者的劳动〉不生产任何价值”，“不能使价值有任何
增加”，“〈非生产劳动者的〉生活费永远得不到偿还”，“它不固定或不

实现在一个特定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相反，“他的服务通
常一经提供随即消失，很少留下某种痕迹或某种以后能够用来取得

同量服务的价值”。最后，“它不固定或不实现在任何耐久的对象或

可以出卖的商品中”。
在这种看法中，“生产价值”和“不生产价值”这些术语是在和原

来不同的意义上说的。这里谈的已经不是本身就包含着为已消费的

价值再生产出一个等价的剩余价值生产 。这里谈的是：一个劳动者，

只要他用自己的劳动把他的工资所包含的那样多的价值量加到某种
材料上，提供一个等价來代替已消费的价值，他的劳动就是生产劳

动。这里就越出了形式规定的范围，越出了用劳动者对资本主义生
产的关系来给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下定义的范围 。从第四篇

第九章（亚•斯密在这里批判了重农学派的学说）可以看出，斯密走

入这条歧途，是因为他在阐述自己的见解时一方面反对重农学派.另

—方面又受到重农学派的影响 。如果工人在一年内只补偿自己工资
的等价，那么，他对资本家来说就不是生产劳动者 。固然,他会给资
本家补偿自己的工资即自己劳动的购买价格。但是这笔交易就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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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购买这个劳动所生产的商品一样。资本家支付了商品的不变
资本和工资所包含的劳动。他现在以商品形式占有的劳动和以前以

货币形式占有的劳动是同一个量。他的货币没有因此而转化为资
本。这种情况，就好比工人本人是自己的生产条件的占有者一样。
他每年必须从自己年产品的价值中留出生产条件的价值 ，以便补偿

它们。他一年内消费的，或者说，可以消费的，就会［=］他的产品中
等于他当年加在自己不变资本匕的新劳动的那部分价值 。IÉ此，在

这种情况下，也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生产了。
亚•斯密把这种劳动称为“生产的”，第一个理由是因为重农学

派把它称为“不结果实的”和“不生产的”。

斯密在这一章里对我们说：
“第一,［重农学派］承认，这个阶级〈即不从事农业的那些工业阶级〉亨$亨
生产出自己的年消费价值，并且至少保持使他们能够就业和生存的基金Ä备;i
o

o

o

o

o

oooooooooooooooooooooo

……诚然，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除了使他们能够就业和生存的资本以外.

每年还再生产出一个纯产品，即土地所有者的纯地租……租地农场主和农业
工人的劳动，无疑要比商人、手工业者和制遗业者的劳动具有更大的生产能力。
但是,■-个阶级的产品超过另一个阶级的产品，并不能使另一个阶级成为不结

果实的和不生产的。”（同上，［加尔涅的法译本］第3卷第530页）

可见，亚•斯密在这里回到重农学派的［VII ~308］观点上去

了。农业劳动是生产剩余价值 ，因而也是生产“纯产品”的真正的“生
产劳动”。斯密放弃了自己的剩余价值观点，接受了重农学派的观

点。同时他又反对重农学派，提出制造业劳动（他认为还有商业劳
动）也还是生产的，尽管不是就这个词的最突出的意义来说的。因

此，斯密越出了形式规定的范围 ，越出了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来给
“生产劳动者”下定义的范围；他提出这样一个论点来反对重农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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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从事农业的阶级，工业阶级，会把自己的工资再生产出来，因而就
是把一个等于他的消费的价值生产出来,从而“至少保持使他们能够

就业的基金或资本”。这样，在重农学派的影响下，同时在反对重农

学派的情况下，便产生了他对“生产劳动”的第二个定义。
亚•斯密说:“第二，因此，像看待家仆那样来看待手工业者、制造业者和商
人，是根本不正确的。家仆的劳动不能保持使他能够就业和生存的基金。家仆
0OOOOOOO0OOOO000000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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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是靠他主人的开支来就业和维持生活的，他所完成的劳动不是那种能补偿
000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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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开支的劳动。他的劳动是服务，通常一经提供随即消失；它不固定和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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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个能够补偿他们的生活费和工资的价值的可以出卖的商品中。相反，手

OOOOOOOOOOOOOOOOOOÛOOOOOOOOOO

工业者、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劳动却自然地固定和实现在可以出卖或交换的对象

OOOOOOOOOOOOOOOO
f。正因为如此，我在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那一章中，把手工业者、制造业
i和商人算做生产的劳动者，而把家仆算做不结果实的和不生产的劳动者。”
(同上，第531页)

一旦资本掌握丁全部生产，收入只要同劳动交换，它便不是直接

同生产商品的劳动交换，而是同单纯的服务交换。收入的一部分同
充当使用价值的商品交换，一部分同作为使用价值来消费的服务本
身交换。

和劳动能力本身不同的一切商品，是以物质形式同人对立着的
物，它对人有一定的效用，在它身上固定了、物化了一定量的劳动。
这样，我们就得出一个实质上已经包含在第一点中的定义:用自

己的劳动生产商品的工人是生产的，并且这个工人消费的商品不多
于他生产的东西，不多于他的劳动所值。他的劳动固定和实现在“可

以出卖或交换的对象中”，“一•个能够补偿他们〈即生产这些商品的工

人〉的生活费和工资的价值的可以出卖的商品 中”。生产工人生产商
品，从而把他以工资形式不断消费的可变资本不断再生产出来 。他
把支付给他的“使他能够就业和生存的”基金不断生产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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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亚•斯密自然把直接耗费在物质生产中的各类脑力劳动 ，

算做“固定和实现在可以出卖或交换的商品中”的劳动。斯密在这里
不仅指直接的手工工人或机器工人 ，而且指监工、工程师、经理、伙计

等等，总之，指在一定物质生产领域内为生产某一商品所需要的一切

人员的劳动，这些人员的共同劳动 （协作）是制造商品所必需的。的
确，他们把自己的全部劳动加到不变资本上，并使产品的价值提高这
么多。（这在多大的程度上适用于银行家78等人呢？）

[VII-309]第二，亚•斯密说，非生产劳动者的劳动“通常”不
是这样。亚•斯密非常清楚地知道，即使资本掌握了物质生产 ，因而

家庭工业基本上消失了，直接到消费者家里为他创造使用价值的小
手工业者的劳动消失了 ，—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叫到家里来缝制
衬衣的女裁缝，或修理家具的工人，或清扫、收拾房子等等的仆人，或

烹调肉食等等的女厨师，他们也完全和在工厂做工的女裁缝 、修理机
器的机械师、洗刷机器的工人以及作为资本家的雇佣工人在饭店干

活的女厨师一样，把自己的劳动固定在某种物上，并且确实使这些物

的价值提高f。这些使用价值，从可能性来讲,也是商品：衬衣可能

拿到当铺去当掉，房子可能卖掉，家具可能拍卖等等。因此，上述人
员从可能性来讲，也生产了商品，把价值加到了自己的劳动对象上。

但他们是非生产劳动者中极少的一部分人 ，他们的情况对广大家仆、

牧师、政府官吏、士兵、音乐家等等则是不适用的。

然而，不管这些“非生产劳动者”人数有多少，有一点无论如何是
清楚的（斯密也承认这一点，为此他说了一句起限制作用的话:“这些

服务通常-经提供随即消失”），那就是：使劳动成为“生产的”或“非
生产的”劳动的，既不一定是劳动的特殊形式，也不一定是劳动产品
的没现形式。同一劳动可以是生产的，只要我作为资本家、作为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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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来购买它，为的是使它增殖；它也可以是非生产的，只要我作为消

费者，作为收入的花费者来购买它，为的是消费它的使用价值，而不
管这个使用价值是随着劳动能力本身活动的停止而消失.还是物化 、

固定在某个物中。
对于一个以资本家身份购买女厨师的劳动的人来说，即对于-

个饭店老板来说，女厨师在饭店里是生产商品。羊肉饼的消费者应
当对她的劳动付钱，而这个劳动为饭店老板补偿（撇开利润不谈）他
用以继续支付女厨师的基金。相反，如果我购买女厨师的劳动，让她

为我烹调肉食等等，不是为了把这个劳动当作劳动一般来增殖 ，而是
为了把它当作这种特定的具体劳动来享用、使用；那么，在这种情况
下，她的劳动就是非生产的，虽然这种劳动也固定在物质产品中，而

且同样可能成为（从结果來看）可以出卖的商品，就像它对饭店老板
来说确实是商品一样。可是，这里仍然有重大的差别（实质上的差

别）：女厨师并不补偿我（私人）用以支付她的基金。因为我购买她的

劳动，不是把它作为构成价值的要素，而完全是为了它的使用价值，、
她的劳动不补偿我用以支付她的基金 ，即不补偿我给她的工资，这就

好比我在饭店里吃的一顿午餐本身，不能使我再购买和吃一顿相同
的午餐一样。但这种差别在商品中间也是存在的。资本家为补偿自

己的不变资本而购买的商品（例如棉布，假如他是一个棉布印花厂
主），会以印花布形式补偿自己的价值。相反，如果资本家购买这个
商品是为了自己消费印花布.那么，这个商品就不会补偿他的开支 。
其实，社会上人数最多的一部分人工人阶级都必须为

自己进行这种非生产劳动；但是，工人阶级只有先进行了 “生产的”劳
动，才能从事这种非生产劳动。工人阶级只有生产了可以支付肉价
的工资，才能给自己煮肉；工人阶级只有生产了家具、房租、靴子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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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才能把自己的家具和住房收拾干净，把自己的靴子擦于净。因
此，从这个生产工人阶级本身来说 ，他们为自己进行的劳动就是“非

生产劳动”。如果他们不先进行生产劳动，这种非生产劳动是决不会
使他们有能力［VII-310］重新进行同样的非生产劳动的。
第三，另一方面，剧院、歌舞场、妓院等等的老板，购买对演员、音

乐家、妓女等等的劳动能力的暂时支配权 （事实上通过了迂回的途
径，这个途径只有从经济形式的观点来看才有意义 ，它不影响过程的
结果）；他们购买这种所谓“非生产劳动”，它的“服务一经提供随即消
失”，不固定或不实现在一个“耐久的〈换句话说，“特殊的”〉对象或可

以出卖的商品中”（在这些服务本身以外）。把这些服务出卖给公众 ，

就为老板补偿工资并提供利润。他这样买到的这些服务，使他能够
重新去购买它们，也就是说，这些服务会自行更新用以支付它们的基

金。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例如律师在他的事务所雇用的书记的劳
动，所不同的只是，书记的服务大部分还体现在十分庞大的“特殊对

象”上，即大堆的文件这个形式上。
不错，对老板本身来说,这些服务是由公众的收入支付的 。但同

样不错的是，一切产品，只要它们用于个人消费，情况也完全是这样。

固然，国家不能出口这些服务本身;但它能出口提供这些服务的人 。

例如，法国出口舞蹈教员、厨师等等，德国出口学校教师。当然，随着
舞蹈教员和学校教师的出口 ，也出口 了他们的收入,可是舞鞋和书本

的出口，却给国家带来回报。

因此，从一方面说，所谓非生产劳动有一部分体现在物质的使用
价值中，这些使用价值同样可能成为商品 （"可以出卖的商品”），从另

一方面说，一部分纯粹的服务 （它不采取实物的形式 ，不作为物而离
开服务者独立存在，不作为价值组成部分加入某一商品 ），能够（由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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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购买劳动的人）用资本来购买，能够补偿自己的工资并提供利润。
总之，这些服务的生产有一部分从属于资本 ，就像体现在有用物品中
的劳动有一部分直接用收入来购买，不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一样。
第四，整个“商品”世界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劳动能力；第

二，不同于劳动能力本身的商品 。有一些服务用于训练 、保持劳动能
力，使劳动能力改变形态等等，总之，使劳动能力具有专门性，或者仅

仅使劳动能力保持下去，例如学校教师的服务（只要他是“产业上必
要的”或有用的）、医生的服务（只要他能保护健康，保持一切价值的
源泉即劳动能力本身 ）—
—购买这些服务，也就是购买提供“可以出

卖的商品等等”，即提供劳动能力本身来代替自己的服务，这些服务
应加入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或再生产费用。不过，亚•斯密知道，
“教育”费在工人群众的生产费用中是微不足道的。在任何情况下，
医生的服务都属于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① 。可以把它算入劳动能力

的修理费。假定工资和利润由于某种原因同时下降 ，从总价值来看

例如由于民族变懒下降了，从使用价值来看也由于歉收等等引起的
劳动生产能力的降低而下降了 ；总之，假定由于上一年加进的新劳动

减少和追加的劳动的生产能力降低 ，产品中价值等于收入的那一部

分减少了。这时,如果资本家和工人还想以物质产品的形式消费原
先那样大的价值量，他们就要少购买医生、教师等等的服务。如果他

们对医生和教师必须继续花费以前那样大的开支 ，他们就要减少对
其他物品的消费。因此,很明显，医生和教师的劳动不直接创造用来

支付他们报酬的基金，尽管他们的劳动加入创造一切价值的那个基

①不直接参加生产过程 ，但在一定条件下又非有不可的辅助费用。—
—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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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生产费用，即加入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

［VII —311］亚•斯密继续写道：
“第三，说手工业者、制造业者和商人的劳动不增加社会的咚士，从任
何角度来看都是不对的。例如，即使我们像这个体系所做的那Âà è，°这个阶
级毎日、每月、每年消费的价值，恰好等于它当日、当月、当年生产的价值，也决

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他们的劳动丝毫没有增加社会的实际收入，没有增加国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的实际价值。例如，--个手工业者在收获后6个月内

完成了价值10镑的劳动，即使他在这段时间也消费了价值10镑的谷物和其他
生存资料，他事实上也已给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增加了 10镑价值。他
把价值10镑的半年收入消费在谷物和其他生存资料上，同时又用自己的劳动
生产了一个相等的价值，用这个价值可以为他本人或任何别人构买同样多的半
年收入。因此，这6个月内所消费和生产的价值不等于10镑，而等于20镑。

当然，完全可能，在任何时候现有的这个价值都不超过io镑。但是，如果手r.

业者消费的这价值10镑的谷物和其他生存资料，由士兵或家仆来消费，那么，

到6个月末存在的这部分年产品的价值，就会比由于有手工业者的劳动而实际
存在的少10镑。可见，即使假定手工业者生产的价值从来没有超过他消费的

价值，但在任何时候市场上现有的商品的总价值,都会由于有他的劳动而比没

有他的劳动时要大。（同上，［加尔涅的法译本第3卷第4篇第9章］第531 —

533 页）

难道任何时候市场上现有的商品的 ［总］价值，不是由于有“非生

产劳动”而比没有这种劳动时要大吗？难道任何时候市场上除了小

麦、肉类等等之外，不是还有妓女、律师、布道、歌舞场、剧院、士兵、政

治家等等吗？这帮男女得到谷物和其他生存资料或享乐资料并不是
无代价的。为了得到这些东西 ，他们把自己的服务提供给或强加给
别人，这些服务本身有使用价值，由于它们的生产费用，也有交换价

值。任何时候，在消费品中，除了以商品形式存在的消费品以外，还
包括一定量的以服务形式存在的消费品 。因此,消费品的总额，任何

时候都比不存在可消费的服务的时候要大。其次，价值也大了，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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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等于维持这些服务的商品的价值和这些服务本身的价值 。要知

道，在这里就像每次商品和商品相交换一样，是等价物换等价物，因

而同一价值具有二重的形式:一欢在买者一方，另一次在卖者一方。
〔亚•斯密关于重农学派继续写道：
“当这•体系的拥护者断言，手工业者、制造业者和商人的消费等于他们所

o o o o o O O

生产的东西的价值时，他们大概仅仪是指这一情况：这些劳动者的收入.或者

o O

OOOOOOOO

说,维持他们生存的基金，等于这个价值。”〔即他们所生产的东西的价值。〕（同

ooooooooo

o o o o O O

上，第533页）

如果把工人和企业主放在一起来看，重农学派在这点上是对
的；在企业主的利润中，地租只是一个特殊项目。〕

[VII -312]〔亚•斯密在同一个场合，即在批判重农学派的场
合一一第四篇第九章（加尔涅的译本第3卷）••-一指出：
•‘ -个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只能用两种办法增加：罕Ç当时
在这个社会发生作用的令Ç萝亭哆丰f嘩4 ;或者寧$，增呼.+零»零,
要使有用劳动的牛产能; W改°普了或增5长'，就必须ÖtÄ.llÄWfö

来劳动的机器……当时在社会上使用的有用劳动°的鼋Ü

O O O O O O

OOOOOOOOO

o

这种劳动推动起来的资本的增加，而这种资本的增加，又必定恰好等于管理这

OÛOOÛOOOOOOOOO OOOOÔOOO OOOOOOO
-资本的人或把资本借给他们的另些人从自己的收入中节约下来的数额，”
O O O O O O O
（第 534 ■'-535 焚）

这里是双重的循环论证 。第一，年产品的增加是由于劳动生产

率的提高。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切手段〔只要这种提高不是由自

然的偶然情况，如特别有利的天气等等引起的〕都要求增加资本、供

是，要增加资本，又必须增加劳动的年产品 。这是第一个循环论证。
第二，年产品可以通过增加所使用的劳动量来增加。但是，只存先增

加“把这种劳动推动起来”的资本，才能增加所使用的劳动量。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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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循环论证。斯密试图靠“节约”来摆脱这两个循环论证。节约
一词，他指的是收入转化为资本。

把全部利润看成资本家的“收入”，这种看法本身就是错误的。
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要求把工人完成的剩余劳动即无酬劳动

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当单个资本家作为资本家即作为资本职能的
执行者行动的时候，把一部分剩余劳动转化为资本，这在他本人看来

可能表现为一种节约，但对他本人来说，这种转化也是以必须有准备
金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然而劳动量的增加不仅取决于工人人数，而

a取决于工作日的长度 。因而，即使转化为工资的那部分资本不增
加,劳动的量也可能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也无须增加机器等等的数

量（虽然机器磨损得快一些，但并不会使这里的问题有所改变）。惟
一必须增加的，是用做种子等等的那部分原料。同时.这一点仍然是

对的：在一个国家里（如果把对外贸易撇开不谈），剩余劳动首先必须

投入农业，然后在从农业取得原料的那些工业部门中剩余劳动才可

能出现。一部分原料—
—煤、铁、木材、鱼（例如，用鱼作为肥料）等

等，总之，一切非动物性的肥料，可以用单纯增加劳动（工人的人数不
变）的办法取得。因此，这些原料是不会缺乏的。另一方面，前面已

经指出，生产率的提高最初总是只以资本的积聚为前提，而不是以资
本的积累为前提。7<'但以后这两个过程是相互补充的 。〕

〔斯密在下面一段话里正确地指出了促使重农学派宣传自由放

任|8,即自由竞争的原因：
“两个不同的居民集团〈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贸易，归根到底，是•-定量的原

产品同一定量的制造业产品交换。因此，后者越贵，前者越贱，凡是在一个国家
里能提高制造业产品价格的东西，都会降低土地的原产品的价格，从而使农业

发展缓慢。"怛是，加在制造业和对外贸易上的一切约束和限制，都会使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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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等等变贵。因此，等等。（斯密，间上［加尔涅的法译本第3卷］，第554 —

555 页）〕

［VH-313］这样，斯密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第二种
见解（更确切地说，同上述他的另~种见解交错在一起的见解 ）可归
结如下：生产劳动就是生产商品的劳动 ，非生产劳动就是不生产"任

何商品”的劳动。斯密不否认，这两种劳动都是商品。请看前面讲

的①:“后者的劳动也同前者的劳动一样，有它的价值，理应得到报
酬”（就是说，从经济学来看；无论对这种劳动还是那种劳动，都谈不

上从道德等等观点来看 ）。商品的概念意味着劳动体现、物化和实现

在自己的产品中。劳动本身，在它的直接存在上,在它的活生生的存

在上.不能直接看做商品，只有劳动能力才能被看做商品，劳动本身

是劳动能力的暂时表现。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阐明真正的雇佣劳动

以及“非生产劳动”，而亚•斯密到处都用生产 “非生产劳动者”所必需

的生产费用来给非生产劳动下定义。于是,商品必须被看做一种和
劳动本身不同的存在。这样，商品世界就分为两大类：

一方面是劳动能力；
另一方面是商品本身》
但是，对劳动的物化等等.不应当像亚•斯密那样按苏格兰方式

去理解。如果我们说商品—
—在它的交换价值意义上—
—是劳动的

化身，那仅仅是指商品的〜个想像的即纯粹社会的存在形式 ，这种存
在形式和商品的物体实在性毫无关系 ；商品代表一定量的社会劳动

或货币。使商品产生出来的那种具体劳动，在商品上可能不留任何

痕迹。从制造业商品来说 ，这个痕迹保留在原料所取得的外形卜. 。

①见本卷第146 —147页。—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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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农业等等部门，例如小麦、公牛等等商品所取得的形式.虽然也
是人类劳动的产品，而且是一代一代传下来、一代一代补充的劳动的

产品，但这一点在产品上是看不出来的 。还有这样的产业劳动部门 ，

在那里，劳动的目的决不是改变物的形式，而仅仅是改变物的位置。
例如，把商品从中国运到英国等等 ，这时在物本身上谁也看不出运输
吋花费的劳动所留下的痕迹 （除非有人想起这种东西不是英国货）。

因此，决不能按这种方式去理解劳动在商品中的物化 。（这里所以产
生迷误，是因为社会关系表现为物的形式 。）

虽然如此，商品表现为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这个说法还是对
的，因而，如果它不表现为物的形式，它就只能表现为劳动能力本身
的形式，但永远不能直接表现为活劳动本身 （只有通过某种迂回的途

径，才能表现为活劳动本身，这种途径在实践上似乎是无关紧要的，

但在确定各种不同的工资的时候，则不然）。由此可见，生产劳动原
本或者是生产商品的劳动，或者是直接把劳动能力本身生产、训练、

发展、维持、再生产出来的劳动。亚•斯密把后一种劳动排除在他的

生产劳动项目之外;他是任意这样做的，但他是受某种正确的本能支

配，意识到，如果他在这里把后一神劳动包括进去，那他就为各种冒
充生产劳动的谬论敞开了大门。

因此，如果我们把劳动能力本身撇开不谈，生产劳动就可以归结
为生产商品、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而商品、物质产品的生产,要花费

一定量的劳动或劳动时间。艺术和科学的~切产品，书籍、绘画、雕
塑等等.只要它们表现为物 ，就都包括在这些物质产品中。但是，其

次，劳动产品必须是这种意义上的商品 ：它是“可以出卖的商品”，也

就是还需要通过形态变化的、处在最初形态上的商品。（假定一个工

厂主买不到-部现成的机器，他可以自己制造一部机器，不是为了出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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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而是为丁把它当作使用价值来利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把
机器当作自己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来使用 ，因而他是以机器协助生

产出来的产品的形式一部分一部分地把机器出卖的。）

［VII --314］可见，虽然家仆的某些劳动完全可能表现为商品
（从可能性来讲），从物质方面来看，甚至可能表现为同样的使用价

值，但这不是生产劳动 ，因为实际上他们不是生产“商品”，而是直接
生产“使用价值”。而有些劳动，对它们的买者或雇主本身来说是生
产的，例如演员的劳动对剧院老板来说是生产的 ，但这些劳动看起来
像是非生产劳动，因为它们的买者不能以商品的形式，而只能以活动

本身的形式把它们卖给观众。
如果把这一点撇开不谈 ，那么［按照斯密的第二个定义］，生产劳
动就是生产商品的劳动 ，非生产劳动就是生产个人服务的劳动。前

一种劳动表现为某种可以出卖的物品•，后一种劳动在它进行的时候
就要被消费掉。前一种劳动（创造劳动能力本身的劳动除外）包括一

切以物的形式存在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既包括肉，也包括书籍；
后一种劳动包括一切满足个人某种想像的或实际的需要的劳动 ，甚

至违背个人意志而强加给个人的劳动。
商品是资产阶级财富的最基本的元累形式。因此，把“生产劳

动”解释为生产“商品”的劳动，比起把生产劳动解释为生产资本的劳
动來,符合史'基本得多的观点。
亚•斯密的反对者无视他的第一种解释即符合问题本质的解
释，而抓住第二种解释，并强调这里不可避免的矛盾和不一贯的地

方。而且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劳动的物质内容上，特别是集中在劳
动必须固定在一个比较耐久的产品中这样一个规定上，以此来使自

己的论战变得容易些。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场论战究竟是由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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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的原因引起的。
还要先指出一点。亚•斯密认为，提出下面这个论点 ，是重农主

义体系的巨大功绩：
“各国的财富不在亍不可消费的金和银，而在于每年由社会劳动再生产出
来的可消费的货物。”（［加尔涅的法译丰］第3卷第4篇第9章第538页）

这里，我们看到了斯密关于生产劳动的第二个定义的来源。如

何给剩余价值下定义，自然取决于所理解的价值本身具有什么形

式。因此，剩余价值在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体系中 ，表现为货币；
在重农学派那里，表现为土地的产品，农产品；最后，在亚•斯密

那里，表现为一般商品。重农学派只要接触到价值实体 ，就把价值

仅仅归结为使用价值（物质、实物），正如重商学派把价值仅仅归结
为价值形式，归结为产品借以表现为一般社会劳动的那种形式即货
币一样。在亚•斯密那里，商品的两个条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合并在一起,所以在他看来,凡是表现在一种使用价值即有用产品中
的劳动，都是生产的。表现在有用产品中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这一

观点，就已经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这个产品同时等于一定量的一般社
会劳动。亚♦斯密同重农学派相反，重新提出产品的价值是构成资

产阶级财富的实质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又使价值摆脱了在重商学

派看来价值借以表现的纯粹幻想的形式—
—金银的形式。任何商品
自在地就是货币。不可否认，亚•斯密在这里同时又或多或少地回
到重商学派关于这些或那些劳动产品的 “耐久性”（实际上是“非消

费性”）的观点上去。这里使人想起配第的一段话 （见我的第1分册
第109页8Ö,那里引用了配第（政治算术〉中的一段话，在这段话里配

第说，财富是按照它不会毁坏的程度 、或大或小的耐久程度来估价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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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归根结底，金银被当作“不会毁坏的财富 ”而放在高于-'切的
地位。）
阿•布朗基说:“斯密把财富的范围仅仅限于固定在物质实体中的那些价

值，这样就把无限多的非物质价值，文明国家的«神资本之女，全都从生产的账

本中勾销了，等等。”《欧洲政治经济学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1843年布鲁塞尔

版第152页）

反对亚•斯密提出的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的论战 ，
主要是由二流人物（其中施托尔希还算是最出名的人物）进行的；我们
在任何一个重要的经济学家那里 ，［VII -315］在任何一个可以说在政

治经济学上有所发现的人那里 ，都没有看到这种论战;然而这种论战

对于第二流人物，特别是对于充满学究气的编书家和纲要编写者，以

及对干在这方面舞文弄墨的业余爱好者和庸俗化者来说，却是一种嗜

好。反对亚•斯密的这场论战，主要是由以下几种情况引起的 。
有一大批所谓“高级”劳动者，如国家官吏、军人、艺术家、医生、

牧师、法官、律师等等，他们有一部分不仅不是生产的，而且实质上是
破坏性的，但他们善于依靠出卖自己的“非物质”商品或把这些商品
强加于人，而占有很大部分的“物质”财富。对于这一批人来说，在经
济学上同丑角、家仆被列入同一类别，被说成是靠真正的生产者 （更

确切地说，靠生产当事人）养活的食客、寄生者，决不是一件愉快的

事。这对于那些向来显出灵光、备受膜拜的职务，恰恰是一种非同寻

常的亵渎。政治经济学在其古典时期 ，就像资产阶级本身在其发家
时期一样，曾以严格的批判态度对待国家机器等等。后来它理解到

—
— 这在它的实践中也表现出来—
—并且根据经验认识到，所有这
些阶级（其中有一部分是完全非生产的阶级 ）的后天形成的社会结合
的必要性，就是由资产阶级自己的组织中产生出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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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述“非生产劳动者”不生产享受，因此对他们的［服务的］

购买完全取决于生产当事人想如何花掉自己的工资或利润 ；相反，如

果他们成为必要，或自己使自己成为必要,部分地是因为人们存在肉

体上的伤病（如医生）或精神上的虚弱（如牧师），部分地是因为个人
利益的冲突和民族利益的冲突（如政治家、一切法学家、警察、士兵）;
如果这样，那么，在亚•斯密看来，就像在产业资本家本身和工人阶
级看来一样，他们就表现为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因此必须尽可能地

把这种非生产费用缩减到最必要的最低限度，尽可能地使它便宜V

资产阶级社会把它曾经反对过的一切具有封建形式或专制形式的东
西，以它自己所特有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因此,对这个社会阿谀奉承

的人，尤其是对这个社会的上层阶级阿谀奉承的人，他们的首要业务
就是，在理论上甚至为这些“非生产劳动者”中纯粹寄生的部分恢复

地位，或者为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的过分要求提供根据 。事实上这

就宣告了意识形态阶级等等是依附于资本家的。

但是，第二，有一部分生产当事人 （物质生产本身的当事人〉，时
而被这~些经济学家 ，时而被那一些经济学家称为“非生产的”。例

如，代表工业资本的那部分经济学家 （李嘉图）把土地所有者称为“非

生产的”。另一些经济学家（例如凯里）把本来意义的商人称为 “非生
产的”劳动者。后来甚至又有一些人把“资本家”本人也称为非生产
的，或者至少企图把资本家对物质财富的要求归结为“工资”，即归结

为一个“生产劳动者”所取得的报酬。脑力劳动者中间的许多人，看
来都赞同这种怀疑观点 。因此，已经是作出妥协并且承认不直接包

括在物质生产当事人范围内的一切阶级都具有“生产性”的时候了。
大家互相帮忙，并且，像在《蜜蜂的寓言〉81中那样，应当证明，即使根

据“生产的”、经济学的观点，资产阶级世界连同它的所有 “非生产劳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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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一起，也是所有世界中最美好的世界 ；何况一些“非生产劳动
者”从自己方面已经对那些根本是“为享受果实而生的”82阶级的生
产性，或者对那些如土地所有者那样无所事事的生产当事人等等作
出了批判的考察。无所事事的人也好，他们的寄生者也好，都应当在

这个最美好的世界秩序中找到自己的地位。
第三，随着资本的统治的发展，随着那些和创造物质财富没有直

接关系的生产领域实际上也日益依附于资本,—
—尤其是在实证科

学（自然科学）被用做物质生产手段的时候，-一IVII — 316］政治经

济学上的阿谀奉承的侍臣们便认为对任何一个活动领域都必须加以
推崇，并且进行辩护说，这些领域是同物质财富的生产 “联系着”的，

它们是生产物质财富的手段；他们对每一个人都表示敬意 ，把他说成
是“第一种”意义的“生产劳动者”，即为资本服务的、在这一或那一方
面对资本家发财致富有用的劳动者，等等。
这里，应当首先提出的是马尔萨斯之流，他们直接为“非生产劳

动者”和纯粹的寄生者辩护,说这些人是必要的和有用的。

不值得花费精力来详细考察热•加尔涅（斯密著作的译者）、罗
德戴尔伯爵、布鲁姆、萨伊、施托尔希以及后来的西尼耳 、罗西等人关

于这一点的庸俗见解。只要引用一些典型的话就够了。
我们还要先举出李嘉图的一段话，他在其中证明，剩余价值（利

润，地租）的所有者把剩余价值消费在“非生产劳动者”（例如家仆）身
上，比他们把剩余价值花在“生产工人”所创造的奢侈品上，对丁- “生
产工人”要有益得多。

〔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1卷第148页）中,接受了

斯密进行区分时的正确解释（这在李嘉图的著作中也是不言向'喻

的）：生产阶级和非生产阶级的实际区别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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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总是以自已的劳动同国民资本交换，后者总是以自己的劳动同一部

分国民收入交换"。

西斯蒙第也是按照亚•斯密的见解来看剩余价值的：
“虽然工人通过自己每天的劳动所生产的东西，远远超过他每天的支出，似
是在他同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进行分配以后，除了维待生活最必需的东西以

外，很少有剩余，（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1卷第87页）〕

李嘉图说：
“如果土地所有者或资本家像古代贵族那样，把自己的收入用来供养很多
的侍从或家仆，而不把它花费在华丽的衣服或昂贵的家具、马车、马或购买其他
奢侈品上，那么他雇用的劳动人数就会多得多。在这两种情况下，纯收入是相

同的，总收入也是相同的，但是纯收人实现在不同的商品上。如果我的收入是1
万镑，那么，无论这1万镑是实现在华丽的衣服、昂贵的家具等等上，还是实现
在同~价值的一定量食物和一般衣曹上，所使用的生产劳动的数量差不多相
等。但是，如果我把收入实现在前一类商品上，那以后就不会使用更多的劳动，

我将享用我的家具和衣眼，事情就到这里为止。相反，如果我把收入实现在良
物和■-般衣着上，而且希望雇用家仆，那么，除了原有对工人的需求之外，还会

OOOOOOOOO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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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对我用1万镑收入（或以这笔收入购买到的食物和一般衣着）所能迪用的

戶那些人的需求。而需求的这种增加，只是因为我选择了第二种花费我的收
入的方式。工人都关心普零爭時零枣，所以他们当然希望把用在购买奢侈品方
而的收入尽量转用来维晷李惠图 （原理〉1821年第3版第475、476页）

戴韦南特引用了一位老统计学家格雷戈里•金的~个图表，题为

＜1688年英格兰不同家庭的收支表 》①。大学者金在表中把全体人民分
成两个主要阶级:一个是“增加王国财富”的阶级，共计2 675 520人，

—个是“减少王国财富”的阶级，共计2 825 000人;因此，前一个阶级
①见格•金＜对英国地位和状况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观察与结论〉1696年
版。----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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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产的”,后一个阶级是“非生产的”。“生产的”阶级包括：勋爵、从

o O O

男爵、骑士、乡绅、贵族、大小官吏、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法律家、教

士、土地所有者、租地农场主、自由职业者、大小商人、手工业者、海陆

军军官。相反，“芋丰fÇ”阶级包括:水手、农业工人和制造业短工 、

茅舍贫农83（在戴寸代还A英格兰全部人□的 ixtvii -317]
士兵、赤贫者、茨冈人、盗贼、乞丐和一般流浪者。戴韦南特这样来解
释大学者金的这个等级表：
“他的意思是说，前一个阶级的人靠土地、手艺和勤劳来养活自己，并且每

年都给国民资本增加一些东西，此外，毎年还从自己的剩余中分出一定数额来

养活别人。在后一个阶级中，有一部分人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而其余的人
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要靠别人来养活；这是公众每年的负担，因为不然的话，

他们每年消费的东西就可算到国民总资本中去。”（戴韦南特（论使一国人民在

贸易差额中成为得利者的可能的方法〉1699年伦敦版第23和50页）84

此外,戴韦南特的下面这段话，最能说明重商主义者对剩余价值

的看法的特点：
“出口我们本国的产品，必定会使英国富裕；为了有贸易顺差，我们必须出
口本国的产品，用它们去购买本国消费所必需的外国出产的物品，这里我们会

有一个孝卽，它或者采取贵金属的形式，或者采取我们可以用来卖给其他国家
的商品Ai式；这个余额就是一国从贸易中取得的利润。它的大小决定于出口

o O o O

OOOOÔOOOOOO

国人民的自然节约〈荷兰人而不是英国人所特有的那种节约，同上，第46 -47
页h还决定于他们的劳动和制造业产品的低廉价格，这种低廉价格，使他们能
在国外市场上比所有的竞争者都便宜地出售这些产品。”（戴韦南特，同上第

OOOOOÔOOOOOOOOOOÔOOOOOO
[45]、46 页）

[“在国内消费产品时，一个人的磁利不过是另一个人的亏损，整个国家丝

毫不会变富;但在国外消费的一切东西，却是明显的和可靠的利润。”（（论东印

度贸易〉1697年伦敦版[第31页]）〕

〔这本书是以戴韦南特的另一著作8S（它是为了替这本书辩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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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的附录形式刊印的，并不是麦克库洛赫引用过的那本〈论东印
度贸易＞（1701年版）。〕

可是，不应当像后来的庸俗自由贸易论者那样 ，把这些重商主义
者说得那么愚套。戴韦南特在他的〈论公共收入和英国贸易〉第二卷

（1698年伦敦版）中曾说：
“金和银实际上是贸易的尺度，但各国人民贸易的源泉和起源，却是一国自
然的产物或人工的产物，即一国的土地或该国人民的劳动和勤勉所生产的东

西。的确，~个民族由于某种情况可能完全丧失各种货币.但是只要它人n众
多，热爱劳动.精于贸易，擅长航海，有良好的港湾，有生产各种产品的土地，它

就仍然能够进行贸易，并JBL在短时间内拥有大盘金银。所以，一国真正的实际
的财富是它本国的产物 （同上，第15页：）“金和银远不是能够称为一国的财宝

或财富的惟一物品，因而货币实际上不过是人们在交易上习惯使用的计算筹
码。”（同上，第16页）“我们所说的財富，是指能使君主及其人民富裕、幸福、安

全的东西；同样，财宝是指为了人们的需要用金银换来转化成建筑物和土壤改

良的东西;还指学率这些金属的其他物品，如土地的果实和工业的产物，或
外国的商品和商°船°-°-°甚至那些不耐久的物品也能看成是国家的財富，只要
它们呼呼枣呼金银—
—哪怕它们还没有學率金银；并且我们认为，它们不仅在
个人秦冬又丟间的关系上是财富，而且在二°国和别国之间的关系上也是財富

（同上，第60页及以下几页）“平民86是国家身体中的胃。在西班牙，这个胃没
有恰当地消受货币，［VII —318］没有消化货币……工商业是能够保障消化和

分配金银的惟一手段，而这将供给国家身体以必要的营养物。”（同上，第62 —

63页）

其实，配第也已经有了生产劳动者的概念 （不过他把士兵也包括
在内）：
“土地耕种者、海员、士兵、手工业者和商人，是任何~个社会的真正的支
柱。所有其他的大职业都是由于这些人的孱弱和过失而产生的；海员身兼上述

ooooooooooooooooo

四者中的三者〈航海者、商人和士兵〉。”（〈政治算术〉1699年伦敦版第177页）
"海员的劳动和船只的运费，按其性质来说，始终是一种出口商品，出口超过进

（5）剩余价偵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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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余额就给本国带回货币等等，（同上，第Î79页）

O

O

在这一点上，配第又证明分工的好处：
“在海上贸易中占支配地位的人们，即使在运费较低廉的悄况下，也能比别
人在较高〈运费较贵〉的情况下获得更多的利润；这是因为，就像做衣服一样，如

果一个人完成一道工序，另一个人完成另一道工序，等等，衣服的价钱就比较便
宜，在海上贸易中占支配地位的人们也是这样，他们可以建造各种不同用途的

船只：海船、江船、商船、战船等等，这是荷兰人所以能够以低于他们邻国人的价
格来运货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他们能够为每种特定的贸易提供特定种类的船

只。”（同上，第179—180页）

此外，从配第的下面这些话里可以听到完全是斯密的调子 ：
“如果向工业家等人收税，以便把货币供给那些按其职业来说-般f生产
枣疼号即对Ç令有实际效用和价值的哆的人们 ，那么社会的财富就会°减少。

精神遙6消遣和恢复的活动，则xà别论，这些活动只要利用得当，就会
使人能够并愿意去做本身具有更重要意义的亊情。”（同上，第198页）“当计算

好需要多少人从事生产劳动之后，剩7来的人就可以安全地、对社会无害地被
用来从事娱乐和装饰方面的技艺和工作，而其中最重大的，就是增进自然知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识。”（同上，第199页）“工业的收益比农业多，而商业的收益又比工业多。”（同
上，第172页）“一个海员相当于3个农民。”（第178页）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在《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
决的问题〉（1844年伦敦版）一书中，也苦心研究生产劳动和非生产

劳动的问题;但事实上他除丁断言把劳动能力本身生产出来的那种
劳动也是生产的以外，对斯密的（第二种）解释没有增添什么东西 。
“警学枣辱譽可以积累和积蓄，享受本身却不能这洋。一国的财富由该国
拥有的°物°质°的°或3非物质的耐久的享受源泉的总和构成。用来增加或保存这些

耐久的源泉的劳动或开支，郁应称为丰d」。”（同上，第82页）“机械师或纺纱
者在学习手艺时所消费的东西，是用ii 士消费，换句话说，他们消费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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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减少而是增加国内耐久的享受源泉，因为他们新创造的享受源泉，在数景
上超过消费掉的数额。”（同上，第83页〉

现在，我们简略地考察一下反对亚 •斯密的那些关于生产劳动
和非生产劳动的胡说八道。

［VII~319］（1）（热尔曼•加尔涅）。在他翻译的斯密 ＜国富论》
第五卷（1802年巴黎版）中，载有译者的注释。

关于最高意义上的“生产劳动”问题，加尔涅是同意重农学派的

观点的，只不过把这种观点略为缓和了。他反对斯密下面的观点：
"生产劳动是这样的劳动，它实现在某种对象中，把自己活动的痕迹留T

来，它的产品能够出卖或交换。”（同上，第5卷第169页）

〔在分析加尔涅的观点之前，我们要在这里附带地就前面引证过

的小穆勒说几句话。这里我们要说的话本来应放到后面论李嘉图剩

余价值理论的地方，而不是这里，这里我们还是考察亚 •斯密、〕
前面引证过的那本小册子实际上包括了约翰 •斯图亚特•

穆勒先生关于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全部创见 （这与他的大部头的概

论88不同）。在这本小册子中题为（论利润和利息〉的第四篇论文中
写道：
“工具和原料像其他物品一样，最初除劳动外并不花费别的任何东西……

制造工具和原料所耗费的劳动，加上以后依靠机器加工原料所耗费的劳动，就
是生产成品所耗费的劳动总量。因此，补偿资本无非是补偿所耗费的劳动的工

o o

ooooooooooooooooo

赛。”（［约•斯•穆勒〈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1844年伦敦版1
i 94 页）

这一点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所耗费的劳动和所支付的工资决
不是等同的。确切地说，所耗费的劳动等于工资和利润之和。补偿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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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意味着既补偿有酬劳动（工资），也补偿资本家没有付酬但被他

出卖的劳动（利润）。在这里，穆勒先生把“所耗费的劳动”和其中由

使用该劳动的资本家付酬的那一部分混淆起来了。这种混淆本身，
对于他理解他自称在传授的李嘉图理论，并不那么有利。
关于不变资本，还要顺便指出：尽管不变资本的每个部分都可以

归结为先前劳动，因而可以设想它在某个时候曾经代表利润或工资,
或者代表两者，但是，这个不变资本一旦形成，它的一部分（例如种子
等等）就既不可能再归结为利润，也不可能再归结为工资。

穆勒没有把剩余价值同利润区别开来。因此他宣称，利润率等
于产品的价格对花费在产品上的生产资料（包括劳动在内）的价格之
比（这对于已经转化为利润的剩余价值来说是正确的 ）。（见第92~

93页）同时，他又想直接从李嘉图关于“利润取决于工资，工资下降
则提高，工资提高则下降”［同上，第94页］的规律得出利润率的规

律，而李嘉图在他的这个规律中把剩余价值同利润混淆起来了。
穆勒先生自己甚至对于他试图解决的问题本身也不十分清楚 。

因此，我们在听取他的解答之前，先把他的问题简要地表述一下。利
润率是剩余价值对预付资本总额 （不变资本加可变资本）之比，而剩

余价值本身则是工人所完成的劳动量超过以工资形式预付给他的劳
动量的余额;就是说，剩余价值只是就它对可变资本或者说对花费在

工资上的资本的关系，而不是就它对全部资本的关系来考察的。因

此，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是两种不同的比率 ，虽然利润本身不过是从
一定角度来考察的剩余价值。就剩余价值率来讲，说它完全“取决于
工资，工资下降则提高，工资提高则下降”，那是正确的。（就剩余价
值总量来讲，这样说就不对了，因为它不仅取决于单个工人的剩余劳

动被占有的比率，而旦也取决于同时被剥削的工人人数 。）既然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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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是剩余价值对预付资本总价值之比 ，它当然要受到剩余价值的F

降或提高，也就是受到工资的提高或下降的影响 ，并由这种情况决
定;但是，除了由这种情况决定之外，利润率还包括［VII-320］不取

决于工资的提高或下降并且不能直接归结为这种情况的其他因素 。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一方面同李嘉图一起把利润和剩余

价值直接等同起来，另_方面（在同反李嘉图派的论战中）又不是在

李嘉图的意义上，而是在利润率的真正意义上，把利润率理解为剩余
价值对预付资本（可变资本加不变资本 ）总价值之比，因而煞费苦心

地力图证明，利润率直接由决定剩佘价值的规律决定，这个规律简单
地归结为:工人在自己的工作日中占有的那部分越小 ，归资本家所有
的那部分就越大,反之亦然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他这种煞费苦心

的努力，而在这番努力中最糟糕的是 ，他自己也不清楚他要解决的究
竟是什么问题。如果他把问题本身正确地表述出来 ，那他就不会错
误地以这种方法去解决了。

所以，他说：
“尽管工具、原料和建筑物本身都是劳动的产物，然而，它们的价值总最毕

竞不能归结为生产它们的工人的工资。〔他在上面说过，补偿资本就是补偿工
资。〕资本家因付出工资而取得的利润必须计算在内。生产成品的资本家，不仅
应该用成品补偿他自己和工具生产者付出的:而且应该补偿他从自己的资
本中预付给工具生产者的利润Z（同上.第98°页°）因此，“利润不单单代表［成品

O O

生产者］在补偿费用之后的余额；它还加入费用本身。［成品生产者的］资本一

O O

部分用于支付或补偿工资，一部分用于支付其他资本家的利润，这些资本家的
协力是共同取得生产资料所必需的”。（第98 _99页）“因此，一种物品可能是

和以前同量的劳动的产品.而如果最后的生产者应付给先前那些生产者的利润

的某一部分能够节约下来，物品的生产费用还是会减少的…然而，利润率
的变动和工资的生产费用成反比这一点，仍然是正确的。”（第102—103页）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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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当然始终是从商品的价格等于它的价值这个前提

出发的。穆勒先生本人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研究的。
首先必须指出，在刚才引证的穆勒的论述中 ，利润看上去和“让

渡利润”6十分相似。但是我们且不去说它。硬说一种物品（如果按
照它的价值出卖）“是和以前同量的劳动的产品”，而同时由于某种情

况，“物品的生产费用”会“减少”，这是再荒谬不过的了。〔这一点只
有在我最先提出的那个意义上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把物品的生产

费用和资本家的生产费用区别开来，因为这种生产费用中有一部分
是资本家不支付的 。89在这种情况下，说资本家靠自己工人的无酬剩

余劳动获取利润，正像他可能通过对提供不变资本给他的资本家支
付不足而获取利润，就是说，通过对这个资本家商品中包含的 、未由
这个资本家付酬的剩余劳动（这种劳动正是因此形成他的利润 ）的一
部分不支付而获得利润一样，—
—这确实是对的。这始终归结为：他

低于商品的价值对商品支付。利润率（即剩余价值对预付资本总价
值之比）的提髙，既可以由于同量预付资本在客观上变便宜了（生产
不变资本的生产部门中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 ），也可以由于它对买
者来说在主观上变便宜了 ，即买者低于它的价值支付。在这种情况

下，对买者来说，它始终是较小劳动量的结果 。〕

[VII — 321]穆勒首先表述的是这样一个思想：生产成品的资本
家的不变资本，不仅分解为工资，而且分解为利润。在这里他的思路

是这样的：
如果最后的资本家所预付的不变资本仅仅归结为工资 ，那么利
润就是他在补偿构成预付资本总额的全部工资后剩下的余额 （而产

品的全部〔已支付的〕费用就归结为工资）。预付资本总价值就等于

产品中包含的全部工资的价值。利润就是超过这个总额的余额。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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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利润率等于这个余额对预付资本总价值之比 ，那么，它的提高或降
低显然就取决于预付资本总价值，即取决于其总额构成预付资本的

工资的价值。〔如果考察的是利润和工资的一般关系,这个论据本身
事实上就是荒诞无稽的 。其实，穆勒先生只要把总产品中分解为利

润的部分（不管这笔利润是付给最后的资本家 ，还是付给参与商品生
产的先前的那些资本家，都无关紧要）放在一边，把分解为工资的部
分放在另一边，那么，利润额就仍然会等于超过工资额的价值的余

额，而李嘉图的“反比例”就可以直接用利润率来证明 。但是，说预付
资本总额分解为利润和工资，是不正确的。〕然而,预付资本不仅分解
为工资,而且分解为预付利润。因此，利润不仅是超过预付工资的余

额，而且是超过预付利润的余额 。可见，利润率不仅由超过工资的余
额决定，而且由留在最后的资本家手里的超过工资和利润的总额（根

据假定，这个总额构成全部预付资本）的余额决定。因此，这个比率
显然不仅会因工资的提高或降低而变动，而且会因利润的提高或降
低而变动。如果我们把利润率由于工资的提髙或降低而发生的变动
撇开不谈，如果我们假定，—
—其实在实践中时常会遇到这种情

况，—
—工资的价值（即工资的生产费用，包含在工资中的劳动时间 ）

保持不变，那么，跟着穆勒先生走下去 ，就会得出一条绝妙的规律：利
润率的提高或降低取决于利润的提髙或降低 。
“如果最后的生产者应付给先前那些生产者的利润的某--部分能够节约下
来，物品的生产费用还是会减少的。”

这一点在事实上是很正确的 。假定先前那些生产者的利润中没

有任何一部分是纯粹的附加额，或如詹姆斯•斯图亚特所说的让渡
利润，那么，“利润的”某一“部分”的节约〔只要这种节约不是由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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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生产者欺骗先前的生产者，也就是说，不是由于没有把先前的生

产者的商品中包含的价值全部付给他〕都是商品生产所需的劳动量
的节约。〔在这里，我们把，比如说，为资本在生产期间闲置不用的时

间等等而支付的利润撇开不谈。〕举例来说，为了把原料，比如煤，从
矿井运到工厂去，以前需要两天，而现在只要一天就够了 ，这样就“节

约了”一个工作日；但是，这一点既与这个工作日中分解为工资的部

分有关，也与其中分解为利润的部分有关 。

穆勒先生在自己弄清楚了最后的资本家的余额的比率，或一般

地说利润率，不仅取决于工资和利润的直接比例，而旦取决于最后的
利润或每个特定的资本的利润对预付资本总价值 ，即(花费在工资上
的)可变资本加不变资本的总和之比以后 ，换句话说，［VU —322］在

弄清楚了利润率不仅仅决定于利润对花费在工资上的资本部分之
比，即不仅仅决定于工资的生产费用或者说工资的价值以后，又接着
说：
“然而，利润率的变动和工资的生产费用成反比这-点，仍然是正朗I的/’

尽管这是错误的，“然而……仍然是正确的”。
穆勒在这方面所作的例证 ，可以看成是经济学家的例证方法的

典范，而且由于这个例证的作者还写过一本逻辑学的书9#,这就更加
令人惊异了。
“例如，假定有60个农业丁-人，他们领取60夸特谷物作为工资，他们用去

价值也是60夸特的固定资本和种子；他们的劳作的产品是180夸特。假定利
润率是50%,那么，种子和工具就必然是40个工人劳动的产品；因为这40个丄

人的工资连同利润共60夸特。因此，如果产品是180夸特，那就是总井100个广
O O
O O O
O O O00 0 0
O
O
O O O O OO O
O
人的劳动结果。
O

Û

o

O

O

O

现在再假定，仍旧是100个工人的劳动，但是由亍某种发明，不需要任何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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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资本和种子了。以前只有支出120夸特才能取得180夸持的结果；现在只支

o o o o o O O

出100夸特就可以了。

180夸特谷物仍然是和以前同量的劳动，即100个工人的劳动的结果。因
此，1夸特谷物仍然是1个工人劳动的g的产品。因为作为1个工人的报酬的

1夸特谷物，实际上是和以前同最的劳动的产品
OÔOOO
OOOOOOO-jYkOOO ；然而.它的生产费用却减少
了。现在1夸特谷物是1个工人劳动的g的产品，再没有别的；以前生产1夸
待谷物，则需要这一劳动量同补偿［先前那个资本家的］利润的费用结合在起，即多支出士。如果工资的生产费用仍然和以前一样，利润就不可能提高。

□

1

每个工人以前取得1夸特谷物；但是以前1夸特谷物是现在1 f夸特的生产费
用的结果。因此，为了使毎个工人取得和以前一样多的生产费用，每人就应该
有1夸特加•夸特的谷物。”（第［102、］103页）

"因此，假Æ付给工人的是工人自己生产的产品，那就很明显，当这种产品
的生产费用有了某种节约而工人照旧得到以前的生产费用时，他得到的产品就
必然会同资本的生产力的提高成比例地增加。但如果是这样.资本家的支出和
他所得到的产品之间的比例，就会和以前完全一样，利润也不会提高……因此,
利润率的变动和工资的生产费用的变动是同时发生的，是不可分割的。由此可

见，如果李嘉图所说的低工资不仅指作为较小劳动暈的产品的工资，而且指用

oooooooooooooooo

O

o

较少的费用—
—包括劳动和先前的利润在内一生产的工资，那么他的意见就

OOOOO

OOOOOOOOOOOO

OOOOO

是完全正确的。"（同上，第104页）

关于这个出色的例证，我们首先要指出：在这个例证中假定，由
于某种发明，谷物不用种子（原料〉，不用固定资本就可以生产出来；
不用原料，不用劳动工具，就是说，光凭两只手，就可以用空气、水和
土地制造出来。［VII —323］在这个荒谬的假定下掩盖的不外是这

样一个假定:不用不变资本，就是说，只靠新加劳动，就可以生产产

品。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可以证明原来应该证明的东西，即利润和剩
余价值是等同的，从而利润率也仅仅取决于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之

比。可是，困难正好是由于下面这一点产生的：因为剩余价值［不仅

和资本的可变部分，而且］和资本的不变部分发生比例关系，—
—这

个比例关系我们称为利润率，—
—所以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彼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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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因此，如果我们假定不变资本等于零 ，那么，由于不变资本
的存在而产生的困难，就被我们用撇开这个不变资本的存在的办法

解决了。换句话说,我们用假定困难不存在的办法解决了困难。这
倒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现在我们把问题，或者说穆勒对问题的例证，正确地表述一下。
在第一个假定中，我们看到：
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

总产品

利润

180夸特

60夸特

（固定资木和种子）（花在工资上的资本）

60夸特

60夸特（60个工人）

在这个例子中假定：加到不变资本上的劳动等于120夸特。因
为每1夸特是1个工作日（或1个工人的年劳动，它可以看做由365

个工作日构成的1个工作日）的工资，所以180夸特总产品只包含

60个工作日［新加劳动］，其中30补偿工人的工资，30构成利润。可
见,我们实际上是假定，1个工作日实现在2夸特中；因此，60个工人

把他们的6Ö个工作日实现在120夸特中，其中60是他们的工资，60

形成利润。换句话说，工人用半个工作日为自己工作，补偿工资，用

另外半个工作日为资本家工作，从而创造出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因
此，剩余价值率在这里是 100%，而不是50%。但是，因为可变资本
只占全部预付资本的一半，所以利润率就不是表现为60夸特比60

夸特，而是60夸特比120夸特，就是说，不是100%，而只是50%。

如果资本的不变部分等于零，全部预付资本就仅仅由60夸特，仅仅
由预付在工资上的等于30个工作日的资本构成:利润和剩余价值，

从而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也就等同了 。这样，利润就是100%,而不

是50%。2夸特谷物是1个工作日的产品，120夸特谷物是60个工

作日的产品，尽管1夸特谷物只是1个工作日的工资,60夸特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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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60个工作日的工资。换句话说，工人只得到自己的产品的一半

（50%），而资本家得到的却是自己的费用的两倍 ，即得到100%。
那60夸特不变资本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它同样是30个工作
日的产品。假定在这笔不变资本中，它的生产要索相互间的比例和

上面假定的一样，即j是不变资本，I是新加劳动；假定剩余价值和
利润率也和上面假定的一样 ，我们就会得出如下的计算数字：
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

总产品

利润

20夸特

20夸特

60夸特

20夸特

（20个工人的工资）

利润率又是50%,剩余价值率100%。 总产品是[VII—324]30

个工作日的产品，但是其中10个工作日（=20夸特）是原先存在的
劳动（不变资本）,20个工作日是20个T人新加的劳动，但是他们每
人只得到自己的产品的一半作为工资 。2夸特仍然是1个工人劳动

的产品，尽管其中1夸特仍然是1个工人劳动的工资，1夸特是资本
家的利润—
—资本家占有了工人劳动的一半。

生产成品的资本家作为剩余价值取得的60夸特，形成50%的
利润率，因为这60夸特的剩余价值不仅按预付在工资上的60夸特，

而且也按预付在种子和固定资本上的60夸特，即总共按120夸特
计算。

由此可见，如果穆勒把生产种子和固定资本（总计为60夸特）的

资本家的利润也按50%计算，如果他还假定这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

本的比例也同180夸特谷物的生产者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例
一样，那么他就应当说，利润等于20夸特,工资等于20夸特，不变资

本等于20夸特。既然工资等于1夸特，60夸特就包含30个工作
日，正像120夸特包含60个工作日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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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穆勒是怎样说的呢？
“假定利润率是50%,那么，种子和工具就必然是40个工人劳动的产品；因

为这40个工人的工资连同利润共60夸特。”

第一个资本家雇用了 60个工人，付给每人每天1夸特（就是说，
这个资本家在工资上花费 60夸特），另外，他还在不变资本上花费

60夸特；在这个资本家那里，60个工作日实现在120夸特中，但是工
人从其中仅仅得到60夸特作为工资。换句话说，工资只占60个工

人劳动产品的一半。因此，60夸特的不变资本也只等于30个工人

劳动的产品•，如果这60夸特仅仅由利润和工资构成，那么工资占30
夸特，利润占30夸特；因此,工资等于15个工人的劳动，利润也是如
此。但是，如果利润只占50%，那是因为，按照假定，在60夸特不变

资本所包含的30天中，10天是原先存在的劳动（不变资本），分解为
工资的只有10天。总之，10天包含在不变资本中，20天是新加的工

作日，然而在这20天中，工人仅仅为自己劳动10天，另外10天则为
资本家劳动。但是，穆勒先生却硬说这60夸特是40个工人的产品，
而以前120夸特却是60个工人劳动的产品。以前1夸特包含半个
工作日（虽然1夸特是整个工作日的工资 ），而现在则是I夸特等于
半个工作日。其实，花费在不变资本上的+产品 （60夸特）具有的价

值，即包含的劳动时间，同其他任何一个f的产品完全一样。即使穆
勒先生想把60夸特的不变资本完全分解为工资和利润 ，那也丝塞改

变不了其中包含的劳动时间 量„其中包含的仍旧是30个工作日；只
不过利润和剩余价值一致了 ，因为这里没有不变资本需要补偿。因

此，利润是100%，而不像以前那样是50%。以前剩余价值也是

100%，但是利润只是50 %，这ÎF是由于把不变资本算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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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在这里就看到穆勒先生的双重错误手法。

就前一个180夸特来说,困难在于剩余价值同利润不■-致，因为

60夸特的剩余价值不仅应当按60夸特（总产品中等于工资的部分 ）
计算，而且［VII —325］应当按120夸特即60夸特的不变资本加 60
夸特的工资计算。因此，剩余价值是100%，而利润只是50%。就构

成不变资本的那60夸特来说，穆勒先生是这样排除上述困难的 ：他

假定在这里全部产品是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分配的，也就是说，在不
变资本即60夸特的种子和劳动工具的形成中，没有任何不变资本参

加。对资本丨来说应该加以说明的情况，对资本II来说被事先假定

不存在，从而问题本身就消失了。
其次，穆勒先假定在构成I的不变资本的60夸特的价值中只包

括劳动，这里不存在原先存在的劳动 ，不存在不变资本，从而利润同

剩余价值—
—也就是说，还有利润率同剩余价值率—
—是一致的，它
们之间没有任何区别；然后又反过来假定，像在I的场合一样，它们
之间是有区别的，因此利润也像在I的场合一样只占50%。如果在

I的场合产品中f不是由不变资本构成，那么利润同剩余价值就一
致了。总产品只有120夸特，等于60个工作日，其中工人取得30

（ = 60夸特），资本家取得30（ = 60夸特）。利润率便等于剩余价值
率—
—100%。实际上它等于50%,因为60夸特的剩余价值不是按

60夸特（工资），而是按120夸特（工资、种子和固定资本）计算的。
在II的场合，穆勒假定没有不变资本加入 。他还假定这里的工资也

没有变动，仍是1夸特。然而他还是设想利润和剩余价值在这里是
彼此不同的，即利润只占50%,虽然剩余价值达100%。实际上穆勒
所假定的是：占总产品j•的这60夸特所包含的劳动吋间，比总产品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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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I■包含的多;这60夸特是40个工作日的产品，而其余120夸
特仅仅是60个工作日的产品。
可是，实际上这里流露出关于“让渡利润”的陈旧谬见，这种利润

同产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以及同李嘉图的价值规定，是毫无关系的。
这就是说，穆勒假定：1个工人的1个工作日的工资，等于他的1个

工作日的产品，或者说，他劳动了多少时间，工资中就包含多少劳动
时间。如果作为工资付出的是40夸特，利润等于20夸特，那么，作

为工资付出的40夸特就包含40个工作日。40个工作日的报酬等

于40个工作日的产品。如果60夸特总产品有50%即20夸特的利
润，那么，由此得出结论,40夸特等于40个工人的劳动的产品，因为

根据上述假定，40夸特构成工资，而且1个工人1天领取1夸特。

那么其余20夸特是从哪里来的呢？这40个工人劳动了 40个工作
日，因为他们取得了 40夸特。因而，1夸特是1个工作日的产品 。

40个工作日也就只生产40夸特，不会多生产1蒲式耳。那构成利
润的20夸特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穆勒的这个例子所依据的，是关于

“让渡利润”—
—产品价格超出产品价值之外的纯粹名义上的余额
—
— 的陈旧谬见。但是在这里，价值不是以货币表现，而是以产品本

身的相应部分表现的，因此这种“让渡利润”是绝对荒课的，是不町能

的。如果设想40夸特谷物是40个工人的产品，他们每人每天（或每
年）取得1夸特的工资，即取得自己的全部产品作为工资，如果以货

币表示，1夸特谷物等于3镑，40夸特等于120镑，资本家把这40夸
特卖了 180镑，因而取得了 60镑的利润，即50%（20夸特谷物）的利

润一一这样设想是最容易的。但是，如果硬说资本家从40个工作日
中生产的、由他支付了 40夸特工资的40夸特谷物中卖出了 60夸

特，那么上述设想本身就显得妄诞无稽了。他手里只有40夸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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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卖出了60夸特，也就是说，比他拥有的供出卖的Ä多卖了20

夸特。

[VII 一326]总之，穆勒首先是企图利用下列美妙的假定来证明
李嘉图把剩余价值同利润混淆起来的错误规律 ：

(1) 假定生产不变资本的资本家本身不需要任何不变资本；这
样，穆勒就用他的这个假定把不变资本带来的困难全部排除了 ；

(2) 假定在没有不变资本的情况下 ，不变资本带来的剩余价值和
利润之间的区别仍然继续存在，尽管这里没有任何不变资本；

(3) 假定生产40夸特小麦的资本家可以卖出60夸特小麦，因为
他的总产品是作为不变资本卖给另一个资本家的 ，而那个资本家的

不变资本等于60夸特;还因为资本家II用这60夸特取得一笔50%
的利润。

后面这个谬论可归结为 “让渡利润”的观念，它所以在这里表现

得如此荒唐，只是因为应该构成利润的不是以货币表现的名义价值，
而是所出卖的产品本身的一部分。这样，穆勒先生想为李嘉图辩护，

却离开了李嘉图的根本观点，并远远落在李嘉图、亚•斯密以及重农
学派的后面。

可见，穆勒为李嘉图学说作的第一个辩护，就是他从一开始就推
翻了这个学说，也就是说推翻r它的这样一个根本原理:利润只是商

品价值的一部分，就是说，只是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中由资本家随

着他的产品而卖出去但没有给工人付报酬的那一部分。穆勒却假
定，资本家对工人的全部工作日付了报酬,但是仍然取得利润。
我们再看看穆勒接着是怎样做的。

他假定由于某种发明在生产谷物时不再需要使用种子和农具
了 ；也就是说，根据他的这一假定 ，对最后的资本家来说，不再需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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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资本了，就像他在先前那60夸特种子和固定资本的生产者场合所
作的假定一样。现在，穆勒本应这样推论下去：

资本家丨现在就不必在种子和固定资本上花费 60夸特，因为我

们已经说过，他的不变资本等干零。因而，他只须在劳动60个工作
日的6()个工人的工资上花费60夸特。这60个工作日的产品等于

120夸特。工人只得到60夸特。因此，资本家得到60夸特的利润，
即100%。他的利润率恰恰等于剩余价值率 ，也就是恰恰等于工人

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资本家劳动的劳动时间［对他们为自己劳动的劳
动时间之比］。他们劳动了 60天。他们生产120夸特，得到60夸特

作为工资。因而，尽管他们劳动了 60天，可是他们作为工资得到的

是30个工作日的产品。2夸特所需的劳动时间量 ，仍然等于1个工
作日。由资本家付酬的工作日，仍然等于1夸特，即等于已完成的工

作日的半数。产品减少了

从180夸特减少到120夸特;但是利润

率提高了 50,即从50%增长到100%。为什么？以前180夸特有I

是专门补偿不变资本的支出的，因此，它既不加入利润，也不加入工
资。另一方面，工人为资本家生产的那60夸特或者工人为资本家劳

动的那30个工作日，不是按花在工资上的60夸特或者工人为自己
劳动的那30个工作日，而是按花在工资、种子和固定资本上的120

夸特(60个工作日)计算的。因此，尽管工人在60天中为自己劳动
了 30天，为资本家劳动了 30天，尽管资本家在工资上的 60夸特资

本支出为他提供丁 120夸特产品，他的利润率也不是100%,而只是

50%，这是因为利润率的计算方法不同 ：在一种情况下按2 X 60计
算,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按60计算。剩余价值［VII -327］是相同的，
但是利润率不同。
可是穆勒是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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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假定资本家支出60夸特而得到120夸特（从60个工作
日中占有30个工作日）；而是假定，资本家现在雇用 100个工人，他
们向他提供180夸特，而且始终假定1个工作日的工资等于1夸特。

这样，就得出如下的计算数字：
所花费的资本

总产品利润

（只指可变资本，即只指花在工资上的资本）

100夸特（100个工作日的报酬）

180夸特

80夸特

这样，资本家现在得到80%的利润。利润在这里等于剩余价
值。因此，剩余价值率也仅仅等于 80%;它以前等于100%,即比现

在高20%。于是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这样一种现象 ：利润率提高了

30%,而剩余价值率降低了 20%。
如罘资本家在工资上仍然只花费60夸特，那就会得出如下的计
算数字：
100夸待提供80夸特的剩余价值

10夸特提供8夸特的剩余价值
60夸特提供48夸特的剌余价位

但是以前60夸特提供了 60夸特的剩余价值（可见降低了

20%）。或者用另~个方式来表示，以前：
总产品

剩余价值

60夸特提供

120夸特

60夸特

10夸特提供

20夸特

10夸特

100夸特提供

200夸特

100夸特

由此可见，剩余价值（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应该按 100夸特

计算）从100夸待降低到80夸特，即降低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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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8 = 100:80; 60:48 = 10:8; 60:48 = 5:4。
4x60 = 240,48x5 = 240。）
下面我们考察一下1夸特中的劳动时间，即1夸特的价值。以

前是2夸特等于1个工作日，或者说1夸特等于半个工作口 ，即等于

1个工人的劳动的而现在，180夸特是100个工作日的产品；因
此，1夸特是^个工作日的产品，即g个工作日的产品。换句话说,
产品贵了 g个工作日，或者说劳动的生产率降低了，因为以前1个

工人生产1夸特，只需要g个工作日，而现在需要g个工作日。尽
管剩余价值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因而也降低了，也就是说,尽管工资

的实际价值（生产费用）提高了即11去％，但是利润率提高了。

18

y

on

û

以前，180夸特是90个工作日的产品（1夸特是^个工作日即&或

i个工作日的产品）。而现在，180夸特则是100个工作日的产品
（1夸特是即g个工作日的产品）。假定1个工作日等于12小
时，或60 X 12 = 720分。［VH — 328］这样，&个工作日就等于
分，即40分。从这720分中，工人在第一种场合提供给资本家720
分的i = ■，即360分。因此，60个工人一共提供给他360 X 60分。

在第二种场合，工人从720分中提供给资本家盖，即仅仅320分„
但是，第一个资本家雇用60个工人，从而获得360X60分。第二

个资本家雇用100个工人，从而获得100X320分=32 000分。第

■-个资本家获得360X60 = 21 600分。于是第二个资本家的利润就
多于第一个，因为100个工人每人每天提供320分，多于60个工
人每人每天提供360分。也就是说，仅仅因为第二个资本家多雇用
了

40个工人；但是他从每个工人身h取得的却相对少了。第二个

资本家获得了更多的利润，尽管这里剩余价值率和劳动生产率降低
了，实际工资的生产费用即工资中包含的劳动量提高了 。然而穆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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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却想证明与此截然相反的事情。91
假定没有“发明”这种不用种子和固定资本就可生产谷物的办法

的资本家I，也（像资本家• II那样）使用了 100个工作日（而在上面的
计算中他只使用了 90个工作日）。这样，他就要多使用10个工作

日，其中■用于他的不变资本（种子和固定资本），3 j用于工资。
这10个工作日按原来的生产水平生产的产品等于20夸特,但是其

中6 I夸特补偿不变资本，12音夸特是6 I个工作日的产品。其
中，6 I•夸特构成工资，6 I■夸特构成剩余价值。
于是，我们就得出如下的计算数字：
不变资本

工

■夸特

66

（33_|•个工作日）

（66

资

■个工作日的报酬）

总产品

200夸特

剥余价值
■夺特

（100个工作日） （33*|■个Ü作日）

剩余价值= 100%

资本家I在100个工作日的总产品中取得33

■个工作日的利

润，即在200夸特的总产品中取得66 f夸特的利润。或者说，如
果我们把他支出的资本按夸特来计算，那么他就是用133 j夸特

（66 I■个工作日的产品）取得66 I夸特的利润。然而资本家II支出

100夸特取得80夸特的利润。可见，资本家II的利润多于资本家I
的利润。但是,资本家I提供200夸特所用的劳动时间，与资本家II

提供180夸特所用的劳动时间一样多。资本家丨的1夸特等于■个
工作日，而资本家II的1夸特等于即吾）个工作日，即多包含
的劳动时间，因此比前者贵。所以，资本家I就必定会挤垮资本家

II。后者则不得不放弃他的发明，安于像以前一样使用种子和固定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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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来生产谷物。
资本家I用120夸特取得的利润是60夸特，即50% （这和用

133 I夸特取得利润66 I■夸特是一样的）。
资本家II用100夸特取得的利润则是80夸特，即80%。

II的利润：I的利润=80• 50 = 8• 5 = 1 :責。
与此相反，II的剩余价值:I的剩余价值= 80： 100 = 8： 10 =

40

II的利润率比I的利润率高30%。

II的剩余价值则比I的剩余价值低20%。
资本家II多使用了 66 I %的工作日，而资本家I则从每个工作
曰中只多占了士 （即11

j%）的劳动。

[VII _329]总之，穆勒先生证明了：资本家I—
—他共使用90
个工作日，其中j包含在不变资本（种子、机器等等）中，他雇用60个
工人，但是只支付给工人30天的报酬—
—用半个（即工作日生

产1夸特谷物，也就是用90个工作日生产180夸特，其中60夸特补

偿不变资本中包含的30个工作日，60夸特补偿60个工作日的工资
（即30个工作日的产品），60夸特补偿剩余价值（即30个工作日的
产品）。这个资本家I的剩余价值等于 100%。他的利润则等于

50%,因为60夸特剩余价值不是按60夸特，不是按花在工资上的那
部分资本计算，而是按120夸特，也就是按多一倍的资本 （可变资本
加不变资本）计算的。

其次，穆勒证明了：资本家II—
—他使用100个工作日，但是他
（由于自己的发明）在不变资本上的支出是零—
—提供180夸特的产

品，因此1夸特等于背个工作日，即比资本家丨的1夸特贵A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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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40分）。他的劳动生产率低既然工人仍旧1个工作日取得1
夸特作为报酬，那么他的工资就实际价值来说，即就生产它所需的劳

动吋间来说,提高了尽管现在工资的生产费用提高了尽管

资本家II的总产品同劳动时间相比减少了，而且他所生产的剩余价
值只占80%,而资本家I的剩余价值是100%，但是资本家II的利润

率还是80%,而资本家I的利润率只是50%。为什么呢？因为在资
本家II那里，尽管工资的生产费用提高了，可是他使用了更多的工

人;还因为资本家H的剩余价值率同利润率相等 ，其所以如此，则是
由于这个比率只按花在工资上的资本计算，而不变资本等于零 。但

是，穆勒恰恰与此相反，想要证明，利润率的提高，根据李嘉图的规
律，是工资的生产费用减少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尽管工资的生产
费用已经增加，利润率还是提高了；因此，如果把利润和剩余价值直
接等同起来，而又把利润率理解为剩余价值或总利润（它等于剩余价

值）对全部预付资本总价值之比，那么李嘉图规律就是错误的。

穆勒先生接着说：
“以前只有支出120夸特才能取得180夸特的结果；现在只支出100夸特

就可以了。”

穆勒先生忘了，在第一种场合，支出120夸特等于耗费60个工
作日，而在第二种场合，支出100夸特等于耗费55

■个工作日（也就

是说，在第--种场合，1夸特等于&个工作日，而在第二种场合，等干

in
g个工作日）。

18

“180夸特谷物仍然是和以前同量的劳动，GP 100个工人的劳动的结果。"

对不起！这180夸特，以前是90个工作日的结果，而现在是

100个工作日的结果。

187

(5)剩余价值理论

“1夸特谷物仍然是1个工人劳动的g的产品，〈对不起！以前这是1个丁人劳动的&的产品。〉因为作为1个工人的报酬的1夸特谷物，实际上是和以前

1()

同量的劳动的产品；〈对不起！第一，1夸特谷物现在“实际上”是g个工作日的
"产品”，而以前是个工作日的产品；因此多耗费了 &个工作日的劳动；第二,

i个工人的报酬，不管它耗费rg个工作日还是g个工作th任何时候都不能
同他的劳动的产品混为一谈;它始终只是这种产品的-部分。〉现在i夸持谷物

是1个工人劳动的g的产品，再没有别的〈这是正确的！〉；以前生产1夸特谷
物，则需要这一劳动豫同补偿［先前那个资本家的］利润的费用结合在一起，即

多支出［同上，第100—103页］

且慢！第一，［VII —330］我们再说一遍，认为1夸特以前耗费

g个工作日，那是错误的；它只花费&个工作日。更加错误的是(如
果绝对错误的东西可以有程度差别的话) ，这g个工作日再加上“利

润的补偿，即多支出90个工作日(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计算在

一起)生产了 180夸特。180夸特二90个工作日；1夸特==
个工作日。可见，在这g个工作日上面，即在I的场合1夸特所
耗费的半个工作日上，没有任何“附加额”。

但是,我们在这里发现一种十足的谬论，所有上述一派胡言都是
以隐蔽的形式围绕着它提出的。穆勒愚弄了自己，首先是因为他假
定：如果说120夸特是60个工作日的产品，并且这个产品在资本家

和60个工人之间平分，那么，代表不变资本的那60夸特便是40个
工作日的产品。实际上，不管资本家和生产这 60夸特的工人按照什

么比例分配产品，它们只能是30个工作日的产品。
但是，我们且不谈这一点。为了把穆勒的谬论彻底弄清楚.我们
假定归结为利润的不是60夸特不变资本的+，即不是20夸特,而是

全部60夸特。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假定，因为这种假定对穆勒有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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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对我们有利，尤其是因为它使问题简化了。此外，与其认为穆勒
的资本家有一种“发明”，使他不用种子和固定资本就能生产出 180

夸特谷物，还不如认为生产60夸特不变资本的资本家有一种发明，
使他能够强迫30个工人白白地劳动30个工作日，生产出60夸特或

60夸特的价值，却不付给任何报酬（就像徭役劳动形式那样 ）《总
之，我们假定：上述60夸特仅仅包含给资本家I生产不变资本的资

本家II的利润；资本家II应该卖出30个工作日的产品，而对他的

30个各劳动了 1个工作日的工人不付分文 。那么，说这笔仅仅归结
为利润的60夸特加入资本家I的工资生产费用，并同他的工人所完

成的劳动时间“结合在一起”是否正确呢？

当然，资本家I和他的工人如果没有那构成他们的不变资本并
仅仅归结为利润的60夸特,是不能生产出120夸特的（根本连1夸
特也生产不出来）。对于他们说来，这是必要的生产条件，而且是应

该付酬的生产条件。可是，他们需要这60夸特,是为了生产出180
夸特。在这180夸特中，有60夸特是用来补偿上述60夸特的。对

不变资本的这种补偿，丝毫也不触动他们的120夸特，即他们的60

个工作日的产品。如果他们没有这60夸特也能生产出120夸特，那
么他们的产品，即60个工作日的产品，会照旧是那些；可是，总产品

少丁，这正是由于以前的那60个工作日没有再生产出来。资本家的
利润率提高了，因为在使他有可能取得60夸特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

上的支出，或者说费用，不加入他的生产费用。绝对利润照旧，即60

夸特。但是这60夸特只要他花60夸特的支出。而现在他却为此支

出120夸特。因而，这种花在不变资本上的支出 ，加入资本家的生产
费用，而不加入工资的生产费用。
假定由于某种“发明”，资本家III也可以不给自己的工人付酬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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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用15个工作日生产出60夸特，这部分地是因为他 采用了更好的
机器等等。这个资本家III会把资本家II排挤出市场，并把资本家I
变成自己的买者。这样，资本家的支出现在便［VII — 331］由60个

工作日减少到45个工作日。可是，工人为了用60夸特［不变资本］
生产180夸特的产品，仍旧要花费60个工作日。而且他们还是需要

用30个工作日来生产自己的工资。对他们来说,1夸特等于半个工
作日。然而这180夸特要资本家花费的只是45个工作日，而不是

60个工作日。但是，认为谷物在称为种子时比称为谷物时花费较少
的劳动时间，那是荒谬的，因此，我们应该假定:在第一个60夸特中，
种子花费的代价和以前是一样的 ，但是需用的种子少了；或者，作为

固定资本包含在这60夸特中的那个价值组成部分便宜了。

我们首先把迄今分析穆勒的“例证”得出的结果写下来。
第一，弄清楚了以下一点：

我们曾经假定，120夸特谷物是在没有任何不变资本的条件下

生产出来的，并且仍旧是60个工作日的产品，而以前，包括60夸特

不变资本在内的180夸特，是90个工作日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
花在工资上的60夸特资本—
—它等于30个工作日，但是支配f 60
个工作日—
—仍旧提供同样多的产品，即120夸特。这个产品的价

值也保持不变，即1夸特等于半个工作日。固然，产品在以前是180
夸特，而不是现在的120夸特;但是这60夸特差额只是代表不变资

本中包含的劳动时间。可见，工资的生产费用和工资本身无论

是它的使用价值，还是它的交换价值—
—都保持不变：1夸特谷物等

于半个工作日。剩余价值也不变，即60夸特比60夸特，或I个工作

日比^■个工作日。剩余价值率在两种场合都是100%。但是利润率

在第一种场合只是50%,而现在是100%。这仅仅是因为60: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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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而60:120 = 50%。在这里，利润率的提高，并不是由于工资
的生产费用变动，而只是由于假定不变资本等于零。在下述情况下，

结果也大致相同：不变资本的价值、从而预付资本总价值减少，剩余
价值对资本之比因此提高，而这个比例也就是利润率。
作为利润率，剩余价值不仅按实际增大的 、创造剩余价值的那部
分资本计算，即不仅按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计算，而且按只是再

现在产品中的原料和机器的价值计算。此外，还要按全部机器设备
的价值，即不仅按机器设备中确实进入价值增殖过程 、因而其磨损应

该得到补偿的那部分价值，而且也要按只是进入劳动过程的那部分
价值计算。
第二，穆勒的第二个例子假定：资本丨提供了 180夸特的产品，

这些产品等于90个工作日，从而60夸特（30个工作日）=不变资
本;60夸特（60个工作日，其中工人得到30个工作日的报酬）=可变

资本，工资=60夸特（30个工作日），剩余价值=60夸特（30个工作
闩）；另一方面，资本II也提供了 180夸特，但是这180夸特等于100

个工作日，其中100夸特为工资，80夸特为剩余价值。在这里，全部
预付资本用于工资。这里的不变资本等于零;工资的实际价值提高
了，尽管工人所取得的使用价值仍旧是1夸特;但是现在1夸特等于
g个工作日，而以前1夸特只等于苔个T作日。剩余价值从100%

下降到80%，即降低了去或20%。利润率则从50%上升到80%,即

提髙丁音或60%。由此可见，工资的实际生产费用在这种情况下甚
至不是仅仅保持不变，而是增加了。劳动的生产率降低了，因而剩余
劳动量减少了。虽然如此，利润率却提高了。为什么呢？第一，因为
这里没有不变资本，利润率因而等于剩余价值率。在资本不是完全

花在工资上-一而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资本完全花在工资上

（5〉剩余价值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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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是不可能的—
—的一切情况下，利润率始终应该低于剩余价值
率，而它低于剩余价值率的程度，应该同预付资本总价值高于资本中

花在工资上的那个组成部分的价值的程度相适应。第二，利润率提

髙了，是因为资本家II比资本家I鹿用的工人多得多，比补偿这

两个资本家各自使用的劳动在生产率上的差额所需的工人人数多
得多。
第三，如果从事情的一个方面来看，那么，上文中“第一”和“第

二”两段所引证的事例就足以证明利润率的变动可以完全不取决于
工资的生产费用的论点 。因为“第一”这一段已经指出，尽管劳动的
生产费用保持不变，利润率也会提高。“第二”这一段则指出，资本II
与资本I相比，尽管劳动生产率降低，因而工资的生产费用提高，但

是利润率还是提高了。因此，这种［VIII ~332］情况本身向我们证

明，如果我们反过来以资本1与资本II相比，那么，尽管剩余价值增
加，劳动生产率增长，因而工资的生产费用下降，但是利润率降低r。
对I来说，［1夸特］工资的生产费用只是&个工作R，对II来说，则

in

_

是g个工作日，尽管如此，II的利润率还是比I高60%。在所有这
些场合，利润率的变动不仅不决定于工资生产费用的［方向相反的］
变动,反而与之保持相同的比例。诚然，必须指出，不能因此认为一

个运动是另一运动的原因（例如，不能认为利润率降低是由于工资的

生产费用降低；也不能认为利润率提高是由于工资的生产费用提

髙），而只能认为其他情况抵消了相互对立的作用。但是允论如何，

李嘉图的下述规律是错误的：利润率按照和工资变动相反的方向变
动，一方因另一方降低而提高,或者反过来。这个规律只有对剰余价
值率来说才是正确的。但是利润率与工资的价值不是按照相反的方

向，而是按照相同的方向提髙或降低，这里甚至有（固然不是永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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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必然的相互联系。哪里劳动的生产率较低 ，哪里就使用更多的

手工劳动。而凡是劳动的生产率较高的地方，使用不变资本就更多。
因此，在这里，引起剩余价值提高或降低的同一些情况 ，必定引起利
润率相反的变动，也就是说，必定在剩余价值率提高时引起利润率降
低，等等。92

我们现在且按照穆勒原来的设想讲一讲这个情况，尽管他没有
正确表述它。这样同时也可以弄清他关于资本家的预付利润的种种

议论的真正意思。
无论依靠什么样的 “发明”和可能的“结合”93,照穆勒那样举出

的例子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个例子包含着绝对的矛盾和绝对的荒

谬，它本身的各种前提是互相抵触的。
按照穆勒的意见,180夸特产品中有60夸特（种子和固定资本）

等于利润20夸特和40个工作日的工资40夸特。如果20夸特的利
润不存在，40个工作日仍旧存在。那么根据这个假定，工人也就取

得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这样就绝对无法理解，20夸特的利润及其
价值是从哪里来的。如果假定它只不过是价格的名义附加额，也就
是说，如果它不代表被资本家据为己有的劳动时间，那么它不存在，
也应当蘇利，完全像在60夸特中有20夸特算做没有做过工的工人

的工资一样。其次:60夸特在这里只是不变资本的价值的表现。但
是按照穆勒的意见，这是40个工作日的产品。而在另一方面，其余

120夸特又被假定为60个工作日的产品。但是，这里应该把工作日
理解为相等的平均劳动 。因此,这个假定是荒谬的。

由此可见，首先必须假定180夸特的产品只包含90个工作日，
等于不变资本价值的 60夸特只包含30个工作日。假定等于20夸

特即10个工作日的利润可以不存在，也是荒谬的。因为，这等于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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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用来生产不变资本的30个工人虽然不是为资本家工作，但是又甘

愿只领取相当于他们劳动时间的一半的工资,而不把其余一半算在
自己的商品内。一句话，他们要比价值低50%出卖自己的工作曰。
所以，这个假定同样是荒谬的 。

但是我们假定，资本家I不是向资本家n购买自己所需的不
变资本然后进行加工，而是在他自己的生产中把不变资本的生产和

加工结合起来。这样，他就是自己向自己提供种子、农具等等。此

外，我们也把那种可以不用种子和固定资本的“发明”撇开不谈。
总之，假定这个资本家 （为生产他的不变资本）在不变资本上花费

20夸特（等于10个工作日），并花费10夸特（作为10个工作日
的工资，其中5日是人白白工作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如下

的计算数字：

[VIII—333]

不变资本

80个工人所需

的可变资本

剥余价值

总产品

180夸特

20夸特

60 + 20 = 80 夸特

60 + 20 = 80 夸特

（10个工作口）

（80个工作日的工资）

（=40个工作日）

（=40个丁•作日）

（=90个工作日）

工资的实际生产费用仍旧是那些，也就是说，劳动生产率没有发

生变化。总产品仍旧是那样多，即180夸特，并且和以前一样具有

180夸特的价值。剩余价值率没有变化:80夸特比80夸特。剩余价
值的绝对额即绝对量则从60夸特增加到80夸特，即增加20夸特。

预付资本从120夸特减少到100夸特。以前是以120夸特赚得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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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特，即利润率为50%。现在则是以100夸特赚得80夸特，即利润
率为æ%。预付资本总价值120夸特减少了 20夸特，利润率则从

50%提高到80%。撇开利润率不谈，利润本身现在是80夸特，而以
前是60夸特;所以，它增加了 20夸特，这就是说，其增加额和剩余价

值量（不是剰余价值率）的增加额是相同的。
因此,在这里，实际工资的生产费用没有任何变动 ，没有任何改
变。这里利润率的增长是由于：

第一，尽管剩余价值率没有提高，但是剩余价值绝对量从60夸
特增加到80夸特，即增加了I;它所以增加I或33

，是因为资

本家不是像以前那样雇用60个工人，而是现在直接雇用80个工人，

即多剥削^•或33 f %的活劳动，此外，他现在雇用80个工人时的剩
余价值率和以前只雇用60个工人时的剩余价值率相同。

第二，当剩余价值绝对量（因此，还有总利润）这样提高33+%，

即从60夸特增加到80夸特时，利润率则从50%增加到80%,增加
了 30,即提高了■!（因为:50的■^是10,50的I*是30）或60%。问题

在于,尽管资本中花在工资上的那个组成部分的价值从60夸特增加
到80夸特（从30个工作日增加到40个工作日），但是所花费的资本

的价值却从120夸特减少到100夸特。资本的前一部分增加了 10
个工作日（=20夸特）。相反，资本的不变组成部分却从60夸特减

少到20夸特（从30个工作日减少到 10个工作日），即减少亍20个
工作日。这样,如果我们扣除所增加的用于工资的那一部分资本 10
个工作日，结果，所花费的全部资本就减少10个工作日（ = 20夸

特）。它以前是120夸特（=60个工作日〉，而现在总共只有100夸
特（ = 50个工作日）。可见，它减少了■!■，即16曇％。
不过，利润率的这一切变动，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只不过是从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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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账簿转到另一本账簿t。资本家I现在取得了 80夸特的利润，
而不是60夸特,即多取得了 20夸特的利润;但是这恰恰是不变资本

的生产者以前得到而现在失去的利润，因为资本家I自己生产不变
资本，而不再购买不变资本，就是说，不再［VIII —334］把他从他雇
用的20个工人身上榨取来的20夸特（10个工作日）剩余价值付给

不变资本的生产者，而把它装进自己的腰包。

180夸特像以前一样.有80夸特的利润，只不过以前这笔利润
是在两个人中间分配的。利润率看起来高了，这是因为资本家I以
前把60夸特仅仅看做不变资本，而且对于他来说，这60夸特以前是

不变资本，这样，他就没有注意到不变资本生产者所取得的利润 。利
润率也像剩余价值或包括劳动生产率在内的任何生产条件一样，没
有变动。以前，［不变资本］生产者所花费的资本是40夸特（20个工

作日），而资本I支出的［可变资本］是60夸特（30个工作日），共计

100夸特（50个工作Q ）。前者的利润是20夸特，后者的利润是60
夸特，共计80夸特（40个工作日）。全部产品等于90个工作日（180
夸特）。花在工资和不变资本上的价值为100夸特，利润为80夸特。

对社会来说，这里仍像以前一样，来自利润的收入没有变化；剰余价

值对工资之比，也没有变化。
差别是这样产生的：当资本家作为买者出现在商品市场上的时

候，他是一个简单商品所有者;他必须支付商品的全部价值 ，支付商
品所包含的全部劳动时间，而不管资本家和工人过去或现在按照什
么比例参加分配这些劳动时间的果实。可是当他作为买者出现在劳

动市场上的时候，他实际上买到的劳动就多于他所支付的劳动 。由
此可见，当他不再购买他的原料和机器，而自己也生产这些东西的时

候，他把否则就得向原料和机器的卖者支付的剩余劳动据为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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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单个资本家来说,—
—不是对利润率来说，—
—是他自己取得
一笔利润，还是他把这笔利润付给别人，当然不是没有差别的。（因

此，在计算利润率因不变资本增加而降低的情况时，永远要采用社会
的平均数;也就是说 ，采用社会在某一时间作为不变资本使用的总

虽，以及这个总量对直接花在工资上的资本的总量之比。）但是，这个
着眼点，甚至对于单个资本家实行结合生产—
—比如，同一个资本家
兼营纺纱和织布，而且还自己烧制所需要的砖—
—时也很少起（并旦

很少能起）决定性作用。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运输时间的节

约、厂房、燃料、动力等的节约，以及对原料质量加强监督所造成的生

产费用的实际节约。如果资本家想要自己制造所需要的机器，他就

得像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或满足若干客户的个人需要而工作的小生
产者那样，小规模地生产机器，而且他为机器花费的代价，比他向为

市场生产的机器制造业者购买机器要高。如果他想同时纺纱、织布
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是为了供应市场而制造机器，那他就需要一笔
更大的资本，可是，他如果把这笔资本投入他原来的事业，也许更加
合算（分工）。只有当资本家为自己建立了相当大的市场，以致能够

以有利可图的规模自己生产自 己的不变资本的时候，上述着眼点才

具有决定性作用。为此，他本身对不变资本的需求应该是相当大的。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他的劳动的生产率低于专门从事这种不变资本
的生产的人，他也把一部分否则就得向另一个资本家支付的剩余劳
动据为己有。

我们看到，这和利润率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如果像穆勒所举的

例子那样，以前使用了 90个工作日和80个工人，那么，尽管产品中
包含的40个工作日（=80夸特）的剩余劳动以前由两个资本家占
有，而现在由一个资本家独吞 ，生产费用也决不会因而有丝毫节约。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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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夸特的利润（10个工作日）在一本账溥t消失，仅仅是为了在另一
本账簿上重新出现。
因此，离开劳动时间的节约，从而离开工资的节约，这种先前利

润的节约就不过是一种幻觉。94

[vni_-335]第三现在还剩下这样一种情况 ：不变资本的价
值因劳动生产率提高而降低;在这里要研究，这种情况是否关系到以

及在多大程度上关系到工资的实际生产费用，或者说劳动的价值。
因此，问题在于：不变资本实际价值的变动会在多大程度上同时引起
利润和工资之间的比例的变动？不变资本的价值—
—它的生产费用

—
—可能保持不变，然而进入产品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却可能多些或
少些。甚至假定不变资本的价值是不变的，不变资本的价值也会随

着劳动生产率和大规模生产的发展而增长。因此，所使用的不变资
本在生产费用不变的条件下其相对量发生的变化，也就是使所有利
润率发生变化的变化，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这里研究的范围之外 。
其次，其产品既不直接、又不间接加入工人消费的那一切生产部

门，也被排除在对这一问题的考察的范围之外。但是，这一类生产部
门中发生的实际利润率的变动（即这一类生产部门中实际生产的剩
余价值对所花费的资本之比的变动 ），却同其产品直接或间接加入工

人消费的那些生产部门中的利润率的变动完全一样，对因利润平均
化而形成的一般利润率发生影响。
此外，问题必须归结为：不变资本价值的变动怎样才会对剩余价

值本身发生反作用？因为，既然假定剩余价值是既定的 ，那么剩余劳

动对必要劳动之比也就是既定的，从而工资的价值，即工资的生产费
用也就是既定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变资本的价值的任何变动，都根
本不会触动工资的价值以及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之比，尽管这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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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影响利润率，影响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的生产费

用，而且在一定情况下（即当产品加入工人消费时）还会影响体现工
资的使用价值的数量，虽然并不影响它的交换价值。

假定工资是既定的。比如说，棉纺织厂中的工资等于 10劳动小
时,剩余价值等于2劳动小吋。再假定子棉由于丰收而落价一半。

同量棉花以前要工厂主花费100镑,现在只花费50镑。同量棉花所

吸收的纺纱和织布的劳动量同以前一样。这样，资本家现在在棉花
上只花费50镑,就能吸收同以前花费100镑时一样多的剩余劳动 ；
或者,如果他还是在棉花上花费100镑，那他现在用同样的价格所换
取的棉花数量，就可以使他多吸收一倍的剩余劳动 。在这两种情况

下，剩余价值率、即剩余价值对工资之比，依然保持不变;但是剩余价

值量在后一种情况下增长了，因为，尽管剩余劳动率相同，所使用的
劳动却增加了一倍。在这两种情况下，利润率都提髙了，尽管这里工

资的生产费用没有任何变动。利润率所以提髙，是因为在利润率中，
剩余价值按资本家的生产费用，按他所花费的资本的总价值计算 ，是
因为这种生产费用减少了。现在资本家花费比以前少的资本，就可

以生产出像以前一样多的剩余价值。在后一种情况下，不仅利润率
提高，而且利润量也增加，因为剩余价值本身由于使用较多劳动而增

加了，可是原料费用并没有因使用较多劳动而增加。而且，在这种情
况下，利润率和利润量也是在劳动价值没有任何变动时提高的。
另一方面我们假定，棉花的价值由于歉收提髙了一倍，因此，同

样多的［VIII —336］棉花，以前值1Û0镑，而现在值200镑。在这种
情况下,利润率无论如何都会降低 ，而利润量，或者说利润的绝对量，

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能减少。如果资本家使用同以前一样多的工
人，这些工人的劳动同以前一样多，而且条件同以前完全一样，那么，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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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之比，从而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都保

持不变，资本家的利润率还是下降。利润率所以下降，是因为对资本
家来说，剩余价值的生产费用增加了，也就是说，他必须在原料上多

花费100镑，才能占有同以前一样多的他人的劳动时间 。但是，如果
资本家现在不得不把以前用在工资上的钱的一部分花在棉花上，比

如说，用150镑购买棉花,而其中 50镑以前是加入工资的，那么，无
论利润率或利润量都会下降，而利润量所以下降，是因为使用的劳动

少丁，尽管这时剩余价值率没有变动。如果由于歉收而没有足够的
棉花用来吸收同以前一样多的活劳动，情形也会如此。在这两种情

况下,利润量和利润率都下降，尽管劳动的价值，也就是说，剩余价值

率，或资本家与他以工资付酬的劳动成比例地取得的无酬劳动量 ，都
没有任何变动。

总之，在剰余价值率不变，也就是说，劳动的价值不变的条件下，
不变资本价值的变动必然引起利润率的变动，而且可能伴随着利润

总量的变化。
另一方面，现在就工人来说，情况如下：

棉花价值降低了，因此有棉花加入的产品的价值也降低了，而工
人仍像以前一样取得等于10劳动小时的工资。但是，他自己消费的
那部分棉纺织品，现在可以按便宜的价格买到了 ，因此，他以前在棉

花上的支出，有一部分可以用在其他东西上 。他能够得到的生活资

料的数量，只能与此相应地增加，即与他在棉纺织品价格上的节约相
应地增加。此外，因为他现在用较多的棉纺织品换得的，并不比他以
前用较少的棉纺织品换得的多 。棉纺织品的价值降低了，其他商品

价值则按棉纺织品价值降低的同一比例提高了。简言之，现在较多
的棉纺织品所具有的价值，并不比以前较少的棉纺织品所具有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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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多。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工资的价值仍会和以前一样，不过它代

表较多的其他商品（使用价值）。但是利润率还是会提高，尽管剩余
价值率在前提不变的情况下不可能提高 。

在棉花涨价时，情况则相反。如果工人仍然一天劳动那样多时
间，所取得的工资仍然等于10劳动小时，那么，他的劳动的价值就仍
然是那些，可是［他的工资的］使用价值，就他自己消费棉花来说，却

减少了。在这种情况下，工资的使用价值减少，工资的价值保持不

变,尽管利润率下降了。由此可见,虽然剩余价值和（实际）工资的降

低和提高彼此永远成反比例（工人参加分配靠劳动时间绝对延长而
获得的果实这种情况例外;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劳动能力会损
耗得更快），利润率却可能在工资价值不变而其使用价值增长的情况
下提高，在工资价值不变而其使用价值减少的情况下降低。

因此，利润率由于不变资本的价值降低而提高 ，这与工资的实际

价值（工资中包含的劳动时间）的任何变动毫无直接关系。

这样，如果棉花的价值像上面假定的那样降低50%，那么，［穆

勒著作中的］以下说法就是再错误不过的了:工资的生产费用在这种
情况下降低了；或者说，既然以棉纺织品形式领取工资的工人取得和

以前一样多的价值，也就是说，取得比以前更多数量的棉纺织品（因
为10劳动小时仍和以前一样等于比如说10先令，但由于子棉的价
值降低了，现在我用这10先令就能够买到比以前多的棉纺织品 ），那

么利润率就仍和以前一样。剩余价值率仍和以前一样，但［VIII —

337］利润率提高了。产品的生产费用会减少，因为产品的一个组成
部分，即产品中包含的原料，比以前耗费较少的劳动时间。工资的生

产费用仍和以前一样，因为工人为自己劳动的时间和为资本家劳动
的时间仍像以前一样多。（要知道,工资的生产费用并不取决丁-工人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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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进行劳动的生产资料所耗费的劳动时间，而取决于他为补偿自
己的工资而花费的劳动时间 。在穆勒先生看来，由于工人加工的比

如说是铜而不是铁，或者是亚麻而不是棉花,他的工资的生产费用就

会贵些;或者说，如果工人种的是亚麻种子而不是棉花种子 ，或者如

果他劳动时使用昂贵的机器，而不是根本不用机器或只用简单的手

工业工具，那么，他的工资的生产费用就会贵些。）利润的生产费用会
减少，这是因为，为生产剩余价值而预付的资本的总量即总额会减

少。剩余价值的费用，永远不会大于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的费

用。相反，利润的费用则等于为创造这个剩余价值而预付的资本的
费用总额。因而,利润的费用就不仅决定于花在工资上并创造剩余

价值的资本组成部分的价值,而且决定于为推动和活劳动交换的资
本组成部分所必需的那些资本组成部分的价值。穆勒先生把利润的

生产费用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费用混淆起来了，也就是说，他把利润和
剩余价值混淆起来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原料的贵贱对于加工这种原料的工业的重
要性（至于机器的相对跌价就不必说了。机器的相对跌价，我是指所

使用的机器总量的绝对价值增加了，但是增加的程度不如这些机器

的总量和工作效率增长的程度。）—
—甚至假定市场价格等于商品的

价值，即商品的市场价格下降的程度同商品中包含的原料下降的程
度完全一致，也是这样。

因此，托伦斯上校关于英国的说法是正确的 ：
“对于英国这样的国家来说，某个国外市场的重要性不应当根据它从这个

国家得到的成品的数最，而应当根据它还给这个国家的再生产要素的数量来衡

»。”（罗•托伦斯〈就英国状况和消除灾难根源的手段致尊敬的从男爵、议员罗

伯特•皮尔爵士的信〉1849年伦敦第2版第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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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托伦斯论证这一点所使用的方法是拙劣的。那是关于供
求的老生常谈。在托伦斯那里，事情被归结为这样：当从事例如棉花

加工的英国资本的增长速度高于从事棉花种植的例如美国资本时，

棉花的价格就会上涨。托伦斯说，这时，
“棉纺织品的价值和用于它的各要素的生产费用相比将会降低”。［同上，第240

页］

也就是说，当原料的价格由于英国的需求增长而提高的时候，因

原料价格提高而变贵的棉纺织品的价格将会降低•，例如我们在目前

（1862年春）实际上就看到，棉纱比子棉贵不丁多少，棉布比棉纱贵不
了多少。然而托伦斯假定:棉花尽管贵 ，但是足够供英国工业消费。

棉花的价格涨到它的价值之上 。因此，如果说棉纺织品按照它的价值

出卖.那么，这所以可能只是由于：棉花种植者从全部产品中取得多于
他应得的剩余价值 ，实际上占有了应该属于棉纺织厂主的剩余价值的

~部分。后者不能通过提高价格来为自己补偿这一部分剩余价值 ，因
为价格提高，需求就会减少。由于需求减少，棉纺织厂主的产品的价

格反而会下降到低于因棉花种植业者加价而应下降的程度。
对原料例如棉花的需求，每年不仅决定于实际的、当时存在的需

求，而且决定于当年的平均需求，从而，它不仅决定于开工工厂的需
求，而且决定于来年根据经验将会开办的工厂数目所增加的需求，就

是说，决定于一年内工厂的相对増加,或者说与工厂相对增加相适应
的［VIII -338］追加需求。
相反，如果棉花等等的价格下跌了（例如，由于收成特别好），那
么它多半会降低到棉花的价值之下 —
—这依然是决定于供求规律。

因此,利润率,有时如上所述还有利润总童，不仅仅按照它们在降低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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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棉花价格等于棉花价值的情况下所应提高的程度而提高，它们述

会由于以下原因而提高:成品价格的降低并未完全达到棉花种植业
者出卖棉花时其价格低于价值的程度，也就是说，棉纺织厂主把应当

归棉花种植业者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这不会减少
对他的产品的需求，因为产品价格反正由于棉花价值降低而降低了、.
不过，它降价的程度并没有达到子棉价格降到子棉本身价值以下的
程度。

此外，需求在这时还会由于以下原因而增长:工人充分就业并取
得足额报酬，以致他们本身也作为消费者，作为自己的产品的消费者

在很大程度上参与消费。在原料价格的下降不是由于它的平均生产
费用继续不断降低,而是由于收成（天气条件）特别好或特别坏的悄
况下，工人的工资不会下降；相反，对工人的需求还会增加。这神需

求的影响作用，不只是与它的增长成比例。相反，如果产品价格突然

上涨，一方面许多工人被解雇 ，另一方面工厂主设法把工资压低到它
的正常水平以下，借以避免遭受损失。这样，工人的正常需求下降，
而且，这就进一步加快已经发生的需求普遍下降 ，以及加强需求普遍

下降对市场价格的影响。：！

主要是穆勒关于产品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分配的（李嘉图式的）
观念，使他产生这样一个想法:不变资本价值的变动可以引起劳动的

价值即劳动的生产费用的变动，因此，例如预付的不变资本价值降
低，就会引起劳动的价值，劳动的生产费用的降低，就是说也会引起

工资的降低。由于原料比如说子棉的价值降低，棉纱的价值就降低。
它的生产费用减少了。它包含的劳动时间减少了。举例来说，如果

1磅棉纱是1个工人1个（12小时的）工作日的产品，而这1磅棉纱
所包含的棉花的价值降低了，那么，这1磅棉纱的价值的减少数就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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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等丁•用在棉纱上的棉花价值的减少数。例如，1磅二级品40支细

纱的价格在1861年5月22日是12便士（1先令）。它在1858年5
月22日是11便士（实际上是11 I■便士，因为棉纱价格的降低并没

有达到子棉价格降低的幅度）。但是在第一种情况下，1磅标准质量

的子棉的价格为8便士（实际上是8 I便士），在第二种情况下为7
便士（实际上是7 f便士）。可见，这里棉纱价值的降低数正好等于
子棉价值即棉纱原料价值的降低数。因此,穆勒说，劳动仍和以前一

样•，如果以前劳动是12小时，那么产品仍然和以前一样是这12小时
的结果;但是在第二种情况下，加进的原先存在的劳动比在第一种情

况下少1便士；劳动没有变化，可是劳动的生产费用减少了 （即减少

1 便士〉。
尽管1磅棉纱作为棉纱,作为使用价值，仍和以前一样是12小

时劳动的产品，然而1磅棉纱的价值无论现在或过去都不是纺纱工
人12小时劳动的产品。在第一种情况下，12便士中有j即8便士

是子棉的价值，而不是纺纱工人的产品；在第二种情况下，11便士中
有I■即7便士不是纺纱工人的产品。在第一种情况下，作为12小时

劳动的产品的是4便士，在第二种情况下同样是4便士。在这两种
情况下，劳动仅仅加进了棉纱价值的j。所以说，在第一种情况下，1

磅棉纱中只有j磅是纺纱工人的产品 （撇开机器不说），在第二种情
况下也是如此。工人和资本家应该像以前一样仅仅分享等于i磅棉

纱的4便士。如果工人用4便士购买棉纱，那么他在第二种情况下

得到的棉纱比第一种情况下多 ，但是现在较多的棉纱的价值，和过去

较少的棉纱的价值完全相同。可是，4便士在资本家和工人中间的
分配，仍和以前一样。如果工人花费在自己工资的再生产或生产上

的时间是10小时，那么他的剩余劳动就等于2小时，这和以前的情

(5)剩余价值理论

205

况是一样的。工人仍和以前一样从 4便土即f磅棉纱中取得而
资本家从其中取得|。由此可见，产品即棉纱的分配没有发生任何

6
［VIII 一339］变化。虽然如此，利润率还是提高了，因为原料的价值
降低了，于是剩余价值对总预付资本即对资本家的生产费用之比 ［提
高了］。

如果我们为了使例子简化而抛开机器等等不谈,那么这两种情

况就可以表示如下：

1磅棉纱
的价格

不变

追加

资本

劳动

工资

资本家的

总支出

CE

利润率

第一种情况

12便士

8便士 4便士 13 +法寻 11便士 ■法寻 2"|■法寻 5誇％

第二种悄况

1】便士

7便士 4便士 13 j法寻 10便士

•法寻 2音法4 6岩％

可见，这里的利润率提高了 ，尽管劳动的价值没有变动 ，而以棉

纱表示的劳动的使用价值增加了。利润率提高了(在工人自己占有
的劳动时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情况下〉，仅仅是由于棉花的价值、
从而还有资本家的生产费用的总价值降低了 。2 I■法寻对11便士

音法寻的支出之比，当然小于2 I•法寻对10便士音法寻的支出之
比。

根据以上所说，可以看到，穆勒在结束他的例证时提出的以F论

点①是错误的：
“如果工资的生产费用仍然和以前一样，利润就不可能下降(提髙?〉。每个

①见本卷第173 ~174页。—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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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以前取得1夸特谷物；但是以前1夸特谷物是现在1 +夸特的生产费用的

结果。因此，为了使每个工人取得和以前一样多的生产费用，每人就应该有1
夸特加j夸特的谷物。”（同上，第103页〉“因此，假定付给丄人的是丄人自己生

产的产品.那就很明显，当这种产品的生产费用有了某种节约而工人照旧得到
以前的生产费用吋，他得到的产品量就必然会按资本生产力提高的同一比例增

加。但如果是这样，资本家的支出和他所得到的产品之间的比例，就会和以前
完全一样，利润也不会提高……〈这一点恰恰错了〉……因此，利润率的变动和

工资的生产费用的变动是同时发生的，是不可分割的。由此可见，如果李嘉图
所说的低X资不仅指作为较小劳动量的产品的工资，而且指用较少的费用一
包括劳动和先前的资本家的利润在内—
—生产的工资，那么他的意见就是完全

正确的。"（同上，第104页）

由此可见，按照穆勒的例证,李嘉图的观点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

才是完全正确的：所说的低工资（或一般说来，工资的生产费用）指的
不仅同李嘉图所说的相反，而且简直是一种极端荒谬的东西，也就是

说，工资的生产费用不是指工人用来补偿自己的工资的那一部分工
作日，而且还是指工人加工的原料和使用的机器的生产费用，即工人
既没有为自己也没有为资本家劳动过的劳动时间。

第四，现在来谈谈本来的一个问题:不变资本价值的变动会对剩

余价值发生什么影响？
如果我们说，平均日工资的价值等于10小时,换句话说，在工人
劳动的整个工作日比如说12小时中，要用10小时来生产和补偿他
的工资，只有他在这10小时之外劳动的时间才是无酬的劳动时间，

才构成资本家［VIII —340］没有付酬而取得的价值,那么，这无非是

说，在工人所消费的生活资料总量中包含10小时的劳动时间。这

10劳动小时表现为工人用来购买他这些生活资料的一定的货币额。
但是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而不问这种劳动
时间是包含在原料中，在磨损的机器中，还是在工人利用机器新加到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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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上的劳动中。因此，如果由于生产原料和机器的劳动的生产率，

简言之，即生产商品中包含的不变资本的劳动的生产率发生了变化，
加入该商品的这些原料或机器的价值发生了永久性的（而不只是暂

时性的）变动，如果由于这种变动，现在要用比以前多的或比以前少
的劳动时间来生产商品的这一组成部分，那么，商品本身就会因这种

情况而变贵或变贱（在把原料变为产品的劳动的生产率不变 ，以及工
作日的长度不变的条件下）。结果，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即劳动能
力的价值，会提高或降低；也就是说，如果工人以前在12小时中为他

自己劳动10小时，那么现在他就必须为自己劳动11小时，或者在相
反的情况下只为自己劳动 9小时。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为资本家完

成的工作，即剩余价值，将减少一半，从2小时减少到1小时;在后一
种情况下，剩余价值将增加一半，从2小时增加到3小时。在后-种
情况下，资本家的利润率和总利润都会增长：前者增长是由于不变资

本的价值减少了，两者都增长是由于剩余价值率 （及剩余价值绝对
量）提高了。

这是不变资本的价值的变动能够影响劳动的价值，影响工资的
生产费用，或者说影响工作日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划分，从而也影

响剩余价值的惟一方式。
但是这仅仅说明，对于资本家，例如纺纱的资本家来说，他自己

的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不仅决定于纺纱业中的劳动生产率，而旦决

定于生产棉花、机器等等的劳动生产率，同样地还决定于所有这样一
些生产部门的生产率:这些部门的产品虽然不作为不变资本 —
—既

不作为原料，也不作为机器等等一一加入这个资本家的产品（根据假

定，这种产品加入工人消费）即棉纱之内，但是构成花在工资上的流

动资本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同样地还决定于生产食品等等的劳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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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率。在某一生产部门中作为产品的东西，在另一部门会成为劳动

材料或劳动资料；因此，某一生产部门的不变资本是由另一生产部门
的产品构成的，它在另一生产部门不是不变资本，而是那个部门的生

产的结果。对于单个资本家来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还有劳动

能力价值的下降）是发生在他自己那个生产部门，还是发生在那些为
他的生产部门提供不变资本的部门，不是没有区别的。而对资本家

阶级一■-对资本整体—
—来说则是一样的。
由此可见，这种情况〔即不变资本的价值下降（或相反的变动 ）不

是由于使用这种不变资本的生产部门扩大了生产规模，而是由于不

变资本本身的生产费用变动了〕，完全没有超出就剩余价值所阐明的
那些规律的范围。96
一般说来，当我们谈到利润和利润率的时候，总是假定剰余价值

是既定的，因而决定剩余价值的一切影响都已经起过作用 。这都是
假定了的前提。

第五，这里还可以再研究一下，不变资本对《J■变资本之比，因而
还有利润率，如何由于剩余价值的一个特殊形式，即由于劳动时间延

长到正常工作日界限以上而发生变动。［VIII — 341］由于这种情
况,不变资本的相对价值，或者说,不变资本在产品总价值中所占价

值的比例部分减少了。不过我们把这一点留在第三章5里讲，因为这
里所研究的东西，一般说来，大部分是属于那-章的。

穆勒先生根据他所作的出色例证，提出了一个（李嘉图式的）一
般原理：
“利润規律的惟一的表现……是利润取决于工资的生产费用。”（同上，第

o o O

104—1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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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情况正好相反:利润率［穆勒所谈的也正是利润率 〕只是在

惟一的一个情况下才仅仅取决于工资的生产费用 ，这个情况就是:剩
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等同。不过这只有在以下那种在资本主义生产中

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全部预付资本直接预付在工资上，
任何不变资本—
—不论是原料还是机器、建筑物等等一一都不加入产

品;或者，原料等等虽然加入产品，但是它们本身都不是劳动的产品，
没有花费任何费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率的变动/1'和剩余价值

率的变动等同，或者换句话说，才和工资的生产费用的变动等同 。

但是一般说来（刚才谈到的例外情况也包括在内），利润率等于
剩余价值对预付资本总价值之比。

如果我们用M代表剩余价值，用C代表预付资本的价值，那幺利
润率就是M:C,或g。这个比例既取决于M的量〔决定工资的生产费

用的一切情况都参与M的决定〕，也取决于C的量。但是C，预付资本
的总价值，是由不变资本c与（花在工资上的）可变资本V构成的。因

此，利润率=^1、+（: = \1:（：。但是M本身，剩余价值,不仅决定干它

本身的比率,即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之比，或者说工作日在资本和劳
动之间的划分，工作日中有酬劳动时间和无酬劳动时间的划分 。剩余
价值量.即剩余价值的绝对量 ，还决定干同时被资本剥削的工作日数。

而这个按一定无酬劳动率使用的劳动时间量，对一定的资本来说，则
取决于产品在不再需要投入劳动或不再需要投入以前那样多劳动的
情况下停留在生产过程本身（例如，在酒窖中待酿熟的葡萄酒，已经种
在地里的谷物，要在一定的吋间内经受化学作用的皮革和其他材料，
等等）的时问，也取决于商品流通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商品形态变化时

间的长短，即从它作为产品被制成时到它作为商品投入再生产吋这段
时间的长短。多少工作H öf以同时使用〔在工资的价值从而剩余价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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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既定的情况下〕，总的说来，取决于花在工资上的资本量。而刚刚谈

到的情况总的来说可以改变一定量资本在一定时期比如说一年内所
能使用的活劳动时间的总量 。这些情况也决定着一定资本能够使用

的劳动时间的绝对量。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以下事实:剩余价值仅仅决

定于剩余价值率乘以同时使用的工作日数。上述那些情况只决定这
两个因素中的后一个因素—
—所使用的劳动时间量。
剩余价值率等丁-剩余劳动在 1个工作日中所占的比例，也就是

等于1个工作日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举例来说，如果1个工作日等

于12小时，剩余劳动等于2小时，那么这2小时就等于12小时的

I，或者更正确地说，我们应当拿这2小时按必要劳动（或者说按支
付必要劳动的工资—
—同量的对象化形式上的劳动时间 ）来计算，这
样就等于I,而10小时的I是2小时（I = 20% ）。在这里（1个工
作曰的）剩余价值量完全决定于剩余价值率 。如果现在资本家使用

100个这样的［VIII ~342］工作日，那么剩余价值（它的绝对量）就等
于200劳动小时。剩余价值率仍和以前一样 :200小时比1 000小
时必要劳动，即j或20%。如果剩余价值率是既定的 ，那么剩余价
值量完全取决于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就是说取决于花在工资上的资

本的绝对量，取决于可变资本。如果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即花在工资
上的资本或可变资本的量是既定的，那么剩余价值量就完全取决于
剩余价值率，即取决于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之比,取决于工资的生产

费用，取决于工作日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划分。如果100个工人
（他们一天劳动12小时）送给我200劳动小时，那么剩余价值的绝对
景就等于200小时，剩余价值率等于1个工作日的去，即2小时。剩

余价值在这里等于2小时乘以100。如果50个工人送给我200劳
动小时，那么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就等于200劳动小时，剩余价值率则

（5）剩余价值理论

211

等于1个（有酬的）工作日的I•，即4小时。剩余价值在这里二4小

时X 50 = 200。既然剩余价值的绝对量等于剩余价值率和工作日数
相乘之积，那么，在两个因数按反比例变化时，它也会保持不变。
剩余价值率永远表现为剩余价值对可变资本之比 。因为可变资

本等于有酬劳动时间的绝对量，而剩余价值等于无酬劳动时间的绝

对量。所以，剰余价值对可变资本之比，永远表示工作日的无酬部分
对有酬部分之比。假定上例中的10小时的工资等亍1塔勒，这里］

塔勒就是包含10劳动小时的白银量 。在这种情况下，100个工作日
的报酬是100塔勒。如果这里剩余价值等于20塔勒，那么剩余价值

率就是即+或20%。换句话说，资本家用10劳动小时（等于1

塔勒）取得2劳动小时，用100 X 10即1 000劳动小时则取得200劳
动小时，等于20塔勒。
总之，尽管剩余价值率仅仅决定于剩余劳动时间对必要劳动时

间之比，换言之，决定于工作日中工人为生产他的工资所需的相应部

分，即决定于工资的生产费用，但是剩余价值董此外还决定于工作日
的数量，决定于按这个一定的剩余价值率使用的劳动时间的绝对量 ，

也就是说，决定于用在工资上的资本的绝对量 （如果剩余价值率是既
定的话）。但是,既然利润是剩余价值的绝对量 （而不是剩余价值率 ）
对全部预付资本总价值之比，那么利润率显然就不仅仅决定于剩余

价值率,而且决定于剩余价值的绝对量，而这个绝对量则取决于剩余
价值率和工作日数的复比例，取决于用在工资上的资本量和工资的
生产费用。

如果剩余价值率是既定的，那么剩余价值量就仅仅取决于（用在

工资上的）预付资本量。平均工资是相同的，换句话说，假定一切生
产部门中的工人都领取比如说10小时的工资。（在工资高于平均工

212

1861—63年经济学手搞笔记本Vin政治经济学批判

资的部门中，这对于我们的研究以及对于问题本身来说 ，就好像资本
家使用了较多的普通工人一样。）这样，假定剩余劳动是相同的，就是
说整个正常工作日也是相同的 （不相同的程度，由于一小时的复杂劳
动等于比如两小时的简单劳动 ，得以部分地拉平），［VIII —343］那

么，剩余价值量就仅仅取决于 ［用在工资上的］预付资本量。因此，可
以说，剩余价值量的相互之比等于（用在工资上的＞预付资本量的相
互之比。但是对利润就不能这样说，因为利润是剩余价值对全部预

付资本总价值之比，而在同量资本中，用在工资上的资本组成部分，

或者说可变资本对全部资本之比，可能是而且常常是极不相同的。
利润景在这里则取决于—
—不同资本中的—
—可变资本对全部资本

之比，即取决于因此 ，如果剩余价值率是既定的—
—它始终表
现为表现为剩余价值对可变资本之比 ，—
—那么利润率就仅仅决
定于4变资本对全部资本之比 。

总之，利润率首先决定于剩余价值率,或者说，决定于无酬劳动

对有酬劳动之比;它随着剰余价值率的变动而变动—
—提高或降低
（只要这种作用没有被其他决定因素的运动抵消 ）。剩余价值率的提

高或降低则同劳动生产率成正比,而同工资的生产费用 ，或者说同必

要劳动Ä成反比，也就是同劳动的价值成反比。
其次，利润率决定于可变资本对全部资本之比，决定于
也就是说，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在剩余价值率既定的条件下仅取^

于可变资本量，而可变资本量，在我们假定的前提下，决定于或者
说只是表示同时使用的工作日数，即所使用的劳动时间的绝对量。
利润率则取决于这个由可变资本提供的剩余价值绝对量对全部资本
之比，也就是取决于可变资本对全部资本之比 ，取决于+。既然

C+V

在计算利润率时剩余价值M假定是既定的，因而V也假定是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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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么&的一切变动就只能由 c即不变资本的变动产生。这是
因为：如果V是既定的，那么C + V的总额，即C,只有当C变动时才能

变动,而随着c的变动，即f的比例也会变动。

10f）
bOU

1
ç.
c+ V
-□
20%。可见，如果剩余价值率等于g,即剩余价值就等于50。但
c十V

如果 V = 100, c = 400,那么 V + c = 500,而 一^- = HÄÄ

~ T ~

是，既然可变资本仅仅等于全部资本的那么利润就等于f的
即士。实际上,500的人，等于50。利润率就是10%。+这一比
丄IU

V+c

例随着C的每一次变动而变动，当然不是按相同数值变动。我们假

定V和c最初都等于10,也就是说，总资本的半数是可变资本.半数

是不变资本，那么A=ïô¥ïô=i=i'。这样，剩余率如果等于V
的I,那就等于（^的1。或者说，如果剩余价值为50%，那么在可
变资本为f的这一情况下，利润率就等于25%。现在假定不变资本增
加一倍，从10增加到20,那么A=^îô =

= f。（以前剩余

率是10的I，现在等于C的也就是说等于 30的音，即等于

5。而10的半数也等于5。5比10,得50%。5比30,得16寻％。
而在以前，5比20,得^■，即25%。）不变资本增加一倍，即从10增加
到20;但是c + V的总额只增加一半，即从20增加到30。不变资本

增加100%，c + v的总额只增加50%这一比例最初等于装，现

in ，从音减少到
i
i ，即从音减少到普
CV
o ，也就是只减少
20
在不过减少到詰
★
了|，而不变资本增加一倍。不变资本的增加或减少怎样影响+

C+V

D

这一比例，显然取决于C和V在最初构成全部资本 C（c+ V）的两个部
分时的比例0

[VIII-344]首先，不变资本（也就是它的价值）在所使用的原
料、机器等等的数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可以增加 （或减少）。因此，在
这种情况下，不变资本的变动不是决定于它作为不变资本进入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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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生产过程的生产条件，而是与它无关。但是，无论不变资本价值的
这种变动的原因是什么 ，它们总会影响利润率 。在这种情况下，同量

原料、机器等等的价值所以比以前多或少 ，是因为生产它们所需要的
劳动.时间比以前多或少 。在这里，价值的变动是由不变资本的各组

成部分作为产品从中出来的那些过程的生产条件决定的 。我们在前

面①已经考察了这种情况是如何影响利润率的。
但是，当同一个生产部门的不变资本（例如原料）的价值由于这

种不变资本本身的生产变贵或变便宜而提髙或降低时 ，这种情况对

利润率的影响，就好像下述情况产生的影响一样：在某一生产部门

（甚至是同一生产部门），在工资支出相同的条件下，一种商品比另一
种商品采用了较贵的原料。
如果工资支出相同，而某一资本加工的原料（例如小麦）比另一
资本加工的原料（例如燕麦，或者是银和铜，羊毛和棉花，等等）贵，这

两笔资本的利润率都应该同原料价格的提髙成反比。因此，如果这

两个生产部门平均说来取得相同的利润，那么这只可能是因为剩余
价值是在资本家之间共同进行分配的 ，不是根据每笔资本在它的特
殊的生产领域内生产的剩余价值 ，而是根据他们所使用的资本的大

小进行分配的。这可能有以下两种情况。加工比较便宜的材料的

A,按照商品的实际价值出卖他的商品 ，从而以货币形式取得他自己
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他的商品的价格等于商品的价值。加工比较贵

的材料的B,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卖他的商品 ，并规定这样的价格，就
像他加工比较便宜的材料一样。如果后来A同B交换他们的商品，

那么，对A来说,结果就像是他算在自己商品的价格里的剩余价值

①见本卷第197 —205页。—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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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于商品中实际包含的剩余价值。或者说，就像是A和B两者事先
按照所支出的资本量来规定利润率，也就是说，他们按照他们支出的

资本量来分配共同的剩余价值。而这正是一般利润率的含义
当然，当某一资本的4〈变部分(例如原料)的价值由于收成等等

的影响而临时降低或提高的时候，是不会出现这种平均化的。虽然
毫无疑问，当比如说纺纱厂主在棉花收成持别好的年份取得特别多
的利润时，这会把大量新资本吸引进这个生产部门 ，促使建造大批新

的工厂和棉纺织机。这样，如果继之而来的是棉花歉收的年景，损失
就会更大。

其次，在机器和原料一一简言之，不变资本~一的生产费用没有
变动的条件下，由于不变资本的上述各组成部分作为生产资料进入

的那些过程的生产条件改变了，可能需要更多的这种不变资本，从而
它的价值会同所使用的不变资本量的增加成比例地增加 。在这种情
况下，和在上述情况下一样，不变资本的价值的增加当然会引起利润
率的下降;但是，队另一方面来看，生产条件的这种变化本身却证明 ，

这里劳动具有更高的生产率 ，从而剩余价值率提髙了。要知道，原来

那样多的活劳动，现在消费比以前多的原料，只是因为它加工这些原

料所需的时间少丁；现在使用更多的机器，也只是因为机器的费用比
它所代替的劳动的费用低 。可见，利润率的降低在这里由于剩余价

值率的提高，从而也由于剩余价值绝对量的提高，而多少得到补偿。
最后一点，引起不变资本价值变动的两种情况可能通过极不相
同的结合共同发生作用 。举例来说，［VIII —345］子棉的平均价值

降低r,但是与此同时，在一定时间内加工的棉花总量的价值却更增
加了。羊毛的价值和在一定时间内加工的羊毛总量的价值都增加

Î。更大景地使用机器，绝对地说变贵了，但是与其效率相对来说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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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了，等等。
到目前为止一直是假定可变资本保持不变。但是，可变资本本

身也有可能不仅相对地减少，而且还绝对地减少，例如，在农业中就
是这样。也就是说，不仅与不变资本量相比相对减少。或者说，可变

资本可能绝对地增加。但是，那时的结果就像是它保持不变一样 ，只
要不变资本由于上述原因以更大程度或以同样程度增加 。
如果不变资本保持不变，那么它同可变资本相比每次增加或减

少的原因，仅仅在于不变资本由于可变资本绝对减少或增加而相对
增加或减少。

如果可变资本保持不变 ，那么不变资本每次增加或减少的原因 ，

只在于它本身的绝对增加或减少。

如果两种资本同时发生变动，那么在除去这两者相同的变动之
后;所得的结果就像是一种资本保持不变而另一种资本增加或减少

了一样。
但是，如果利润率是既定的，那么利润量就取决于所使用的资本

量。利润率低的大量资本提供的利润 ，多于利润率高的小量资本。

这个插人部分到此可以结束了 。

此外，在约♦斯•穆勒的著作中还应当注意的只有以下两个论
占.
“严格说来，资本并不具有生产力。惟一的生产力是劳动的生产力，当然，

o o

o o O

它要依靠工具并作用于原料。”（同上，第90页〉

严格说来，穆勒在这里把资本与构成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混为
一谈了。可是，这个论点对于那些同样把两者混为一谈 ，但又认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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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有生产力的人来说，却是好的。当然，这里说穆勒的论断正确，也
仅仅就所指的是价值的生产而论。要知道，如果指的只是使用价值 ，
那自然界也是会生产的。
“资本的生产力不外是指资本家借助于他的资本所能支配的实际生产力的

数量。”（同上，第91页〉

在这里，资本被正确地看做生产关系。

〔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原理〉（皮•普雷沃从英文第5版译的法
译本，1836年日内瓦第3版第4卷第104 —105页）中以他惯用的

“高深的哲理"发表了如下的见解，反对向英国茅舍贫农83赠送乳牛

的计划：
“有人指出有乳牛的茅舍贫农比没有乳牛的茅舍贫农更勤劳，生活更正规
•…"现在大多数有乳牛的人 ，是用他们自己劳动所得购买乳牛的。所以，吏

正确地说，是劳动使他们得到乳牛，而不是乳牛使他们产生了对劳动的兴趣。•’

那么，还可以正确地说，勤劳（加上对他人劳动的剥削）使资产阶
级暴发户得到乳牛，但是乳牛却使暴发户的子孙养成懒惰的习惯c
如果夺走他们的乳牛支配他人的无酬劳动的能力（不是产乳的能
力），那么这对他们养成劳动的兴趣倒是十分有益的。
这位“高深的哲学家”说：
“很清楚，不能所有的人都厲于中间阶级。有上等阶级和下等阶级是绝对

O O Ô

OOOOOOOOOQOOO

必要的〈自然，没有两头就没有中间〉，而ä有这两个阶级存在是非常有益的。
如果在社会上人们不能指望上升,也不害怕下降，如果劳动没有奖赏，懒惰不受

惩罚，人们就无法看到为改善自己的处境而表现出的那种勤奋和热悄，而这种

勤奋和热情是［V［n—346］达到社会幸福的主要手段。”（同上，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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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有下等人，上等人才会害怕下降 ，必须有上等人，下等人才
能指望上升。为了使懒惰受到惩罚，工人必须贫困，食利者和马尔萨

斯十分心爱的土地所有者必须富有 。可是马尔萨斯所谓的劳动的奖
赏是什么呢？正如我们以后将要看到的98,马尔萨斯指的就是工人

必须献出自己的一部分劳动而得不到任何等价物。如果成为刺激的

是“奖赏”，而不是饥饿，那真是美妙的刺激了。上述一切最多不过是
归结为：有的工人可以指望有朝一日也能剥削工人。
卢梭说:“垄断越扩大，被剥削者身上的锁链就越沉重

“高深的思想家”马尔萨斯却不这样认为。他的最高希望—
—马

尔萨斯自己认为这种希望多少有点空想—
—是中间阶级的人数将增
加，无产阶级（有工作的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将相对地越
来越小（虽然它的人数会绝对地增加 ）。然而实际上资产阶级社会的

发展进程却正是这样。
马尔萨斯说：“我们可以抱这样的希望，在未来的某个时期，已有很大发展

的节省劳动的方法，终将有一天能以比现在少的人类劳动满足最富裕的社会的
一切需要；如果说，即使到那时工人还摆脱不了自前压在他们身上的重担（他们

O O O

OOQOOOOOOOOOOOOOOOOOOOO

仍将辛勤地做目前一样多的工作，并相对地说，为他人的越来越多，为自己
的越来越少〉，那么，承担沉重的劳动的人数毕竟会减少。”（同上，第113页）］

配第。剩余价值。从配第著作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到对剰余价

值的性质的猜测，尽管他只是从地租的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的。尤

其是把这段话同下面几段话作一对比，就更清楚了。在下面几段话

里，他用花费同样多劳动时间可以生产的银和谷物的相对量 ，来决定
银和谷物的相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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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有人从秘鲁地下获得1盎司银并带到伦敦来，他所用的时间和他牛.产

1蒲式耳谷物所笛要的时间相等,那么，前者就是后者的自然价格；假定现在由千
开采更富的新矿，获得2盎词银像以前获得1盎司银花费一样多，那么在其他条

件相同的情况下，现在］蒲式耳谷物值10先令的价格，而它以前值5先令。假
定让100个人在10年内生产谷物，乂让同样数目的人在同-时间内汗采银；我认

为，银的纯产量将是谷物全部纯收获ft的价格.前者的同样部分就是活者的同作
部分的价格。"“100个土地拼种者所能做的工作，如果由200个土地拼种者来做,
谷物就会贵1倍。”（〈赋税论》1667年版）（1679年版第31,24,67页）100

我上面指的［关于剩余价值的性质的］几段话是这样说的：
“如果商业和工艺发展r,那么，农业将要衰落，或者土地耕种者r.资必将
提高，因而地租就会下降
”（第193页）“如果英格兰的商业和工业发展了……如
O O

果从亊i:商业的人口比过去多了，而且现在谷物的价格不比以前有较多的人从
事农业而较少的人从事工商业的时候高，那么仅仅由于这一个原因……地租就

必定会下跌。例如，假定］蒲式耳小麦的价格为5先令或60便士;如果生长小
麦的土地的地租为+捆〈即收成的j〉，那么在60便士中，就要有20便士上
地,40便士归土地耕种者；但是，如果后者的工资提高■!■，也就是从每天8便七

提高到9便士，那么，在1蒲式耳小麦中，土地耕种者分得的份额就会由40便

士増加到45便士，结果地租就要由20便士下降到15便士，因为我们假定&考

价格仍然不变；更何况我们不能够把小麦价格提高，因为如果我们试图把

O O O O O O

OOOOOOOOOOOO

价格提高，谷物就会从农业状况没有发生变化的外国输入我国Lvm —347］〈就

像输入荷兰那样〉。”（＜政治算术〉1699年伦敦版第193 —194页）

我们现在回过来分析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加尔涅。（见第

VII笔记本第319页）
（热•）加尔涅。他提出了反对亚•斯密的各种理由（其中一部
分为后来的著作家们一再重复）。①

①见本卷第168、327吖..，—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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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区分是错误的，因为它所根据的是不存在的差别。从作者所理解的

生产劳动来看，任何--种劳动都是生产劳动。从劳动对支付其代价的人提供某

ÔOOOOOOOOOOO

种享受、某种方便或某种效用来看，一种劳动和另~种劳动一样，都是生产劳

动。否则任何劳动都不会有报酬丁。”

［可见,劳动所以是生产的，是因为它生产某种使用价值，它可以

出卖,它具有交换价值，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商品。］

但是，在发挥这个意思时，加尔涅举了许多例子来说明，在这些
例子中，“非生产劳动者”和“生产劳动者”一样,做同样的事情，生产
同样的或同类的使用价值。例如：
“服侍我的仆役，为我生火，为我卷发，为我洗衣服和整理家具，为我做饭等

等。这个仆役和下面这些人提供的是亨如洗衣女工或缝刻女 T
为顾客洗濯和修补衬衣；……如小饭馆°主°人°或°小°酒°馆°主人为撤意光临的顾客烹
调食物;如理发师、美容师等等；〈但在亚•斯密看来，这种人大部分像家仆一
样，都不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畴〉提供直接的服务；最后，如泥瓦匠、屋顶匠、木
匠、玻璃匠、火炉匠等等，以及被人请去修缮房屋的人量建筑工人，后者从简单

的修缮劳动中获得的年收入，同从新建房屋的劳动中获得的一样多。〈亚•斯

密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说，修理劳动不能像生产新物品的劳动那样固定在比较耐
久的物品上。〉①这种劳动与其说是生产物品，不如说是保存物品；它的目的与

其说是增加它所加工的物品的价值，不如说是防止这些物品的损坏。所有这些
劳动者，包括家仆在内，都能使付给他们报酬的人节约维护自己财物的劳动。②
OOOO0OO&OOQOQOOQOOOOO0

〈因此，可以把他们看成是保存价值的机器，或者确切些说，保存使用价值的机
器。徳斯杜特•徳•特拉西继续坚持这种“节约”劳动的观点。这一点以后再

谈。'一个人的非生产劳动，决不能由于使另--•个人省去非生产劳动而变成生产
劳动。这种非生产劳动总得由其中的一个人来完成。斯密所说的非生产劳动，

有一部分，而且也只有为消费物品所绝对必要的并且可以说是属于消费费用的
那一部分—
—并且也只是在它使生产劳动者节约这部分吋间的场合山于

①

参看木卷第146—147、149 •-152

②

参矜本卷第323 — 324、358 -360沉。—
—编者注

—编荇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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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而成为必要的。不过，亚•斯密并不否认这种“分工”。如果每个人本来不

得不既完成生产劳动，又完成非生产劳动，或者由于两个人之间实行这种分工,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都能完成得更好，那么，按照斯密的说法，这丝毫也不会
改变一种劳动是生产劳动,而另一种劳动是非生产劳动这个事实。〉在大多数情

况下,他们都是由于这一点，并且仅仅是由于这一点而被雇用的（为使一个人节
约自己服侍自己的劳动，必须有10个人来服侍他，这真是一种奇特的“节约"

劳动的方法；而且，这种“啡生产劳动”大部分又是由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来使
用的〉；困此，或者他们都是生产的，或者他们都不是生产的。"（同上，第171~

172 页）

[VIII 一348]第二，法国人不会忘掉“桥梁和公路”①。他说：
为什么-个私人工商业企业的监督人或经理的劳动”，应当称为生产的，
“而一个负责维持公路、运河、港口、货币制度和其他活跃商业的重要机构的秩

序，保障交通运输的安全，监督契约的执行等等，并完全有权被认为是大社会丄
O

0

o

û

冬的政府官吏的劳动，就应当称为非生产的呢？这完全是同类的劳动.
房更大了”。（第172—173页）

只要这个小伙子参加物质品的生产（或保存和再生产），并且这
些物质品不是掌握在国家手里而是可以出卖的，斯密就会把他的劳
动称为“生产的”。“大社会工厂监督人”—
—这纯粹是法国的创造 。

第三，在这里，加尔涅热衷于“道德”。为什么“诱惑我的嗅觉的
香水制造者”应当认为是生产劳动者 ，而“陶醉我的听觉”的音乐家应
当是非生产劳动者呢？（第173页）斯密会回答说，因为一个提供物
质产品，另一个不提供物质产品。道德和这两个人的 “功绩”一样，同

这里的区分毫无关系 。

第四，认为“提琴制造者、风琴制造者、乐器商人、布景师等等”是

①在法国，这是指交通主管郁门。—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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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而以他们的劳动为“准备阶段”的那些职业则是非生产的，难
道这不是矛盾吗？
“这两种人劳动的最终目的是提供同一种消费。如果-种人劳动的最终结

o o

o o o o o

果不应当算做社会劳动的产品，那么，为什么偏要对不过是达到这种结果的
-r
oooooooo

段另眼看待呢?”（同上，第173页〉

O

如果这样来谈问题，那就会得出结论说:吃粮食的人和生产粮食
的人一样，也是生产的。因为，为什么生产粮食呢？就是为T吃。因

此，如果吃［粮食］这种劳动是非生产劳动，那么，为什么种粮食这种

不过是达到这个最终结果的手段，却是生产的呢？而且,吃粮食的人

会生产脑子、肌肉等等，难道这不是像大麦或小麦一样贵重的产品

吗？—
—某位被激怒的人类之友，也许会这样质问亚 •斯密。
第一，亚•斯密并不否认非生产劳动者会生产某种产品 。否则，
他根本就不是劳动者了。第二，开药方的医生不是生产劳动者，而配
药的药剂师却是生产劳动者 ，这看起来好像是奇怪的 。同样,制造提

琴的乐器制造者是生产劳动者，而演奏提琴的提琴师却不是。这只
能证明，某些“生产劳动者”提供的产品，其惟一的目的是充当非生产

劳动者的生产资料。但这并不比这样的事实更奇怪：归根到底，一切

生产劳动者,第一,提供支付非生产劳动者的资金，第二，提供产品，
让不从事任何劳动的人消费 。
在这些批评意见中，第二点完全符合怎么也忘不了“桥梁和公路”

的法国人的精神；第三点归结为道德；第四点，或者是包含一种胡说，

即认为消费和生产一样是生产的（这对于资产阶级社会来说是错误
的，因为在这个社会里，一种人生产而另一种人消费），或者是认为，生

产劳动的一部分只为非生产劳动提供材料，而这一点，亚•斯密从来

没有否认过。只有第一点包含着正确的意思，即亚.斯密在他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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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定义中，把同一种劳动既称为生产劳动又称为非生产劳动 ，［VIII-

349］或者确切些说，按照他自己的定义，他本来应该把他的“非生产”
劳动中的一个较小的部分称为生产的。可见，这并不是反对这种区

分，而是反对这种区分包括的范围,或者说，反对这种区分的应用。
提T所有这些批评意见之后，大学者加尔涅终于谈到本题：
"看来在斯密所想像出来的两个阶级之间，能够找到的惟一的总的区别就

是:就他所谓的生产阶级来说，物品制造者和物品消费者之间有或者总会有一

O O

OOOOOOOOOOOOO

o o o O

个中介人存在;而就他所谓的非生产阶级来说，不会有任何中介人存在,这里劳

♦鲁^条鲁之间的关系学窄旱享學哼、孕亨+ Ü"彳^ Ä，°那°些‘’享受医i

W

、°外°科°医师的技能乐°家°或°演°员'的天才以及家仆的服务的

人，在所有这些不同的劳动者从事’这种劳动时，f浮同他们发生一种直接的没
有中介的关系；相反，在另一个阶级的职业中，供°消"费的物品是物质的、可以感
0000000000

ooo

觉的，因此，在它们从制造者手里转到消费者手里之前，就能够成为一系列中间
o

0000000000

o

性交换行为的对象。”（第174页）

OOOOOÛOO

加尔涅无意中用后面几句话表明，在斯密的第一种区分（同资本
交换的劳动和同收入交换的劳动）和第二种区分（固定在物质的可以
出卖的商品上的劳动和不固定在这种商品上的劳动）之间，存在着多

么隐蔽的思想联系。不固定在商品上的种种劳动，按其性质来说，大
多数不能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他各种劳动，则可能从属于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更不用说，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大部分物质

商品，即“物质的、可以感觉的物品”，是在资本的支配下由雇佣工人生
产的，那些［非生产］劳动（或服务，无论是妓女的服务，还是罗马教皇

的服务），只能由生产工人的工资或他们的雇主 （和分享利润的人）的

利润来支付;也不必谈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生产工人创造着养活非

生产劳动者，因而使他们得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但这条饶舌的法国狗
有一个特点，他自认为是国民经济学家，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研究者，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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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那种使生产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东西（即资本同雇佣劳动相交换，

而不是收入同雇佣劳动直接交换，或劳动者自己直接把收入支付给自
己）看成是非本质的东西。因此，在加尔涅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是

一种非本质的形式，而不是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并使劳动变为社会
劳动的一种必然形式 ，尽管只是历史的也就是暂时的必然形式。
“此外，还应当从他的生产阶级中除掉所有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劳动只是洗

刷、保存或修理成品，而没有向流通提供新产品。"（第175页）

（斯密从来没有认为，劳动或劳动产品必须加入流动资本。劳动

能够直接加入固定资本，例如在工厂中修理机器的机械师的劳动就
是如此。但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劳动的价值会加入产品即商品的流

通。如果从事修理等等的劳动者是作为仆人干活，那他们［VIII _

350］的劳动就不是同资本交换,而是同收入交换。）
“正是由于这种区别，非生产阶级，像斯密所指出的，只是靠收入而生存。

事实上，这个阶级不允许在它和它的产品的消费者即它的劳动的享受者之间有
中介人存在，因此这个阶级直接由消费者支付；而这种消费者只能用自己的收
0000000000000

入来支付。相反，生产阶级的劳动者通常由中介人支付，中介人的目的是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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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劳动中吸取利润；因此，他们大多由资本支付。但是，这个资本归根到底总

OOOOoOOOO

ooooooooo

要由消费者的收入来补偿；否则它就不能流通，因而也就不能给它的所省者带

来利润。”［第175页］

最后这个“但是”十分幼稚。第一，资本的一部分就由资本补偿 ，

而不是由收入补偿，不管资本的这一部分进入流通还是不进入流通

（例如种子的补偿就是后一种情况 ）。
如果煤矿向制铁厂供应煤炭，并从制铁厂得到铁 ，铁作为生产资

料加入煤矿的生产过程，那么煤炭就按照铁的价值额同资本交换 ，反
过来说，铁也按照自己的价值额作为资本同煤炭交换 。煤炭和铁（作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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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用价值）都是新劳动的产品，虽然这种新劳动是用已有的劳动资
料来从事生产的。但是，年劳动产品的价值 ，并不就是当年鸯动的产
品。它还要补偿已经对象化在生产资料中的过去劳动的价值。因

而，总产品中和过去劳动的价值相等的那一部分，井不是当年劳动产
品的一部分，而是过去劳动的再生产 。

我们举煤矿、制铁厂、木材业者和机器制造厂的日劳动产品为
例。假设所有这些企业的不变资本都等于资本所有组成部分的
即原先存在的劳动和活劳动之比等于1:2。假定这些企业的日产品

是x、x'、x"、x'这些产品是一定量的煤炭 、铁、木材和机器。作为这

样的产品，它们都是日劳动的产品 （但同样是协助当日生产而在一日
内消费的原料、燃料、机器设备等等的产品）。假定它们的价值是z、

m这些价值并不是当曰劳动的产品，因为、t、t只不
过等于2、/、/、/"的不变要素在加入当日劳动过程以前具有的价值。

所以、f、t，即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的f,也只是代表原先存

在的劳动的价值，并且不断补偿这个价值 。〔这里发生的原先存在的
劳动和活劳动产品之间的交换，按其性质来说，完全不同于劳动能力
和作为资本存在的劳动条件之间的交换。〕

Z= X;但是这个X是整个z的价值，101w|x是整个z中包含的
原料等等的价值。因此,f是劳动的日产品的一部分［但决不是日劳
动的产品，而是和日劳动相结合的往日劳动的产品.总之 ，是原先存

在的劳动的产品〕，同日劳动相结合的原先存在的劳动 ，就在这一部
分中锝到再现和补偿 。不过，只表示实在产品（铁、煤炭等等）的董的

这个z，它的任何一部分按其价值来说都是+代表原先存在的劳动 ，

Q
ö
f代表当日完成和加进的劳动 。原先存在的劳动和当日劳动以什么
比例加入产品总额，也就以什么比例加入作为总额组成部分的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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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产品。但如果我把全部产品分成两部分，一边是f，另一边是f，那

就等于说，前^■只代表原先存在的劳动，其余的I只代表省日劳动。

事实上，前f代表加入总产品的全部过去劳动 ，即代表消费掉的生

产资料的全部价值。因而，扣除这I之后，剩下的I■就可以只代表
日劳动的产品。它们事实上也代表一日内加到生产资料上的全部劳
动量。
因此，后i等于生产者的收入（利润和工资）。生产者可以消费

ö

o

它们，即把它们花在个人消费品上。假设一日内采掘的这I■煤炭由

消费者或者说由买者购买，不是用货币来购买，而是用预先已被他们
为购买煤炭而转化为货币的商品来购买。在这I■中，有一部分煤炭

加入煤炭生产者本人的个人消费，用于家庭取暖等等，因而这一部分
不进入流通，或者，如果它在此之前已经进入流通，［VIII —351］那
也会被它的生产者从流通中取回来。从I■煤炭中扣除煤炭生产者本

人消费的这部分之后，其余所有的量（如果生产者想把它消费掉）必
须拿去同个人消费品交换。

在进行这种交换时，煤炭生产者根本不问消费品的卖者究竟是

用资本还是用收入来同煤炭交换•，换句话说，根本不问：例如，是毛织
厂主为了自己的住宅取暖而用自己的呢绒来同煤炭交换 （在这种情

况下，煤炭对于他也是消费品，他用收入，用代表利润的一定置的呢

绒，来支付煤炭），还是毛织厂主的仆役詹姆斯 ，用他作为工资得到的
呢绒来同煤炭交换（在这种情况下，煤炭也是消费品，并且是同毛织

厂主的收入交换，不过毛织厂主已经把自己的收入同仆役的非生产
劳动交换过了），还是毛织厂主为了补偿它的工厂所必需的 、已经消

费掉的煤炭，而用呢绒来同煤炭交换。（在最后这种情况下 ，毛织厂

主用来交换的呢绒，对他来说代表不变资本 ，代表他的一种生产资料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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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煤炭对他来说不只是价值 ，而且是这个实物形式的生产资

料。而呢绒对于煤炭业者来说是消费品，呢绒和煤炭对他来说都代
表收入：煤炭是他的未实现形式的收入 ，呢绒是他的已实现形式的

收入o）
至于最后的j煤炭，煤炭业者不能把它花在那些进入他的个人
消费的物品上，不能把它当作收入来花费。它属于生产过程（或再生
产过程），它必须转化为铁、木材、机器，转化为构成他的不变资本各

组成部分的那些物品，没有这些物品，煤炭的生产就不能更新或继续

下去。当然，他也可以用这j同消费品交换（或者同样可以说，同这
些消费品的生产者的货币交换 ），但这只是在下述条件下，即他再用

这些消费品去换回铁、木材、机器，这样它们既不加入他本人的消费 ，
也不加入他的收入的支出 ，而是加入木材、铁、机器生产者的消费支

出和收入支出，而所有这些木材、铁、机器的生产者自己又处于这样
的情况:他们不能把他们产品的j花在个人消费品上 。

现在假设，煤炭加入铁生产者、木材生产者、机器制造业者的不

变资本。另一方面，铁、木材、机器加入煤炭业者的不变资本。这样
一来，既然他们的这些产品以相同的价值额彼此加入 ［他们的不变资
本］，那它们就是以实物形式互相补偿，交易的一方只须将买进的东

西超过卖出的东西的差额支付给对方就行了。实际上，货币在这里
的实践中（通过票据等等）也只是作为支付手段出现，而不是作为铸
币，不是作为流通手段出现，它们只是用来支付差额。煤炭生产者需

要用这I煤炭中的某一部分来进行他自己的再生产 ，正像他在I中
留下某一部分来供他自己消费一样。

通过不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的交换，即通过一种实物形式的不变
资本同另一种实物形式的不变资本的交换来互相补偿的这全部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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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煤炭、铁、木材和机器，既与收入同不变资本的交换毫无关系，也与

收入同收入的交换毫无关系。这一部分产品所起的作用，完全像农
业中的种子或畜牧业中的种畜所起的作用一样。正是劳动的年产品

（不是当年劳动的产品，而是当年劳动和原先存在的劳动的产品）的

—部分，（在生产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每年作为生产资料，作为不变资
本来自我补偿。它除了加入一些“实业家”和另一些“实业家”之间的
流通以外，不加入任何别的流通，也不影响加入“实业家”和“消费者”

之间流通的那部分产品的价值。
假定这全部煤炭按上述方式以实物形式同自 己的生产要素即
铁、木材、机器相交换。〔也可能是这样：例如它直接只同机器交换,

但机器制造业者又把它作为不变资本，不仅同自己的不变资本交换，

而且同铁生产者和木材业者的不变资本交换。〕在这种情况下，煤炭
业者［VIII-352］用来同消费品交换的，即作为收入去交换的那j

产品中的每公担煤炭，固然也像全部产品一样，按其价值来说由两部
分组成■公担等于生产 1公担煤炭时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I公

担等于煤炭生产者新加到这j上的劳动。但是，如果煤炭业者的全
部产品，比如说，是3万公担，那么他只把2万公担作为收入去交换，

其余1万公担，根据假定，由铁、木材、机器等等补偿；一句话，在3万

公担中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全部价值，由同样种类和同贵价值的生
产资料以实物形式补偿。
这样，2万公担的头者事实上对于2万公担中包含的原先存在

的劳动的价值没有支付一文钱；因为2万公担只代表总产品价值中
体现新加劳动的那I"。同样可以说，这2万公担只代表（例如一年

的）新加劳动，完全不代表原先存在的劳动。这样，买者虽然支付每

公担的全部价值，即原先存在的劳动加上新加劳动，但他又是只支付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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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劳动;这正是因为他只购买2万公担，即只购买全部产品中等于
全部新加劳动价值的那一部分。这就好比买者除了支付他吃的小麦

以外，不支付土地耕种者的种子一样。生产者互相补偿了这一部分
产品，因此他们无须第二次补偿它。生产者用自己产品的_部分补

偿了它，这一部分固然是他们劳动的年产品 ，但决不是他们当年劳动
的产品，而是他们的年产品中代表原先存在的劳动的那一部分 。没
有新劳动就不会有产品 ；但是没有对象化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也不

会有产品。如果它只是新劳动的产品，那么它的价值就会比现在小,

而产品的任何一部分都不需要再还给生产了。但是，如果另一种劳
动方式不具备更大的生产能力，不会提供更多的产品，—
—虽然一部
分产品必须再还给生产 ，一-一那就没有人会采用它了。

虽然这j煤炭中没有一个价值组成部分会加入当作收入来出卖

的2万公担煤炭，但是这^•即1万公担所代表的不变资本的任何价
值变动，都会引起当作收入来出卖的其余I的价值变动。假定铁、木
材、机器等等的生产，一句话，上述+产品所分解成的那些牛产要素

的生产变贵了。而开采煤炭的劳动生产率仍然不变。花费同量的
铁、木材、煤炭、机器和劳动，仍然生产出3万公担煤炭。但是因为

铁、木材和机器贵了，要比以前花更多的劳动时间，所以为换取它们

就必须付出比以前更多的煤炭。

[VIII —353]假定产品仍然是3万公担煤炭。煤矿的劳动生产率
保持不变。用同量的活劳动和同量的木材、铁、机器等等，仍然生产出

3万公担煤炭。活劳动仍然表现为同一个价值 ，例如2万镑(用货币表
现)。相反,木材、铁等等，一句话，不变资本，现在值16 000镑，而不是

1万镑，就是说，它们包含的劳动时间增加了或60%。
这样，全部产品的价值现在等于 36 000镑，而不是以前的3万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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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因而价值增加了4■或20%。因此，产品的每一个部分现在也比以
前多值f或20%。以前每1公担煤炭值1镑，现在每1公担值1镑+

+镑=1镑4先令。以前总产品中i或吾等于不变资本，吾等于新加
劳动。现在不变资本和总产品价值之比等于 16 000:36 000 Ü。
因此，现在不变资本比以前多占了［总产品价值的］等于新加劳动
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以前占产品的普或音，现在占吾。
这样，我们就有：
不变资本
价值= 36 000镑

16 000镑（占产品的f）

1

产品=30 000公担13 333 j公担

新加劳动

20 000镑（价值和以前-样；
占产品的I）

16 666

9

y

■公担

采煤工人的劳动生产能力并没有降低，但是他们的劳动加原先

存在的劳动的产品的生产能力却降低了；就是说，为了补偿［VIII •—

354］不变资本所占的价值组成部分，现在需要比以前多i的总产品，
而新加劳动的价值在产品中则少占丁铁、木材等等的生产者现
在也像以前一样只支付1万公担煤炭。这个数量的煤炭，以前要花
他们1万镑，现在要花他们12 000镑。这样，由于他们必须按照提高

了的价格支付他们用铁等等来交换的那部分煤炭，不变资本费用的

一部分也就会得到补偿。但是，煤炭生产者必须向他们购
买16 000镑的原料等等。因而煤炭生产者必须支付 4 000镑的差
额，即3 333

•公担煤炭。这样，他仍然必须向消费者提

供16 666吾+ 3 333 y = 20 000公担煤炭，即|产品；但消费者现在
为这2万公担必须支付24 000镑，而不是2万"镑。消费者用这个数

额不仅必须为煤炭生产者补偿劳动，而且还必须为他补偿不变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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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
对于消费者来说，问题很简单。如果他们要想消费以前那样多
的煤炭量，他们就必须多支付I，因此，在每一个生产部门的生产费

用都照旧不变的前提下，他们就必须在自己的收入中少用 f购买別
的产品。困难只是在于：如果铁、木材等等的生产者不再需要煤炭,

那么煤炭生产者怎样才能支付这4 000镑的铁、木材等等呢？他把
他的等于这4 000镑的3 333 j公担煤炭卖给了煤炭消费者，井由
此取得各种各样的商品 。但是这些商品既不能加入他的消费，也不
能加入他的工人的消费 ，而必须由铁、木材等等的生产者消费，因为

他必须以这些物品的形式来补偿他的3 333 I公担煤炭的价值。人
们会说：问题很简单。现在所有的煤炭消费者必须少消费■的所有
其他商品，或者说，必须从每个人自己的商品中多拿出+来支付煤

炭。正是这+用来增加木材、铁等等生产者的消费。但是，制铁厂、
机器制造业、木材业等等生产率的减低，究竟怎样使铁、机器、木材的
生产者能够消费比以前更大的收入 ，这一点乍肴起来是不明白的；因
为我们假设，他们产品的价格等于产品的价值 ，因而产品价格的提

高，只同他们劳动生产率的减低成比例。
我们曾假设，铁、木材、机器的价值提高了I•即60%。这只能由
□
两个原因引起。或者，铁、木材等等的生产部门的生产能力减低是由

于这些生产部门中使用的活劳动的生产能力减低，以致生产同一产
品必须使用更多的劳动景 。在这种情况下，铁、木材、机器的生产者

必须比以前多使用I劳动。因为劳动生产率的降低只是暂时涉及个

别的产品，所以劳动率①保持不变。因而，剩余价值率也保持不变。

①即工资率。—
—編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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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以前需要15个工作日的地方，现在需要24个工作日，但是在

这24个工作日中，他照旧每天只支付工人10劳动小时，照旧迫使T
人每天无偿地劳动 2小时u这样，以前15个工人为自己劳动150小

时，为企业主劳动30小时，而现在24个工人则为自己劳动 240小

吋，为企业主劳动48小时。（在这里我们不问利润率如何 ）只有当工

资花在铁、木材、机器设备等等上面的时候，工资才会降低，而这种情
况实际上是没有的。现在24个工人会比以前15个工人多消费吾。

1

5

因而煤炭生产者现在能够相应地从3 333 j公担的价值中把更大的部

分销售给这些工人（也就是说,销售给向他们支付工资的老板）。
或者，制铁业、木材业等等生产率的减低是由于它们的一部分不
变资本即生产资料变贵了。这时［其他生产部门］又会面临同样的抉

择，而归根到底，生产率的减低必定会造成使用的活劳动量的增加 ，

因而也会造成工资的增加,煤炭消费者会以上述4 000镑的形式，把
这些工资部分地支付给煤炭业者。

在那些便用更多的劳动的生产部门中，由于使用的工人人数增
加，剩余价值量也会增加 。另一方面，随着这些部门本身的产品加入

这些部门不变资本的各个要素（不管这些部门自己是把本身的一部
分产品又当作生产资料使用，还是像煤炭的情形那样，自己的产品作
为生产资料加入它们本身的生产资料中 ）［的价值的增加］，利润率会

相应地降低。但是，如果它们花在工资上的流动资本比它们需要补
偿的那部分不变资本增加得更多，那么它们的利润率也会提高,它们

［VIII 一355］也会参加上述4 000镑某些部分的消费。
不变资本价值的提高 （由供应这种不变资本的劳动部门生产率

的减低引起），会使这种不变资本作为不变资本加入的产品的价值提
高，会使补偿新加劳动的那部分产品（在实物形式上）减少，因而就这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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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劳动用它自己的产品来计量而言，会使它的生产能力降低 。对于
以实物形式自行交换的那部分不变资本来说，一切照旧不变。照旧
是同量的铁、木材、煤炭以实物形式自行交换，以补偿用掉的铁、木
材、煤炭；价格的上涨在这里会互相抵消。但是，现在形成煤炭业荇

的一部分不变资本并且不加入这种实物交换的那一煤炭余额，照旧
要同收入交换（在上面谈到的情况下，它的一部分不仅同工资交换,

而旦向利润交换），区别只是在于，这种收入已经不属于以前的消费

者，而属于那些在使用更多劳动量，也就是工人人数增加了的生产领
域中工作的生产者。

如果某个生产部门生产的产品只加入个人消费，既不作为生产
资料加入任何别的生产部门 （在这里生产资料始终是指不变资本），

也不加入自身的再生产（例如在农业、畜牧业、煤炭业中就有这种情

形，在煤炭业中，煤炭本身作为辅助材料加入生产 ），那么这个部门的
年产品〔超过年产品的可能的余额对这里的问题没有意义］就始终要
由收入支付，即由工资或利润支付。

我们拿前面举过的麻布的例子①来看。在3码麻布中，I是不

变资本，t是追加劳动。因而1码麻布代表追加劳动。如果剩余价
值等于25%，那么1码的去就代表利润。其余的I码代表再生产出

来的工资„ f由工厂主本人消费，或者由其他人消费并把它的价假
支付给工厂主，而工厂主则以这些人的商品或其他商品的形式来消

费这个价值，这里结果是一样的。〔为简单起见，这里把全部利润看
做收入，而这是不正确的。〕其余的I"码由工厂主再以工资的形式支
付出去;他的工人把这些当作自己的收入来消费—
—或者直接消费，

①见本卷第90页及以F几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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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交换其他消费品 ，而这些消费品的所有者则消费麻布。

这就是3码麻布中麻布生产者自己能当作收入来消费的全部份

额—
—1码麻布。其余的2码代表工厂主的不变资本；它们必须再
转化为麻布的生产条件 —
—纱、机器等等。从工厂主的角度来看，2

码麻布的交换是不变资本的交换，但是他只能用这些麻布同别人的
收入交换。例如，他用2码的音，即I■码，支付纱，用I•码支付机器。

纺纱业者和机器制造业者又可以在这些麻布量中各自消费+，就是

说，一个人可以在吾码中消费吾码，另一个人可以在音码中消费吾
码。共计ff或f码。其余的普或香码必须补偿他们的原料 —
—亚麻、
铁、煤炭等等，而这些物品中的每一种 ，又都分解为代表收入（新加劳

动）的部分和代表不变资本（原料和固定资本等等 ）的部分。
但是，这最后的f码麻布可以只当作收入来消费 。因而，那种最

终以纱和机器的形式表现为不变资本并由纺纱业者和机器制造业者
用来补偿亚麻、铁、煤炭等等的东西（我们把机器制造业者用机器补
偿的那部分铁、煤炭等等撇开不谈），可以只代表形成亚麻、铁、煤炭
生产者的收入，因而无须用来补偿不变资本的那部分亚麻、铁、煤炭；
换句话说，以纱和机器的形式表现为不变资本的东西 ，必须属于亚
麻、铁、煤炭等等生产者的产品中如上面所说的不包含任何不变资本

份额的那一部分。但是，铁、煤炭等等的生产者会把他们的表现为
铁、煤炭、亚麻等等的收入，以麻布的形式或其他消费品的形式来消
费，因为他们自己的产品本身完全不加入或只有极小部分加入他们

的个人消费。这样，铁、亚麻等等的一部分就可以同只加入个人消费

的产品—
—麻布—
—交换，而由于同这种产品交换，对纺纱业者来

说，他们的不变资本全部得到补偿,对机器制造业者来说，他们的不

变资本部分地得到补偿，同时，纺纱业者和机器制造业者又是拿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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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他们收入的那部分纱和机器换取麻布来消费的，从而就补偿了织
布业者的不变资本。

这样,实际上全部麻布都归结为织布业者、纺纱业者、机器制造

业者、亚麻种植业者、煤炭生产者和铁生产者的利润和工资，而他们
同时则为麻织厂主和纺纱业者补偿全部不变资本。如果后面这些原
料生产者必须通过同麻布交换来补偿自己的不变资本 ，那么计算就

完结不了，因为麻布是个人消费品 ，不能作为生产资料、作为

[vm—356]不变资本的一部分，加入任何生产领域。计算所以会
完结，是因为亚麻种植业者、煤炭业者、制铁业者、机器制造业者等等
用他们的产品购买的麻布，只补偿他们的产品中对于他们是收入而
对于他们的买者是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这种情况所以可能，只是
因为他们的产品中不归结为收入、因而不能同消费品交换的那一部

分，由他们以实物形式补偿，也就是通过不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交换
来补偿。

在前面举的例子中① ，曾假设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保持

不变，但用这个部门所使用的活劳动本身的产品来计量该部门所使
用的活劳动的生产率时，劳动生产率却降低了；这个假设可能使人感

到奇怪。但是事情却很简单。
假设纺纱业者的劳动产品是5磅棉纱。假定纺纱业者为了生产

这些产品只需要5磅棉花（就是说没有一点飞花）；假定1磅棉纱值

1先令（我们不谈机器设备，也就是说，假设它的价值没有下降，也没
有上涨，因而它对于我们考察的情况来说等于零）。1磅棉花值8便
士。在表示5磅棉纱价值的5先令当中，棉花占40便士（5 X 8便

①见本卷第229-232页。—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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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或3先令4便士，新加劳动占5x4便:t，即20便士或1先令8
便士。因而在全部产品中 ，3

■磅棉纱（价值为3先令4便士）是不

变资本所占的部分，1 f磅棉纱是劳动所占的部分。所以，5磅棉纱
的I补偿不变资本,5磅棉纱的|，即1 I磅，是支付劳动的那部分

产品。
现在假定1磅棉花的价格上涨了 50%，从8便士上涨到12便

士，即上涨到1先令。那么5磅棉纱就值:5磅棉花所值的5先令和
新加劳动所值的1先令8便士（新加劳动的量，因而其表现为货币的

价值，保持不变）。这样,5磅棉纱现在值5先令+ 1先令8便士二6
先令8便士。在这6先令8便士中，现在原料占5先令，劳动占1先

令8便士。

6先令8便士 = 80便士，其中原料占60便士，劳动占20便士。
在5磅棉纱的价值（80便士）中劳动现在只占20便士，或+即25%;
而以前是占33 i%。另一方面，原料占60便士，即I■或75%,而以

前只占66寻％。因为5磅棉纱现在值80便士，所以1磅值雙即16

3

5

便士。这样，在5磅棉纱中，20便士即［新加］劳动的价值占1+磅

棉纱；原料占3 I•磅棉纱。以前［新加］劳动（利润和工资）占1 I磅,

不变资本占3 I■磅。因而，用劳动本身的产品来估计，劳动的生产能
力降低了，虽然劳动生产率没有变,而只是原料涨价了。劳动仍然保
持自己原来的生产率，因为同一劳动在同一时间内把5磅棉花变成

5磅棉纱，因为这种劳动的真正产品（从使用价值来看），只不过是棉
花所获得的棉纱形式。5磅棉花像以前一样由于同一劳动而获得棉

纱形式。但是构成实在产品的不只是这种棉纱形式，而且还有子棉，
即被变成棉纱形式的物质，这种物质的价值现在和赋予这种形式的
劳动相比，在总产品中占了更大的部分。因此，同量的纺纱劳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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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较少量的棉纱来支付了，换句话说，补偿这种劳动的那部分产品
减少了。

这个问题就是如此。
因此，第一■，加尔涅说全部资本归根到底总要由消费者的收入来

补偿，是错误的；因为资本的一部分只能由资本补偿 ，不能由收入补
偿。第二，这种说法本身也是荒谬的，因为收入本身，只要不是工资

（或由工资支付的工资，即由工资派生的收入），就是资本的利润（或
由资本的利润派生的收入）。最后，说不流通的资本部分（意即不由

消费者的收入补偿的资本部分），"不能给它的所有者带来利润”，也
是荒谬的。这一部分—
—在生产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事实上不带

来利润（确切些说，不带来剩余价值）。但是没有这一部分，资本就根

本不可能生产自己的利润。
[VIII-357]“从这种区别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雇用生产劳动者，
不仅需要享用他们劳动的人的收入，而且还需要给中介人带来利润的资本；而
OOOOOOOOOOO

000OÛOOOO00000

为了雇用非生产劳动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有支付他们报酬的人的收入就够

O O
O O O
r。"（同上，第175页）

单单这一段话就已经是一派胡言乱语，从中可以看出，亚.斯密

著作的译者加尔涅，实质上对亚•斯密是一无所知，甚至一点也没有
看出《国富论》中最本质的东西，那就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
有生产能力的（同以前的那些形式比较起来，它无疑是这样的）。

首先，为反驳斯密所说的直接由收入支付的劳动是非生产劳动

这一点，而提出什么“为了雇用非生产劳动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

有支付他们报酬的人的收入就够丁”，这是愚蠢到了极点。但是，还
有一个相反的命题："为了雇用生产劳动者 ，不仅需要享用他们劳动
的人的收人，而且还需要给中介人带来利润的资本”！（那么，加尔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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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农业劳动的生产能力是多么小 ，对这种劳动来说，除了消费土
地产品的人的收入之外 ，还需要一个不仅给中介人带来利润 ，而且给

土地所有者带来地租的资本 ！）

“为了雇用生产劳动者”,需要的并不是:第一，使用他们的资本，

第二，享用他们的劳动的收入。为此，需要的无非是创造收入、享用
他们的劳动成果的资本 。如果我以缝纫业资本家的身份把 100镑花
在工资上，这100镑会给我带来比如说120镑。它为我创造出20镑

的收入。只要我愿意，我现在也可以用这20镑来享用“上衣”形式上
的裁缝劳动。如果相反，我花20镑买一件衣服穿,那就十分明显 ，并
不是这件衣服为我创造了用来购买它的 20镑。如果我把一个裁缝

叫到家里，要他为我缝一件价值20镑的上衣，情形也是一样。在第

—种情况下，我会比原有的多得 20镑，在第二种情况下，我在交易后
会比交易前少20镑。而且，我还会很快发现，直接用我的收入支付
给裁缝来做上衣，不如我从“屮介人”那里购买上衣便宜。

加尔涅以为，利润是由消费者支付的。消费者支付商品的“价
值”；虽然商品中也包含资本家的利润，但是这种商品对于消费者来
说，比起他把自己的收入直接花费在劳动上,让受雇的劳动者进行小

规模的生产，以满足他的私人需要，是便宜的。这里显然暴露出加尔
涅对什么是资本一窍不通。
他接着说：
“其次，不是有许多非生产劳动者，例如演员、音乐家等等，在大多数情况下

通过经理来取得自已的工资吗？而这些经理是从投入这类企业的资本中吸取
利润的。”（同上，第175—176页）

这个意见是对的。但这不过表明，有一部分劳动者，即亚.斯密

按照他的第二个定义称为非生产劳动者的，按照他的第一个定义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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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是生产劳动者《
"由此应肖承认，在生产阶级人数众多的社会里，中介人或企业主手黾有人
景的资本积累。”（同上，第］76貶）

的确，雇佣劳动的大量存在 ，只是资本的大量存在的另一种

表现。
“闶此，并不是像斯密所认为的那样，资本量和收入a之间的比例决定生产
阶级和非生产阶级之间的比例。后面这种比例看来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
的风俗习惯，取决于该国工业发展水平的髙低。”（第177页）

如果生产劳动者是由资本支付的劳动者，非生产劳动者是由收
入支付的舍动者，那么I•分明显，生产阶级和非生产阶级之比等丁•资

本和收入之比。但是这两个阶级的比例的增加 ，不仅仅取决于资本

量和收入量之间的现有比例。它还取决于增长着的收入（利润）以怎
样的比例转化为资本，并以怎样的比例当作收入来花费。虽然资产

阶级起初很节约，但是随着资本的生产率即劳动者的生产率的增长 ，
它就开始仿效［Vin —358］封建主豢养大批侍从。根据最近（1861

或1862年）的工厂报告，联合王国真正在工厂工作的总人数 （包括管
理人员）只有775 534人（〈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4月24日的质

询》（1862年2月11日刊印）），而女仆单是英格兰就有100万。让
工厂女工每天在工厂流汗 12小时，以便工厂主可以拿她的无酬劳动

的一部分雇她的姊妹当佣人，雇她的兄弟当马夫，雇她的堂兄弟当士

兵或聱察，来为他个人服务，这真是一种绝妙的安排！
加尔涅最后加的一段话是庸俗的同义反复。他说生产阶级和非
生产阶级之间的比例不取决于资本和收入之间的比例，或者更确切
地说，不取决于以资本形式或以收入形式支出的现有商品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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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国民的风俗习惯 ，取决于该国的工业发展水平 。事实上，资本

主义生产只有在工业发展的一定阶段才出现。
加尔涅作为波拿巴的参议员，当然热衷于拥有侍从和一般仆人。
"在人数相等的情况下，没有一个阶级像家仆那样促使来自收入的金额转

化为资本。”（第181页）

事实上，没有一个阶级能给小资产阶级提供更为卑贱的分子。

加尔涅不懂，斯密这个“具有如此洞察力的人”，怎么没有较高地评价
“这种依附于富人、捡拾被富人挥霍浪费的收入的残余的中介人等等"
。 （R
O O

t，

第［182］、183 页）

但是，加尔涅自己在这里也说，中介人只是“捡拾”“收入”的残

余。这种收入由什么构成呢？由生产工人的无酬劳动构成。
加尔涅针对斯密作了所有这些毫无用处的论战之后，就滚回到重
农主义去了，他宣布农业劳动是惟一的生产劳动！为什么呢？因为它
“还创造一个新价值，这个价值在这种劳动开始活动时在社会上并歹甚至作
为等价物也不存在，正是这个价值为土地所荷者提供地租”。（同上1°84 51）

那么，什么是生产劳动呢？就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即除了它
以工资形式取得的等价之外还创造新价值的劳动。资本同劳动相交

换，只不过是具有和一定量劳动相等的一定价值的商品同比这个商
品本身包含的更大的劳动量相交换，因此“创造一个新价值,这个价
值在这种劳动开始活动时在社会上并不存在，甚至作为等价物也不
存在”。如果加尔涅不了解这一点，那么，这井不是斯密的过错。

沙•加尼耳的《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是一木很糟糕、很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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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的拙劣作品。第一 •版于1809年在巴黎出版；第二版于1821年出
版（我引用的是第二版 ）。他的胡诌是同他所反驳的加尔涅直接衔
接的。

[卡纳尔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下定义说：“财富是多余劳动的
积累。”102如果他说，财富是超过维持工人作为工人的生活而多余下
来的劳动，那么这个定义就对了 。〕

加尼耳先生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基本的论点：商品是资产阶级
财富的元素，也就是说，为了生产财富，劳动必须生产商品，必须出卖

它自己或自己的产品。加尼耳说：
“在现代文明状态下，劳动只有通过交换才能为我们认识。”（同上，第1卷

第79页）"没有交换，劳动就不能生产任何财富。”（同上，第81页）

加尼耳先生从这里一下子就跳到重商主义体系上去了。因为没
有交换，劳动就不会创造资产阶级财富，所以“财富完全是来源于商

业”（同上，第84页）。或者像他在后面所说的：
“只有交换或商业才使物具有价值。”（同上，第98页）这个“价值和财富等
同的原则……是关于一般劳动的生产性的学说的基础”。（同上，第93贸）

加尼耳自己解释说：
[VHI—359]“商业主义”—
—他把它叫做货币主义的纯梓“变态”—
—“从
劳动的交换价值中引出私人的和公共的财富，不管这种价值是否固定在耐久的
和不变的物质对象上。”（同上，第95页）

由此可见，就像加尔涅回到重农主义体系上去一样 ，加尼耳回到

重商主义体系上去了。因此，他的毫无用处的废话，对于说明重商主
义体系及其“剩余价值”观点的特征，却是非常有用的，特别是因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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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这些观点来反对斯密、李嘉图等等。
财富是交换价值；因此，凡是生产交换价值或本身具有交换价值
的劳动，都生产财富。表明加尼耳看问题比别的重商主义者略深一
些的惟一的说法，就是"一般劳动”这个术语。个人的劳动，或者更确

切地说，个人劳动的产品，必须采取一般劳动的形式。只有这样，劳

动的产品才是交换价值,才是货币。实际上，加尼耳回到财富就是货
币这个观点上去了；不过不仅是金银，而且是商品本身，因为商品就

是货币。加尼耳说：
“商业主义
。”（同上，笫98页）
Ö O O O ，或者说，一般劳动的价值的交换
O O O O

这是荒谬的。产品所以是价值，因为它是一般劳动的存在，是这

种劳动的化身，而不是“一般劳动的价值”，否则就等于说价值的价值
了。但是，假定商品已经被确认为价值，如果愿意，还可以假定它甚

至已经具有货币形式，已经完成自己的形态变化。现在商品是交换
价值。但是，这个商品的价值最有多大呢 ？ 一切商品都是交换价值，

它们在这方面彼此没有区别。但是什么东西决定某个商品的交换价

值呢？这里加尼耳停留在最表面的现象上。商品A如果同大量的
商品B、C、D等等相交换，它就是大的交换价值。

加尼耳反对李嘉图和大多数经济学家时说，虽然他们的体系和
—切资产阶级的体系一样 ，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可是他们在考察劳动

时，却把交换置之不顾;这个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们所以这
样做，原因只在于，他们认为产品的商品形式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因

此他们只考察价值量。在交换中，个人的产品所以表现为一般劳动
的产品，仅仅是因为它们表现为货币。而这种相对性的根源已经在
于:它们必须表现为~般劳动的存在 ，并且只有作为相对的、仅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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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上不同的社会劳动的表现，才能归结为这种存在。不过，交换本身

不会使它们具有价值量。在交换中，它们表现为一般社会劳动，而它

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这样表现，这本身要看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
表现为社会劳动，也就是说，要看它们能够交换的商品的数量，因而

要看市场的规模、贸易的规模，要看它们借以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商品
系列。例如，如果只有4个不同的生产部门，那么，这4个生产者中

的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大一部分产品是为自己生产。如果有几千个生
产部门，那么，每一个人就可以把他的全部产品都当作商品来生产 。
他的全部产品都可以加入交换。
但是，加尼耳同重商主义者一道认为，价值量本身是交换的产

物，其实，产品通过交换得到的只不过是价值形式或商品形式。
"交换使物具有价值
；没有交换，物就没有价值。”（第102页）
O

如果这是说，物，使用价值，只有作为社会劳动的相对表现，才变

成价值，才获得这种形式，那是同义反复。如果这是说,它们通过交
换，比没有交换前取得更大的价值 ，那显然是胡说，因为交换要提高

商品A的价值量，就只有降低商品B的价值量。它使商品A的价值

比交换前增加多少，它也就使商品B的价值减少多少。因此，A + B
无论在交换前还是在交换后都具有同样的价值。
“最有用的产品可能没有价值，如果交换不使它们具有价值，〈首先，如果这

些物是“产品”，那么它们一开始就是劳动的产品，而不像空气等等那样是一般
的自然元素。如果它们是“最有用的"，那么它们就是最高意义上的使用价值，

是所有的人都需要的使用价值。如果交换不使它们具有价值，那么，这只有在

每个人都为自己生产这些东西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但这同［VIII —360］它们
是为交换而生产出来的这个前提相矛盾；因此，整个前提就是荒谬的〉，而最无

用的产品可能有很大的价值,如果交换对它们有利。"（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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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尼耳先生看来，“交换”是一个神秘人物。如呆“最无用的产

品”没有一点用处，如果它们没有任何使用价值，谁还会购买它们呢?

可见，对于买者来说，它们无论如何必须有某种想像的“有用性”。如
果买者不是傻子，他又何必要为它们支付较髙的价钱呢？可见,造成
它们昂贵的原因，无论如何不会是它们的“无用性”。也许是它们的

“稀有性”吧？可是加尼耳把它们叫做“最无用的产品”。既然它们是
产品，那么，为什么它们有大的“可交换价值”，人们却不以更大的规

模生产它们呢？如果说前面那个用许多货币去购买对他本人既没有

实际的使用价值，又没有想像的使用价值的东西的买者 ，是傻子；那

么这里，生产交换价值小的有用品，而不生产交换价值大的无用品的
卖者，也是傻子。由此看来，如果它们的使用价值很小（假定使用价
值由人们的自然需要决定），但交换价值很大，那么，这必定不是由交

换先生的情况造成的，而是由产品本身的情况造成的。可见，产品的

高的交换价值并不是交换的产物，它不过是在交换中表现出来而已。
“物的已交换价值，而不是物的可交换价值，构成货停，即和财富等同

的那种真正价值。”（同上，第104页）

但是，可交换价值是一种物同它所能交换的另一种物的比例。

〔这里有正确的一点作为基础：商品之所以不得不转化为货币，是由
于商品作为可交换价值必须进入交换，而商品之所以是交换价值，首

先是交换的结果。〕相反,A的已交换价值是一定量的产品 B、C、D等

等。因此，这已经不是价值（按照加尼耳先生的说法〉，而是“没有交
换的物”。B、C、D等等以前都不是“价值”。A变成价值是由于这些
非价值取代了它的位置（作为已交换价值）。于是，由于单纯的换位，

—这些“物”退出交换后处于和以前一样的状况—
—
—这些“物”变成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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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价值。
“可见，既不是物的实际效用，也不是物的$宇价值，使物成为财富；是交换
确定和决定它们的价值，就是这种价值使它们Ü和財富等同的东西。"（同上，

第105页）

交换先生确定和决定的或者是某种已经存在的东西，或者是某
种不存在的东西。如果是交换首先创造物的价值 ，那么，交换本身一

停止，这个价值，这个交换的产物,也就会消失。因此.它创造什么,
它也就消灭什么。我用A同B+C + D相交换。A就在这个交换行
为中得到价值。这个行为一结束，B + C + D就站在A方面，A则站

在B + C + D方面。它们各站一方,都站在仅仅是这种换位的交换先
生的范围以外。B + C + D现在是物，不是价值。A也是这样。或

者，交换就是名副其实地“确定和决定”，就像测力计确定和决定我们
的肌肉力，而不是创造我们的肌肉力一样。但如果是这样,价值就不
是由交换创造的了 。
“对于个人和对于各国人民来说,事实上只有在下面的情况下才会有财富：

每人为大家劳动〈就是说，每人的劳动表现为一般社会劳动。如果不这样解释，

这句话就是荒谬的；因为要是撇开这种一•般社会劳动形式，那就应该说，制铁业
者不是为大家劳动，而只是为铁的消费者劳动〉大家为每人劳动；〈如果这里谈

的是使用价值，那又是荒谬的；因为大家的产品全都是特殊的产品，每人需要的

也只是某种特殊的产品；因此,这里的意思又只能是：毎种特殊的产品都采取为

毎人而存在的形式，而它以这样的形式存在，并不是由于它作为特殊的产品和
‘每人’的产品不同，而只是由于它和这些产品等同；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又是在

商品生产基础上表现出来的那种社会劳动形式。广（同上，第108页）

[VIII-361]加尼耳从这个规定 —
—交换价值是孤立的个人的
劳动作为一般社会劳动的表现，—
—又滚到最粗俗‘的看法上去'了：交

换价值是商品A同商品B、C、D等等相交换的比例，如果用许多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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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来交换A，那么商品A的交换价值就大;但在这种情况下,也就
是用少量的A来交换B、C、D。财富由交换价值构成。交换价值是
产品相互交换的相对比例 。这样，全部产品的总和也就没有任何交

换价值了，因为这个总和不同任何东西交换。因此，财富由交换价值
构成的社会，也就没有任何财富r。由此不仅可以得出加尼耳本人

所做的结论:“由劳动的可交换价值构成的国民财富”（第108页）按
其交换价值来说,永远不会增加 ，也不会减少（因此,也就没有任何剩

余价值）•，而且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财富根本没有交换价值 ，
从而不是财富，因为财富只由可交换价值构成。
•‘如果谷物极为丰裕，因而谷物货f 了甲.那么土地耕种者的财富就会喊
少，因为现在他们只有较少的交换价°值°可Lib来获取生活上必需的、有用的或
喜爱的物品；不过，土地耕种者亏损多少，谷物消费者就恰好得利多少；一些人

的亏损为另一些人的得利所抵消，总财富不会有任何变化。”（第108 —109页）

对不起！谷物消费者消费的是谷物，而不是谷物的“可交换价

值”。他们是在食物上，而不是在“可交换价值”上变得更富了。他们
用自己少量的产品交换谷物，而这些产品，由于同它们所交换的谷物

比起来数量较少 ，所以具有高的交换价值。土地耕种者现在得到了

高的交换价值，而消费者得到了具有较低交换价值的许多谷物 ，因而
现在消费者是穷人 ，土地耕种者是富人。

其次，总和（交换价值的社会总和）越变为交换价值的总和 ，就越

丧失它作为交换价值的性质。A、B、C、D、E、F只有互相交换，才有

交换价值。~旦它们已经交换，它们对于它们的消费者 ，对于它们的
买者来说，就都是产品了。它、们经过转手，就不再是交换价值了。这
样一来，“由各个可交换价值构成的”社会财富也就消失了。商品A
的价值是相对的;这个价值是 A对B、C等等的交换比例。A + B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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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少的交换价值，因为它们的交换价值只不过是它们对C、D、E、F
的比例。而A、B、C、D、E、F的总和根本没有任何交换价值 ，因为这

个总和不表示任何比例。商品@总和不同别的商品交换。因此，由
各个交换价值构成的社会财富没有任何交换价值 ，因而也不是财富。
“由此可见，一国要靠国内贸易来致富是困难的，也许是不可能的。进行对

外贸易的各国人民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同上，第109页）

这是老重商主义。据说价值就在于，我得到的不是等价，而是多
于等价。可是加尼耳同时又认为根本没有等价，因为等价的前提是：

商品A的价值和商品B的价值，不是由A对B的比例或B对A的
比例决定，而是由~个第三者决定，在这个第三者身上，A和B是等

同的。如果没有等价，也就没有超过等价的余额。我用铁换得的金

比用金换得的铁少。现在我有较多的铁，我又用这些铁换得较少的
金。因而，如果说起初由于较少的金等于较多的铁,我得利了，那么，
现在因为较多的铁等于较少的金，我同样亏损了。
••任何劳动，不管其性质如何，只要它具有交换价值,就是生产财富的生产
劳动。”（同上，第119页〉“交换既不考虑产品的暈，也不考虑产品的物质性，也
不考虑产品的耐久性。”（同上，第121页）“所有的〈劳动〉从它们生产出它们本

身已经与之交换的总额这一点来说，同样都是生产的。”（第121 —122页）
o

o

o

o

o

o

o

o

O

起先，说这些劳动同样都是生产的 ，是从它们补偿支付它们的总

额，即支付它们的价格（它们工资的价值）这一点来说的。但是,加尼
耳马上又进一步。他宣称，非物质劳动生产出它本身与之交换的物

质产品，以致看起来像是物质劳动生产出非物质劳动的产品。
[VIII ~362]“一个是制造柜子的工人，用这个柜子换得1舍费耳谷物，另
一个是流浪音乐家，用他的劳动也换得1舍费耳谷物;这两个人的劳动没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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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区别。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生产出了 1舍费耳谷物，在~种情况下 ，生产出1
舍费耳谷物是为了支付柜子，在另一种情况下，生产出1舍费耳谷物是为丁支

付流浪音乐家提供的娱乐。诚然，木匠把1舍费耳谷物消费以后，留下一个柜
子，而音乐家把1舍费耳谷物消费以后，什么也没有留下。可是,有多少被认为
是生产劳动的劳动都是这样的情况啊！……判断一种劳动是生产的还是不

生产的，不能根据消费以后究竞留下什么，而应当卷f字學亨卷辱寧专亨呼呼
引起的生产。因为音乐家的劳动同木匠的劳动一
O

O

O

O

OOOOOOOOÛ

O

原因
1舍费耳谷物来说都同样是生产的，虽然
O O ，所以他们两人的劳动就生产出
OÛOOOOOO OOOO OOOOOOOOOOOOOOOO

一个人的劳动在干完以后不固定、不实现在某种耐久的对象上，而另一个人的

劳动则固定、实现在某种耐久的对象上。"（同上，第122—123页）
“亚•斯密想减少从事无用劳动的劳动者人数，以便增加从事有用劳动的

劳动者人数;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没有看到，如果这种愿望能够实现，那就不可
能有任何财富了，因为生产者将会缺乏消费者，而没有消费掉的剩余物也就不
会再生产出来。生产阶级把自己劳动的产品供给那些不创造物质产品的阶级

oooooooooooo

并不是无代价的。〈可见，在这里他自己还是把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和不生产
物质产品的劳动区分开来了。〉生产阶级把自己的产品供给他们，从他们那里换
得方便、娱乐、享受，而为了能够把自己的产品供给他们，生产阶级就不得不生
000000000000000

OOOOOOOOÛ

产这些产品。如果劳动的物质产品不用来支付那些不创造物质产品的劳动，那

O O O O O

它们就找不到消费者,它们的Ç字f就要停止。因此，生产舒适的劳动，华學那
种被认为是最生产的劳动一样°有°效°地参加生产。”（同上，第123—124页）° °
000000000

“他们〈各国人民〉所迫求的方便、娱乐或舒适，几乎总是跟在必须用来支付
oooooooo

它们的产品后面
O O O O O O O ，而不是走在这些产品前面
ooooooooooo 。”（同上，第125页）

（可见，它们看来与其说是“必须用来支付它们的”那些产品的原

因，不如说是那些产品的结果 。）
“如果丰f呼學fff为娱乐、奢侈或豪华眼务的劳动〈可见，在这里加尼
耳本人也作°了°这°样°的°区°分°〉，而又支付这种劳动 ，并把自己的需求削减相

应的数额，那么情况就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被迫支付就不会引起产

品是的增加。”（同上，第125页）“除了这种情况之外……任何劳动都必然是生
产的，并在不同程度上有效地有助于整个財富的形成和增长，因为任何劳动都

O O O o O

必然会引起用以支付它的那些产品的生产
oooooooooooooooooo 。”（同上，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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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按照这种说法/各种非生产劳动”所以是生产的，既不是

因为它们有所值，就是说，不是由于它们的交换价值；也不是因为它
们生产某种享乐，就是说，不是由于它们的使用价值；而是因为它们
生产生产劳动。〕

〔如果按照亚•斯密的说法,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是生产的，
那么，同劳动交换的资本，除了它的形式之外，它的物质组成部分也
应加以考虑。这个资本归结为必要的生存资料 ，因而大部分归结为

商品，归结为物质品。工人不得不从这种工资中支付给国家和教会
的东西，则是为支付那强加于他的服务而作的一种扣除;工人支出在

教育上的东西是微不足道的 ；凡是工人有这种支出的时候,这种支出

都是生产的，因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 ；工人在医生、律师、牧师的服
务上支出，算是他倒霉；要花费工人工资的其他非生产劳动或服务是

很少的，特别是因为工人会自己给自己提供消费费用 （做饭，打扫房
屋，甚至在大部分情况下从事各种修理工作）。〕
加尼耳的下面这段话是最典型的 ：
“如果交换使仆人的劳动具有1 000法郎的价值，而使土地耕种者或+T.#.

工人的劳动只具有500法郎的价值，那么由此就应该得出结论说，仆人的劳动
对于0亨丰$的贡献，比土地耕种者或工业工人的劳动大一倍；只要仆人的劳
动得螽产品报酬比土地耕种者或工业工人的劳动得到的大一倍 ，就不■>{

能是另外的情况。怎么能够说财富是来源于交换价值最少、因而得到的报酬磁

低的劳动呢！”（同上，第293 —294页）

[VIII —363]如果工业工人或农业工人的工资等于500法郎，
他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利润和地租）等于40%,那么这种工人的“纯
产品”就等于200法郎,必须有5个这种工人的劳动才能生产出仆人

的1 000法郎工资。如果交换先生一年中不愿购买仆人，而愿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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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法郎去购买一个姘妇,那就需要50个这种生产工人的“纯产品”
了。既然姘妇的非生产劳动给她带来的交换价值即报酬，比生产工

人的工资大19倍,那么,按照加尼耳的看法,这个女人对于“财富生

产”的贡献就大19倍，而且一国向仆人和姘妇支付的东西越多，它生
产的财富也就越多。加尼耳先生忘记了，只有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

的生产性，总之，只有生产工人创造的、但没有被支付过代价的那个
余额，才提供支付非生产劳动者的基金。但加尼耳是这样计算
的：1 000法郎工资加上它的以仆人或姘妇的劳动形式存在的等价，

—共是2 000法郎。而实际上，仆人和姘妇的价值 ，即他们的生产费

用，完全取决于生产工人的 “纯产品”。甚至仆人和姘妇作为特殊的
一类人存在本身，也取决于这种“纯产品”。他们的价格和他们的价

值之间极少共同之处。

即使假定，仆人的价值（生产费用）比生产工人的价值或生产费
用大一倍。那也应当看到，工人的生产率（像机器的生产率一样）和
他的价值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它们两者甚至是成反比的。机器所费

的价值，对于它的生产率始终是一个负数。
"有人徒劳地反驳说:如果仆人的劳动，也像土地耕种者的劳动和工业工人

的劳动一样，是生产的，那我们就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把一国的一般积蓄拿来养

活仆人，这样不但不会把这些积蓄浪费掉，而且还会不断地增加它们的价值。

这种反驳之所以看来好像是正确的，只不过因为它假设任何劳动的生产性都是
它参与物质品生产的结果，物质生产创造财富，生产和财富完全是等同的东西。

o

o

o

o o o o

oooooûoo

oooooooaooooo

他们忘记了，任何产品的生产都只是由于这些产品被消费，才成为财富，［因此，
0000000000000000000

O

O

O

O

O

这个家伙在下一页上说:“任何劳动宇；^财富，都同自己的由供求决定的交换价
值成比例〈这样一来，劳动丰财富，'不'是同它生产多少交换价值成比例，而是

同它本身的交换价值是多zü比例，也就是说，不是同它生产多少成比例，而是
同它值多少成比例〉，而且只有把劳动的价值使劳动有权从产品总额中取得的

那些产品节约下来不消费，劳动的价值才会有助于资本的积累。”〕并旦是交换

O O O O O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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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生产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有助于财富的形成。如果我们记庄：在任何国家,

oooooooo

各种劳动都直接或间接有助于整个生产；交换既然确定每种劳动的价值，也就

决定毎种劳动参加生产的份额；产品的消费实现着交换使它具有的价值；生产

o o o o O

同消费相比出现的剩余或不足，决定着各国人民富裕或贫穷的程度;—
—那么，
我们就会明白，孤立地看每种劳动，根据它参加物质生产的程度来衡量它的效
o

o

o

o

o

o

o

o

o

o

果性和生产性，而不考虑［VIII —364］这种劳动的消费，该是多么不彻底。只有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消费才使劳动具有价值
OOOOOOOOO O ，没有这种价值，财富就不能存在。”（同上，第294 —

295、［296］页）

这个家伙,一方面认为财富取决于生产超过消费的余额,另一方
面又认为只有消费才使劳动具有价值。而且，根据这种看法，一个消

费1 000法郎的仆人对于创造价值的贡献，比消费500法郎的农民
大一倍。

加尼耳一方面承认这些非生产劳动不直接参加物质财富的形
成，而斯密的主张也无非是这样；另一方面，他又力图证明，这些非生
产劳动，同他自己承认的不创造物质财富相反，是创造物质财富的 。

在所有这些反驳亚•斯密的人那里，我们一方面看到他们对物

质生产采取高傲态度，另一方面又看到他们力图证明非物质生产
—甚至根本不是生产，如像仆役的劳动—
—
—是物质生产。无论“纯
收入”的所有者把这种收入花在仆役身上，花在姘妇身上，还是花在

油炸馅饼上，那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但是认为为了不使产品的价值
去见鬼，余额就必须由仆人来消费，而不能由生产工人本人来消费，

这种想法是可笑的。马尔萨斯也主张非生产消费者存在的必要性
—旦余额掌握在“有闲者”手里，实际上也就有了这种必要性。
—

〔亚•斯密。价值及其组成部分。斯密违反他原来的正确观点
而发挥的错误看法（见前面）也表现在下面这段话里 ：
“地租成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但与利润和工资完全不同。利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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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的高低是锊物价格商低的原因，而地租的多少是这一价格的结果。”（〈国富
000000000

oooooooooooooo

论〉第1篇第2章PW〕

〔配第。应当把上面引证的配第的一段话同下面这段话对比一

下，在下面这段话里，地租表现为一般剩余价值,即表现为“纯产品”:
“假定一个人用自己的双手在一块土地上种植谷物，拼地、播种、把地、收

割、搬运、脱粒，总之，干了农业h所需要的一切，我认为，这个人从他的收成中
扣除自己的种子，并扣除自己食用的部分以及为换取衣眼和其他必需品而给别

人的部分之后.剩下的谷物就是当年真正的地租；而7年的^^聲，或者更确叻
地说，形成歉收和丰收循环周期的若千年的平均数，就是种°植°谷¥的这块土地
的通常的地租。但是，这里可能发生一个尽管是附带的、但需要进一步解决的
问题:这种谷物或这种地租值多少货币呢？我的回答是，值多少货币，要看另一
个把春花在下述活动的人手中剩 F多少货币：前往产银地区，在
那里羞‘,°把它提炼、铸成硬币.并把它运到第一个人播种和收获自己

谷物的地方来。第二个人扣除他的全部费用之后手中剰下的货币最，将同土地

耕种者手中剩下的那些谷物在价值上完全相等。”（〈赋税论〉第23［、24］页）1<«〕

加尼耳断言，他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一书（我不知道这本

书）中提出了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在他之后被李嘉图复制了 。105这个
理论就是:财富不取决于 “总产品”，而取决于“纯产品”，即取决于利

润和地租的高低。（这决不是加尼耳的发现;但他表述这一点的方式
确实有独特之处。）
剩余价值表现在（实际存在于）剩余产品中，即超过仅仅补偿产

品原有要素、因而加入产品生产费用的那部分产品（如果把不变资本
和可变资本合起来计算,这部分产品就等于预付在生产中的资本）之

上的剩余产品中。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剩余 ，而不是产品。工人

的必要劳动时间—
—以及产品中用来支付这个时间的等价物—
—只
有在提供剩余劳动的情况下，才是必要的。否则，这个时间对于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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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就是非生产的。

剩余价值等于剩余价值率乘以同时使用的工作日数或所使用

的工人人数n。因而，M = ^xn。这样，就有两种方法可以使这个
剩余价值增加或减少 。例如，mxn等于@xn，即2M。这里M增

V

V
7

加了[VIII -365]1倍，因为剩余价值率增加了 1倍，B就是&，而

V

V

这比$大1倍。另一方面，也同样等于而也是
可变资本V等于1个工作日的价格乘以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如果

雇用800工人，每个工人花费1镑，那么,V = 800镑，即1镑X800,

这里n=800o如果剩余价值是160,那么，剩余价值率=

=

但剩余价值本身是t^^ööx 800，即

如果劳动时间的长度已定，这个剩余价值就只有靠提高生产率
才能增加;如果生产率已定，这个剩余价值就只有靠延长劳动时间才

能增加。
但是，这里重要的是和2M = mx2n。如果工人

-YL

V

人数减少一半（不是2n而是n）,而工人每日提供的剩余劳动比以前

增加一倍，剩余价值（它的总额）就仍然不变。在这样的假设下，有两

个东西不变：第一，生产出来的产品总量不变；第二，剩余产品或“纯
产品”的总最不变。但发生变化的是：第一，可变资本或花在工资上
的那部分流动资本减少了一半。由原料构成的那部分不变资本也不

变，因为虽然所使用的工人人数比以前少丁〜半，但他们加工的原料

数量照旧。相反，由固定资本构成的那部分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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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原来花在工资上的资本为300镑（1个工人1镑），那么现
在是150镑。原来花在原料上的资本是310镑,现在仍然是310镑。

假定机器的价值比资本的其余部分大3倍，那么现在，它就
是1 600镑。106这样，如果机器在10年内磨损完，那么，每年加入到

产品中的机器就等于160镑。假定原来每年花在生产工具上的资本
等于40镑，即只是现在的
在这种条件下，得出如下的计算：
旧资本

新资本

40

160

310

310

.............................
姗.............................

300

150

650

620

剩余价值...............................

150,即 50%
23丄％
13 %
800

150,即 100%
24吾％

姗.............................
驟.............................

利润率.................................
全部产品...............................

770

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率提高了，因为总资本减少了 ：花在工资上

的资本减少了 150,而固定资本价值额只增加了 120,即总共比原来

少花了 30镑。
如果把剩下的30镑也按照同样的方式花掉，即把这个数额的
^或^花在原料上,If花在机器上，If花在工资上，那就得出：

机器............................................

7镑14先令6便士

原料............................................

15镑

工资............................................

7镑5先令6便士

剩余价值........................................

7镑5先令6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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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合计起来是:
新资本：
机器...................................

167镑14先令6便士

原料...................................

325镑

工资...................................

157镑5先令6便士

剩余价值...............................

157镑5先令6便士

利润率.................................

24^-%

所花费的资本总额是650镑，和以前一样。全部产品是807镑

5先令6便士。
产品的总价值增加了，所花费的资本总价值仍然不变;这里，不
仅全部产品的价值增加了，而且全部产品的数量也增加了 ，因为比原

来多15镑的原料转化成了产品。

［VIII —366］在加尼耳的书中我们读到：
"当一国没有机器的帮助，它的劳动只靠手的力爨进行时，劳动阶级几乎把
自己的全部产品都消费掉。随着工业取得成就，随着工业由于分工、工人熟练

和机器的发明而日臻完善，生产费用就减少，换句话说，只需要较少的工人就获
得较多的产品。”（同上［（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1821年第2版］，第1卷第

211 —212 页）

这就是说,随着工业的生产能力越来越大，用于工资的生产费用

就减少。同产品相比，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就减少;因而在该产品中他

们吃掉的部分就更小。

如果没有机器，1个工人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需要 10小时，而
有了机器只需要6小时;那么，在前一种场合，他（在工作日为12小

时的情况下）为自己劳动10小时，为资本家劳动2小时，资本家从

12小时劳动的全部产品中获得在前一种场合，10个工人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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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人生产产品（等于100小时），为资本家劳动20小时。资本家从
价值120中获得■，即20。在后一种场合，5个工人为5个工人生产
产品（等于30小时），为资本家劳动30小时。现在资本家从60小时

中获得30小时即+ ,比以前多2倍。总剩余价值也增加了，从20增
加到30,即增加60日（我在其中占有所提供的剩余价值 ，比

120日（我在其中占有j）所提供的剩余价值多
其次，资本家获得的总产品的一半，在数量上也比他以前获得
的多了。因为现在6小时提供的产品同以前10小时提供的一样多；

就是说，1小时提供［以前的］$或1去=1尋。因此.现在30
剩余小时所体现的产品量，就是［以前］30 （1 + ^-） = 30 +

=

50小时所体现的产品景。6小时提供的产品同以前10小时提供的
一样多；因此，30 （或5X6）小时提供的产品，同以前5X10小

时提供的一样多。

因此，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增加了，他的剩余产品（如果他自己
消费他的剩余产品，或者说就他以实物形式消费的这些剩余产品来

说）也增加了。即使总产品量不增加，剩余价值也可能增加 。因为

剩余价值的增加意味着：工人能在比以前少的时间内 ，生产自己的
生活资料；因此，工人所消费的商品的价值就减少 ，就代表较少的
劳动时间；这样，一定的价值，例如等于6小时，就代表比以前多
的使用价值。工人得到的产品量同以前一样 ，但这个量是总产品的

较小部分，这个量的价值则表现工作日产品的较小部分。在其产品
既不直接加入也不间接加入工人消费资料生产的那些生产部门 ，由

于它们生产率的增减不会改变必要劳动同剩余劳动的比率 ，生产力

的任何增长都不能产生这样的结果，—
—尽管如此，反过来说，对
这些生产部门而言，结果也会是一样的，不过这种结果不是由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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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本身的生产率的变化引起 。它们产品的相对价值的提髙(如果它们

的生产率保持不变)同别的商品的相对价值的降低恰成同一比例 ；因

此，这些产品的相应的较小部分 ，或者说，物化在这些产品中的、工人

所花费的劳动时间的较小部分,就会给工人提供同以前一样多的生
活资料。就是说，在这些劳动部门中剩余价值也会完全像在其他部

门中一样提高。

但5个被解雇的工人将怎样呢？人们会说，有一笔资本也游离
出来了。这就是原先用来支付那5个被解雇工人的资本。这些工人

以前每人劳动12小时，得到10小时，也就是总计得到 50小时。用
这笔资本以前能够支付 5个工人，而现在工资降低到6小时，就可以
支付营即8 •个工作日。这样看来，用游离出来的50劳动小时的资

本，现在能够雇用的工人人数，多于被解雇的工人人数 。
但是，并不是全部50劳动小时的资本都游离出来。因为，即使

假定材料也是按它现在在同一劳动时间内多加工多少而便宜多少 ，

就是说，即使假定这个生产部门的生产力有了同样的增长，毕竟还要
留下一笔费用来购买新机器。假定新机器正好值 50劳动小时；那

么,生产新机器所能使用的人数，决不会同被解雇的人数一样多 。这

50劳动小时原来是完全花在工资上的 ，是用来雇5个工人的。而在
等于50劳动小时的机器价值中，则包括利润和工资，包括有酬劳动

时间和无酬劳动时间。此外，机器的价值中还包括不变资本。而且，
被雇来制造机器的那些工人按人数比被解雇的工人少，他们也并不

就是那些被解雇的［VIII _367］工人。机器制造业对工人的需求的
增加，最多只能影响到后来一批工人的分配,即让刚开始劳动的那一

代工人比上一代工人更大量地进到这个部门中来 。这对被解雇的工
人不会发生影响。除此之外,对机器制造工人的年需求的增加，也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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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和投在机器上的新资本相等。例如，机器可以使用10年。这就

是说，由机器造成的经常需求，每年只等于机器中包含的工资的

除这&之外，还要加上10年内的修理劳动和每天消费的煤炭 、油、
各种辅助材料;这一切加在一起 ，也许又占

〔如果游离出来的资本等于60小时，那么，这60小时现在就代
表10小时剩余劳动和仅仅50小时的必要劳动。因此，这60小时以
前都花在工资上，用来雇6个工人，而现在就只雇5个工人了。〕

〔在某一单个生产部门，由于采用机器等等使生产力增长从而引
起劳动和资本的转移，总是在以后才能发生 。这就是说，増加的人
数，即新涌现的一批工人，将以另外的方式分配;这批人也许是被抛

上街头的工人的子女，但不是他们自己。他们自己将长时期靠旧职

业糊口.在最不利的条件下干活,因为他们的必要劳动时间大于社会
必要劳动时间;他们或者成为赤贫者，或者在使用比较低级劳动的部

门中找到工作。〕

〔赤贫者也像资本家（食利者）一样，靠国家的收入过活，不加入
产品的生产费用。因此，照加尼耳先生看来，这种人和监狱中养活的

犯人完全一样，是“可交换价值”的代表。有很大一部分“非生产劳动
者”—
—领干薪的挂名官员等等 ，不过是髙贵的赤贫者。〕
［假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 ，以前是I人口直接参加物质生产，
现在只要+人口参加就行了。以前是I■人口为I■人口提供生活资
料;现在是+人口为寻人口提供生活资料。以前“纯收入”（和劳动者

Ö

«J

ö

Q

的收入不同）是现在是f。现在国民—
—撇开［阶级］对立不谈

—-需要用在直接生产上的时间是 +，而不再是以前的I。如果平

均分配，所有的I•人口就都会有更多的非生产劳动时间和余暇。但
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 一切看来都是对抗的，而事实上也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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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我们的假定并不意味着人U始终是停滞的。因为I在增长，f
也会增长，所以按照数量来说，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数可能不断增加 。

但是相对地，按照同总人口的比例来说 ，他们还是比以前少 50%。

现在I的人口中一部分是利润和地租的所有者，一部分是非生产劳
动者（由于竞争，非生产劳动者的报酬也差了 ），这些非生产劳动者帮

助前者把收入吃掉，并且把脤务作为等价提供给前者或者 （例如政治

的非生产劳动者）强加给前者。我们可以设想：除了家仆、士兵、水
手、警察、下级官吏等等，姘妇、马夫、小丑和丑角之外，这些非生产劳

动者与以前的非生产劳动者 相比，一般会有更高的教育程度；并且，

特别是报酬菲薄的艺术家、音乐家、律师、医生、学者、教师、发明家等
等的人数将会增加。

而在生产阶级本身，商业中介人的人数会增加，特别是在机器制

造业、铁路修建业、采矿工业中就业的人数会增加;其次，在农业中从
事畜牧业，制造化肥、矿肥等等的工人人数会增加。再其次，生产工
业原料的土地耕种者同生产食物的土地耕种者相比会增加 ；为家畜

生产饲料的人数同为人生产粮食的人数相比会增加。不变资本不断

増加，从事不变资本再生产的总劳动的相对量也就不断増加 。直接
生产生活资料的那部分工人，虽然人数减少了，可是现在生产出来

[VIII —368]的产品比以前多。他们的劳动的生产能力更大了。在
个别资本中，同资本不变部分相比资本可变部分的减少，直接表现为

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的减少，同样，从资本的总量来说,—
—在
资本再生产时,—
—可变资本所占份额的减少，必定表现为所使用的
工人总数中从事生产资料的再生产，也就是说，从事机器设备（包括
交通运输工具，以及建筑物）、辅助材料（煤炭、煤气、油、传动皮带等）

和充当工业品原料的植物的再生产的人数，相对地要比从事产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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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再生产的人数多。农业工人的人数同工业工人的人数相比会减
少。最后，从事奢侈品生产的工人人数会增加，因为收入已经提高,
现在会消费更多的奢侈品。］

〔可变资本转化为收入：第一，转化为工资；第二，转化为利润。

因此，如果把资本同收入对立起来理解，不变资本就表现为本来意义

上的资本，表现为总产品中属于生产并加入生产费用，而不被任何个
人消费的部分（役畜例外）。尽管这一部分可以完全是从利润和工资
产生的。归根到底，这一部分决不可能只从这个源泉产生;它是劳动
的产品，但它是这样一种劳动的产品 ，这种劳动把生产工具本身当作

收入，就像野蛮人把弓当作收入一样。但是，产品的这一部分一经转
化为不变资本，就不再归结为工资和利润，虽然它的再生产也会提供
工资和利润。产品中有一定份额属于这一部分。任何后来的产品都

是这种过去劳动和现在劳动的产品。现在劳动只有把总产品的某一
部分归还给生产，才能继续下去。它必须以实物形式补偿不变资本。

如果劳动的生产能力变大了，那么它所补偿的是产品，而不是产品的
价值，因为产品的价值已因此减少。如果劳动的生产能力变小了，那

么产品的价值就会提高。在前一种情况下，总产品中需要用来补偿

过去劳动的那个相应部分就减少，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个部分就增
加。在前一种情况下，活劳动的生产能力变大了 ，在后一种情况下，

活劳动的生产能力变小了。〕
〔原料的改进，也是使不变资本费用降低的一个条件 。例如，在同
—时间内,用好棉纺纱和用次棉纺纱 ，纺出的数量就不可能一样，更不

用说飞花等等的相对量了 。种子等等的质量也具有同样的意义。〕

〔联合化的例子，即工厂主自己把他原先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生
产出来，或者他自己使原先作为不变资本从他的生产领域转到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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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领域去的那些原产品具有进一步的形式（前面已经指出①，这一

切始终只归结为利润的积聚）。前者的例子是纺和织的联合 。后者
的例子是伯明翰市郊的矿主 ，他们自己承担生产铁的全部过程,而在

以前这是由不同的企业主和所有者分别承担的。〕

加尼耳接着说：
“当分工还没有在一切部门中实行时，当构成劳动的、有手艺的人口的一切
阶级还没有达到充分发展时.某些工业部门中机器的发明和应用，只会使那些

被机器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工人流向能够利用它们的其他劳动部门。但是十分
明显，当一切劳动部门都拥有它们所必需的资本和工人时，能够缩短劳动的任

何进一步的改良，任何新的机器，都必定会使劳动人11减少；而因为劳动人口的
减少决不会使生产缩减，所以在此之后,社会仍然拥有的那部分产品，就会或者

使资本的利润增加，或者使地租增加；因此，采用机器所造成的自然的和必然的
结果，就是靠总产品过活的那些雇佣阶级人数减少，靠纯产品过活的那些阶级
人数增加。"（同上，第212页）

[VIII _369]“由工业进步必然引起的一国人口成分的变化，是现代各国人
O0OOOO
O O O Q o o o

民繁荣、强大和文明的真正原因。社会下层阶级的人数越减少，社会就越不必
为这些不幸阶级的贫困、无知、轻信和迷信所不断造成的危险担心；上层阶级的

人数越多，国家所能支配的臣民的人数也就越多，国家也就越强盛，开化、理智
和文明也就越能遍及整个人口。”（同上，第213页）

〔萨伊以下述方式把产品的总价值归结为收入。萨伊在他给李

嘉图的〈原理〉（康斯坦西奥的法译本）第二十六章所加的一个注释中
这样说：
“私人的纯收入，是由他参加生产的那个的价值 ……减去他的费用构
成的。但因为他的全部费用是他支付给另一4乂的收入的各个部分，所以产品
O

O

o

o

O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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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价值是用来支付各项收入的。一国的总收入是由一国的总产品构成的，也

oooooooooooooo

①见本卷第125 _126页。还可参看本卷第191 _197页。—
—编者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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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由各个生产者之间分配的一国全部产品的总价值构成的。”1®7［第216页］

后面这个论点如果这样表述就对了 ：一国的总收入是由一国的
总产品中作为收入在各个生产者之间分配的那一部分构成的，也就

是由作为收入在各个生产者之间分配的那全部产品的总价值构成
的，换句话说，它等于扣除了全部产品中补偿每个生产部门的生产资

料的那一部分之外的总产品。但是,如果这样表述,萨伊的论点也就
自己把自己推翻了。

萨伊接着说：
"这个价值经过一系列的交换行为之后，可能在它产生的一年内就被完全
消费掉，但它仍然是一国的收入，就像一个私人拥有年收入2万法郎，即使他每
年把这些收入全部吃掉,他也仍然拥有2万法郎的年收入一样。他的收入不是

单单由他的节约构成的。”

他的收入从来不由他的节约构成，虽然这种节约始终由他的收
入构成。为了证明一个国家在一年内既可以吃掉自己的资本 ，又可

以吃掉自己的收入，萨伊就拿一个国家和一个不动用自己的资本而
在一年内只消费自己收入的私人作比较。如果这个私人在一年内既
吃掉自己的资本20万法郎，又吃掉自己的收入2万法郎，那么，下一

年他就没有什么东西可吃了。如果一国的全部资本，从而一国产品
的全部总价值，都分解为各项收入，那么萨伊就对了。私人吃掉自己

的2万法郎收入。他所没有吃掉的他的20万法郎资本，由其他私人
的收入构成，其中每人都吃掉自己的部分，结果到年终这全部资本就

会被吃光。但是，难道这个资本不会在它被消费的同时再生产出来 ，

这样不是就得到补偿了吗？但是，这个私人所以每年能够再生产出
自己的2万法郎收入，正是因为他不吃掉自己的20万法郎资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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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其他私人已经把这笔资本吃掉了。这样，他们也就没有资本来再
生产收入了。〕
加尼耳说:“只有纯产品和消费纯产品的人，才构成它的〈国家的〉财富和力

o O O

量，对它的繁荣、荣誉和强大做出贡献。”（同上，第218贞）

接着，加尼耳引证萨伊给李嘉图〈原理〉（康斯坦西奥的译本）第
二十六章所加的注释。李嘉图在这里说，如果一国有1 200万居民，
那么，500万生产工人为1 200万人劳动，比700万生产工人

为1 200万人劳动，对一国的财富更为有利。在前一种情况下，“纯
产品”由700万非生产人口赖以生活的剩余产品构成 ，在后一种情况
下，“纯产品”由500万人赖以生活的剩余产品构成。关于这一点，萨
伊指出：
"这使我们清楚地想起18世纪经济学家2«的学说，他们汄为，制造业对于
国家的财富毫无贡献.因为亨f呼學生产多少价值，就消费［VIII—MO］多少价
值，不会为他们的〈经济学家基的纯产品增添任何东西。"［第219页］

关于这一点，加尼耳指出（第219 -220页）:
“经济学家认为，工业阶级生产多少价值就消费多少价值，李嘉图先生认
为，工人的工资不能计算在国家的收人中，很难发现经济学家的看法和李嘉图

的理论之间的联系。”

加尼耳在这里也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经济学家的错误在于,

他们把工业劳动者只看做“雇佣阶级”。这是他们和李嘉图不同之

处。其次，他们的错误是,认为“雇佣阶级”所生产的只是他们所消费
的。和他们相反，李嘉图清楚地知道，正确的看法是:“纯产品”正是

由雇佣工人生产的，而雇佣工人所以会生产纯产品 ，恰恰是因为他们
的消费（即他们的工资）不是和他们的劳动时间相等，而是和他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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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自己的工资所花的劳动时间相等•，换句话说，因为他们从自己的
产品中得到的，只是和他们的必要消费相等的部分，即从他们自己的
产品中得到的，只是他们本身的必要消费的等价。经济学家认为，整

个工业阶级（业主和工人）都处于这种情况。在他们看来，只有地租
才是产品超过工资的余额 。因此他们认为，地租是惟一的财富，而

李嘉图说，利润和地租构成这个余额，因而也构成惟一的财富，因此，
他尽管同重农学派有分歧，但仍焚同他们的这种见解：只有“纯产
品”，即体现剩余价值的那个产品，才构成一国的财富（虽然李嘉图比

重农学派更清楚地理解这种剩余价值的性质 ）。而且他还认为，只有

作为超过工资的余额的那部分收入才是财富。他和经济学家不同之

处，不是对“纯产品”的解释，而是对工资的解释，经济学家错误地把
利润也归入工资的范畴 。

萨伊接着反驳李嘉图说：
“700万完全就业的工人比500万人会有更大的节约。”

针对这一点，加尼耳正确地指出：
“这就是认为，从工资中节约比通过停止支付工资来节约更可取……说什
O

O

O

O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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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给不生产任何纯产品的工人支付4亿法郎工资，只是为了使他们得到从自己
的工资中节约的机会和手段，这真是太荒谬了。”（同上，第221页）
“随着文明的每一进步，劳动变得比较不繁重，而它的生产能力变人了；注

定要从事生产和消费的各阶级的人数在减少，而管理劳动，安抚（！）、宽慰（！）和

开导全体居民的各阶级的人数在增加，而且越来越多，他们占有因劳动费用减
O

O

O

O

O

O

0000000000

少、产品丰富和消费品价格低廉而产生的全部利益。人类沿着这个方向正在升
o

o

o

o

o o o o

……市民社会会变得更幸福、更强大等等。”（同上，第224页）“如果••-…
éiî人人数是700万，那么他们的工资就是14亿法郎•，但如果这14亿法郎
……不能比S00万工人得到的10亿法郎提供更多的纯产品，那么真正的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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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于停止向那些不提供任何纯产品的200万工人支付4亿法郎工资,而决不
OOOOOOOOOOOO

0000000000000000000

在于这200万工人能够从自己的4亿法郎工资中节约。”（同上，第221页〉

李嘉图在第•二十六章中指出：
"亚当•斯密经常夸大一个国家从大量总收入中得到的利益，而不是从大
<3

0

O

O

量纯收入中得到的利益……如果一个国家无论使用多少劳动竜，它的收入和

利润加在一起始终是那么多，那么，使用大量生产劳动对于该国又有什么好处
呢？……一个国家无论是使用500万还是700万生产工人［VIII — 371］来生
产其余500万人赖以生活的纯收入……纯收入仍然是500万人的食物和衣着。

使用更多的人既不能使我们的陆海军增加一名士兵，也不能使賦税多收一个基
尼。”（同上，第215页）108

这使我们想起了古代德意志人，他们轮换着由一部分居民去打
仗，另一部分居民种地。种地所必需的人越少，能够去打仗的人就越

多。如果以前种地需要 500人，现在需要1 000人，那么，人口即使
增加+，例如从1 000人增加到1 500人，对这些古代德意志人也毫

无好处。他们所能拥有的军队人数仍然只有500人。相反，如果他

们的劳动生产力增长了，耕地只需要250人就够了，那么，
在1 000人中就有750人可以去打仗，而在相反的情况下，1 500人

中只有500人可以去打仗。

这里首先应当指出，李嘉图所说的“纯收入”或“纯产品”，并不是
指总产品中超过必须作为生产资料 （原料或工具）归还给生产的那一

部分的余额。相反,他赞同把总产品归结为总收入的这种错误见解 。
他所说的“纯产品”或“纯收入”，是指剩余价值，指总收入中超过由工

资即由工人收入构成的那一部分的余额。而这种工人收入等于可变

资本，等于流动资本中由工人不断消费和不断再生产出来的那~部
分，即工人的产品中由工人本身消费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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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李嘉图并不认为资本家是完全无用的人，就是说，既然他把

资本家本人也看做生产当事人，因而把他们的一部分利润归结为工
资，那么，他必定把他们的一部分收入从“纯收入”中扣除,并且宣布，

所有这些人，只有当他们的工资在他们的利润中构成尽量小的部分
时，才会促进财富的增加 。但无论如何，这些人作为生产当事人，他
们的时间至少有一部分是生产本身不可分割的部分。在他们的时间

是生产本身不可分割的部分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被用于社会或国
家的其他目的。惟们除了从事生产领导者的业务以外剩下的自由时
间越多，他们的利润就越不取决于他们的工资。和他们相反，那些只

靠利息过活的资本家，还有那些靠地租过活的人，却完全可能被用于
社会和国家的目的，而且他们的收入除了用来再生产他们贵体的那
一部分之外，任何一部分也不加入生产费用。这样看来，为了国家的

利益，李嘉图似乎应该也希望靠减少利润来增加地租 （纯粹的“纯收
入”）了；但李嘉图的观点决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这有害于资
本的积累，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因为这是靠损害生产劳动者
的利益来增加非生产劳动者群众。

李嘉图完全赞同斯密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下面这种区
分,即生产劳动直接同资本交换，而［非生产劳动］直接同收入交换。
但李嘉图已经没有斯密那种对生产工人的温情和幻想了。成为生产

工人，这是一种不幸。生产工人是生产他人的财富的工人。只有在
他充当生产他人财富的生产工具时，他的生存才有意义。因此,如果

同量的他人财富能够由较少的生产工人创造出来 ，’那么把这些生产

工人解雇，是完全恰当的。你们，不是为了你们自己。109不过，李嘉
图对这种解雇的理解，井不像加尼耳那样;他并不认为单是解雇这些

工人就可以增加收入，就可以把以前当作可变资本（即以工资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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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消费的东西当作收人来消费。随着生产工人人数的减少，这些被

排挤的工人本身所消费的和本身所生产的产品量也会消失，这些工

人的等价也会消失。李嘉图并不像加尼耳那样认为仍然会有同量的

产品生产出来。不过“纯产品”的量会依然不变。如果工人消费

200,他们所生产的剩余产品是100,那么总产品就是300,而剩余产
品等于总产品的+ ，等于100。如果工人消费100,他们所生产的剩
余产品照旧等于100,那么总产品就是200,而剩余产品就等于总产

品的等于100。这样，总产品就会减少即 100个工人所消费
的产品，而“纯［VIII ~372］产品”仍然不变，因为等于因
此，李嘉图对于总产品的量是漠不关心的，只要总产品中构成“纯产
品”的那部分保持不变或者增加了，至少不减少就行。

他这样说：
“对于一个拥有2万镑资本，每年获得利润2 000镑的人来说，只要他的产
品①在任何情况F不低于2 000镑，不管他的资本是雇100个工人还是雇1 000

个工人，不管他的产品是卖1万镑还是卖2万镑，都是~样的。一个国家的实

际利益不也是这样吗？”［第214页j

这段话原文是这样的（第3版第416页）：
“对于一个拥有2万镑资本，每年获得利润2 000镑的人来说，只要他的利

润不低于2 000镑，不管他的资本是雇100个工人还是雇1 000个工人，不行生
产的商品是卖1万镑还是卖2万镑,都是一样的。一个国家的实际利益不也是
这样吗？ ”110

首先U1,如果资本等于2万镑，年销售的产品也等于2万

镑，—
—不管资本雇100个工人还是1 000个工人，—
—那么就看不
①李嘉图的原文是 “利润”。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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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2 000镑年利润是从哪里产生的，因为这个利润等于总产品价值
超过预付资本价值的余额，而2万超过2万的余额等于零。因此，我

们必须改变前提，为了让预付2万镑的人得到2 000镑年利润，必须
假定他出售年产品得到22 000镑。

其次，如果谈到第二个假设，即资本等于2万镑，年销售的商品
等于1万镑，而利润仍然是2 000镑，那么，这种情况只有在1万镑商

品代表以下四个部分时才是可能的。这四个部分是：（1）消费掉的机

器，（2）消费掉的原材料，（3）工资，（4）占那笔预付资本总额10%的
利润（因而10%不只是以预付工资为基数）。在这一场合，我们不能

再像在前一种场合中那样假定，预付资本的量与在生产中消费掉的

资本的景是相同的量。因为1万镑商品构成年总产品，所以很清楚,

1万镑或资本的一半是固定资本，它虽然进入劳动过程，但不进入价
值增殖过程。但是，这1万镑不能构成全部预付的固定资本 ，因为固

定资本的-部分，例如作为折旧进入产品，或者说，固定资本的
再生产时间等于12年。为了得到整数，我假定再生产时间等于11

年。这样，全部预付的固定资本等于11 000镑，其中&等于1 000
镑，进入商品。因此，1力镑的商品中有1 000是固定资本的折

旧，9 000是原料和新加劳动（丁.资和利润）。假定这9 000中有2 000
是利润。这样，剩下的7 000是原料和工资。假定这7 000中5 000

是原料，2 0（）0是工资。在这种情况下，追加劳动总额等于 4 000镑,

而因为要雇用100个工人劳动，他们提供100 %的剩余价值，所以这
些工人每人得到20镑（20镑X 100 = 2 000）。每个工人为自己劳动

6小时，为资本家劳动6小时。这样，资本中与追加劳动相等的部分
就是100个工作日（每个工作日代表一年的量 ），其中一半是有酬劳

动，另一半是无酬劳动。现在可以计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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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本 固定资本 固定资本折旧

20 000 镑 11 000

1 000 镑

原料

工资

剩余价值 总产品

利润

5 000 镑 2 000 镑 2 000 镑 10 000 镑 2 000
100个
工作日

或

10%

假定1个工作0等于40镑（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 ），总产

品（10 000）由250个工作日构成。（其中100是新加劳动。）
李嘉图停留在第一个例子上，他在这里对我们说,产品等于2万
镑，也就是等于500个工作日。其次，我们知道，资本家雇用1 000

个人，而不是雇用100个人，因此多9倍。现在的情况就会是这样 ：
假定一个人的工资等于 20镑，工资就是2万镑。这样工资就会耗尽

全部资本，没有分文用于原料和固定资本。因此不能这样开玩笑！

[VIII —373]主要的困难在于李嘉图只给出丁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

2

数值，没有给出在这两种场合下所生产的相应的总产品 。一个入按 万

镑售卖他的产品，另一个人按1万镑售卖他的产品。但是，如果这个例

子要成为普遍的情况，那么，按照价值规律，一种场合下的产品所包含的

劳动时间就要比另一种场合下的产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多1倍;也就是

说,2万镑中包含的工作日比1万镑中包含的工作日多 1倍。但是，现在

一种场合使用的工人比另一种场合使用的工人多9倍。一种场合的可
变资本比另一种场合的可变资本大9倍。2万镑总产品包含的活劳动时
间比1万镑总产品包含的活劳动时间多9倍。如果第一笔资本所包含
的不变资本（过去的工作日）按它所包含的活劳动增加的同一比例增加，
那么不变资本就不是增大 1倍，而是增大9倍。

例解中的前提条件不能自相矛盾。因此表述这些前提条件时必
须使它们成为现实的前提条件，现实的假设，而不是把荒诞无稽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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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当作前提条件,不是假设的非现实性和不可能性 。

P1 =2万镑= 21^ = 1万镑。P1包含1 000天活动时间加上一定
数量的过去劳动时间。P2包含100天活劳动时间加上一定数量的

过去劳动时间。
李嘉图提出来的整个例子是自相矛盾的，是荒诞的和不可能的 。

（如果我们像在一般的例子中所必不可少的那样假定,两个人中没有
一个人高于价值售卖自己的商品，也就是说，按2万镑售卖的产品所

包含的劳动时间正好比按1万镑售卖的产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多1
倍。如果我们假定资本II按它的预付资本计算利润，而不管它的产
品的价值，那么我们就失去了立足点。）

[VIII 一374]按照李嘉图的一个假定，100个工人生产2 000镑
剩余价值。假定整个工作日（12小时）等于20镑，那么这100个工

人的全部劳动的价值就全只等于 2 000镑。但是，因为从这个价值

中要扣除工人的工资—
—剩余价值只由工作日的无酬部分构
成， —
—所以，如果要做到使剩余价值仅仅等于2 000镑,1个工作闩
的价值就必须高于20镑。假定它为30镑。甚至假定这样的神话，

即1年的工资只等于10镑，总劳动时间的在这种场合，100个
工作日的价值=30 X 100 =3 000,工资的价值=10 X 100 =1 000,

而剩余价值（无酬劳动的价值）=2 000。
在另一个场合，李嘉图假定1 000个工人。假定总工作日的价

值像在第一个例子中那样等于 30镑,那么仅仅这1 000个工人的对

象化劳动就等于3万镑。但是李嘉图现在假定，总产品的价值只等

于2万镑。因而他的说明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荒唐的。要使第二种情
况成为可能，总工作日的价值必须髙于20镑。但是,如果它髙出20

镑哪怕是1生丁，那么1 000个工人的产品—
—撇开它所包含的不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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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资本—
—也不可能等于2万镑,而必然要更多。

这样，我们或者必须提髙资本的价值（这是行不通的，因为说明

的基础是，在这两个场合所使用的资本具有相等的价值，也就是2万

镑），或者必须改变工人的数量。必须采取后一个办法。（或者，也许

我们必须增加第II种情况下的资本。）例如，资本I不是使用1 000

个工人，而是使用500个工人。500个工人的价值每人按30镑计
算,工作日就等于15 000。但是，在这种情况下，2 000剩余价值就只
等于15 000的為或13 +%。或者，如果说工资等于11 000,

15
3
2
9
2 000剩余价值与它之比就等于^，或18 ^ %。
或者我们假定资本I雇用400个工人，以便得出整数和整比例。
这样，1个工作日等于30镑，400个工作日=400 X 30 = 12 000镑。

其中剩余价值等于2 000镑。因此工资等于1万。现在剩余价值占

工资的I或全部工作日的I;工资占全部工作日的音 。前面的剩余
价值比工资大1倍，或者说是全部工作日或全部产品的I,而工资则
是全部工作日的工资是全部工作日的音 ，剩余价值则是全部工
作日的4。在这里，由工人的生产率不同引起的工资的差别是任意
假定的，因为，如果不这样假定，剩余价值在一种场合就是1 000镑，

而不是2 000,在另一种场合就是多3倍工人的工资1万镑，同样不

是2 000。在这里假定，工人是用自己的产品支付的。

II的工人在4小时内加工的原料与另一个工人在10小时内加
工的原料一样多（一个工人在•^或I■工作日内加工的原料与另一个
工人在I工作日内加工的原料一样多）。因此，一个工人在2小时

（或吾日）所加工的与另一个工人在 5小时（^）所加工的一样多 。

一个工人在1小时内加工的与另一个工人在2 &小时内加工的一样

多。如果假定II的工人在4小时内加工1磅棉花,那么，他在1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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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内加工j磅棉花，在12小时内就加工磅棉花，即3磅棉花。
其次，如果I的工人在10小时内加工1磅棉花，那么，他在1
小时内就加工吾磅 ，在I2小时内就加工Ü磅或1卷=1 j磅。II

的1个工人在1个工作日内提供3磅，而II的100个工作日提供

300 磅。
I的1个工人在1个工作日内提供1 +磅，而400个工人提供
（400+ f 磅）= 480 磅。

1个工人（I）在1个工作日内加工的原料与另一个工人（II）在1
个工作日内加工的原料之比等于1:2 |。但是，在I中是4个工作
曰，在II中是1个工作日。II的100个工人生产300磅，I的100个
工人只生产120磅。120:300 = 1:2 +。但是，虽然相对于劳动时间

来说,1的产品与II相比为1:2 I,但是总量却更大，因为I雇用的
工人比II多3倍。因此我们必须区分这两类情况中的产品比例（1

个工作日的产品比例）和绝对量（即由1个工作日的产品乘以工作日
数或所使用的工人人数所决定的产品量）。I与II的产品比例等于

1:2但是，因为I的工作日比II多3倍，［VIII—375］或者说I
使用的工人比II多3倍,所以绝对量的比例等于 4:2 |，或者等于

f

等于8:5。因此，I和II用于原料的资本（在两种场合原料相

同，价值相同）之比必然=8:5。如果I加工7 000镑的原料，那么II
就是加工4 375镑。现在，I就要支出1万镑工资,7 000镑原料;2万
镑资本就只剩下3 000。但是，因为李嘉图假定，他售卖得到2万
镑，所以他在生产中消耗的资本不应大于18 000镑，否则他就1法
寻也赚不到了。他的产品等于他的生产费用 。或者，他的产品应该

等于22 000。但是，李嘉图明确说，产品等于2万镑。因此，必然

是2 000镑固定资本进入劳动过程,但不进入价值增殖过程，全部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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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资本3 000中必然是+ = 1 000镑进入价值增殖过程 。
现在我们得出第I种情况的计算如下：
资本 固定资本 原料 工资 剰余价值 消费掉的资本 产品

20 000 镑 3 000 镑 7 000 镑 10 000 镑 2 000 镑

18 000 镑

利润

20 000 镑 2 000 镑

2 000 没
有消费掉

10%

1 000 镑
被消费掉

我们假定原料是棉花 ，1磅棉花加工成1磅棉纱；1磅棉花值6

便士,那么，2磅值1先令，40磅值1镑，28万磅值7 000镑。因此产

品就是28万磅棉纱，这些棉纱值2万镑。在这种情况下，1磅棉纱
就值1 I先令。因为原料等于6便士，所以产品等于11 +便士多，

在原料价值上将近追加了 12便士或者说200%。

!

现在我们来谈第II种情况。工资等于1 000镑,原料等于4 375
镑，共计=5 375镑。商品按1万镑售卖，其中2 000为剩余价值；这

就是说，8 000镑的棉纱(8 000 - 5 375)中还有2 625。因而，还剩

下2 625镑是1万镑所包含的固定资本的折旧。其次，因为李嘉图
假定，预付资本等于2万；所以固定资本是12 625镑，其中1万镑进

入劳动过程，但是不进入价值增殖过程，而2 625则作为折旧进入产
品。因此，假定的机器贵得可怕，因为将近+进入折旧，也就是必须

在大约4年内再生产出来。在所有这些令人不快的情况下，我们得
出如下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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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本

原料

工资

20 000 镑 12 625 镑 4 375 镑 1 000 镑

剩余价值 消费掉的资本

2 000

8 000

产品

利润

10 000

2 000

10 000 没

或

有消费掉

10%

2似5被
消费掉

1磅［棉花］按6便士计算，2磅的费用等于1先令，而40磅=1
镑。因此，4 375镑=40 X 4 375镑=175 000磅。因此产品

为175 000磅棉纱，其价值=1万镑。这也就是说，175磅值10镑，
即^磅=1镑=17 !磅。1磅棉纱值1 I先令，或者说，比另一个
资本即I所纺的纱便宜I先令。

’

首先,如果现在谈到资本和劳动的变化，那么I在工资上的支出就
会是1万镑，而II只支出1 000镑。因此，在纺纱劳动上少支出9 000镑（＞

II的可变资本比I少舂。但是,II在固定资本上支出12 625镑，I只支
出3 000镑，因而少支出9 625镑；I在原料上支出7000镑，II只支
出4 375^，因而少支出2 625镑。全部变化首先就只是资本［VIII _

376］在构成棉纱的各种生产要素之间的另一种分配。但是事情没有
到此为止。因为固定资本上支出的［X X X X X ］差不多在5年内再
生产出来，为再生产这一部分资本每年也只需要流回到机器制

造业的资本每年只能这样得到使用，即5年内生产出5台这种机器

或1年生产出1台，因而这要取决于生产方式 II的增长。

II只使用100个工人，I使用400个工人.II支付工人10镑，I
支付25镑，因而只是原有工资的|。如果他不按照劳动生产率的比
例降低工资,那么，只要他按价值出售商品，节省300个工人就不会
给他创造任何一个法寻。100个工人要他花费2 500镑，而他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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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只等于500镑；也就是说，他的利润只有I的+，与他所使

用的劳动时间成比例。因此，如果不降低工资率，单纯减少工人人数

和工资是无济于事的。在上面的例子中，人数减少了^•即g;而工

o
5

Q
20

O

U

资减少了香或吾。但是，I生产1磅棉纱花费1 +先令，而II只花费

7„

1

1 +先令，因此，他就可以通过低价出售例如按1专+ 先令=
先令出售1磅棉纱，而抢到别人的生意 。另一个人按1 j先令或按

lg先令出售。在这种场合，II可能支付同I相同的工资，因
为175 000磅乘专先令就是25 000先令或1 250镑，而175 000乘為
先令是5 000先令或250镑。价格的这种提高共计为1 500镑。我

们已经看到，如果他同I 一样支付工人25镑，那么他的剩余价值就
等于500镑。这个剩余价值加上价格提髙后超过价值(因为他低于
社会生产费用进行生产)的 1 500就等于2 000镑。因此，如果II同1

进行竞争,那么，只要他按1 II先令而不是按1 j先令出售1磅棉

纱，他就可能支付相同的工资。I就会按1先令5 f便士或1先令5
便士 f法寻出售1磅棉纱。

(

II会按1先令3 Ü便士或1先令3便士 3羞法寻出售1磅棉
纱。这就是说，如果II按1先令4便士出售，他就会取得比I更大的
利润，而且他的出售价格仍然便宜1 +便士。

I会提供28万磅棉纱，而II只提供175 000磅棉纱，也就是
少105 000磅。但是，假定工人自己消费产品 ，那么I中就有14万属
于工人，因而进入流通的就只有14万;在II那里，工人消费的只有1

万镑，即175 000磅的&，也就是17 500。在这里显然出现了一个错

误，因为14万按400个人计算是每人350。因此，35 000按100个人
计算，不是而是卷，而我们已假定，II的工人与I的工人得到的

产品一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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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计算应当放弃。看不出为什么要为说明李嘉图的谬论花费
时间。

[IX —377]李嘉图的著作（第3版第415、416、417页）①中有一
段话是:（第26章）
“亚当•斯密经常夸大一个国家从大量总收入中得到的利益，而不是从大

量纯收入中得到的利益〈因为亚当说，资本所推动的生产劳动量就越大〉……

如果一个国家无论使用多少劳动量，它的纯地租和纯利润加在一起始终是那么
多，那么，使用大量生产劳动对于该国又有什么好处呢?”……

〔可见，这只不过是说，较大量劳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和较少量
劳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一样多 。这又只不过是说，在剩余价值率较

小时使用大量工人，或者在剩余价值率较大时使用较少量工人 ，对干
—个国家来说是一样的 。nX

•等于2n X +，这里n表示工人人数，

f和+表示剩余劳动。“生产工人”本身只不过是创造剩余价值的生
产工具，只要结果一样，这种“生产工人”较多就只会是一个累赘 。〕
“对于一个拥有2万镑资木，每年获得利润2 000镑的人来说，只要他的利

润不低于2 000镑，不管他的资本是雇100个工人还是盾1 000个工人，不管生

产的商品是卖1万镑还是卖2万镑，都是一样的。"②

〔这句话同下面一段话所表明的一样 ，具有十分庸俗的意味。例

如，一个酒商投资2万镑，每年把价值12 000镑的酒放在酒窖里，把
价值8 000镑的酒拿去卖得1万镑，这个酒商使用少量的人而得到

①

大•李嘉囲〈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一编
者注

②

见本卷第267页。—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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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的利润。可是还有银行家呢! ；!
个国家的实际利益不也是这样吗？只要这个国家的实际纯收入，它的

OOOOOOOOOOOO

O O

地租和利润不变
1 000万还是有
1 200万
O O O O O O O ，这个国家的人口有
O O O O O O O OOOOO
O O O OOOOO
O ，都是无关紧要的
O O O O O O O 。
一国维持海陆军以及各种非生产劳动的能力〈这段话表明，李嘉图赞同亚•斯

ooooooooo

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见解，尽管他已经不赞同后者对生产工人的那

种基于幻想的温情了〉必须同它的纯收入成比例，而不同它的总收入成比例。
如果500万人能够生产1 000万人所必需的食物和衣着，那么500万人的食物

和衣着便是纯收入。假如生产同最的纯收入需要700万人，也就是说，要用700
OOOOOOOO

万人来生产足够1 200万人用的食物和衣着，那对于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纯

收入仍然是500万人的食物和衣着。使用更多的人既不能使我们的陆海军增
加一名士兵，也不能使赋税多收一个基尼。"［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1821年伦敦第3版第415 _417页］

同总产品相比，一个国家的生产人口越少 ，国家就越富；对于单
个资本家来说也完全是这样，为了生产同量的剩余价值,他必须使用

的工人越少越好。在产品量相同的情况下 ，同非生产人口相比，一个
国家的生产人口越少，国家就越富。因为生产人口相对的少，不过是
劳动生产率相对的高的另一种表现。

—方面，资本的趋势是把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因而也就
是把同产品量相比的生产人口的人数，减到越来越小的最低限度。
另一方面则相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趋势是积累，把利润转化为资
本，尽量占有更多的他人劳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力求降低必要劳
动的比率，但在这个比率已定时，就要尽量使用更多的生产劳动 。在

这方面，产品同人口之比是无关紧要的。谷物和棉花可以同酒、钻石
等等相交换，［IX —378］或者，工人可以被使用来进行不直接往产品
（消费品）上添加任何东西的那种生产劳动（例如修建铁路等等）。
如果由于某项发明 ，资本家向自己企业投资可以不是原来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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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镑,而只是1万镑（因为有这1万镑已经足够了），如果这1万镑给
他提供的利润不是以前的 10%,而是20%，也就是说，和以前2万镑

提供的利润一样多；那么，这井不能使资本家因此就把 1万镑当作收

入来花费，而不像以前那样把它当作资本来使用。（只有讲到国债

时，才谈得上资本直接转化为收入。）他会把它投到别处去;此外，他
还会把自己的一部分利润资本化 。
在经济学家们（从某方面说，李嘉图也包括在内）的著作中，我们

看到了现实本身存在的这种二律背反。机器排挤劳动和增加“纯收
入”（特别是，它们始终会增加李嘉图在这里称为“纯收入”的东西，即
收入借以被消费的那些产品的量 ）；机器减少工人人数和增加产品量

（这些产品一部分由非生产劳动者消费，一部分在国外交换等等）。
这种情况似乎是合乎心愿了 。然而，不。应当证明，这些机器不会使

工人找不到饭吃。怎样证明这一点呢？这样证明:机器经过某种动
荡之后（对于这种动荡，恰受其害的那个阶层的居民也许无力反抗 ），

又会比采用机器以前使用更多的人 ，结果“生产工人”的数量又增加

起来，以前的不合比例的现象重新出现。

实际上有这样的情况。因此，尽管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工人人

口还是会不断增加，这不是同产品相比来说的增加 （产品是和人口一
道增加的，而且比人口增加得更快），而是［同全部人口］相比来说的
增加，例如，如果同时发生资本积聚，从而非生产阶级原来的一些组
成部分沦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一小部分上升为中间阶级。但是

非生产阶级所注意的是不使食物存在过多。利润的不断再转化为资
本,会在越来越广泛的基础上使同样的循环不断再现 。

’但在李嘉图那里，对积累的关心，比对纯利润的关心更多，他热

心地把纯利润称颂为积累的手段。由此也就产生了一面告诫工人，

（5）剰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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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又安慰工人的矛盾现象。说什么资本积累对工人的利害关系最

大，因为对工人的需求取决于资本积累。如果对工人的需求增加了，
劳动的价格也就会提高。因而，他们自己应当愿意降低工资 ，以便从
他们那里夺去的剩余额，经过资本过滤，再被用来购买他们的新劳

动，并提髙他们的工资。不过，提髙工资是有害的，因为这会阻碍积
累。一方面，工人们不应当生育子女。这样，劳动的供给就会减少，
也就是说，劳动的价格会提高。但是，劳动价格的提高又会减低积累

率，从而减少对工人的需求 ，并降低劳动的价格。随着劳动的供给的

减少，资本［积累］会比劳动供给的减少更迅速地减少。如果工人生

育子女，那么他们就会使劳动的供给增加，并使劳动的价格降低，结
果利润率就提高，资本积累也随之增加。但工人人口应当和资本积

累步调一致;也就是说，必须使工人人口正好同资本家所要求的一样
多，—
—实际上本来也就是这样的。
加尼耳先生在崇拜“纯产品”方面，并不是始终一贯的。他引用
萨伊的话：
“我毫不怀疑，在奴隶劳动的条件下，产品超过消费的余额，比在自由人劳

动的条件下更大……奴隶的劳动除了奴隶的体力耗尽之外，没有别的界限
……奴隶〈自由工人也是一样〉为满足无限的需要即主人的贪欲而劳动。”（加

OÛOOOOOOOOOOOOOOO

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1821年巴黎］第2版［第1卷］第231页U2）

［IX —379］关于这一点，加尼耳指出：
“自由工人不可能比奴隶花费多，而生产少……任何-项费用都必须有
一个为支付这项费用而生产出来的等价。如果自由工人比奴隶花费多，那么，

他的劳动产品也一定会比奴隶的劳动产品多。"（加尼耳的著作第 1卷第234
页）

仿佛工资的大小只取决于劳动者的生产率，而不取决于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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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条件下产品在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分配。
加尼耳接着说:“我知道，人们有某些理由可以说.字七ff誉穿卷梦孕亨
纟〈可见，这里仍是“在奴隶的报酬方面的节约°”〉°.奇心枭力°卩侖冬又^

Äffl ° •?•二但是对总财富来说，社会的一切阶级普遍富裕，比少数的个人拥有
过多的财富更有利。”（第234 —235页）

这种话怎么能同“纯产品”协调起来呢？而且，加尼耳先生马上
就收回了他的自由主义空论（同上，第236-237页）。他赞同殖民
地的黑奴制度。他持自由主义见解，就只限于不主张在欧洲恢复奴
隶制度，因为他已经明白，这里的自由工人就是奴隶，他们之所以存

在，只是为了给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和他们的仆人生产“纯产品”。
“他〈魁奈〉坚决反驳雇佣阶级的节约能够增加资本这一点；他的理由是，这

些阶级不会有任何节约的手段，如果他们备了剩余，有了余额，那也只能是由社
0

0

O

O

会经济中的错误或紊乱造成的。”（同上，第274页）

为了证实这一点，加尼耳从魁奈那里引用了下面一段话 ：
“如果不生产阶级为了增加自己的现金而实行节约……那么，他们的劳动
和他们的报酬就会按同一比例减少，这个阶级就会没落下去。”（〈電农主义〉第

321 页）

蠢驴！他不懂魁奈的意思„
加尼耳先生用下面这句话作为结尾 ：
“它〈工资〉越多，社会的收入就越少〈雇佣工人是“社会”立足的基础，但他

们本身竞不包括在“社会”之中〉，政府的全部艺术都应当用来减少工资的数额
……我们所生活的文明世纪应该担负的
……一•项任务
。”（第2卷第24页）
000000000000000
oooo

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问题，还要简略地考察一下罗德
戴尔（在这之后，布鲁姆平淡无味的玩笑就不值得考察了）、（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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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托克维尔、施托尔希、西尼耳和罗西。

收入和资本的交换
〔应当区分:（1）转化为新资本的那部分收人;也就是重新资本化

的那部分利润。这一部分我们在这里完全不去考虑 。这是论积累那
一篇要谈的问题。（2）同生产中消费了的资本相交换的收入;通过这

种交换，不会形成新资本，只会补偿旧资本，一句话，保存旧资本。因
此，在这里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把转化为新资本的那部分收入看做等

于零，情况就好比所有的收入不是抵补了收入 ，就是抵补了已消费的
资本。

这样，年产品总童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作为收入被消费，另一
部分以实物形式补偿已消费的不变资本。
收入同收入交换，例如，麻布生产者从代表他们的利润和工资,

即代表他们的收入的那部分产品麻布中，拿出一部分来同代表土地
耕种者的一部分利润和 ［IX —380］工资的谷物交换。因此，这里是

麻布同谷物的交换，是加入个人消费的两种商品的交换 ，是麻布形式

的收入同谷物形式的收入的交换。这里没有任何困难。只要可供个

人消费的产品按照符合需要的比例生产出来，因而，只要生产这些产
品所必需的社会劳动的相应量也按比例分配 〔当然，决不会丝毫不差
地按比例；总会有偏离，有不合比例的情况，这种情况本身会得到平

衡;但不断的平衡运动本身是以不断的不合比例现象为前提的〕，那
么收入，比如说以麻布形式存在的数量，恰好就是它作为消费品所需
要的数量，也就是说，恰好就是它被其他生产者的消费品所补偿的数

量。麻布生产者以谷物等等形式消费的东西，由农民等等以麻布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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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消费掉。因此,他用来换取其他商品（消费品）的、代表他的收入的
那部分产品，被其他商品的生产者作为消费品换去。他以其他产品
形式消费的东西，由别人以他的产品形式消费掉。

顺便指出：在一个单位产品上花费的必要劳动时间不超过社会
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即不超过生产这个商品平均所需要的时间，这是

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甚至不断降低必要劳动时间的
最低额。但为此资本主义生产必须不断地在扩大的规模上进行。

如果1码麻布只花费1小时，井且这就是社会为满足自己对1
码麻布的需要所要花费的必要劳动时间，那么，由此还决不能得出结

论说:如果生产1 200万码麻布,从而使用 1 200万劳动小时，或者同

样可以说，使用100万个工作日，使用100万个工人来织麻布，那么，
社会要花费在麻布织造业上的这一部分劳动时间就是“必要的"。如
果必要劳动时间已知，就是说，一日内所能生产的麻布量已知，那还
要问，究竟有多少这样的日数必须花费在麻布生产上。例如一年内

花费在一定产品总量上的劳动时间等于:这种使用价值的一定量，例

如1码麻布（假定这个量=1个工作日），乘以所花费的总工作日数。
虽然产品每一部分包含的只是生产这一部分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或
者说，虽然所花费的劳动时间的每一部分都是创造总产品的相应部

分所必要的，但是，一定生产部门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总量对全部可支
配的社会劳动的百分比，仍然可能低于或高于正确的比例。
从这个观点来看,必要劳动时间就有了另外的意义。现在要问：

必要劳动时间究竟按怎样的量在不同的生产领域中分配？竞争不断

地调节这种分配,同样它也不断地瓦解这种分配。如果某个部门花

费的社会劳动时间量过大，那么，就只能按照应该花费的社会劳动时

间量来支付等价。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总产品—
—即总产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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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等于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而等于这个领域的总产品
—

同其他领域的产品保持应有的比例时按比例应当花费的劳动时间。
但是，这个领域总产品的价格比它的价值降低多少 ，总产品的每一部

分的价格也降低多少。如果原来生产4 000码麻布，现在生产6 000

码，而6 000码的价值是12 000先令，那么它们还会按8 000先令出
卖。每碍的价格是1^•先令，而不是2先令，即比价值低可见，

这就好比在每码的生产上多花费了"I•的劳动时间。因此，在商品的
使用价值已定时，商品价格降低到商品价值以下的事实证明，虽然花
费在产品的每一部分上的只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这里假定生产条
件不变〕，但花费在这一生产部门中的社会劳动总量过多了 ，超过必

要量了。

由生产条件的变化［IX —381 ］引起的商品相对价值的降低，完
全是另外一回事。已经在市场上的这块麻布，过去值2先令，例如等

于1个工作日。但是现在，每天能用1先令把它再生产出来。因为
价值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不决定于个別生产者所用的劳动

时间，所以，生产者生产1码所用的1日，只等于1个社会规定日的

—半。他的1码麻布的价格从2先令降低到1先令，即1码麻布的
价格降低到他在这块麻布上花费的价值以下，这不过表明生产条件
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表明必要劳动时间本身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

如果麻布的生产费用不变 ，而所有其他物品，除T金，总之除了货币

材料以外，生产费用都提髙了，或者,只有某些物品如小麦、铜等等，
一句话，不加入麻布组成部分的物品的生产费用提高了 ，那么1码麻

布就仍然会等于2先令。它的价格不会降低 ，但是它以小麦、铜等等
表示的相对价值降低了 。

某一生产部门(生产可消费商品的生产部门)的一部分收入以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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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部门的收入的形式被消费，关于这一部分收入，可以说，需求
同它本身的供给相等（在生产按比例进行的情况下 ）。这就好比这些
生产部门各自消费了自己的这一部分收入。这里只有形式上的商品

形态变化:W_G_W!麻布一货币一小麦。

这里互相交换的两种商品，只代表一年内新加劳动的一部分。
但是，第一，很明显，这种交换—
—两个生产者各自以对方的商品形

式消费自己产品中代表收入的那一部分—
—只能在生产消费品，即

生产直接加入个人消费因而收入能够借以作为收入来花费的物品的
那些生产部门中发生。第二，同样很明显，只有就这一部分产品交换

来说，生产者的供给等于对他想要消费的其他产品的需求这种说法 ，
才是正确的。这里涉及的实际上不过是简单商品交换 。生产者不是

为自己生产生活资料，而是为别人生产生活资料,而别人又为他生产
生活资料。这里不包括收入同资本的任何关系 。一种消费品形式的

收入同另一种消费品形式的收入交换，事实上也就是消费品同消费
品交换。它们的交换过程不决定于它们两者都是收入 ，而决定于它

们两者都是消费品。这里完全不包括它们作为收入的形式规定性。
诚然，这种形式规定性在相互交换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上 ，在它们两者
都加入个人消费这一点上会显露出来，但这也无非是说明，一部分消

费品同另一部分消费品交换。

收入的形式只有在资本的形式同它对立的地方，才能介入或显

露出来。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萨伊113和其他庸俗经济学家们的主

张也是错误的。他们断言，如果A不能把自己的麻布即他自己想要
作为收入来消费的那部分麻布卖掉,或者说，如果他只能低于麻布的

价格把麻布卖掉，那么，这是由于B、C等等生产的小麦、肉等等太
少。这可能是由于他们生产的这些东西数量不够 。但这也可能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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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A生产的麻布太多；因为即使假定B、C等等有足够的小麦等等可
以用来购买A的全部麻布，他们也还是不会把全部麻布买来 ，因为
他们消费的仅仅是一定量的麻布。或者，这还可能是由于A生产的

麻布在数童上比他们的收入中一般说来能够用在衣料上的那部分还
多，因而绝对地说,是由于每个人都只能把自己的一定量的产品作为
收入来花费，而A的麻布生产却以一个比实有额大的收入为前提 。
但可笑的是，在只涉及收入同收入交换的地方，就假定需求的对象不

是产品的使用价值，而是这个使用价值的量，也就是说，又忘记了在
这种交换中涉及的只是需要的满足，而不像在谈交换价值时那样涉

及的是量。
然而每个人有某种产品都宁愿多些，而不愿少些！如果这种说
法能够解决困难，那［IX —382］就绝对不能理解，为什么麻布生产者

不是采取更简单的过程，以多余的麻布形式消费自己的一部分收入，

而是用他的麻布交换其他消费品，并把这些东西大量堆积起来。为
什么他总是把自己的收入由麻布形式转化为其他形式呢 ？因为他除

了需要麻布以外，还有别的需要必须满足 。为什么他自己只是消费
一定部分的麻布呢？因为只有一定数量的麻布对他有使用价值。不
过，这种说法也适用于 B、C等等。如果B卖酒，C卖书，D卖镜子，

那么他们每一个人也许都宁愿以自己的产品形式，即以酒、书、镜子
的形式，而不以麻布形式消费自己多余的收入。所以不能说，由于A

完全不能（或不能按照价值）把自己的由麻布构成的收入转化为酒、
书、镜子，那么酒、书、镜子生产得太少就是绝对必然的 。然而更加可

笑的是，把这种收入同收入的交换—
—只是商品交换的一部分 —
—
硬说成是全部的商品交换。

这样，我们就已经把产品的--部分处理了 。消费品的一部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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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消费品的生产者本身之间转手 。这些生产者每人都不以自己的
可消费的产品形式，而以别人的可消费的产品形式消费自己收入 （利

润和工资〉的一部分。他所以能够这样做，只是因为别人也不消费自
己的产品，而消费他人的可消费的产品。这就好比每个人都把自己

的可消费的产品中代表自己收入的那部分消费掉一样 。

至于说到产品的所有其余部分，则出现了更为复杂的关系，只有

在这里，互相交换的商品才作为收入同资本彼此对立 ，因而不只是作

为收入彼此对立。
首先必须作如下的区分 。在一切生产部门中，总产品的一部分

代表收入，即（一年内的）追加劳动:利润和工资 。〔地租、利息等等都

是利润的一部分;饭桶官吏的收入是利润和工资的一部分;其他非生
产劳动者的收入，是他们用自己的非生产劳动购买的利润和工资的

~部分，因此,这种收入不增加以利润和工资的形式存在的产品 ，它
只决定这种产品中有多大一部分由这些非生产劳动者消费，有多大

一部分由工人和资本家自己消费。〕但是，只有在某些生产领域，代表
收入的那部分产品才能够直接以实物形式成为收入的组成部分 ，就

是说,才能够按其使用价值作为收入来消费。所有只代表生产资料
的产品都不能以实物形式，以直接的形式，作为收入来消费，只有它

们的价值可以作为收入来消费。但是这个价值必须在那些生产直接
消费品的生产部门中消费 。有一部分生产资料 ，根据用途可以充当
这种或那种直接消费品 ，例如马、大车等等。有一部分直接消费品可

以充当生产资料，例如用来酿酒的谷物、用做种子的小麦等等。几乎
所有消费品本身都可以作为消费的废料重新加入生产过程 ，例如，用
坏了的破烂麻布可以用来造纸。但是，无论谁生产麻布，也不是为了
把它作为破布充当造纸的原料 。它只有在麻布织造业的产品本身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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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加入消费之后，才取得这种形式。它只有作为这个消费的废料，作

为消费过程的残余和产品，才能作为生产资料重新加入新的生产领
域。因此，这种情况不属于这里要讨论的问题。
总之，有一些产品，它们的生产者可以按价值但不能按使用价值

消费其中代表收入的部分。因而这些生产者为了消费例如他们的机

器中代表工资和利润的部分，就必须把这一部分卖掉 ，［因为他们］不

能用这一部分机器来直接满足任何的个人需要。同样，这些产品也
不能由其他产品的生产者消费，不能加入他们的个人消费，从而不能

属于他们借以花费自己收入的那些产品之列，因为这同这些商品的

使用价值相矛盾，这些商品的使用价值按其性质来说是排斥个人消

费的。所以，这些不可消费的产品的生产者只能消费这些产品的交
换价值;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先把产品转化为货币 ，然后把货币再转

化为可消费的商品。但他们应当［IX —383］把这些产品卖给谁呢?
卖给其他非个人消费的产品的生产者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过
是得到一种不可消费的产品来代替另一种不可消费的产品而已 。然

而我们曾假定，这部分产品构成他们的收入 ，他们卖掉这些产品，是

为了以消费品的形式消费这些产品的价值。因而他们只能把这些产
品卖给可供个人消费的产品的生产者。

这一部分商品交换代表一个人的资本同另一个人的收入的交

换，或一个人的收入同另一个人的资本的交换。消费品生产者的总
产品中，只有-部分代表收入 ；另一部分代表不变资本。后面这一部
分，他既不能自己消费，也不能用来同其他生产者的可消费的产品交
换。他既不能以实物形式消费这部分产品的使用价值，也不能把这

部分产品换成其他消费品而消费其价值。相反，他必须把这部分产

品再转化为他的不变资本的实物要素。他必须把自己的这部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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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生产消费，即作为生产资料来消费。但是他的产品按其使用价

值来说只能加入个人消费；因此这种产品的生产者不能以实物形式
把它再转化为他自己的生产要素 。这种产品的使用价值排斥生产消

费。因此，这种产品的生产者只能把自己产品的价值用于生产消费.
• •
他的产品的各生产要素的生产者的情况则不同。他不能以实物形式
消费自己的这部分产品；他也不能通过同其他可供个人消费的产品

的交换，来消费这部分产品的价值。他的这部分产品不能加入他自

己的收入，同样不能由其他可供个人消费的产品的生产者的收入来
补偿,因为要能进行这种补偿，只有他用自己的产品去同这些生产者
的产品交换，就是说，只有他把自己产品的价值吃掉，而这样的事情

是不能发生的。但是，因为他的这部分产品像他的另-部分作为收
入消费的产品一样 ，按其使用价值来说只能作为收入来消费 ，必须加

入个人消费,而不能补偿不变资本，所以，这部分产品必须加入不可
消费的产品的生产者的收入，必须用来同这些生产者的产品中能够

由他们消费产品价值的或代表他们收入的那一部分相交换。

如果我们从交换双方分别来考察这种交换，那么，对A这个消
费品生产者来说，这种交换表现从资本到资本的转化。通过这种交

换,生产者A把他的总产品中等于它所包含的不变资本价值的那一
部分，再转化为能够执行不变资本的职能的实物形式 。无论在交换
以前，还是在交换以后，这部分产品按其价值来说都只代表不变资

本。相反，对B这个非消费的产品的生产者来说，这种交换只表现
收入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转化 。在这里，生产者B首先把他

的总产品中构成他的收入的那一部分，即总产品中代表新加劳动的
那一部分，代表他自己（资本家和工人）的劳动的那一部分，转化为他

能够作为收入来消费的实物形式。无论在交换以前，还是在交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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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这部分产品按其价值来说都只代表他的收入 。
如果我们从交换双方来考察这种关系 ，那就是A用他的不变资

本去交换B的收入，而B用他的收入去交换A的不变资本。B的收
入补偿A的不变资本，而A的不变资本补偿B的收入。

在这种交换本身中〔撇开交换双方的目的不谈〕，相互对立的只
是商品，发生的是简单的商品交换，这些商品只是作为商品彼此发生
关系，对于它们来说,“收入”和“资本”的规定是无关紧要的。只有这
些商品的不同的使用价值表明，一些商品只能用于和加入生产消费 ，

另一些商品只能用于和加入个人消费。但是，各种商品的各种使用
价值在用途上的不同，是属于消费范围内的问题，同它们作为商品进
行的交换过程毫无关系 。当资本家的资本转化为工资 ，而劳动转化
为资本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这里商品不是作为简单的商品相互

对立，而是资本作为资本出现。在刚才考察的交换中，卖者和买者只
是作为卖者和买者 ，只是作为简单的商品所有者相互对立。

其次，很明显:凡是只用于个人消费的产品 ，或者说，凡是加入个
人消费的产品，在它加入这种消费的范围内，都只能同收入交换 。它

不能用于生产消费，这一点正好说明，它只能作为收入来消费，即只
能用于个人消费。［前面已经指出，我们在这里撇开利润转化为资本

的情况不谈。〕
假定A是某种只用于个人消费的产品的生产者，他的收入等于

他的总产品的|，他的不变资本等于总产品的普。按照假定，前I由
他自己消费，不'管他［IX —384］是全部或是部分以实物形式消费它，

或是完全不以实物形式消费它,还是以其他消费品形式消费它的价

值;在后面这种情况下，其他消费品的卖者就是以 A的产品形式消
费自己的收入。由此可见，各种消费品中代表 自己的生产者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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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一部分，或者直接地由生产者消费 ，或者间接地，通过这些生产
者互相交换他们要消费的产品，由生产者消费。所以，就这一部分来
说，发生的是收人同收人的交换 。这里的情形就好比A代表所有消

费品的生产者一样。这些产品总量的j，即代表他的.收入的那部分，

由他自己消费。但是，这一部分正好代表A部类在一年内加到自己
的不变资本上的劳动景，而这个量等于A部类在一年内生产的工资
和利润的总额。

A部类总产品的其余I等于不变资本的价值 ；因而它们必须由
B部类的年劳动产品来补偿，B部类提供的是非消费的、只加入生产
消费、作为生产资料加入生产过程的产品。但是，因为A的总产品
的这I■，像前面那样，必须加入个人消费 ，所以它们要由B部类

的生产者用他们的产品中代表他们的收入的那部分来交换。这样,

A部类就用自己总产品的不变部分换得这个不变部分的原来的实物
形式，即把这个不变部分再转化为 B部类新创造的产品；而B部类

用来支付的，只是代表它的收入的那部分产品，但它自己又只能以A

部类的产品形式消费这一部分产品。因而，B部类事实上用来支付
的，是它的那些新加劳动，即全部体现为B用来同产品A的后I■交
换的那部分产品的新加劳动。这样，A的全部产品就同收入交或
者说,全部加入个人消费 。另一方面（因为按照假定，对于收入转化

为资本在这里不加考察，可以把它看做等于零），社会的全部收人都
花费在A的产品上；因为A的生产者以产品A形式消费自己的收
入,B部类的生产者也以产品A形式消费自己的收入。而除了这两

个部类之外，再也没有别的部类了。

A的产品全部被消费，虽然这种产品包含!不变资本，不能由A
的生产者消费，而必须再转化为这种产品的各生产要素的实物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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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的总产品等于社会的总收入。而社会的总收入代表社会在一年内
加到现有不变资本上的劳动时间的总和 。这样，虽然A的总产品只
有+由新加劳动构成•则由过去的待补偿的劳动构成，但它仍然能

够全部用新加劳动来购买，因为这全部年劳动的I不能以它本身的
产品形式来消费，而必须以A的产品形式来消费 。用来补偿产品A
的新加劳动，比产品A本身包含的新加劳动多|，因为这I是B的

追加劳动，而B只能把这寻以产品A的形式用于个人消费，正如A
只能把这f以产品B的形式用于生产消费一样。可见，第一，A的总

产品能够全部作为收入消费掉 ，同时，它的不变资本也能够得到补

偿。或者更确切地说，A的总产品所以能够全部作为收入来消费 ，只
是因为它的I•由不变资本的生产者补偿，这些生产者不能以实物形
式消费他们的产品中代表他们收入的那部分产品 ，而必须以产品A
的形式，就是说，通过同A的I•交换来消费它。

这样,我们就把A的后I处理了。
很明显，如果有第三部类C,它的产品既能用于生产消费，又能

用于个人消费，例如谷物可以充当人的食物或牲畜的饲料 ，也可以用
来做种子或烤面包，又如大车、马、牲畜等等；那么，这丝毫也不会使

事情有所改变。就这些产品加入个人消费来说 ，它们必须由它们自

己的生产者作为收入直接或间接地消费，或者由它们所包含的那部
分不变资本的生产者(直接或间接地)作为收入消费 。因而在这种情

况下，它们属于A部类。就这些产品不加入个人消费来说，它们属

于B部类。
在这第二种交换过程中，不是收入同收入交换，而是资本同收入
交换;在这里，全部不变资本归根到底必须归结为收入 ，因而归结为

新加劳动。这种交换过程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假定A的产品是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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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和A的不变资本相等的I麻布（或这些麻布的价值）用来支付
纱、机器、辅助材料。但纺纱厂主和机器制造厂主［IX —385］只能消

费这一产品中代表他们自己收入的那一部分。麻织厂主用这一产品

的I■支付纱和机器的全部价格。这样他就为纺纱业者和机器制造业
者补偿了他们的作为不变资本加入麻布的全部产品。但纺纱业者和
机器制造业者的这个总产品本身 ，又等于不变资本和收入,等于这样

两部分的总和:一部分是纺纱业者和机器制造业者的追加劳动，另一

部分代表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即从纺纱业者来说是亚麻、机
油、机器、煤炭等等的价值，从机器制造业者来说是煤炭、铁、机器等

等的价值。这样，和A的不变资本相等的I麻布，就补偿了纺纱业
者和机器制造业者的总产品，补偿了他们的不变资本加他们的追加
劳动，他们的资本加他们的收入。但纺纱业者和机器制造业者只能

以产品A的形式消费自己的收入。他们从A的I•中扣除等于他们
的收入的那部分之后，便用余额来支付自己的原料和机器。但是按

照假定，这些原料和机器的生产者已经不必再补偿任何不变资本了。
他们的产品中能够加入产品A的数量，即加入充当A的生产资料的

产品的数量，只是同A所能支付的数量一样多。但是,A用自己产

品的f能够支付的数量，只是同B用自己的收入能够购买的数量一
样多，也就是说，同B换来的产品所代表的收入 ，所代表的新加劳动
一样多。如果A的最后一些生产要素的生产者必须卖给纺纱业者

［和机器制造业者］的那个产品数童，还代表着他们自己的一部分不

变资本，即代表着比他们加到自己的不变资本上的劳动更多的东西 ，
那么，他们就不能以产品 A的形式得到支付，因为这一部分产品是

他们不能消费的。因而这里发生的是相反的情况。

现在我们按反过来的顺序来看一看。假定全部麻布等于12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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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麻种植业者、制铁业者等等的产品等于4日；这个产品卖给纺纱业
者和机器制造业者,他们又给这个产品加上 4日；然后他们把产品卖

给织布业者，织布业者又加上4日。麻布织造业者可以自己消费自己
产品的+;8 '日用来补偿他的不变资本，支付纺纱业者和机器制造业者

的产品;纺纱业者和机器制造业者在8日中可以消费4日，把其余的4

日支付给亚麻种植业者等等，以此来补偿自己的不变资本;亚麻种植
业者等等应当用体现在麻布中的最后 4日只补偿自己的劳动。

虽然收入在这三种场合假定都是一样的（等于4 口），但它在参
与生产产品A的三类生产者的产品中 ，却占不同的比例。在织布业

者那里，它占产品的^（12的+ ），在纺纱业者和机器制造业者那里，
它占产品的的^），在亚麻种植业者那里，它和产品相等,等于4

日。对总产品来说，所有这些生产者的收入都是完全一样的 ：都等于

12的f，即4日。但是在织布业者那里 ，纺纱业者、机器制造业者和
亚麻种植业者的新加劳动表现为不变资本 ；在纺纱业者和机器制造
业者那里，他们自己的和亚麻种植业者的新加劳动奉现为总产品 ，而

亚麻种植业者的劳动时间表现为不变资本。在亚麻种植业者那里，
不变资本的这种现象就不存在了。因此,例如纺纱业者，能够同织布
业者按一样的比例使用机器 ，使用不变资本。例如，比例都是

f ]o但是第一，纺纱业使用的资本量（总额）必定比织布业使用的资
本量小，因为纺纱业的全部产品都作为不变资本加入织布业。第二，

如果在纺纱业者那里，比例正好也是I : I，那么，他的不变资本就将

等于他的追加劳动将等于吾；不变资本将等于5

■个工作日，追

加劳动将等于2 4个工作日。这样，向他提供亚麻等等的那个部门
就将包含相对地更多的工作日。因此，在这里他就要用5^■日，而不

是用4日来支付新加劳动时间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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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而喻，A部类的不变部分中，只有在A那里加入价值增殖
过程的那部分，即在A的劳动过程中被消费的那部分 ，才必须由新

劳动来补偿。原料、辅助材料和固定资本的损耗全部加入价值增殖
过程。固定资本的其余部分不加入这个过程，因此不需要补偿。
可见,现有不变资本的很大一部分（其大小决定于固定资本同总

资本之比），不需要每年由新劳动补偿。因此，虽然［每年被补偿的固

定资本价值］量可能很大（绝对数字），但同总产品（年产品）相比，仍
然是不大的。A部类和B部类中不变资本的上述整个部分（在剩余

价值已知时）都参加决定利润率 ，但不参加决定固定资本的实际再生

产。同总资本相比，这个部分越大，即在生产中使用现有的已存在的

固定资本的规模越大，则用来补偿损耗的固定资本的再生产的实际

量可能就越大;但同总资本相比的相对量可能相对地越小。
假设各种固定资本的再生产时间（平均）等于10年。［IX —386］
假定各种固定资本周转一次各需 20、17、15、12、11、10、8、6、4、3、2、1、|

2

和f年（共14种）,那么，固定资本就平均10年114周转一次。

6

因此，［固定］资本平均应当在10年内得到补偿。如果全部固定
资本占总资本的士 ，那么，总资本的这个占中每年要补偿的就只占

总资本的‘

如果固定资本占总资本的+，每年就要补偿总资本的
但我们现在拿再生产时期不同的两个固定资本加以比较，例如

—个固定资本的再生产需要 20年，另一个资本需要j•年。
那个在20年内再生产出来的固定资本，每年只要补偿因
此，如果它占总资本的+，每年就只要补偿总资本的即使它占总

资本的每年要补偿的也只是总资本的^,即相反 ，那个需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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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i年再生产出来即一年周转三次的［固定］资本，如果只占［总］资

本的那么固定资本每年就要补偿三次 ；因而每年就要补偿总

资本的即几乎是f。平均说来，同总资本相比，固定资本越大，
它的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再生产时间就越长 ，固定资本越小，它的相

对的再生产时间就越短。在手工生产条件下工具占资本的部分，比

在机器生产条件下机器占资本的部分小得多。但是手工业工具的损

耗，比机器的损耗快得多。

虽然随着固定资本的绝对量的增加，它的再生产的绝对量或它
的损耗也会增加，但是它的再生产的相对量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减少 ，

因为固定资本的周转时间，它的存在时间，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同它的
量成比例地增加。这也就证明，再生产机器即固定资本的劳动量，决

不会同原先生产这些机器的劳动量 （在生产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成比

例，因为需要补偿的只是每年的损耗。如果像这个部门常常发生的
那样,劳动生产率增长了 ，那么，再生产这部分不变资本所必需的劳

动量就减少得更多。诚然，这里还应当算上机器每日的消费资料 （不
过这些消费资料同机器制造本身所花费的劳动毫无直接关系 ）。但

机器只消费煤炭和少量的机油或油脂，它的维持费比工人—
—不但

比它所代替的工人，而且比把它本身制造出来的工人—
—的生活费
不知要低多少。

这样，我们就把整个A部类的产品和B部类的一部分产品处理

了。产品A全部被消费：|由它自己的生产者消费；!由B的生产
者消费，B的生产者不能以自己的产品形式消费自己的收入。B的

生产者以寻的产品A形式消费自己产品中代表收入的那部分价值，
这I•同时以实物形式补偿A的生产者的不变资本，即为他们提供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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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生产消费的那些商品。但是，随着产品A全部被吃掉以及A的f
由产品B作为不变资本补偿，产品中代表一年内新加劳动的整个部

分，也就处理了。因而这个劳动不能购买总产品的任何其他部分了。

事实上，一年内全部追加劳动 （撇幵利润的资本化不谈）就等于A包
含的劳动。因为A的+，即由它自己的生产者消费的部分，代表
他们在一年内加到 A的f上，即加到构成A部类不变资本的那部分

产品上的新加劳动。除了他们以自己的产品形式消费的这种劳动以

外，他们没有进行任何其他的劳动。A的其余I,即由产品B补偿并
由产品B的生产者消费的部分，代表产品B的生产者加到自己的不

变资本上的全部劳动时间。他们没有加入任何更多的劳动 ，他们也

没有更多的东西［IX —387］可消费。
产品A按其使用价值来说,代表全部年产品中每年加入个人消

费的整个部分。按其交换价值来说，它代表生产者在一年内新加的

劳动总量。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还剩T■作为余额的总产品的第三部分，
它的组成部分在交换时既不能代表收入同收入的交换 ，也不能代表

资本同收入或收入同资本的交换。这就是产品B中代表B的不变

资本的那一部分。这部分不加入ß的收入；所以它不能由产品A补

偿，或者说，不能同产品A交换，因而也不能作为组成部分加入A的
不变资本。既然这一部分在B部类中不但加入劳动过程，而且加入
价值增殖过程，那么这一部分也要被消费掉，被用于生产消费。因

此，这一部分也完全像总产品的所有其他部分一样 ，必须按照它形成
总产品组成部分的比例得到补偿，而且必须由同类的新产品以实物
形式补偿。另一方面，它又不是由任何新劳动补偿。因为新加劳动

的总量等于产品A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并且这种劳动时间所以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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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补偿，只是因为B以I的产品A形式消费自己的收入，并在交

换过程中给A提供A领域中消费了的、必须补偿的生产资料。而产
品A的前f，即由它自己的生产者消费的部分 ，按其交换价值来说,
只由他们本身的新加劳动构成，不包含任何不变资本。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余额。
它由以下不变资本构成:第一，加入原料的不变资本;第二，加入

固定资本形成过程的不变资本;第三,加入辅助材料的不变资本。

第一，原料。首先，花在原料生产上的不变资本 ，归结为固定资
本,如机器、工具、建筑物，以及作为所使用的机器的消费资料的那些

辅助材料。对于可直接消费的那部分原料(如牲畜 、谷物、葡萄等等)
来说，不会发生上述困难。从这方面来说，它们属于A类。它们所

包含的那部分不变资本加入A的j■即不变部分，这个部分作为资本

同非消费的产品B交换，或者说，B以这个部分的形式消费自己的收
入。一些不管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多少中间阶段，都以实物形式加入
消费品的非直接的原料,一般也是这样的情况。先转化为纱、然后转
化为麻布的那部分亚麻,就全部加入消费品。

但是一部分这样的植物性［和动物性］原料，如木材、亚麻、大麻、
皮革等,它们一部分直接加入固定资本的构成要素，一部分加入固定
资本的辅助材料。例如只是以机油、油脂等等形式。
其次，种子。植物性的物质和动物性的物质自己再生产自己 ：植

物繁殖和动物生殖。种子应当是指本来意义上的种子，其次是指作

为厩肥再投到土地中去的牲畜饲料，以及种畜等等。年产品中一
或年产品的不变部分中 —
—这很大的一部分，直接充当再生自己的

材料，它们自己再生产自己 。
非植物性原料—
—金属、石头等等。这种原料的价值只由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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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构成，因为这里没有在农业中代表原料的种子。非植物性原料的
价值，只由追加的劳动和消费掉的机器 （包括机器的消费资料）构成。

因此，除了代表新加劳动 、因而加入B和|A之间的交换的那部分产
品之外，需要补偿的只是固定资本的损耗和固定资本的消费资料 （如
煤炭、机油等等）。但是这种原料构成不变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

固定资本（机器、劳动工具、建筑物等等）。所以，这种原料通过［资本

同资本的］交换以实物形式补偿自己的不变资本。

［IX—388］第二，固定资本（机器、建筑物、劳动工具、各种
器皿）。

它们的不变资本由以下各部分构成：（1）它们的原料，金属、
石头、［有机］原料（如木材、皮带、绳索等等）。它们的这些原料形成
它们［机器、工具、建筑物等等］的原料，而它们自己又作为劳动资料
加入这种原料的形成过程 。因此，它们以实物形式彼此补偿。制铁

业者必须补偿机器，机器制造业者必须补偿铁。在采石场中有机器

的损耗，而在工厂建筑物中有建筑石材的损耗 ，等等。（2）用来制造
机器的机器的损耗 。这些用来制造机器的机器必须在一定时期内由

同种新产品补偿。同种产品自然可以自已补偿自己 。（3）机器的消

费资料（辅助材料）。机器消费煤炭，但煤炭也消费机器，等等。各

种机器以器皿、管筒、软管等等形式加入机器的消费资料的生产，例
如加入油脂、肥皂、煤气（用于照明）的生产。可见，甚至在这里，这些
领域的产品也都彼此加入对方的不变资本 ，因而以实物形式互相

补偿。
如果把役畜也筧做机器 ，那么，对役畜就需要补偿饲料，并且在

一定条件下需要补偿厩舍（建筑物）。但是，饲料加入牲畜的生产，牲

畜也加入饲料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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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辅助材料。其中一部分，如机油、肥皂、油脂、煤气等等需
要原料。另一方面，它们一部分会以肥料等等形式重新加入这种原
料的形成过程。制造煤气需要煤炭，而生产煤炭又使用煤气照明，等

等。另一些辅助材料只由追加劳动和固定资本（机器、器皿等等）构

成。煤炭必须补偿生产煤炭时使用的蒸汽机的损耗 。但蒸汽机也消

费煤炭。煤炭本身加入煤炭的生产资料。因此，在这里煤炭以实物
形式自己补偿自己。煤炭的铁路运输加入煤炭的生产费用，但煤炭

又加入机车的生产费用。

以后关于化学工厂还要专门补充一下，所有这些工厂在不同程
度上制造辅助材料，例如器皿的原料（如玻璃、瓷），以及直接加入消
费的物品。

一切染料都是辅助材料。但它们不仅按其价值来说会加入产

品，例如像工厂中烧掉的煤炭加入棉布那样，而且会在产品的形式上
（产品的色彩上）再现出来。

辅助材料可以是机器的消费资料 ，—
—在这里，它们或者充当发
动机的燃料，或者用做减轻工作机摩擦的手段等等，如油脂、肥皂、机

油等等,—
—它们也可以是建筑用的辅助材料，如水泥等等,最后，它
们还可以是实现生产过程所必需的一般辅助材料，如照明、取暖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就是工人本身为了能够劳动所必需的辅助材
料）。
或者，这是一些加入原料形成过 程的辅助材料，如各种肥料以及

原料所消费的一切化学产品。

或者，这是一些加入成品的辅助材料，如颜料、漆等等。
因而，结果是：

通过同非消费品B中代表B的收入的那部分相交换，即通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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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部类一年内的追加劳动相交换，A补偿了自己的不变资本，即产品
的|。但是A不补偿B的不变资本。B必须用同类新产品以实物
形i自己补偿这个不变资本。但B已经没有任何余下的劳动时间
来补偿它们了。因为B的全部新加劳动时间构成它的收入 ，因而已

经由产品B中作为不变资本加入A的那一部分来代表了。那么，B

的不变资本怎样补偿呢？

B的不变资本部分地通过本身的（植物性的或动物性的）再生产
来补偿，整个农业和畜牧业的情形，就是如此;部分地通过一种不变
资本的一部分同另一种不变资本的一部分以实物形式交换来补偿，
这里，一个领域的产品作为原料或生产资料加入另一个领域，以及反

过来的情况。可见，这里不同生产领域的产品 ，［IX —389］不同种类

的不变资本，彼此以实物形式作为生产条件加入对方 。
非消费品的生产者为消费品的生产者生产不变资本 。但同时，

他们的产品还相互充当彼此的不变资本的要素或因素。这就是说，
他们相互把彼此的产品用于生产消费。
产品A全部被消费。因而其中包含的全部不变资本也都被消

费。+A由A的生产者消费，|a由非消费的产品B的生产者消
费。A的不变资本由构成B的收入的B的产品来补偿。事实上，这

是不变资本中由新加劳动来补偿的惟一部分，这一部分所以由这种
劳动来补偿，是因为代表B部类新加劳动的B的那个产品量，不由B
部类消费，相反地由A部类用于生产消费，而B部类则把用于
个人消费。
'
如果A等于3个工作日；那么，按照假定，它的不变资本等于2

个工作日。B补偿产品A的普,也就是提供等于2个工作日的非消

费品。现在3个工作日已经被消费掉，还剩下2个工作日。换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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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A的过去的2个工作日由B的新加的2个工作日补偿，但这只是
因为,B的新加的2个工作日按价值来说是以产品A的形式，而不是
以产品B本身的形式消费的。

B的不变资本，由于它加入总产品B，也必须由同类的新产品，
也就是由B的生产消费所必需的产品以实物形式补偿 。它虽然也
是由一年内新花费的劳动时间的产品补偿 ，但不是由新的劳动时间

补偿。
假定在B的总产品中，全部不变资本占|。那么，如果新加劳

动（等于工资和利润的总额）等于1，则充当其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
的过去劳动就等于 2。这个2是怎样补偿的呢？在B的不同生产领

域中，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之比，可能是极不相同的。但是按照假

定，平均比例等于Ü,或1:2。B的每个生产者都有I•的产品
—如煤炭、鉄、亚麻、机器、牲畜、小麦（指不加人消费的那部分牲畜
—

和小麦〉等等—
—需要补偿它们的生产要素 ，或者说,这I的产品必
须再转化为自己生产要素的实物形式。但所有这些产品本身都重新

加入生产消费。小麦（作为种子）同时又成了它自己的原料 ，养大的

一部分牲畜补偿消费掉的牲畜，也就是自己补偿自己。这样，在B

的这些生产领域（农业和畜牧业）中，它们的产品中只是这一部分以
自己的实物形式补偿自己的不变资本 。可见,这种产品的一部分不

进入流通（至少它不一定要进入流通，它可能只是在形式上进入流
通）。这些产品中的其他产品，如亚麻、大麻等等，煤炭、铁、木材、机

器,都部分地作为生产资料加入自己的生产。就像农业中的种子一
样,煤炭加入煤炭的生产，机器加入机器的生产。可见，由机器和煤
炭构成的产品的一部分，井且是这一产品中代表它的不变资本的那
个份额中的一部分,是自己补偿自 己的，它只是改变自己的位置。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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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是产品，而变成了自己的生产资料。

这些和那些产品的其余部分，则彼此作为生产要素相互加入对

方:机器加入铁和木材，木材和铁加入机器;机油加入机器，机器加入
机油；煤炭加入铁，铁（作为铁轨等等）加入煤炭，等等。这样，ß的这
些产品的I，就其不是自己补偿自己的部分来说 ，即不以自己的实物

形式再加入自己的生产—
—以致产品B的一部分由自己的生产者
直接用于生产消费，就像产品A的一部分由自己的生产者直接用于

个人消费一样的部分,—
—就这部分来说，B的各生产者的产品是彼

此作为生产资料相互补偿的。a的产品加入b的生产消费，而b的
产品加入a的生产消费，或者通过间接的方式:3的产品加入b的生

产消费，b的产品加入c的生产消费，而c的产品加入a的生产消费。
这样，在B的一个生产领域中作为不变资本消费的东西 ，就在另一
个生产领域中重新生产出来，而在后一个生产领域中消费的东西，又

在前一个生产领域中生产出来。在一个领域中从机器和煤炭的形式

变为铁的形式的东西，在另一个领域中则从铁和煤炭的形式变为机
器的形式,等等。

[IX _390]必须使B的不变资本以实物形式得到补偿。如果考
察一下B的总产品，那么它正好代表各种实物形式的全部不变资

本。当B的某个特殊领域的产品不能以实物形式补偿自己的不变
资本时,那么买和卖，相互转手,在这里会使一切重新就序。

总之，这里发生的是不变资本由不变资本补偿 ；只要这种补偿不
是直接的，不是不经过交换的，那就是资本同资本相交换,按使用价

值来说就是产品同产品相交换,这些产品彼此加入对方相应的生产
过程，因而每个这样的产品都由其他产品的生产者用于生产消费。

这部分资本既不归结为利润，也不归结为工资。它不包含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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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劳动。它不同收入交换。它既不直接也不间接由消费者支付。
资本的这种相互补偿不论有没有商人（即商人资本）作中介，都丝毫
不会使问题有所改变。
但是，既然这些互相补偿的产品，即机器、铁、煤炭、木材等等，是
新的产品，既然它们是当年劳动的产品，那么，用做种子的小麦,完全

像加入个人消费的小麦一样 ，是新劳动的产品，等等，又怎么能够说，

这些产品中不包含任何新加劳动呢？此外，它们的形式不是十分令
人信服地表明情况恰好相反吗？如果说在小麦或牲畜身上还看不出
这一点，那么在机器上，在机器的形式上，却可以看到把它从铁等等
变成机器的那种劳动 。如此等等。

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解决了 。①这里不需要再谈丁。

〔可见，亚•斯密认为“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规模同

“实业家”和消费者（消费者是指直接消费者，不是指生产消费者，因

为斯密本人把生产消费者列入“实业家”的范畴）之间的贸易规模相
等，这个命题是错误的。这个命题建立在他的一个错误的论点上，按

照这个论点，全部产品都归结为收入，而事实上这不过是说，由资本
和收入的交换构成的那部分商品交换，等于全部商品交换。因此，图
克根据这个命题对于货币流通 （特别是对于“实业家”之间流通的货

币量同“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流通的货币量之比）所做出的实际应

用，和这个命题一样，也是错误的。
如果我们把购买产品A的商人当作同消费者对立的最后一个
“实业家”，那么，这些产品在他手里，就会由A的收入（等于jA）和

①见本卷第85—136、224—237页和第260—261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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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的收入（等于|a）买去。这些收入补偿他的商人资本。这些收入
的总和必定抵补他的资本 。（这个家伙赚到的利润必定是这样得来

的：他把一部分A留给自己，把较小景的A按照全部A的价值来出

卖。无论是把这个家伙看做必要的生产当事人，还是把他看做寄生
的中间人，都完全不会使事情有所改变。）经营产品A的“实业家”和

产品A的消费者之间的这种交换 ，按其价值来说，则与经营产品A
的“实业家”和产品A的全部生产者之间的交换相一致，因而与这些

生产者相互之间的全部交易相一致。

商人购买麻布。这是“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最后一次交
易。麻布织造业者购买纱、机器、煤炭等等。这是“实业家”和“实业

家”之间的倒数第二次交易。纺纱业者购买亚麻、机器、煤炭等等。
这是“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倒数第三次交易。亚麻种植业者和

机器制造业者购买机器、铁等等，依此类推。但是亚麻、机器、铁、煤
炭的生产者之间为补偿他们的不变资本而进行的交易以及这些交易
的价值，都不加入产品A所经过的那些交易（不管这是收入和收入

之间的交换，还是收入和不变资本之间的交换）。这些交易，—
—不

SB的生产者和A的生产者之间的交易，而是B的生产者们相互之
间的交易，—
—就像产品B的这一•部分的价值完全不加入产品A的
价值一样，完全不需要由产品A的买者对产品A的卖者进行补偿。

这些交易也需要货币，也要以商人为中介。但专门属于这个领域的
那部分货币流通同“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货币流通是完全分

开的。〕

[IX —391]剩下要解决的还有两个问题：

（1）在以上的论述中，工资被看做收入，没有同利润区分开来。
现在要问，工资同时表现为资本家的流动资本的一部分这种情况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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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会有多大的意义 ？

（2）直到现在我们假定，全部收入都作为收入花掉。因此，应当
考察收入即利润的一部分化为资本时发生的变化 。这事实上同对积

累过程的考察—
—但不是从它的形式上考察—
—是一致的。代表剩
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一部分再转化为工资 ，一部分再转化为不变资

本，这是很简单的。但这里必须研究,这种情况怎样影响前面所分析
的各个项目的商品交换,在这些项目下，商品交换可以从它的承担者
方面来考察，也就是作为收入同收入的交换 ，收入同资本的交换，以

及资本同资本的交换来考察 。〕

〔这样，这一幕间曲就必须穿插在这个历史批判部分 ，一直演奏

到结束。11S〕

费里埃，弗•路•奥•（海关副督察）著有〈论政府和贸易的相互

关系〉（1805年巴黎版）一书。（这本书是弗•李斯特论据的主要来
源。）此人是波拿巴王室的禁止性关税制度等等的赞颂者 。实际上，
他认为政府（因而国家官吏这些非生产劳动者）作为直接干预生产的

管理者具有重要意义 。所以，这个海关官吏对亚•斯密把国家官吏

叫做非生产劳动者这一点非常恼火。
“斯密确定的国家节约的原则，是以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之间的区分为

OOOOOOOO

根据的……

［这正是因为斯密希望，将产品中尽可能大的部分当作资本花

费，即用来同生产劳动交换，而将尽可能小的部分当作收入花费，用
来同非生产劳动交换。〕
……"这一区分实质上是错误的。根本就没有非生产劳动。”（第141页）

1861—63年经济学手稹笔记本IX政治经济学批判

310

“因此，国家有节约和浪费之别；但国家是浪费还是节约，只能从该国同增国的
关系来看，问题也正是必须这样来看。”（同上，第143页）

现在我们把费里埃所憎恨的亚•斯密的论断拿来与此对照一下。
费里埃说:“国家的节约是有的，但跟斯密所说的完全不同。国家的节约在

于，购买外国产品的数量不超过能用本国产品支付的限度。有时这种节约在于
完全不要外国产品。”（同上，第174 —175页）

〔亚•斯密在第一篇第六章 （加尔涅的译本，第1卷第108-109
页）《论商品价格的构成部分〉的结尾说：
“因为在一个文明国家里，只有极少数商品的全部交换价值仅由劳动产生，
年产品所能购买和支配的劳动量，比这个产品的制造、加工和运到市场所必须

OOOOOOOOOOOOOO

oooooooo

oooooooooo

使用的劳动量总要大得多。如果社会每年使用了它每年所能购买的全部劳动，

OOOOOOOOOOO

OOOOOOOOOOOÛOOOOOOO

那么，由于这个劳动最逐年会有很大的增加，每一年的产品就会比上一年的产

O O

OOOOOaOOOOOOOOOOO

品具有大得多的价值。但是，没有一个国家会把全部年产品都用于工人的生活

oooooooooo

费。在任何地方，产品很大一部分都是归有闲者消费的。年产品的一般的或平
均的价值，究竞是年年增加，减少还是年年不变，就必然要看这个产品按怎样的

比例在这两个不同的阶级之间分配。”

在斯密实际上想解开积累之谜的这段话里,存在着各式各样的

混乱看法。
首先，我们又看到那个错误的前提：劳动的年产品的 “交换价

值”，也就是“劳动的年产品”，分解为工资和利润（地租也包括在内）。
我们不想回过头来谈这个荒谬的观点。.我们只想指出下面一点。年

产品总.量—
—或构成劳动的年产品的商品总额 、商品储备，—
—按其
实物形式来说，很大一部分［IX —392＞］是由只能作为要素〔各种原'

料、种子、机器等等〕加入不变资本的，即只能用于生产消费的商品构

成的。关于这些商品（而这是加入不变资本的大部分商品），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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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价值本身就已经表明 ，它们不能用于个人消费，因而收入—
—无
论是工资，利润还是地租—
—不能花在它们身上。固然，一部分原料

（只要不是这些原料本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或者不是作为辅助材料
或作为直接组成部分加入固定资本的 ）在以后会取得可消费的形式，

但只是由于当年劳动才取得这种形式。作为去年劳动的产品，甚至
这些原料也不能成为收入的任何一部分 。只有产品的可消费部分才

能被消费，才能加入个人消费，从而才能构成收入;但是 ，甚至可消费
的产品也有某一部分不能被消费，否则就会使再生产成为不可能。
因此，就连商品的可消费部分中，也要拿出一部分来，这一部分必须
用于生产消费，即必须成为劳动材料 、种子等等，不能成为生活资料

—不管是工人的还是资本家的生活资料。因而这部分产品一开始
—

就必须从亚•斯密的计算中扣除.或者更确切地说，必须加入这个计
算。只要劳动生产率保持不变，产品中不分解为收入的那个部分也

每年不变，也就是说，只要在劳动生产率保持不变的场合所使用的劳
动吋间量和以前一样，情况就是如此。

如果假定每年使用比以前更大的劳动量,那就必须考察在这种

情况下不变资本的状况。简而言之：为了能够使用更大的劳动量，单
单支配更大的劳动量井支付这个更大的量，即把更多的资金用在工

资上，是不够的，还必须拥有可以吸收这个更大劳动量的劳动资料
（原料和固定资本）。因此，在阐明亚•斯密考察的各点之后，还必须
把这一点分析一下。
这样,让我们再一次看看他的第一句话 ：
“因为在一个文明国家里，只有极少数商品的全部交换价值仅由劳动产生，
0

o

0

o

0

o

绝大多数商品的交换价值中有大量地租和利润加入，所以，这个国家的劳动的

oooooooooo

oooooooo

年产品所能购买和支配的劳动最.比这个产品的制造、加工和运到市场（换句话
oooooooooooooo

O

O

Û

O

O

C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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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产品的生产〉所必须使用的劳动量总要大得多。”

ooooooooo

这里，显然是把各种不同的东西混杂在一起了。加入全部年产

品的交换价值的，不仅有活劳动，即当年耗费的活劳动 ，而且还有过
去劳动，即往年劳动的产品。不仅有活的形式的劳动，而且有对象化

形式的劳动。产品的交换价值等于产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的总和，
其中一部分由活劳动构成，一部分由对象化劳动构成。

假定活劳动和对象化劳动之比是• ，即1:2。那么，全部产

品的价值就等于3,其中2是对象化劳动时间 ，1是活劳动时间。因

此，如果只从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作为等价物相互交换，一定量的对

象化劳动只能支配与这个一定量的对象化劳动等量的活劳动这个前
提出发，那么，全部产品的价值所能购买的活劳动 ，就比它本身包含

的活劳动多。因为产品等于3个工作日，而它包含的活劳动时间等
于1个工作日。为了生产产品（实际上不过是为了使产品的要素具
有最终形式），只要1日的活劳动就够了。但是，产品中包含3个工
作曰。可见，如果把这个产品全部用来同活劳动时间交换，如果只把

仑用来“购买和支配”活劳动量，那么它就能支配、购买3个工作日。

然而亚•斯密指的显然不是这个意思；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完全
无用的前提。他想说的是:产品的交换价值有很大一部分不分解为

工资，而分解为利润和地租 ，或者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可以说分解为
利润（斯密不用“分解”这个词，他用的是另一种错误的说法，这是由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概念混淆①造成的）。换句话说:产品中和
当年加进的劳动量相等的那部分价值—
—实际上就是真正由当年劳

①见本卷第-77页。•-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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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生产的那部分产品-一第一 ，支付工人，第二，加入资本家的收入,

加入资本家的消费基金。总产品的这部分全部由劳动产生，并且仅

仅由劳动产生;但它由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构成。工资等于有酬劳
动的总和，利润［IX —393］等于无酬劳动的总和。因此，如果把这全

部产品都花在工资上，它所能推动的劳动量，自然就会比生产这个产

品的劳动量大；而且，产品所能推动的更多的劳动时间和产品本身包

含的劳动时间的比例，恰好决定于工作日分为有酬劳动时间和无酬
劳动时间的比例。

假定有酬劳动时间和无酬劳动时间的比例是:工人在6小吋即
半个工作日内生产或再生产自己的工资。其余6小时即半个工作
日，形成剩余。因此，有一个产品例如包含100个工作日［新加劳
动］，这100个工作日等于50镑（如果1个工作日等于10先令，那么

100个工作日就等于1 000先令，即50镑）。其中25镑为工资,25镑
为利润（地租）。用这笔等于50个工作日的25镑，可以支付100个

工人，这100个工人有一半劳动时间是进行无代价的劳动，换句话

说，就是为自己的老板劳动。因此，如果把这全部产品（100个工作
日）都花在工资上,那么50镑就能推动200个工人，他们每一个人都

像以前一样，得到工资5先令，即自己劳动产品的一半。这些工人的
产品是100镑（也就是说，200个工作日等于2 000先令，即100镑），

用这100镑又能推动400个工人（每个工人得到5先令，400个工人

得到2 000先令〉,他们的产品等于200镑，依此类推。
亚•斯密说“劳动的年产品所能购买和支配的劳动量 ”，比产品

的生产所使用的劳动量总要“大得多”，就是指这个意思。（如果把工

人劳动的全部产品都支付给工人，也就是说，如果是100个工作日，
就支付给他50镑，那么这50镑也就只能推动100个工作日。）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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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亚•斯密接着说：
"如果社会每年使用了它每年所能购买的全部劳动，那么，由于这个劳动量
逐年会有很大的增加，每一年的产品就会比上一年的产品具有大得多的价值。”

但是，这个产品的一部分被利润和地租的所有者吃掉，另一部分

被他们的食客吃掉。因此，能够重新用在劳动（生产劳动）上的那部
分产品究竟有多少 ，就取决于产品中没有被资本家 、租金所得者和他

们的食客（同时也是非生产劳动者）吃掉的那部分究竟有多少。

然而，这样一来，这里总还有一笔新的基金（新的工资基金），以
便用去年劳动的产品在本年推动更多的工人。因为年产品的价值决

定于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暈，所以年产品的价值将会逐年增长。

不言而喻，如果市场上没有更大量的劳动，即使有一笔基金，它

能够“购买和支配的劳动量”比去年“大得多”，也是没有用处的。即
使我有更多的货币可以购买某种商品，如果市场上没有更多的这种

商品，对我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假定从50镑中拿出一个数目，这

个数目不是推动200个工人以代替原先的 100个工人（他们得到25
镑），而是只推动150个工人，这时，资本家自己吃掉的是12 I镑，而
不是25镑。在这种情况下，150个工人（他们得到37 f镑）就会提

供150个工作日，即等于1 500先令或75镑。但是,如果可使用的工
人人数照旧只有100个人，那么，这100个人现在得到的工资就会是

37 "I■镑,而不是原先的25镑，可是他们的产品仍然只有50镑。这
样一来，资本家的收入就会从 25镑降到12 +镑，因为工资增加了

50%。但是亚•斯密知道，要增加的劳动量是会有的一方面是由
于人口每年增长（诚然,按照斯密的意见,原有的工资包含着这种增

长）。另一方面是由于存在着失业的赤贫者 、半失业的工人等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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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大量非生产劳动者中间有一部分人因剰余产品使用上的改变而
能够变成生产工人。最后，同样数量的工人可以提供更大的劳动量。
因为我雇用125个工人来代替100个工人，或者让100个工人每天

劳动15小时而不是劳动12小时，是完全一样的。

此外，说随着生产资本的增加 ，—
—或者说随着用于再生产的那
部分年产品的增加，—
—所使用的劳动（活劳动，花费在工资上的那
部分资本）也会按同样的比例增加，这是亚•斯密的错误，这个错误

同他认为全部产品分解为收入的观点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IX —394]总之，斯密首先肯定说 ，有可供消费的生活资料基
金，这个基金在本年内能够“购买和支配”的劳动量比去年大。有更
多的劳动，同时乂有供这个劳动用的更多的生活资料。现在应当考
察一下，这个追加的劳动量如何实现 。〕

如果亚•斯密完全自觉地、始终一贯地坚持他实质上已有的那

种对剩余价值的分析，即认为剩余价值只有在资本同雇佣劳动的交
换中才会创造出来，那么，他就会发现，只有同资本交换的劳动才是

生产劳动，而同收入本身交换的劳动决不是生产劳动 。为了同生产
劳动交换，收入必须先转化为资本。
但斯密同时又从片面的传统观点出发，认为生产劳动就是一般
直接生产物质财富的劳动;并且把自己的区分（根据资本同劳动交换
还是收入同劳动交换作出的区分 ）同这种观点结合起来，所以在他看

来，下面这样的定义是可能的：同资本交换的那种劳动始终是生产劳
动（始终创造物质财富等等 ）；而同收入交换的那种劳动既可能是生

产劳动，也可能是非生产劳动，但是，花费自己收入的人，在大多数情
况下，都宁愿使用某种直接的非生产劳动，而不愿使用生产劳动。这

里可以看出，亚•斯密由于把自己的两种区分混在一起 ，就把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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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大大削弱并冲淡了。
下面这段引文表明，亚♦斯密并没有把劳动的固定化完全归结
为纯粹的表面的固定化;在这段引文中，有他列举的固定资本各个组

成部分中的一条：
“（4）居民或社会成员所获得的有用才能。要获得这种才能，总得支出-笔
实在的费用，供获得才能的人在他受教眘、实习或学习期间维持生活，而这笔费
用可以说就是固定和实现在他个人身上的资本。这种4能是他的财产的一部
分，也是他所在的那个社会的财产的一部分。可以把工人的提髙了的技能，同

减轻和缩短劳动的机器或工具一样看待，在这些东西上虽然要支出■-笔费用，
但它们会偿还这笔费用，并提供利润。”（第二篇第一章）（同上，［加尔涅的译本］
第2卷第204—2（）5页）

奇怪的积累来源和积累的必要性 ：
“在社会的原始状态中.没有任何分工，几乎不发生交换，毎一个人都用自
己的手去谋得他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在这种状态中，没有必要为了维持社会经
00000000000

济生活而把资财预先积累或储存起来。〈也就是说，先是假定不存在任何社会〉

QOOOOOOOOOOOOOOO

每一个人都努力以自己的活动来获得满足自身随时产生的需要的手段。他饿
了，便到森林去打猎等等。”（同上，第2卷第191 -192页）（第二篇＜序论〉），“但
是，一旦分工普遍实行，一个人用他个人的劳动就只能满足他当时产生的需要
的极小部分。他的需要的绝大部分都要靠别人劳动的产品来满足，或者同样也

O O O O O O O

可以说，靠这种产品的价格［通过购买］来满足。但是，在实行这种购买之前，他

o O

必须有时间不仅完全制成并且还要卖掉他的劳动产品。〈即使在前一种场合，
OOOO

0000000000

他不先打到兔子，也吃不到兔肉，而他不先制成古"弓”或类似的东西，就不可能

打到兔子。所以在后一种场合，惟一的新条件并不是必须有什么“储存”，而是
必须“有时间……çjy他的劳动产品”》〉因此.至少在他能够完成这两件事以
前，必须在某个地üi先储存各种物品.以维持他的生活r并供给他劳动所必需
OOOOOOOÔ

的原料和工具。一个织布业者，在他把麻布织成并且卖掉以前，如果在他手里

O O O O

或别人手里没有预先储存的物品，以维持他的生活，并供给他劳动所需的工具

O O O Ô O

o o

和材料，他是不能全力从事自己的专业的。十分明显，在他能够从事这项工作

O O O O O O

并把它完成以前，必须有积累……按照事物的本性，资本的积累是分工的必要
O

O

ô

o

O

O

O

OOOOO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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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决条件。”（同上，第192 —193页）

o o o O O

（另一方面，按照斯密在序论中的第一句话 ，好像在分工以前没
有任何资本积累，而现在他却完全相反,断言在资本积累以前没有任
何分工。）

斯密继续说道：
“只有预先积累的资本越来越多,分工才会越来越细。分丁.越细枣f
的人所能加工的原料数最就会大大增加;因为这时每一个工人的操作备
00000000000000000

单，所以减轻和［IX _395］缩短劳动的新机器就大竜发明出来。因此，随着分

工的发展，为了经常雇用同样数目的工人，就必须预先积累同样多的生活资料,
000000000000

以及比分工不发达时更多的原料和劳动工具。”（同上，第193 -194页）“劳动生
ÛOOQOQQOOO

产力的这种极大的提髙，非有预先的资本积累不可，同样，资本的积累也自然会

OOOOOOOOO

引起劳动生产力的这种极大的提髙。凡是使用自己的资本来雇用工人的人当

OOOOOÔOOOOOOOOOO

然希望，他这样做会使工人完成尽可能多的工作。因此，他力求在自己的工人
中间最恰当地进行分工，并把他所能发明或购买的最好的机器供给工人使用。
他在这两方面成功的可能性如何，通常要肴他有多少资本，或者说，要看这个资

本能够雇用多少工人。因此，在一个国家里，不仅劳动量随着推动劳动的资本

O O O O o O

O O V O O

O O

的扩大而增加，而且同一劳动最所生产的产品，也由于资本的扩大而大大增

OOOOOOOOO
加。”（［同上，］第 194 —195 页［Zh.64］）
O
OOOOOO

OOOOOOOOOOOÔ

亚♦斯密完全像他论述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那样 ，论述已经

加入消费基金的物品。例如,他说：
“住房不会给居住者带来任何收入；虽然这所住房无疑对他说来是非常舍

用的，但这不过是像他的衣服和家具一样，衣眼和家具对他说来也是十分有用
的，但这不过是他的开支的一部分，不是收入的一部分。”（第二篇第一章）（同
上，第2卷第201 -202页）相反，属于固定资本的有“一切有用的建筑物，它们
不仅对收取租金的建筑物所有者来说，是获得收入的手段，甚至对支付租金的

建筑物承租人来说，也是获得收入的手段；例如店铺、仓库、工场以及有各种必

要的设备、厩舍、粮仓等等的租地农场，就是如此。这种建筑物和纯粹的住房大
不相同；它们是一种生产工具。”（同上，第203 -204页）（第二篇第一章）

318

1861-63年经济学手稿笔记本 IX政治经济学批判

“一切机械学上的新的方法，使得同一数量的工人能够用比以前更简申•、更

便宜的机器来完成同样的工作筮,这始终被汄为是对社会很有利的。以前用来
维持较复杂、较昂贵的机器的一定数量的原料和一定数量的工人，现在就可以

用来增大工作量，而这些或那些机器是为了进行这种工作而制造出来的。”（第
二篇第二章）（同上，第2卷第216 —217页）

“固定资本的维持费……要从社会纯收入中排除掉。”（同上，第2卷第218

页）（第二篇第二章）“不减低劳动生产力的固定资本的维持费的任何节约，就必

定会增加推动劳动的基金，因而必定会增加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增加每个社
会的实际收入。”（同上，第2卷第226 -227页）（第二篇第二章）
被银行券＜_般说，纸币）排挤到国外的金银币，—
—如果花在“购买供国内

消费的外国货"上,—
—或者用来购买奢侈品，如外国葡萄酒、丝织品等等，一句
话，购买“供什么也不生产的……消费的商品……或者……用来购买導
加的原料、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和雇用追加的勤劳者，这些勤劳者会è

OOOO

ooooooooo

oooooooooooo

o o o o o o o

他们每年消费的价值再生产出来
OOOOOOOOOOOOOO ，并提供一笔利润
o o o o o o O ”。（同上，第2卷第231-

232页〉（第二篇第二章）
斯密说，前一种使用货币的方法增加浪费，“增加开支和消费，丝毫不会增
加生产，也不会创造抵补这些开支的固定基金，所以从各方面来讲，对社会都是
有害的"。（同上，第2卷第232页）相反,“用后一种方法支出的货币，就相应地
扩大劳动规模;尽管它也增加社会的消费，但是它开辟了维持消费的固定来源，
因为消费这一生活资料的追加量的人会把他们每年消费的全部价值再生产出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Ç

来
o ，并提供一笔利润
o o o o o o O ”。（第2卷第232页）（第二篇第二章）

"一笔资本能推动多少生产劳动，显然要看它能给多少工人提供符合他们

劳动性质的原料、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同上，［第2卷］第235页）（第二篇第
二章）

［IX-396］我们在第二篇第三章（同上，第2卷第314页及以下
几页）读到：
"生产劳动者、非生产劳动者以及那些根本不劳动的人，同样都是靠该国土
地和劳动的年产品维持生活。这种产品……必然是有限的。因此，根据一年内

用来维持非生产劳动者的那部分产品是较少或者较多的不同情况，为生产劳动
者留下的产品就会是较多或者较少，与此相适应，下一年的产品也会增加或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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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

虽然每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品……归根到底都是供国内居

民消费，并给他们带来收入，寧譽，學产品从土地或从生产工人手中生产出来W
它就Û然分成两部分。°其°中二部分，而且往往是最大的部分,首先用来分

本，更新那些已经从资本中取出的生活资料、原料和成品；另一部分则用i
O O O OOOO
OOOO ooooo
形成收入一或是作为这个资本的所有者的资本的利润，或是作为另一个人
的土地的地租••••••

每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中补偿资本的那一部分,决不能直接用
OOOOOOOÛOOOOOOOOOOOOOOOOO

来维持生产工人以外的其他任何雇佣人员；这一部分只能给生产劳动支付工

资。直接形成收入的那部分产品……既可以用来维持生产劳动者，也可以用来
维持非生产劳动者…….
非生产劳动者和那些根本不劳动的人，都靠收入维持生活；或者，第一，靠

o o 0

年产品中一开始就形成某些人的收入（不是作为地租收入，便是作为资本利润）

的那一部分•，或者第二.靠年产品中的另一部分，这一部分虽然是供补偿资本和
仅仅维持生产工人用的，但一到生产工人手里，除了维持他们的生活所必需的
部分之外,其余部分就能用来既维持生产人员，也维持非生产人员。例如，一个
普通工人，如果他的工资高.他就能……雇个仆人，或者有时去看看爯剧或木偶

戏，这样，他就用自己的一部分收入来帮助维持一类非生产劳动者；或者最后，
他能交纳一些税,从而带助维持另一类……同样是非生产的劳动者。但是，一
开始就供补偿资本用的那部分土地产品，在它没有把与它相应的生产劳动量全

部推动之前,是决不能用来维持非生产劳动者的……工人必须先做工，挣得

了工资，然后才能把哪怕是极小的--部分收入，支出在非生产劳动上……地
租和资本利润……在任何地方，都是非生产劳动者赖以取得生活费的主要源泉
……这两种收入，既可以维持生产劳动者，也可以维持非生产劳动者；但是，

这些收入的所有者，看来总是更苒欢把它们用在后者身上……
总之，年产品从土地或从生产工人手中生产出来以后，一部分供补偿资本
用，另一部分形成收入（作为地租或利润）。在每一个国家里，生产劳动者和非

生产劳动者之间的比例，主要决定于年产品的这两部分之间的比例，而这个比
例在富国和贫国是极不相同的。”

斯密接着把情况作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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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各富国"，今天“土地产品的很大--部分，而且往往是最大的部分，

OOOOOOOO O O OOOOOOOOOOOO o o oooooooooo

都用来补偿富有的独立的租地农场主的资本”；过去的情况则相反，"在封建制

OOOOOOOOOOOOOOOOOOO

度统治时期，产品的极小部分就足以补偿用于耕作的资本”……商业和工业中

的情形也是这样。现在商业和工业中使用的资本很大，而以前却很小，但它们

带来的利润很大。"［古时］利息在任何地方都不低于10%,要支付如此髙的利
息，资本利润必定非常大。目前在欧洲比较发达的国家，利息在任何地方都不
超过6%,而在最富的国家，利息则等于4%、3%、2%。居民由利润得来的那部
分收入，在富国总是té在贫国大得多，这是因为富国的资本大得多；但利润同资

本相比，富国的利润通常又低得多。
由此可见，年产品从土地或从生产工人手中生产出来以后，供补偿［IX —

397］资本用的那部分，在富国不仅比在贫国大得多，而且同直接形成收入（作为
地租或利润）的那部分相比，也大得多。用来维持生产劳动的基金，在富国不仅

比在贫国大得多，而旦同那种既能用来维持生产劳动者，又能用来维待非生产

劳动者，但通常主要是用来维持后者的基金相比，也大得多。〈斯密犯了这样的
错误：他把生产资本的量同用来维持生产劳动的那部分生产资本的量等同起
来。但是，他所了解的大工业实际上还只处在萌芽状态。〉这两种不同基金之间

的比例，在每一个国家，必然会决定该国居民的一般性格是勤劳，还是懒惰。”斯
密说，例如，“在英国和荷兰的工业城市里，人民的下层阶级主要依靠所使用的
资本过活，他们一般来说都是勤劳的、刻苦的和节俭的。相反，在宮廷所在地的

都城等等，人民的下层阶级依靠上层阶级挥霍收入来生活，他们一般来说都是
懶惰的、放荡的和贫困的；例如，罗马、凡尔赛等地就是这样……”

“由此看来，资本总额和收入总额之间的比例，在任何地方都决定勤劳和懒

散之间的比例：在资本占优势的地方，多勤劳；在收入占优势的地方，多懶散。
因此,枣亨零枣 ，自然会引起勤劳活动的量、生产工人人数的实际的增
滅，从wiléàÂiÀè劳动年产品的交换价值、该国全体居民的财富和实际

收入的增减....

一年内节约下来的东西，像一年内支出的东西一样，照例是会被消费的，而
且几乎在同吋被消费；不过，它是被另一类人消费的。收入的第一个部分，由家

仆、无用的食客等等消费，这些人决不会留下任何一点东西来补偿他们的消费。
而收入的第二个部分［每年节约卜'来的部分］，由工人消费，这些工人会把自己

一年消费的价值再生产出来，并提供一笔利润……消费是一样的，但消费者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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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开始了斯密关于节约的人的说教 （同上，下面第328,329

页及以下几页）（第二篇第三章），他说这种人靠自己每年的节约，可

以为追加的生产工人建立一个公共工场，
“设立一种永久的基金来维持相应数最的生产工人”，而“浪费者却使维持

生产劳动的基金总数减少……如果把非生产人员这样〈由于浪费者挥霍〉消
费的食物和衣服，分配给生产工人，这些生产工人就会把他们所消费的全部价
值再生产出来，并提供一笔利润……”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斯密的这种说教的结语是.•这（节约和浪费）会在私人中间相抵，
并且实际上“理智”占上风。大国
"从来不会因私人的浪费和妄为而变穷，虽然有时会因政府的浪费和妄为而变
穷。在大多数国家，国民收入全部或几乎全部用来维持非生产人员。这些人包
括宫廷人员（［同上，］第336页）、教会人士、海军、陆军，他们在平时什么也不生

产,在战时也不能获得任何东西，来抵fë他们即使只是在战争期间的生活费用。
这种人自己什么也不生产，全靠别人的劳动产品来养活。因此，如果他们人数

ooooooooooo

oooooooooooo

的增加超过了必要的数量，他们在一年内就能消费很大一部分产品，以致剩F
来的产品不足以维持必须在下一年把产品再生产出来的生产工人……”［同上，

第2卷第314-336页］

斯密在第二篇第四章写道：
"因为用来维持生产劳动的基金逐日增加，所以对生产劳动的需求也与日
俱增:工人［IX _398］容易找到工作，时资本所有者却难以找到他们能够廂用

的工人。资本家的克争使工资提高，利润下降。”（同上，第2卷第359页）

斯密在第二篇第五章（第2卷第369页及以下几页）〈论资本的

各种用途〉中，根据各种资本所雇用的生产劳动量的大小 ，从而按照
它们所增加的年产品 “交换价值”的多少，对资本进行了分类。斯密

放在第一位的是农业，其次是制造业,然后是商业，最后是零昝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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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斯密根据资本所推动的生产劳动量排列的资本用途的顺序 。

这里我们又得到一个关于"生产劳动者”的全新的定义：
•‘凡是把资本用于这四种用途之一的人，自己就是生产劳动者。他们的劳

O O O O O

动，如果使用得当，会固定和实现在它所加工的物品或商品上，通常至少也会把

他们维持自己生活和个人消费的价值加在商品的价格上。”（同上，第374页）

［总之，斯密把他们的生产性归结为他们推动生产劳动这一点。〕
关于租地农场主，他说：
“没有任何等景资本能比租地农场主的等量资本推动更大数暈的丰ff
动。不仅他的鹿工是生产劳动者，血且他的役畜也是生产劳动者。”［同1,°第°2
O

00000000000

卷第376页］

可见，最后连牛也成了生产劳动者。

罗德戴尔（伯爵）＜论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1804年伦敦版（法

译本，［拉让蒂•德拉瓦伊斯译］;1808年巴黎版）。

罗德戴尔提出的为利润辩护的理由，要放到后面第三篇 s去考
察。按照这种辩护论观点，利润是由资本本身产生的 ，因为资本“代
替”劳动。资本之所以得到报酬，是因为它做了人没有它就得自己去

做的事，或者做了人不借助于它就根本做不到的事。
“现在很明白，资本利润的取得，总是或者因为资本代替了人必须用自己的

手去完成的劳动；或者因为资本完成了人的个人力量不能胜任和人自己不能完
成的劳动。”（法译本第119页〉

“伯爵”先生极力反对斯密关于积累和节约的学说。他也极力反
对斯密提出的対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的区分;但是，按照他的
意见，斯密叫做“劳动生产力”的东西只不过是“资本生产力”。他直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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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否认斯密提出的对剩余价值的解释 ，理由是：
“如果对资本利润的这种理解真正正确的话，那就会得出结论说：利润不是
财富的原始源泉，而只是派生源泉，并旦，决不能把资本看姆財富的源泉之一,

因为资本带来的利润不过是收入从工人的口袋转到资本家的口袋而已。”（同
上，第116 —117页）

显然，在这种前提下，罗德戴尔在同斯密的论战中 ，抓住的也是
最肤浅的东西。例如，他说：
“由此可见，同一种劳动可以是生产的，也可以是非生产的，这要看劳动所
加工的那个物品以后的用途如何。例如，如果我的厨师制成一个大蛋糕，我马

上把它吃掉，那么，他就是非生产劳动者/他干的活就是不生产的劳动，因为他
的服务一经提供随即消失。但如果这种劳动是在糕点店里完成的，那么它就成

了生产劳动。"（同上，第110页〉

（这里加尔涅应享有专利权 ，因为他出版的那本附有他的注释的

斯密著作，是在1802年，即比罗德戴尔的书早两年问世的。）
“这种新奇的区分，仅仅以所提供的服务的耐久性为根据，它把那些在社会

上担任最重要职务的人，都归到非生产劳动者里面去。君主、切神职人员、司
法人员、国家保卫者以及一切用自己的技能……保护国民健康或使国民受到教

育的人，都被视为非生产劳动者。"（同上，第111页）（或者像亚•斯密著作的第
二篇第三章（［加尔涅的译本j第2卷第313页）排列的一个很好的次序：“教士、
律师、医生、各种文人；演员、S角、音乐家、歌唱家、舞蹈家等等。”）
“如果承认交换价值是财富的基础，那么，就没有必要用冗长的议论来证明

这个学说的错误。最能［IX —399］证明这个学说错误的是，人们根据对这些服

务支付的价格来判断人们对这些服务的鞟敬程度。”［罗德裁尔，同上第111页］

其次：
“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固定和实现在某种可以出卖的商品上……仆人的劳

o o O O

动也好，由流动资本节约的劳动也好〔罗德戴尔在这里所说的“流动资本”是指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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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当然都不能形成积累，不能形成以- '定价值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
手里的基金。它们所提供的利益，同样都是由于它们节约主人或所有者的劳动

o o o o

o O

造成的。既然它们产生如此相同的结果，那么，把其中一个称为非生产劳动，也

就必然要把另一个称为非生产劳动。”〔他接着引了斯密在第二篇第二章中说的
一段话IW〕（罗徳»尔，同上第144 -145页）

因此，我们可以排一个队：费里埃、加尔涅、罗德戴尔、加尼耳。

托克维尔特别爱用最后那句关于“节约劳动”的话。

在加尔涅之后，出版了庸俗的让•巴•萨伊的〈论政治经济学〉
-书。萨伊非难斯密，说他
“不把医生、音乐家、演员等人这类活动的罕譽叫做;7号。他把这些人从事的劳
动称为非生产劳动"。（第3版［第1卷］第°11°7页）° °
o

o

o

o

0

斯密完全不否认“这类活动”会产生某种“结果”，某种“产品”。

他甚至明确提到：
“国家的安全、安定和保卫”是（国家公务人员）“年劳动的结果”。（斯密的
著作第二篇第三章，•加尔涅的译本第2卷第313页）

萨伊也坚持斯密的补充定义:这些“服务"以及它们的产品“通常

—经提供，一经生产，随即消失”。（斯密，同上）萨伊先生把这样消费
掉的“服务”或它的产品，它的结果,一句话，它的使用价值，称为“非

物质产品或一生产出来就被消费掉的价值”。［第116页］他不把提

供这种服务的人叫做“非生产劳动者”，而叫做“生产非物质产品的
人”。他用了另一个名称。但是他在下面又说：
“他们不是用来增加国民资本的。”（第1卷第119页）“一个国家有许多音
乐家、教士、官吏，可能有很好的娱乐，梢通宗教教义，并且治理得井井有条；但
不过如此而已。国家的资本不会由于这些人的劳动而有任何直接的增加，因为

他们的产品一生产出来就被消费掉。”（同上，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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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萨伊先生只是从斯密的定义的最有限的意义上把这

类劳动称为非生产劳动 。但同时他又想把加尔涅的“进步”据为己

有。所以他给各种非生产劳动发明了一个新名称。这就是他的独创
性、生产性和发现方式。可是，他又以他惯有的逻辑把自己推翻了。

他说：
“不能同意加尔涅先生的意见，他根据医生、律师等等的劳动是生产劳动这

一点，就得出结论说，增加这种劳动和增加其他任何劳动一样，对国家有利。”
（同上，第120页）

但是，既然一种劳动和另一种劳动一样是生产劳动，既然生产劳

动的增加一般都“对国家有利”，为什么不能同意这种意见呢？为什

么增加这种劳动，不像增加其他任何劳动那样有利呢 ？萨伊用他特
有的深奥想法回答说，因为增加任何一种生产劳动，如果超过了人们
对这种劳动的需要 ，一般都是不利的。如此说来，加尔涅倒是对了。

如此说来，增加这种劳动像增加其他劳动一样 ，超过了一定的限度，

就一样有利—
—也就是一样不利了。
萨伊继续说道:“这种情况就好比人们花费在产品上的体力劳动，超出f制
造该产品所必要的劳动。〈做一张桌子所花费的木匠劳动，不应超出生产桌子

所必要的劳动。同样，修补病体所花费的劳动，也不应超出治好病体所必要的
劳动。因此，律师和医生应当花费的只是制成自己的“非物质产品”所必要的劳

动。〉生产非物质产品的劳动，也像其他任何劳动一样，只有在增加产品的效用

OOOOÛOOOOO

从而增加产品的价值〈即增加产品的使用价值，但萨伊把效用同交换价值混为
一谈〉的时候，才是生产劳动；一旦超出这个界限，它就成为纯粹的非生产劳动

了。”（同上，第120页）

可见，萨伊的逻辑是这样的：
增加“非物质产品生产者”的人数，并不像增加物质产品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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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数那样对国家有用。论据:无论哪种产品（物质产品或非物质产

品）生产者人数的增加超过了需要，都是绝对无用的。所以，增加无

用的物质产品生产者的人数，比增加无用的非物质产品生产者的人
数更有用。在这两种场合，都不能得出结论说:增加这些生产者的人

数是无用的。只能得出结论说:增加某一部门内某种产品生产者的
人数是无用的。
按照萨伊的意见，物质产品［IX —400］决不会生产过多，非物质

产品也是一样。但是，多样化使人愉快。所以这两个部门必须生产

各式各样的产品。此外，萨伊先生教导说：
“某些产品的滞销，是由另一些产品太少引起的。”［同上，第1卷第438页］

这就是说，桌子决不会生产过多，至多也许是可以放在桌子上的
如碗之类的东西太少了。如果医生人数增加太多，那么错误不在于
他们提供的服务过多，而大概在于其他“非物质产品”生产者,例如妓

女，提供的服务太少（同上，第123页，那里，搬运工人、妓女等等的劳
动被归成一类,萨伊还大胆断言,妓女的“训练时间等于零”〉。
归根到底，在萨伊的书中，天平是向“非生产劳动者”方面倾斜

的。在一定的生产条件下，人们能准确地知道，做一张桌T,需要多
少工人，制成某种产品，需要某种劳动量应多大 。许多“非物质产品"

的情况却不是这样。这里，达到某种结果所需要的某种劳动量多大 ，

和结果本身一样，要靠猜测。20个教士在一起对犯罪者的感化 ，也
许是一个教士做不到的；6个医生会诊，能找到的有效药方，也许是

~个医生找不到的。一个审判团，也许比一个无人监督的审判官能
做出更为公正的裁判。保卫国家需要多少士兵，维持国内秩序需要

多少警察，治理好国家需要多少官吏，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大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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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例如在英国议会中 ，这些问题就经常引起争论，虽然在英国，

人们都很准确地知道，生产1 000磅纱所必需的纺工劳动量有多大。

至于另一些这类“生产”劳动者，他们的概念本身就包含着这样的意
思:他们产生的效用，恰好只取决于他们的人数，只在于他们的人数
本身。例如仆役就是这样 ，他们是他们主人有钱有势的证据。他们

人数越多，他们“生产”的效果就越大。因此，萨伊先生始终认为：“非

生产劳动者”的人数的增加永远达不到足够的程度。
热•加尔涅先生于1796年在巴黎出版了 〈政治经济学原理概

论〉。书中除了认为只有农业是生产的这种重农主义观点以外,我们
还看到另一个观点 （这个观点很能说明他对亚•斯密的反驳），那就

是，认为消费（由“非生产劳动者”出色地代表的消费）是生产的源泉，
生产的大小由消费的大小来衡量。非生产劳动者满足"人为的需要”
并消费物质产品，所以他们在各方面都是有用的。因此，加尔涅也反

驳节省（节约）。在他的〈序言〉第13页上可以读到这样的话：
"个人的财富由于节约而增加，相反，社会的财富则由于消费增加而增长。”

O O

在第240页，〈论国债〉这一章中，加尔涅说：
“农业的改进和扩大，因而工商业的进步，除了人为地需要扩大之外，没有

别的原因。"

o o o O

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国债是好事情，因为它会使这种需要增

加。117

徳斯杜特•德•特拉西伯爵 ＜意识形态原理〉第四、五部分〈论意
志及其作用＞1826年巴黎版（［第1版］181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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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有用劳动都是真正的生产劳动，社会上的任何劳动阶级都同样应当

称为生产阶级。”（第87页）

但是在这种生产阶级中，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又分出一个
“直接生产我们的一切财富的劳动阶级”（第88页），
0

0

0

0

这也就是斯密所谓的生产工人。

相反，不生产阶级包括消费自己的土地的租金或货币的租金的

富人,这是“有闲阶级”。
“真正的不生产阶级是有闲者阶级•，他们无所事事，专靠在他们以前业已完

成的劳动的产品，过着所谓养尊处优的生活，而这些产品或者是实现在一些地
产中，由他们把这些地产出租即Çf给某个劳动者；或者是一些货币或物品，由
他们借出去，取得一定的报酬，这°也°是罕¥。这种人是蜂房里真iE的雄蜂〈为享

受果实而生的人们82〉。”（第87页）这闲者"只能花费自己的咚如果他
们花费［IX _401］自己的资本，那么资本就将无法补偿，而他们的°消°赞，在短期
间内过度增加之后，就会完全停止”。（第237页）‘‘这种不外是……劳动市
民的活动的产品的扣除部分。"（第236页〉

这些“有闲者”直接使用的劳动者情况又怎样呢？从有闲者消费

商品这一点来说，他们不是直接消费劳动，而是消费生产工人的劳动

产品。因而这里谈的劳动者，是指那些由有闲者直接花费收入来购
买其劳动的劳动者;所以，是指那些直接从收入而不是从资本取得自
己工资的劳动者。
“因为占有它〈收入〉的那些人是有闲者，所以很明显，他们不管理任何生产

o o o o O O
f學I。一切由他们支付报酬的劳动者惟一的用处是为他们提供享受。享受当
各种各样的……整个有闲阶级的开支……用于维持大批人口的生活，这

批人的生活由此得到保证，但他们的劳动是完全不生产的……这种开支的某
些部分也许多■少有点用处，例如建筑房屋，改良土地。但这是例外;在这种情况

下，有闲者会暂吋成为生产劳动的领导者。撇开这些微不足道的例外情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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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产的角度来看，这类资本家的全部消费在一切方面都是一种纯损失，是已

生产出来的財富的相应扣除部分。"［第236页］

〔具有真正斯密精神的经济学把资本家只看成人格化的资本 ，看

看成生产当事人。但究竟谁来消费产品呢 ？工人
吗？不，不是工人。资本家自己吗？那他就成了大消费者、“有闲
者”'，而不是资本家了。土地租金和货币租金的所有者吗？但他们不
会把他们消费的东西再生产出来，因而只会损害财富。不过，在这种
把资本家只看做现实的货币贮藏者 ，而不是看做像真正货币贮藏者

那样的幻想的货币贮藏者的矛盾看法中，有两点是正确的：（1）资本
（从而也就是资本家，资本的人格化）只被看做促使生产力和生产发

展的当事人；（2）上升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 ，对这种社会具有意义
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不是享受，而是财富。当上升的资

本主义社会本身还没有学会把剥削和消费结合起来,还没有使享用
的财富从属于自己时，享用的财富对它来说，是一种过度的奢侈。〕
"要发现这种收入〈有闲者賴以生活的收入〉怎样形成，始终必须追溯到
业资本家。"（第237页注广产业资本家〈第二种资本家〉包括所有经济部门的二

o o o o

o o o o O

切企业主，即一切卷亨赛亨的人……他们把自己的才能和劳动用于自己利用资
本，而不是把资本备奋鈿父。因此，这种人不是謀工资过活，也不是靠收人过

活，而是靠利润过活。”（第237页）

O O

在德斯杜特的著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正像在亚•斯密的著作

中已经明显地看出那样，表面上是在赞美生产工人 ，实际上不过是赞

美那些与土地所有者和单靠自己的收入过活的货币资本家相对立的
“产业资本家”。
“产业资本家……几乎把社会的全部财富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些人在

一年中.不仅支出这些财富的租金，而且支出资本本身；有时，如果商业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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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迅速，他们还有可能在一年内作几次这样的支出。因为他们作为实业家.

支出只是为了使支出带着利润回到他们手里，所以，他们在这种条件下能够支
出越多，他们的利润就越大。”（第237 -238页）

至于他们的私人消费，那么，这种消费是同有闲资本家的私人消

费一样的。不过，他们的私人消费
“一般说来是适度的.因为实业家通常是简朴的”。（第238页）他们的生产消费

就不一样了。"这种消费决不是最后的消费，它会带着利润回到他们手里。"（同

上〉他们的利润必定是相当大的，不仅足以供他们"个人消费，而旦还”足以支付

"从有闲资本家那里租借来的土地和货币的租金”。（第238页）

德斯杜特在这一点上是对的。土地的和货币的租金只不过是产
业利润中的“扣除部分”，是产业资本家从自己的总利润中交给土地

所有者和货币资本家的那一部分产业利润。
“有闲的富人的收入，只不过是从生产中取得的租金；只有生产才创造这种
收入。”（第248页）产业资本家“花费租金，租借他们〈有闲资本家〉的土地、房屋

和货币.并以某种方式加以利用，由此平贤學字Ç孝夸士绝烈辱”.［第237页］
就是说，他们支付给有闲者的这种租金°,
二南芬。他们这样支
付给有闲资本家的这种租金，是“这些有闲者的惟~收入，是他们常年支出的惟
一基金”。（第238页）

直到现在为止，谈的都对。但“雇佣工人”（即产业资本家使用的

生产工人）情况又怎样呢？
“他们除了自己日常的劳动之外,没有任何别的贮藏。这种劳动为他们提
供工资……但工资是从哪里来的呢？很明显，是从购买鹿佣工人出卖的劳动
o

o

o

o

o

W［ix ~和2］那些人的财产中来的，也就是从事先掌握在雇主手中、予吁學ç
累起来的以前劳动的产品的那种基金中来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

OOOOOOOOOOO

种财富支付的消费，从它维持雇佣工人生活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雇佣工人的
消费，但实质上支付消费的并不是庖佣工人，或者至少可以说，雇佣工人只是用
OOOOOOOOO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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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掌握在他们雇主手中的那种基金来支付消费。因此，必须把他们的消费看

oooooooooooooooo

做是雇用他们的那些人的消费。雇佣工人只不过是这只手拿进来，那只手还回

去……不仅应当把他们〈雇佣工人〉所支出的一切，而且应当把他们所取得的
—切，看成购买他们的劳动的人的实际支出和这些人本身的消费。这是千真万

oooooooo

oocoooooo

确的，所以要确定这种消费究竟是对现有财富会造成或多或少的损失，还是相

反地会促使现有财富增加……就必须知道资本家如何使用他们所购买的劳动，
ooooooooooooooo

因为-"切都取决于这一点。”（第234 —235页）

好极了。但是企业主能够用来给自己和有闲资本家支付收入等
等的利润，是从哪里来的呢？
“有人问我，这些企业主怎么能赚取这样大的利润，他们能够从谁手里取得

这样大的利润。我回答说:那是因为他们按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卖他们生产

OOOOOOOOOOOOCOOOOOOO

的一切产品
o o o O O 。”（第239页）

但是他们把这一切卖得比成本贵，是卖给谁呢？
“（1）他们彼此出售用来满足他们需要的全部消费品；他们用自己的一部分
利润来支付这些消费品；

（2）他们把产品卖给他们自己雇用的和有闲资本家雇用的雇佣劳动者。通
过这种途径，他们从雇佣劳动者那里收回劳动者的全部工资，或许只有劳动者

的少量积莆除外;

（3）他们把产品卖给有闲资本家。这种资本家把还没有付给自己直接雇用
的雇佣劳动者的乎7呼t咚么享尽单绝幻。他们每年付给这种资本家的全部
租金，就是通过这"种°或°那°种^^，°4流°回°他'们手里的。"（同上，第239页）

现在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三项售卖。

（1）产业资本家自己吃掉自己产品（或利润）的一部分。他们决
不能因互相欺骗、互相把自己的产品卖得比所花费的成本贵而发财

致富。而且谁也不能用这种办法欺骗别人。如果A把自己的由产
业资本家B吃掉的产品卖得过贵，那么B也会把自己的由产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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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A吃掉的产品卖得过贵 。这就好比A和B都按照实际价值互相

出卖产品一样。这第一项告诉我们，资本家如何支出自己的一部分
利润；它并没有告诉我们，资本家从哪里取得这部分利润。无论如

何,他们“彼此”"按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卖他们生产的一切产品”，
并不能获得任何利润。

(2)同样，从他们按照超过生产费用的价格卖给自己工人的那部
分产品中，他们也不能取得任何利润。根据假定，工人的全部消费实
际上都是“购买他们的劳动的人本身的消费 ”。此外，德斯杜特还补

充说，资本家把自己的产品卖给雇佣劳动者(他自己的劳动者和有闲
资本家的劳动者)时，只是“收回劳动者的全部工资”。甚至不是全

部，而是工人的积蓄除外。资本家把产品究竟是贱卖还是贵卖给工
人，都是完全一样的，因为资本家始终只是收回他们给工人的东西,
正如前面所说的，雇佣工人“只不过是这只手拿进来 ，那只手还回

去”。资本家先把货币作为工资付给工人。然后他把自己的产品“过
贵”卖给工人,从而收回货币。但是，因为工人还给资本家的货币，不
能多于他从资本家那里取得的货币，所以，资本家把自己的产品卖给
工人，也决不能贵于他支付工人劳动的代价 。他在出卖自己的产品

时从工人那里所能收回的货币，始终只和他给工人劳动支付的货币

一样多。一文钱也多不了。资本家的货币，怎么能由于这种“流通”
而增加呢？

[IX —403]此外，德斯杜特还有一个荒谬看法。资本家C把周
工资1镑支付给工人A，然后卖给工人价值1镑的商品，从而取回这

1镑。特拉西认为，通过这种办法，资本家就取回了全部工资。但
是，他先给工人i镑货币，然后又给工人价值1镑的商品。可见，他
事实上给工人的是2镑:1镑商品和1镑货币。在这'2镑当中，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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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形式取回了 1镑。因此，他事实上没有从1镑工资中取回一文
钱。如果他要通过这样“取回”工资的办法（而不是通过工人用劳动
把资本家以商品预付给工人的东西还给资本家的办法 ）来发财致富，

那他很快就会碰壁。

这里，高贵的德斯杜特把货币流通和实际的商品流通混为一谈
了。因为资本家不是直接给工人价值1镑的商品，而是给工人1镑

货币，使工人现在能够自己决定购买什么商品 ，又因为工人在获得他

应得的那份商品之后，会以货币形式把资本家拨给他的获得这份商

品的凭证归还给资本家，所以德斯杜特就以为 ，当同一货币流回到资

本家手里时，资本家就把工资"取回”了。就在同一页上，德斯杜特先
生还说，流通现象“没有被很好地理解”（第239页）。的确，他自己就

根本没有理解这种现象 。如果德斯杜特不是用这种奇特的方法来说
明“取回全部工资”，那么，这种荒谬看法，像我们马上就要提到的那

样，至少还是可以想像的。
（但是,在这以前还要举下面这个例子来说明他的绝顶聪明。如
果我走进一家店铺，店铺老板给我1镑，我用这1镑在他的店里购买

价值1镑的商品，那么，他就取回了这1镑。谁也不会硬说店铺老板
由于这桩买卖就变富T。他以前有1镑货币和价值1镑的商品，现
在只有1镑货币。即使他的商品的价值只是 10先令，而他按1镑的

价钱卖给我，他也仍然比出卖商品前少了 10先令，虽然他把他拿出

的1镑全部取回了。）
如果资本家C给工人1镑工资,然后又把价值 10先令的商品按

1镑的价钱卖给工人，那么，他当然会得到10先令的利润，因为他卖
给工人的商品贵10先令。但是从德斯杜特先生的观点来看，即使在

这种情况下，也还是不能理解资本家C的利润怎么会必然由此产

334

1861 —63年经济学手稿笔记本 IX政治经济学批判

生。（据说利润的产生，是由于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是降低了的工

资，资本家C事实上付给工人的那部分用以交换工人的劳动的产
品，比名义上付给工人的少。）如果资本家C给工人10先令,再把自

己的商品按10先令的价钱卖给工人，那资本家C就像给工人1镑，
再把自己的价值10先令的商品按1镑的价钱卖给工人时一样富。

而a德斯杜特的推论是从必要工资的前提出发的。在这里，对利润
的说明，顶多也只能归结为工资上的诈骗勾当。
总之，这第二种情况表明，德斯杜特完全忘记了什么是生产工

人，他对利润的源泉一窍不通 。最多也只能说，在资本家不是把产品

卖给自己的雇佣工人，而是卖给有闲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的时候 ，他
用髙于产品价值出卖产品的办法来创造利润。但因为非生产劳动者
的消费，事实上只是有闲资本家的消费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现在要考

察第三种情况。

（3）第三，产业资本家把自己的产品高于产品价值过“贵”卖给
“有闲资本家。这种资本家把还没有付给自己直接雇用的雇佣劳动者的那

—部分收入支付给他们。他们〈产业资本家〉每年付给这种资本家的全部租金，
就是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径，再流回他们手里的”。

这里谈的租金回流等等 ，就像前面谈的取回全部工资一样 ，又是

一种幼稚的看法。例如，假定C把100镑土地的或货币的租金支付

给0（有闲资本家）。这100镑对于C来说，是支付手段。对于O来

说，是购买手段。O用这些货币从C的仓库里取走价值100镑的商
品。这样，这100镑就作为C的商品的转化形式回到他手里。但是
他现在比以前少了价值1Û0镑的商品。他没有直接把商品给O,而

是把100镑货币给了 0,0用这些货币向他购买价值100镑的商品。
但O是用C的货币，不是用自己的基金来购买价值 100镑的这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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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而特拉西以为，通过这种办法,C支付给O的租金会回到C手
里。多么愚蠢！这是第一个荒谬之处 。
第二，德斯杜特自己对我们说过，土地的和货币的租金只不过是

产业资本利润中的扣除部分，因而只不过是这种利润中交给有闲资

本家的部分。如果现在假定，C用某种诡计把这部分全部［IX —

404］收回来（不过，靠特拉西所说的两种办法中的任何一种,都是绝
对收不回来的），换句话说，如果假定资本家C既不向土地所有者，
也不向货币资本家支付任何租金，他把自己的全部利润都留给自己，
那么，正好需要说明的是 ，他究竟从哪里得到利润，他怎样创造利润，

利润是如何产生的。如果说他没有把利润的一部分交给土地所有者

和货币资本家，因而拥有利润或把利润留给了自己的说法不能说明
这个问题，那么，同样，他以某种方法把以前在某种名义下交给有闲
资本家的那部分利润，全部或部分地从有闲资本家口袋里取回来的
说法也不能说明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荒谬之处。

我们且把这些荒谬之处撇开不谈。C由于向0（有闲资本家）租

借土地或资本，必须付给O 100镑的租金。他从自己的利润中支付
这100镑（而利润是从哪里产生的，我们还不知道）。然后他把自己
的产品卖给0,这些产品或是直接由 O自己吃掉，或是由他的食客

（非生产的雇佣劳动者 ）吃掉;C把这些产品过贵卖给他，例如比价值

髙25%。他把价值80镑的产品按100镑卖给0。在这种情况下，C
无疑赚得20镑利润。C给了 O —张价值100镑商品的凭证。可是

当O拿这张凭证去兑现时，C付给他的只是价值 80镑的商品，因为
他把自己商品的名义价格比价值提高了 25%。即使O满足于消费

价值80镑的商品而支付100镑，C的利润也决不会超过25%。这种
价格，这种欺骗，会逐年继续下去。但是O想吃掉价值100镑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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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如果他是土地所有者，他会怎么办呢？他会把一块土地按 25镑

抵押给资本家C, C为此供给他价值20镑的商品，因为C是按髙于
商品价值25%（ j）的价格出卖商品。如果O是货币贷放者，他就会
从自己的资本中给资本家C 25镑，资本家C为此供给他价值20镑
的商品。

假定资本（或土地价值）按5 %的利息借出。那时它是2 000
镑。现在它只有1 975镑。这个O的租金现在等于98 I"镑。这种

情形会继续下去:O始终消费100镑实际的商品价值,他的租金则不

断减少，因为要获得价值100镑的商品，他就始终必须吃掉自己资本
的越来越大的部分。这样，C就会逐渐把O的全部资本拿到自己手

里，并且把O的租金连同资本一道据为己有 ，也就是说，把他用借来
的资本获得的这部分利润连同资本本身一道据为己有。显然，德斯
杜特先生也想到了这个过程，因为他接着说：
“但是，有人会说，如果情形是这样，如果产业主确实每年收获的比播种的

ooooooooo

亭，那么，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就一定会占有書呼呼穹，在国内很快就会
Ä剩下没有财产的雇佣劳动者和资本主义企业°主°了°。只要企业主
或他们的继承人在发财之后不是放弃经营，因而不是不叙ilÏÆ有闲资本家阶

级的趴伍，情形的确会如此；尽管常有这种变迁，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当-•国的
生产在一段时间内有所发展而没有发生太大的震动时，企业主的资本总是会不

断增加，这种增加不仅同总财产的增加成比例，而且还大大超过……还可以

补充一句，如果没有历屈政府每年以赋税形式加给产业阶级的庞大负担，这种
结果还会显著得多。”（第240 _241页）

德斯杜特先生的话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完全对的，尽管他想要说
明的那种东西根本不是这样。在中世纪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上升的

时期，“产业资本家”迅速致富，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他们直接欺骗
土地所有者。由于美洲的发现，货币价值降低了，租地农场主名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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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实际上继续向土地所有者支付原来的租金，而工业家却不仅
按照提高了的货币价值，而且甚至高于商品的价值，把商品卖给这些
土地所有者。同样，在国家的主要收入以地租形式掌握在土地所有
者、君主等等手里的所有那些国家里，例如在亚洲国家，人数不多因

而不受竞争影响的工业家，按照垄断价格把自己的商品卖给土地所

有者、君主等等，从而把这些人的一部分收入据为己有，[IX —405]

他们不仅由于把“无酬”劳动卖给这些人，而且由于按照比商品中包
含的更大的劳动量出卖商品而发财致富。不过，德斯杜特先生认为
出借货币的资本家也同样受到欺骗，这就又不对了。相反，这些资本

家取得高额利息，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分享这种高额利润 ，参加这种
欺骗。

下面这段话表明，德斯杜特先生脑中也浮现过这种现象 ：
“我们只要看一看这样的事实:三、四百年前，在整个欧洲，同各种有权势的
人物的庞大财富相比，他们〈产业资本家〉是弱小的，可是今天，他们的人数增加

了，力爱增强了，而那些人却减少了。”（同上，第241页）

德斯杜特先生想给我们说明产业资本的利润，而且是离额利润。

他对这个问题做了双重的说明。第一，这些资本家以工资和租金形
式支付的货币，会流回他们手里，因为这些工资和租金会被用来购买
他们的产品。而事实上，这只不过说明了，为什么他们不是双重地支

付工资和租金—
—先是以货币形式支付 ，然后再以同一货币额的商

品形式支付。第二个说明是，他们高于商品价格过贵出卖自己的商
品：第一，贵卖给自己，也就是欺骗自己；第二，贵卖给工人，这又是欺

骗自己，因为德斯杜特先生对我们说过，“必须把”雇佣工人的消费
“看做是雇用他们的那些人的消费”（第235页）；最后，第三，贵卖给

租金所得者，也就是欺骗这些人；这确实能说明，为什么产业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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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把自己利润的越来越大的部分留给自己，而不把它交给有闲资本

家。这能表明，为什么总利润在产业资本家和非产业资本家之间的
分配，会越来越牺牲后者而有利于前者。但这丝毫不能帮助我们理

解这个总利润是从哪里来的。即使假定产业资本家占有了全部利

润，也仍然有这一个问题:利润是从哪里来的？
可见，德斯杜特什么也没有回答，他只不过暴露了，他把货币的
回流看做商品本身的回流。这种货币的回流仅仅表示，资本家起初
不是用商品而是用货币支付工资和租金 ；然后这些货币被用来购买

他们的商品，这样，他们也就是以间接的方式用商品来支付了。因
此，这些货币不断地流回他们手中，但只是在同一货币价值额的商品
最终地从他们手里取走，而加入雇佣工人和租金所得者的消费的范

围内流回他们手中。
德斯杜特先生（纯粹按法国方式，我们在蒲鲁东那里也看到这种

自我惊叹）完全是在叹赏
“对我们财富的消费的这种考察……把社会整个运动解释得多么清晰„这种一
致和这种清晰是从哪里来的呢？来自我们遇到了真理。这使人想起了镜子的

作用。如果我们站在适当的角度，事物就会清楚地并按照它们的正确比例反映
出来。如果离得太近或太远.一切事物就会显得是混乱的和歪曲的”。（第

242 一243 页）

下面，德斯杜特先生完全是附带地想起了亚•斯密书中所谈的

事物的实际状态，但实质上他只是用一些词句复述这种事物的实际
状态，并不了解其真正含意；不然的话，他（这位法国研究院118的院

士）就决不会放射出上述的“光流”来。
“这些有闲者的收入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来自租金吗？而租金是由那些

使有闲者的资本发挥作用的人，也就是由那些用有闲者的基金雇用劳动，从而

ooooooooooo

oooo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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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出比劳动本身的费用更多的产品的人，一句话，由产业家从自己的利润屮

o O

OOOOOOOOOOOOOOOO

支付给有闲者的。”［第246页］

〔啊哈！这就是说，产业资本家由于向有闲资本家借用基金而支
付给后者的租金（以及他们自己的利润 ）是这样得到的：他们用这祌
基金雇用劳动，从而“生产出比劳动本身的费用更多的产品”，也就是

说，这种劳动的产品比雇佣工人所得到的代价具有更大的价值 ；可

见，利润来自雇佣工人所生产的、超过自身费用的东西，即来自剩余
产品。产业资本家占有这种剩余产品，只把其中的一部分交给土地
租金和货币租金的所得者 。〕
但德斯杜特先生由此得出的结论是 ：不应追溯到这些生产工人，

而应追溯到使用这些生产工人的资本家。他说：
“实际上正是他们养活有闲者所雇用的雇佣劳动者。”（第246页'）

这是不言而喻的。既然他们直接剥削劳动 ，而有闲资本家只是

通过他们作代理人来剝削劳动。在这个意义上，把产业资本看做财

富的源泉［IX—406］是正确的。
“所以，要寻找一切財富的源泉，总是要追溯到这种人〈产业资本家〉。”（第

246 页）
"久而久之，财富就积累到相当的数虽，因为以前劳动的成果不会一生产出

ooooooooooo

ooooooooooooooo

宇f亨帶f亨。在这些财富的所有者当中，有一部分人满足于从财富取得租金
i消金。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有闲资本家。另一部分比较积极的人，把

自己的和从别人那里借来的基金运用起来。他们用这些基金宇麥呼考雙呼痄
酬，而劳动把这些基金再生产出来，同时带来利润。”

O

ÛOOOQOOOOOOOO

o o o o o O

［可见，这里不仅是把这些基金再生产出来，而且把构成利润的
那个余额也生产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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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用这种利润支付他们0己的消费和支付别人的消费。由于这种消费
〈他们自己以及有闲资本家的消费吗？这又是以前那种荒谬说法〉，他们的基金
回到他们手中，并有所增加，然后他们再从头开始。这也就是流通。"（第246 —

247 页）

关于“生产工人”的研究及其结果—
—只有被产业资本家购买的

工人，只有用劳动为劳动的直接购买者生产利润的工人，才是生产工
人—
—使德斯杜特先生得出这样的结论 ：产业资本家实际上是惟一

的最高意义上的生产劳动者 。他说：
“靠利润生活的人〈产业资本家〉养活其他一切人，只有他们能够增加公共
财富，创造我们的全部享受资料。情况必定是这样i因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
OOOOOOOO o o O
泉，因为只有他们这些人才有利地运用积累的劳动，从而给现时的劳动指出有
O

OOOOOOOOOO

oooooo

ooo

用的方向。”（第242页）

o o O O

说他们“给现时的劳动指出有用的方向”，事实上只不过是说，他

们使用以生产出使用价值为结果的有用劳动。但是，说他们“有利地
运用积累的劳动”，如果这不应当还是指上面那个意思，即他们使用

积累的财富来从事生产，来生产使用价值，那就是指他们“有利地运

用积累的劳动”来购买比它们本身所包含的更多的现时的劳动 。在
刚刚引用的这句话中，德斯杜特天真地概括了1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实
质的矛盾。因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所以资本是一切财富的源

泉；真正增加财富的人不是从事劳动的人，而是从别人的劳动中取得

利润的人。劳动的生产力就是资本的生产力。
“我们的能力是我们惟一的原始财富；我们的劳动生产其他一切财富，而任
何一种受到良好管理的劳动都是生产的。”（第243页）

从这里，按照德斯杜特的看法，当然可以得出结论说:产业资本

家“养活其他一切人，只有他们能够增加公共财富，创造全部享受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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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我们的能力是我们惟一的原始财富，所以劳动能力不是财富。
劳动生产其他一切财富;这就是说，劳动为自己以外的其他一切人生

产财富，而它本身不是财富，只有它的产品才是财富。任何一种受到
良好管理的劳动都是生产的；这就是说，任何一种生产劳动，任何一

种给资本家带来利润的劳动 ，都是受到良好管理的。

德斯杜特下面一些话不是就消费者的不同阶级说的，而是就消
费品的不同性质说的，这些话很好地转述了亚•斯密的看法。亚•
斯密在第二篇第三章末尾研究了哪一'种 （非生产）支出，即哪-种个

人消费，收入的消费较多或较少有利。他在研究开始时用了这样的

话（加尔涅的译本，第2卷第345页）：
"如果说节约增加资本总最，浪费减少资本总量，那么，收支相抵的人的行

为，既不积累也不损及自己的基金，既不增加也不减少资本总量。不过，有一些
花费收入的方法，看来比别的方法更能促进普遍福利的增长。”

德斯杜特这样概括斯密的论述：
“消费因消费者的性质不同而大不相同，消费还因消费品的性质不同而有

所变化。的确，一切物品都代表劳动，佴是，劳动的价值固定在一种物品上的时
间，比固定在另一种物品上的时间更持久。制造焰火可能与开采和琢磨钻石花
费同样多的辛劳，因而前者可能和后者具有同样的价值。但是，当我把这两者

买来，付丁价钱并加以使用时，焰火过半小时就无影无踪Ï,而钻石过100年还

可能成为我的子孙的财富源泉……[IX —407]有人〈即萨伊先生〉称为非物
质产品的东西也是如此。某种发现具有永久的效用。某种文学作品.某一幅

oooooooqooo

画，也具有相当长久的效用，而一个舞会、一个音乐会、一出戏剧的效用则是短
暂的，转瞬即逝的。关于医生、律师、士兵、家仆以及所有--般称为雇员的人的
个人服务，也可以这样说。他们的效用只在需要他们的瞬间才存在……最快

o o o O

的消费是最有破坏性的消费.因为它会在阅样的时间内消灭最大暈的劳动，或
者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同量的劳动；和这种消费相比，任何一种较慢的消费都

是一种贮藏.因为它使我们有可能把今天放弃使用的部分留待将来享用■•-…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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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知道，如果货亨呼㉕，买一件可以穿3年的衣眼，比买一•件只能穿3个
月的衣服，要经济得条。°”（°第°243 —244页）

大多数反驳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的著作家 ，

都把消费看做对生产的必要刺激。因此，在他们看来，那些靠收入来

生活的雇佣劳动者，即非生产劳动者（对他们的雇用并不生产财富,

而对他们的雇用本身却是财富的新的消费），甚至从物质财富的意义
来说，也和生产工人一样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们扩大物质消费的范

围，从而扩大生产的范围 。可见,这种看法大部分是从资产阶级经济
学观点出发，~方面为有闲的富人和提供服务给富人消费的 “非生产

劳动者”辩护，另一方面为开支庞大的“强大政府”辩护，为国债的增

加，为占有教会和国家的肥缺的人 、各种领干薪的人等等辩护。因为
这些非生产劳动者-他们的服务体现为有闲的富人的一部分支出

—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生产“非物质产品”，但消费“物质产
—
品”即生产工人的劳动产品。

另一些经济学家，例如马尔萨斯，虽然承认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
劳动者有区别，但是又向"产业资本家”证明，甚至就生产物质财富来

说，非生产劳动者也像生产劳动者一样对他是必要的 。

在这里，说生产和消费是等同的，或者说消费是-•切生产的目的
或生产是一切消费的前提，都毫无用处。撇开争论的意图不谈，作为
全部争论的基础的 ，倒是下面这些：

工人的消费，平均起来只等他的生产费用，而不等于他的产
品。因此，全部余额都是工人为别人生产的 ，所以工人的这部分产品

全是为别人而生产。其次，产业资本家迫使工人进行这种剰余生产

（即超过工人本身生活需要的生产），并且运用一切手段来尽量增加
这种同必要生产相对立的相对剩余生产,直接把剩余产品据为己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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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是为生产而生产，想为发财而发财。既

然他是资本职能的单纯执行者.即资本主义生产的承担者,他所关心
的就是交换价值和它的增加，而不是使用价值和它的数量的增加。
他只关心抽象财富的增加 ，对他人劳动的越来越多的占有。他像货

币贮藏者样，完全受发財的绝对欲望支配 ，所不同的只是，他并不

以形成金银财宝的幻想形式来满足这种欲望，而是以形成资本的形
式即实际生产的形式来满足这种欲望 。如果说工人的剩余生产是为

别人而生产，那么，正常的资本家，即产业资本家的生产则应该是为
生产而生产。当然,他的财富越增加,他也就越背弃这种理想而成为

挥霍者,哪怕是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财富也好 。不过,他始终是昧着
良心、怀着精打细算的念头去享用财富 。产业资本家无论怎样挥霍，.
他实质上仍然和货币贮藏者一样吝啬 。

西斯蒙第说，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工人有可能得到越来越多的
享受，但这些享受如果给了工人,就使他（作为雇佣工人）不适宜于劳

动了。
〔西斯蒙第说:“由丁工业和科学的进步，每一个工人每天所能生产的东西
比他自己所必须消费的东西多得多。但是,在他的劳动生产财甯的同时，如果

叫他自己去消费这个财富，那么这个财富就会使他不适宜于劳动了。”（〈新原

理》第1卷第85页，［Zh.33］）〕

如果是这样,那么，同样可以正确地说 ，产业资本家一旦成为享

用财富的代表，一旦追求享受的积累 ，而不是积累的享受，他就或多
或少不能执行自己的职能了。

可见，产业资本家也是剰余生产即为别人而生产的生产者。一

方面有这种剩余生产，与此相对，另一方面必定有剩余消费 ，一方面
是为生产而生产，与此相对，另一方面必定是为消费而消费。产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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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家必须交给那些只消费收入的地租所有者、国家、国债债权人、教
会等等的东西［IX —408］，固然绝对减少他的财富,但是使他发财的

贪欲旺盛不衰，从而保存他的资本主义灵魂 。如果土地租金和货币

租金的所得者等等也把自己的收入花费在生产劳动上 ，而不花费在
非生产劳动上，目的就不会达到。他们自己就会成为产业资本家，而

不再代表作为消费的消费的职能。以后我们还会知道，一个李嘉图
主义者和一个马尔萨斯主义者之间，曾就这个问题展开过一场极为
滑稽的争论。119

生产和消费是内在地不可分离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因为它
们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内实际上是分离的，所以它们的统一要通过
它们的对立来恢复，就是说，如果A必须为B生产，B就必须为A消

费。正如每个资本家从他这方面说，都希望分享他的收入的人进行
挥霍一样，整个老重商主义体系也是以这样的观念为根据:一个国家
从自己这方面必须节俭 ，但是必须为别的沉湎于享受的国家生产奢

侈品。这里始终是这样的观念:一方是为生产而生产 ，因此另方就
是消费他人的产品。这种重商主义体系的观念在偁利博士的（道德
哲学〉一书第二卷第H章中也表现出来：
"节俭而勤劳的民族，用自己的活动去满足沉湎于奢侈的富有国家的需

要。”120
德斯杜特说:“他们〈我们的政治家，即加尔涅等人〉提出这样的总原则：消
费是生产的原因，因而消费越多越好。他们硬说，正是这一点造成社会经济和

私人经济之间的巨大差别。”（同上，第249 _250页）

下面这句话也很好：
"在贫国，人民是安乐的；在富国，人民通常是贫苦的。”（同上，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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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利•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让•巴•萨伊出版，1823

年巴黎版（这是为尼古拉大公讲授的讲义，完成于1815年。）第三卷。
在加尔涅之后，施托尔希事实上是第一个试图以新的论据来反
驳斯密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的人。

他把“内在財富即文明要素”同物质生产的组成部分—
—物质财
富区别开，“文明论”应该研究文明要素的生产规律 （同上，第3卷第

217 页）。
（“显然，人在没有内在财富之前，即在尚未发展其体力、智力和道德力之

前，是决不会生产财富的，而要发展这些能力，必须先有手段，如各种社会设施

o o o O

等等。因此，一国人民越文明，该国国民财富就越能增加。反过来也一样。同

上，第1卷第136页”）

他反对斯密说：
“斯密……把~切不直接参加财富生产的人排除在生产劳动之外;不过他

o o

o o o O

所指的只是国民财富……他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对非物质价值和财富作出应

O o

o o o

o O

有的区分。”（第3卷第218页）

问题其实就此结束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对于斯

密所考察的东西—
—物质财富的生产，而且是这种生产的一定形式
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精神生产中，表现
为生产劳动的是另一种劳动，但斯密没有考察它。最后，两种生产的
相互作用和内在联系，也不在斯密的考察范围之内；而且，两种生产

的相互作用和内在联系只有在物质生产就其自身的形式被考察时 ，

才不致流于空谈。如果说斯密曾谈到非直接的生产劳动者，那只是
因为这些人直接参加物质财富的消费，而不是参加物质财富的生产。

从施托尔希的著作本身来看，他的“文明论”虽然有一些机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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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解，例如说物质分工是精神分工的前提，但是依然脱不掉陈词滥

调。仅仅由一个情况就可以看出 ，施托尔希的著作必然会如此，他甚
至连表述这个问题都还远远没有做到 ，更不用说解决这个问题了。

要研究精神生产［IX —409］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
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
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 ，就和与中

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
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

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这样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这
都是因为“文明”的空话引起的。
其次，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定的社会结构；第

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观念由这两者
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方式也由这两者决定。

最后，施托尔希所理解的精神生产，还包括专门执行社会职能的

统治阶级的各种职业活动。这些阶层的存在以及他们的职能，只有
根据他们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结构才能够理解。

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
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 、历

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抽去了自己立足的基础，
而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够既理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

也理解这种一定杜会形态的自由的精神生产。他没有能够超出泛泛
的毫无内容的空谈。而且,这种关系本身也完全不像他原先设想的
那样简单。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

歌相敌对。不考虑这些，就会坠入莱辛巧妙地嘲笑过的 18世纪法
国人的幻想。121既然我们在力学等等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古代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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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不能也创作出自己的史诗来呢？于是出现了（亨利亚德》

来代替（伊利亚特〉。122

但是，施托尔希在专门反对加尔涅这个最早对斯密进行这种反
驳的人的时候，所强调指出的东西则是正确的。那就是:他强调指出

反对斯密的人把问题完全弄错了。
“批评斯密的人做些什么呢？他们完全没有弄清这种区分〈“非物质价值”

和“财富"之间的区分〉，他们把这两种显然不同的价值完全混淆起来。〈他们硬
说,精神产品的生产或服务的生产就是物质生产。〉他们把非物质劳动肴做宇f
劳动，认为这种劳动生产〈即直接生产〉財富，即物质的、可交换的价值；其实°, il

O O

O O

O O

种劳动只生产非物质的、直接的价值；批评斯密的人则根据这样的假定，即非物

质劳动的产品也像物质劳动的产品一样，受同一规律支配；其实，支配前者的原

则和支配后者的原则并不相同。”（第3卷第218页）

我们要指出施托尔希的下面这些被后来的著作家抄引的论点 ：
“因为内在财富有一部分是服务的产品，所以人们便断言，内在财富不比服

务本身更耐久，它们必然是随生产随消费。”（第3卷第234页〉"原始的［内在］
财富决不会因为它们被使用而消灭，它们会由于不断运用而增加并扩大起来，
所以.它们的帶f本身会增加它们的价值。”（同上，第236页）“内在财富也像 般财富■-样，奇么积累起来，能够形成资本，而这种资本可以用来进行再生产等

等。”（同上，第236页）“在人们能够开始考虑非物质劳动的分工以前，必须先有
［物质］劳动的分工和［物质］劳动产品的积累。”（第241页）

这一切只不过是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之间的最一般的表面的类
比和对照。例如他的下面那种说法也是如此，他说，不发达的国家从
外国吸取自己的精神资本,就像物质上不发达的国家从外国吸取自
己的物质资本一样（同上，第306页）；他还说，非物质劳动的分工决

定于对这种劳动的需求，一句话，决定于市场，等等（第246页）。
下面这些话是直接抄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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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_410]“内在财富的宇f决不会因为它所需要的物质产品的消费而使
国民财富减少，相反，它是促Ü民财富增加的有力手段”，反过来也是一样，
“财富的生产也是增进文明的有力手段”。（同上，第517页）“正是这两种生产

的均衡促进了国家的繁荣。”（同上，第521页）

按照施托尔希的看法，医生生产健康（但也生产疾病），教授和作

家生产文化（但也生产蒙昧），诗人、画家等等生产趣味（但也生产乏

味）,道德家等等生产道德 ，传教士生产宗教，君主的劳动生产安全，
等等（第247 -250页）。但是同样完全可以说，疾病生产医生，愚昧
生产教授和作家，乏味生产诗人和画家 ，不道德生产道德家，迷信生

产传教士，普遍的不安全生产君主。这种说法事实上是说，所有这些

活动，这些“服务”，都生产现实的或想像的使用价值;后来的著作家
不断重复这种说法，用以证明上述这些人都是斯密所谓的生产劳动
者，也就是说，他们直接生产的不是特殊种类的产品 ，而是物质劳动

的产品，所以他们直接生产财富。在施托尔希的书中还没有这种荒

谬说法。其实这种荒谬说法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

（1）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各种职能是互为前提的；
（2） 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对立，使得由各个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
层建筑成为必要，这些阶层的活动不管是好是坏，因为是必要的，所

以是好的；

（3） —切职能都是为资本家服务，都为了资本家“好”；
（4） 连最高的精神生产，也只是由于被描绘为、被错误地解释为
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才得到承认，在资产者眼中才成为可以原
谅的。

威•纳索•西尼耳〈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让.阿里瓦本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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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6年巴黎版。
纳索•西尼耳摆出一副高傲的样子说 ：
“照斯密看来，犹太人的立法者是非生产劳动者。”（同上，第198页）

这是指埃及的摩西，还是指莫泽斯•门德尔松？莫泽斯将会因

自己成为斯密的“生产劳动者”，而十分感谢西尼耳先生吧。这些人
如此拘守于自己的资产阶级固定观念，以致认为，如果把亚里士多德

或尤利乌斯•凯撒称为“非生产劳动者”，那就是侮辱他们。其实，单

是“劳动者”这个名称，就会使亚里士多德和凯撒感到侮辱了 。
“一个医生开药方把病孩治好，从而使他的生命延续好多年，这个医生难道

不是生产持久的结果吗？”（同上〉
0

0

胡说八道！如果孩子死了，结果同样是持久的。如果孩子的病

没有治好，医生的服务还是要得到报酬的。照纳索看来，医生只有把
病治好，律师只有把官司打赢，士兵只有把仗打胜 ，才能得到报酬了。
但是他现在变得真正崇高起来了，他说：
“起来反抗西班牙人的暴政的荷兰人，或者起义反对有可能变得更可怕的

暴政的英国人，难道只生产了短暂的结果吗？”（同上，第198页）

真是美文学式的废话！荷兰人和英国人举行起义是靠自己负担

费用。谁也没有为了他们“在革命中”劳动而给他们支付代价。在关

于生产劳动者或非生产劳动者的问题上涉及的始终是劳动的买者和
卖者。多么愚蠢！
这些家伙在反驳斯密时所说的美文学废话 ，不过表明他们是“有

教养的资本家”的代表，而斯密则是露骨粗鲁的资产者暴发户的解释

者。有教养的资产者及其代言人非常愚蠢，竟用对钱袋的［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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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影响来衡量每一种活动的意义。另一方面，他们又很有教养，连
那些同财富的生产毫不相干的职能和活动，也加以承认，而且他们之

所以加以承认，是因为这些活动会“间接地”使他们的财富增加等等,
总之会执行一种对财富“有用的”职能。

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
产的基础。因此,所有对人这个生产主体发生影响的情况,都会在或

大或小的程度上改变人的一切职能和活动，从而也会改变人作为物

质财富、商品的创造者所执行的各种职能和活动。在这个意义上，确
实可以证明，所有的人的关系和职能 ，不管它们以什么形式和在什么
地方表现出来,都会影响物质生产，并对物质生产发生或多或少是决

定的作用。
“有些国家，没有士兵的守卫便根本不可能耕种土地。可是，按照斯密的分

类法，收成并不是扶犁的人和手执武器守卫在他旁边的人共同劳动的产品；照
斯密的说法，只有土地耕种者才是生产劳动者，士兵的活动则是非生产的。”（同

上，第202萸）

第一，这是错误的。斯密会说，士兵的活动生产保卫，佴不生产
谷物。如果国内建立了秩序，那么土地耕种者就会像以前一样继续

生产谷物，但不必另行生产士兵的给养，从而不必生产士兵的生命。
士兵像很大一部分非生产劳动者一样，属于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①，
这些非生产劳动者 ，无论在精神生产领域还是在物质生产领域，自己

什么也不生产，他们只是由于社会关系的缺陷 ，才成为有用的和必要

的，他们的存在，只能归因于社会的弊端。

①不直接参加生产过程 ，但在一定条件下非有不可的辅助费用

者注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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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纳索会说,如果发明一种机器 ，使20个工人中有19个人成为

多余的，那么这19个人也就成了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了。但是，尽
管生产的物质条件、耕作本身的条件保持不变，士兵也可能成为多余

的。而19个工人却只有在剩下的那 1个工人的劳动的生产能力提

高到20倍之后，因而只有在生产的现有物质条件发生革命之后，才
能成为多余的。而且布坎南已经指出：
“比方说，如果士兵由于他的劳动有助于生产，便应当被称为生产劳动者,

那么生产劳动者就有同样的权利要求得到荤人的荣誉了，因为毫无疑间，没有
生产劳动者的协助，任何军队也不能上战场去打仗并取得胜利。”（大•布坎南
｛论斯密博士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内容〉1814年爱丁堡版第

132 页）
“一个国家的财富不取决于生产ff的人和生产ff的人之间的人数比
例，而取决于这两种人之间最能使每ft À的劳动具有i头效力的那种比例。"

（西尼耳，同上第204页）

斯密从来没有否认这一点 ，因为他想使国家官吏、律师、教士等

等这些“必要的”非生产劳动者，减少到非有他们的服务不可的限度。
无论如何，这也就是他们能使生产劳动者的劳动具有最大的效力的

那种“比例”。至于其他的“非生产劳动者”，因为他们的劳动是每一

个人为了享用他们的服务而自愿购买的，也就是说，是作为每一个人
喜好的消费品来购买的，所以，就可能出现各种不同的情况。如果这
些靠收入过活的劳动者的人数，同“生产”劳动者的人数相比很多，那
么，第一，是因为财富一般说来并不很多或者带有片面性，例如，中世

纪的贵族及其仆从的情形就是这样。他们和他们的仆从不是消费相

当数量的工业品，而是吃掉自己的农产品。当他们不是这样而开始
消费工业品的时候，他们的仆从就不得不从事劳动了。靠收入过活
的人所以这样多，只是因为有很大一部分年产品不是为了再生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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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但是，人口的总数并不很多。第二，靠收入过活的人数很多，

是因为生产劳动者的生产率高,即他们生产的用来养活仆从的剩余
产品多。在这种情况下,不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仆从，生产劳动者的劳
动才是生产的，相反，是因为生产劳动者的劳动具有这样大的生产能

力，所以才有这么多的仆从。
如果两个国家人口相等，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同，那就始终

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同亚•斯密一起说:两国的财富应由生产劳动者

和非生产劳动者之间的比例来衡量。因为这不过表明，在生产劳动
者人数较多的国家里 ，有较大量的年收入是为了再生产而消费，因而

每年会生产较大童的价值。可见，西尼耳先生只不过是复述［IX412］亚当的论点，并没有提出什么新思想来同亚当相对立。而且，他
自己在这里也区分了“服务的生产者”和“价值的生产者”，这样一来,

他也就和大多数反对斯密的区分的人们一样 ：他们接受并且自己也

采用了他们所反驳的那种区分。

具有特征意义的是:--切在自己的专业方面毫无创造的 “非生产

的”经济学家，都反对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的区分 。但是，对
于资产者来说，这种态度一方面表示阿谀奉承，即把一切职能都说成

是为资产者生产财富服务的职能；另一方面表示他们把资产阶级世
界看做是最美好的世界 ，在这个资产阶级世界中，一切都是有用的，

而资产者本人又是如此有教养，以致能理解这一点。
对于工人来说，这种态度就是认为:非生产人员消费大量 ［产品］

完全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非生产消费者像工人一样能促进财富的生
产，不过是以自己特殊的方式罢了。

但是，纳索终于说漏了嘴,表明他对斯密所作的本质区分一窍不
通。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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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实际上在这种场合，斯密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大土地所有者的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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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

0

0

0

方面。他关于非生产阶级的意见一般只适用于这一种人。否则，我就无法解释

他的这种论断：资本只用来维持生产劳动者，而非生产劳动者则靠收入过活。
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

在他突出地称为非生产劳动者的人们当中，最大一部分人，像教师、治理国家的

人，都是靠资本维持，即靠预付在再生产中的资金维持。”（同上，第204 —
<500

OOOOO

000000

205 页）

这里，确实使人惊讶得目瞪口呆。纳索先生关于国家和学校教
师靠资本生活，而不是靠收入生活的发现,无须作进一步的注解。如

果西尼耳先生想用这些话告诉我们，他们是靠资本的利润生活，在这
个意义上也就是靠资本生活 ，那么，他只是忘记了，资本的收入并不
是资本本身，这个收入，这个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并不预付在再生

产中，相反，它本身倒是再生产的结果。或者,西尼耳这样想是因为

有一些税收加入某些商品的生产费用，因而加入某些生产的开支？
那他应该知道，这只是对收入课税的一种形式 。
关于施托尔希，纳索•西尼耳这个自作聪明的家伙还指出 ：
“施托尔希先生断言，这些结果〈健康、趣味等等〉像其他有价值的物品一
O

O

样，是拥有这些结果的人的的一部分，并且同样可以交换〈就是说.这些结
果可以被它们的生产者出卖°〉;°他无疑是错了。如果是这样，如果趣味、道德、宗

教确实是可以呼孚的枣号，那么，财富的意义就和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完全
不同了。我们遙凌的溪罘是健康、知识和虔诚。医生、牧师、教师……只能生产
那种把这些进一步的结果较为可靠地和完善地生产出来的手段……既然在

每一种情况下都使用了最能取得成就的手段，那么，即使没有取得成就，没有达
到预期的结果，这些的生产者也有权得到报酬 。一M提出了劝吿或授了
课，因此得到了报酬,°交°换也就完成了。”（同上，第288 —289页）

最后，伟大的纳索自己又接受了斯密的区分。就是说，他以“生

产消费和非生产消费”的区分（第206页）来代替生产劳动和非生产
劳动的区分。而消费品要么是商品，—
—但这里不是谈商品，—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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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直接是劳动。
根据西尼耳的说法,使用这样一种劳动的消费是生产的 ，这种劳
动或者再生产劳动能力本身 （例如教师或医生的劳动），或者再生产

用来购买这种劳动的那些商品的价值；既不生产前者也不生产后者

的那种劳动的消费是非生产的。而斯密说:只能用于生产的（即产业

的）消费的劳动，我称为生产劳动，能够用于非生产的消费的劳动（这
种劳动的消费按其性质来说不是生产消费），我称为非生产劳动。可
见，西尼耳先生在这里是靠事物的新名称来证明自己的才智。

总的说来，纳索是抄袭施托尔希的著作。

[IX —413]佩•罗西（政治经济学教程＞（1836 —1837年讲授）
1843年布魯塞尔版。
聪明就在这里！
“间接的〈生产〉手段包括一切能促进生产，有助于消除障碍，使生产更有
o

o

o

o

0

效、更迅速、更简便的东西。〈在此之前，他在第268页上说：“有直接的生产手
段和间接的生产手段。也就是说，有些生产手段是取得我们所关心的结果的必

要条件，是完成这种生产的力量；另一些生产手段有助于生产，但不是进行生

产。前者甚至能够单独起作用
，后者只能在生产过程中帮助前者。”第268页〉
o O

……任何一种政府劳动都是间接的生产手段……制造这顶帽子的人必须承
认，在街上巡逻的宪兵、坐在法庭上的法官、关押犯人的狱吏、守卫国境防止敌

人侵犯的军队,所有这些人都促进生产。”（第272页）

整个世界都为了使制帽人能够生产和出卖这顶帽子而动了起
来，这个制帽人是多么高兴！罗西让这个狱吏等等 间接地—
—不是

直接地—
—促进物质生产，事实上就是作了和亚当同样的区分（见第
十二讲）。
罗西在下一讲即第十三讲里专门攻击斯密-一其实罗西同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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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辈们几乎一样。

他说，对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的错误区分，是由三个原因

造成的。
（1）“在买者当中
，一部分人购买产品或劳动
oo
O o ，是为了自己直接消费它们
oooooooooo ；另
一部分人购买它们，只是为了把他们用购得的产品和买到的劳动制造的新产品
出卖。对于前一种人来说,有决定意义的是使用价值，对于后一种人来说，有决

定意义的是交换价值。"当人们只注意交换价值时，就会犯斯密的错误。“我的
仆人的劳动对我来说是非生产的，—
—暂且承认这一点；但是，难道这种劳动对

他自己来说也是非生产的吗？"（同上，第［275 —］276页）

既然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是:直接购买劳动，以便在生产过

程中不经昀买而占有所使用的劳动的一部分，但是又以产品形式把

这~部分卖掉;既然这是资本的存在根据，是资本的概念，那么,生产

资本的劳动和不生产资本的劳动二者之间的区分，不就是理解资本
主义生产过程的基础吗 ？斯密并不否认，仆人的劳动对他自己来说

是生产的。每种服务对它的卖者来说都是生产的。假誓约对那个靠

假誓约获得现金的人来说是生产的。沩造文件対那个靠伪造文件赚
钱的人来说是生产的。杀人对那个因杀人而得到报酬的人来说是生
产的。诬陷者、告密者、食客、寄生者、谄媚者，只要他们的这种“服

务”不是无酬的，他们的这些勾当对他们来说就都是生产的。按照罗

西的看法，所有这些人都是“生产劳动者”，不仅是财富的生产者，而
且是资本的生产者。自己给自己支付报酬的骗子手，—
—同法官和
国家所做的完全~样 ，—
—也是“使用一种力量，生产一种满足人的
需要的结果”［第275页］，就是说，满足盗贼的需要，也许还满足他的

妻子儿女的需要。这样说来，如果全部问题只在于生产一种满足“需

要”的“结果”，或者就像上述情况那样，如果一个人只要出卖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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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就可以把这种服务算做“生产的”，那么，这个骗子手就是生产

劳动者了。
（2）“第二个错误是没有区分直接生产和间接生产。因此，在亚•斯密看
来、官吏是非生产的。如果〈没有官吏的劳动〉生产就几乎不可能进行，那就很
清楚，这种劳动对于生产是有帮助的，即使没有直接的物质的帮助，至少还有不

应忽视的间接的作用。”（同上，第276页）

这种间接参加生产的劳动（它不过是非生产劳动的一部分），我
们也称为非生产劳动。否则就必须说，因为官吏没有农民就绝对不
能生活，所以农民是司法等等的“间接生产者”。真是胡说八道！还
有一个同分工问题有关的观点,等以后再谈。
［（3）］“没有仔细区分生产现象的三个基本事实：力量即生产手段
o o o o o O O ，这种力
量的守f。”我们向钟表业者买™只表；这时我们关心的只是劳动的结果。
或者üuh向°裁°缝买一件上衣;情况也是一样。但是“还有一种老古板的人，他们
不是这样对待亊物。他们叫一个工人到家里来，供给他材料和一切必需的东
西，要他做一件衣服。这些老古板的人所购买的是什么呢？他们购买的是力量

u旦还有“这种力量的使用”〕，是要自己承担一切风险来生产某种结果的手段
…••‘契约的对象是对力量的购买％

（问题只是在于，这些“老古板的人”所使用的生产方式同资本主

义的生产方式毫无共同之处，在这种生产方式下，不可能有资本主义

生产所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全部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特殊区
别在罗西之流看来是非本质的区别。）
“柱雇用一个仆人的场合，我是购买一种力景,这种力量可以被利用来完成
多种多样的服务，这种力量活动的结果取决于我如何使用它 。”（第276 —

277 页〉

这一切都同问题毫无关系。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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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414]（3）“可以昀买或租赁•对某种力Ä的一定使用权……在
这种情况下,您购买的就不是产品，不是您心目中的结果了。”律师的辩护词也
许能，也许不能使我打廄官司。"无论如何，您和您的律师之间的交易，都是他
为取得一定价值而在某日某地替您说话，为您的利益而运用他的智力。”（第

276 页）

〔对此罗西还有一点意见 。他在第十二讲（第273页〉中说：
“我决不汄为只有靠生产棉布或制作靴子生活的人才是生产者。无论哪沖

劳动我都尊重……但这种尊重不应成为体力劳动者独占的特权。”

o o o o O

亚•斯密不是这样看的 。他认为从事写作、绘画、作曲、雕塑的

人是第二种意义的“生产劳动者”，虽然即兴诗人、演说家、音乐家等
等不是这样的劳动者。而“服务”只要是直接加入生产的，亚•斯密
就把它看做是物化在产品中的 ，不管这是体力劳动者的劳动，还是经
理、店员、工程师的劳动，甚至学者的劳动（只要这个学者是个发明

家，是在工场内或在工场外劳动的劳动者 ）。斯密在谈到分工的时
候，曾说明这些业务如何在各种人员之间分配，并指出产品、商品是
他们协作劳动的结果，不是其中某一个人劳动的结果 。不过，像罗西

这样的“精神的”劳动者所担心的，是如何为他们从物质生产中取得
的那个巨大的份额辩护。〕
发了这段议论之后，罗西接着说：
“这样，在交换行为中，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生产的三个基本事实的某一个

上面。但是a訾予，》字枣平芩是否能使某些疗导失去w亨的性质，使芋7字
产者阶级的性质呢？显然,°在°这些观°念°之间并没有

O O O O O O o

O O O O Û o O

以证实这种结论的联系。难道因为我不是购买某种结果，而是购买生产这种结
果所必要的力最，这个力量的活动就不会是生产的，产品就不会是财奋f吗？
OOOOOOOOOOOO OOOÛOOOOOO
我们再以裁缝为例。无论是向裁缝买一件现成的衣服，还是把材料和工钱给裁

缝工人，要他缝一件衣眼，这两种情况从结果来看始终是一样的。谁也不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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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劳动是生产劳动，笫二种劳动是非生产劳动；区别只是，在第二种情况
o

0

0

O

Ô

O

O

O

O

下，ff9f的人是準春3Ç丰。但是，从生产力方面来看，您叫到家里
来的°滅遙X又‘您的仆什么区别呢？没有任何区别。”（同上，第

277 页）

这就是全部假聪明和妄自尊大的空谈的精华 ！如果亚•斯密根

据他的第二个比较浅薄的见解，即根据劳动是否直接实现在劳动的
买者可以出卖的商品中这一点 ，来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那

么，他就会把这两种情况下的裁缝都叫做生产劳动者。但是按照他
的较为深刻的见解来看，上述第二种情况下的裁缝就是“非生产劳动

者”。罗西只不过表明，他“显然”不懂亚•斯密。
罗西以为“交换形式”是无关紧要的，就好比生理学家说，•一定的
生命形式是无关紧要的 ，因为它们都只是有机物的形式 。但当问题

是要了解某一社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质时,恰好只有这些形式才是

重要的。上衣就是上衣。但如果它是在第一种交换形式下生产出来
的，那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如果它是在第二种交
换形式下生产出来的，那就是某种甚至和亚细亚关系或中世纪关系

等等相适应的手工劳动形式。所以，这些形式对于物质财富本身是
有决定作用的。

上衣就是上衣，这就是罗西的智慧。但是，在第一种情况下，裁

缝工人不只生产上衣，他生产资本，就是说，也生产利润；他把自己的
雇主作为资本家生产出来，也把自己作为雇佣工人生产出来。如果
我把裁缝工人叫到家里来为我个人缝上衣，我决不因为这一点而成

为自己的企业主（从范畴的意义上说），就像缝纫企业主决不是因为

[IX ~415]他把他的工人缝的上衣拿来自 己穿和自己消费而成为企
业主一样。在一种情况下，裁缝劳动的买者和裁缝工人是作为单纯

（5）剰余价值理论

359

的买者和卖者相对立。一个支付货币，另一个供给商品，我的货币就
转化为这个商品的使用价值 。这种情形和我从商店里买一件上衣毫

无区别。卖者和买者在这里，是单纯作为卖者和买者相对立 。相反，
在另一种情况下，他们则是作为资本和雇佣劳动相对立。至于仆人，

他同第二种情况下的裁缝工人（在这种情况下，我自己购买他的劳动
是为了它的使用价值 ）有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两者具有同样的形式

规定性。两者都是单纯的买者和卖者。这里只是由于利用使用价值
的方式，还发生一种宗法制的关系 ，主人和奴仆的关系 ，这就使这种

单纯买卖的关系在内容上—
—即使不是在经济形式上—
—发生变
形，成为令人厌恶的事情。
此外，罗西不过是用另一种说法重复加尔涅的意见。
“我们要说，当斯密说仆人的劳动什么也不会留下时，他犯了他这样的人所

不应当犯的大错误。假定有一个工厂主，他自己管理一个需要严加监督的大工
厂……这个人不容许在自己的身边有非生产劳动者，不雇用家仆。因而，他
不得不春穿嗯壞春@……当他必须从事这种所谓非生产劳动的时候，他将怎
样进行呢 ？您的仆人所完成的工作使您能够从事更适合于您的

能力的劳动,这难道还不明白吗？因此.怎么能够说仆人的服务不会留下任何

痕迹呢？您所做的，以及没有仆人替您眼侍贵体和收拾家务您就不可能做到
的，这一切都会留下来的。”（同上，第277页）

这又是加尔涅、罗德戴尔和加尼耳已经说过的节约劳动。按照
这种看法,非生产劳动只要在如下的情况下就是生产的 ：它们节约劳

动,并且使“产业资本家”或者非生产工人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己的
劳动，由于别人代替他们去完成价值较小的劳动，他们就能完成价值
较大的劳动。即使这样，仍然有很大一部分非生产劳动者不能包括

在内，例如，只当作奢侈品的那些家仆，以及所有这样的非生产劳动

者:他们只生产享受，并且只有在我为享用他们的劳动而花费的时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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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这种劳动的卖者为生产这种劳动（完成这种劳动）而花费的时间一

样多的时候，我才能享用他们的劳动。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谈不到
“节约”劳动。最后，甚至真正节约劳动的个人服务，也只有在它们的
消费者是生产者的情况下，才是生产的。如果它们的消费者是个有
闲资本家，那么它们节约他的劳动，不过意味着让他可以什么事都不

干。例如，猪一样脏的懒女人自己不动手，而叫别人替她梳头、剪指

甲；乡绅自己不照管马匹，而雇用一个马夫；一个专讲吃喝的人自己
不做饭，而雇用一个厨师。

这样，按照施托尔希的说法（在前面引用的著作中），那些生产
“余暇”，因而使人有空闲时间来享乐 、从事精神劳动等等的人们 ，也
属于这类劳动者。警察节约我为自己当宪兵的时间，士兵节约我自

卫的时间，政府官吏节约我管理自己的时间 ，擦皮靴的人节约我自己

擦靴子的时间，教士节约思考的时间，等等。
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一点是分工。每个人除了自己从事生产劳

动或对生产劳动进行剥削之外，还必须执行大量非生产的并旦部分
地加入消费费用的职能 。（真正的生产劳动者必须自己负担这些消

费费用，自己替自己完成非生产劳动。）如果这种“服务”是令人愉快

的，主人就往往代替奴仆去做，例如初夜权或者早就由主人担任的管

理劳动等等，都证明了这一点。但这决没有消除生产劳动和非生产

劳动的区分;相反，这种区分本身表现为分工的结果 ，从而促进劳动
者的一般生产率的发展，因为分工使非生产劳动变成一部分劳动者
的专门职能，使生产劳动变成另一部分劳动者的专门职能。

但是［罗西断言］，就连专门用来使主人摆阔 、满足主人虚荣心的
那些家仆的“劳动”，也“不是非生产劳动”。为什么呢？因为它生产

某种东西:满足虚荣心 ，使主人能够吹嘘、摆阔（同上，第277页）。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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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我们又看到了那种胡说八道，好像每种服务都生产某种东西:妓女

生产淫欲，杀人犯生产杀人行为等等。而且，据说斯密说过，这些污
秽的东西每一种都有自己的价值。就差［IX _416］说这些“服务”是
无酬的了。问题并不在这里。但是，即使这些服务是无酬的，它们也

不会使财富（物质财富）增加一文钱。
然后又是一段美文学式的胡言乱语 ：
“（有人硬说,〉歌手唱完歌，不给我们留下什么东西。不，他留下回忆！（妙

极了！〉你喝完香槟酒留下了什么呢？……消费是否紧紧跟随生产，消费进行
得快还是慢，固然会使经济结果有所不同，但消费这个事实本身无论怎样也不

会使产品丧失财富的性质。某些非物质产品比某些物质产品存在更长久。一

座官殿会长期存在，但〈伊利亚特〉是更长久的享受来源。”（第277 —278页）

多么荒唐！
从这里罗西所理解的财富的意义 ，即从使用价值的意义来说，甚

至消费使产品成为财富，而不管这种消费是快还是慢（消费的快慢决

定于消费本身的性质和消费品的性质），只有消费才使产品成为财

富。使用价值只对使用有意义，而且对使用来说，使用价值的存在，
只是作为一种消费品的存在，只是使用价值在消费中的存在 。喝香

槟酒虽然生产“头昏”，但不是生产的消费，同样，听音乐虽然留下“回

忆”，但也不是生产的消费。如果音乐很好，听者也懂音乐，那么消费
音乐就比消费香槟酒高尚，虽然香槟酒的生产是“生产劳动”，而音乐

的生产是非生产劳动。

把反对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的所有胡说八道
总括一下，可以说,加尔涅，也许还有罗德戴尔和加尼耳 （但后者没有

提出什么新东西），已经把这种反驳的全部内容都表达出来了。后来

的著作家（施托尔希没有成功的尝试除外）只不过发一些美文学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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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讲一些有教养的空话而已。加尔涅是督政府和执政府时代的

经济学家，费里埃和加尼耳是帝国时代的经济学家。另一方面，罗德
戴尔是伯爵大人，他尤其愿意把消费者当作“非生产劳动”的生产者

加以辩护。对奴仆、仆役的颂扬，对征税人、寄生虫的赞美，贯穿在所
有这些畜生的作品中。和这些相比,古典经济学粗率嘲笑的性质，倒

显得是对现有制度的批判。

托•査默斯牧师是最狂热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之一，按照他的意

见，要消除一切社会弊端，没有别的手段，只有对劳动阶级进行宗教
教育（他指的是通过基督教的粉饰和教士的感化来灌输马尔萨斯的

人口论）。同时，他竭力为各种浪费、国家的无谓开支、教土的巨额俸
禄、富人的极度挥霍辩护。他对（第260页及以下几页）“时代精神”

和“严酷的忍饥挨饿的节约 ”感到痛心；他要求实行重税，让那些“高
级的”非生产劳动者，教士等等可以大吃大喝 （同上）；当然，他对斯密

的区分是极为反对的。他用整整一章（第11章）的篇幅来谈这个区
分，不过其中除了断言节约等等对“生产劳动者”只有害处以外，没有
任何新的东西。下面这些话可以概括说明这一章的倾向 ：
“这种区分是没有价值的，而且应用起来是有害的。”（同上，第344页）

害处在哪里呢？
“我们所以要这样详细地谈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认为，今日的政治经济学
ÛOOOOOOO

对教会过于严厉、过于敌视了，我们不怀疑，斯密的有害的区分大大促进了这•

O O O O O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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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托•查默斯（神学教授）：〈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的道德状况和道德远景的
关系〉］832年伦敦第2版第346页，［Zh. 19］）

这位牧师所说的“教会”是指他自己的教会，作为“法定”教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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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教会。而且,他还是把这个“教会”推行到爱尔兰的那帮家伙
中的一个。至少，这个牧师是很坦率的。

［IX-417］在结束关于亚当•斯密的部分之前，我们还要引用
他书中的两段话:在第一段话中，他发泄了自己对非生产的政府的憎
恨;在第二段话中，他力图证明，为什么工业等等的进步要以自由劳

动为前提。关于斯密对牧师的憎恨!123
第一段话说：
“因此，国王和大臣们要求监督私人的节约，并以反奢侈法令或禁止外国奢

侈品进口的办法来限制私人开支，这是他们最无耻、最专横的行为。他们自己

始终是并且毫无例外地是社会上最大的浪费者。他们还是好好地注意他们自
己的开支吧，私人的开支尽可以让私人自己去管。如果他们自己的浪费不会使

国家破产，那么，他们臣民的浪费也决不会使国家破产。”（第二篇第三章；麦克

库洛赫版［第2卷］第122页）

再引下面这段话①：
“某些最受尊敬的社会阶层的劳动，像家仆的劳动一样，不生产任何价值

〔它有价值，因而值一个等价，但不生产任何价值〕，不固定或不实现在任何耐久
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

例如，君主和他的全部文武官员、全体陆海

军,都是非生产劳动者。他们是社会的公仆，靠别人劳动的一部分年产品生活

……应当列入这一类的，还有……教士、律师、医生、各种文人；演员、丑角、音
乐家、歌唱家、舞蹈家等等。”（同上，第94-95页）

这是还具有革命性的资产阶级说的话，那时它还没有把整个社
会、国家等等置于自己支配之下。所有这些卓越的历来受人尊敬的

职业—
—君主、法官、军官、教士等等，所有由这些职业产生的各个旧
的意识形态阶层，所有属于这些阶层的学者、学士、教士……在经济
①见本卷第145、146_147和323页。■—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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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上被放在与他们自己的、由资产阶级以及有闲财富（土地贵族和有

闲资本家）豢养的大批仆从和丑角同样的地位 。他们不过是社会的
仆人，就像别人是他们的仆人一样。他们靠别的人勤劳的产品生活。

因此，他们的人数必须减到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国家、教会等等,

只有在它们是管理和处理生产的资产者的共同利益的委员会这个情
况下,才是正当的;这些机构的费用必须缩减到必要的最低限度 ，因
为这些费用本身属于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① 。这种观点具有历史的

意义，一方面，它同古典古代的见解形成尖锐的对立，在古典古代，物
质生产劳动带有奴隶制的烙印，这种劳动被看做仅仅是有闲的市民

的立足基石;另一方面，它又同由于中世纪瓦解而产生的专制君主国

或贵族君主立宪国的见解形成尖锐的对立，就连孟德斯鸠自己都还

拘泥于这种见解，他天真不过地把它表达如下（〈论法的精神〉第7篇
第4章［第171页］）:
“富人不多花费,穷人就要饿死

相反，一旦资产阶级占领了地盘,一方面自己掌握国家 ，~方面

又同以前掌握国家的人妥协;一旦资产阶级把意识形态阶层看做自
己的亲骨肉，到处按照自己的本性把他们改造成为自己的伙计；一旦

资产阶级自己不再作为生产劳动的代表来同这些人对立，而真正的

生产工人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并且同样说它是靠别的人的勤劳来生

活的;一旦资产阶级有了足够的教养，不是一心一意从事生产，而是
也想从事“有教养的”消费；一旦连精神劳动本身也越来越为资产阶

①不直接参加生产过程，但在一定条件下又非有不可的辅助费用。-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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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服务，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 旦发生了这些情况，事情就反
过来了。这时资产阶级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力求“在经济学上”证明
它从前批判过的东西是合理的。加尔涅等人就是资产阶级在这方面
的代言人和良心安慰者。此外，这些经济学家（他们本人就是教士、

教授等等）也热衷于证明自己“在生产上的”有用性，“在经济学上”证
明自己的薪金的合理性。

[IX — 418]第二段话讲到奴隶制，他在第四篇（第九章；加尔涅
的译本第549 —550页）中说：
"这类职业〈手工业者和制造业劳动者的职业，在许多古代国家〉被看做只

适宜于奴隶，而市民则不准从事这类职业。就连没有这种禁令的国家如雅典和
罗马，亊实上人民也不从事今天城市居民的下层阶级通常所从事的各种职业。

在罗马和雅典，富人的奴隶从事这些职业，而且他们是为了主人的利益从事这
些职业的。富人有钱有势，并且得到保护，这就使贫穷的自由民在自己的制品
和富人奴'隶的制品竞争时，几乎不可能为自己的制品找到销路。但是奴隶很少
有发明；工业上一切减轻劳动和缩短劳动的最有利的方法，无论是机器还是更

好的劳动组织和分工，都是自由民发明的。即使有的奴隶想出了并且提议实行
这类方法，他的主人也会认为这是懒惰的表现，是奴隶企图牺牲主人的利益来

减轻自己的劳动。可怜的奴隶不但不能由此得到报酬，还多半会遭到辱骂，甚

至惩罚。因此，同使用自由民劳动的制造业相比，使用奴隶劳动的制造业，为了
完成同暈的工作，通常要花费更多的劳动。因此，后一类制造业的制品通常总

要比前一•类制造业的制品贵。孟德斯鸠指出，匈牙利矿山虽然不比邻近的土耳
其矿山富，但是开采起来始终费用较小，因而利润较大。土耳其矿山靠奴隶开

采，奴隶的双手是土耳其人想到使用的惟一机器。匈牙利矿山是靠自由民开采

OOOOOOO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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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们为T减轻和缩短自己的劳动使用T大鲎的机器。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关
于希腊和罗马时代制造业的产品价格的不多的资料，精制的制造业产品看来是
非常贵的。"（同上，第3卷）

亚•斯密自己在第四篇第一章（同上，第3卷第5页）中124
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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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先生曾指出货币和其他各种动产的区别。他说，其他一切动产
性质来说是这样容易消耗，以致由这些动产构成的财富是极不可靠的……° è

OOOOOOOOOOO

反，货币却是一个可靠的朋友等等。”（同上，第3卷第5页）

接着在同一章第24 -25页上说：
“有人说，消费品很快就消灭了，而金和银按其性质來说比较耐久，只要不

oooooooooo

把这些金滇不断输出国外，这些金属就可以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积累起来，使
国的实际财富得到难以置信的增加。”

货币主义者醉心于金银，因为金银是货币，是交换价值的独立的

存在,是交换价值的可感觉的存在，而且只要不让它们成为流通手段
这种不过是商品交换价值的转瞬即逝的形式，它们就是交换价值的
不会毁坏的、永久的存在。因此，积累金银，积蓄金银，贮藏货币，成

了货币主义的致富之道。正像我引用配第的话所指出的那样，8fl连
其他商品也只是根据它们的耐久程度，即根据它们作为交换价值存
在多久来估价的。
现在，第~，亚•斯密是在重复他在一个地方曾说过的关于商品

耐久程度相对大小的意见，在那里他曾说，消费对于财富的形成究竟
是较有利还是较不利，要看消费的是存在时间较长的消费品还是存

在时间较短的消费品。12S因而，这里可以看出他的货币主义观点 ，而

这也是必然的，因为即使在直接消费时，人们也始终盘算着使［IX —

419］消费品继续是財富，是商品，因而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
而这又取决于使用价值的耐久程度，因而取决于消费是否只是逐

渐地、缓慢地使这个使用价值失去作为商品或作为交换价值承担者
的可能性。

第二，斯密在他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第二种区分上，完
全回到—
—在更广泛的形式上—
—货币主义的区分上去了。

(5)剰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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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劳动“固定和实现在•个特定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而这个对

象或商品在劳动结束后，至少还存在若干时候。可以说，这是积累并储截起来，
准备必要吋在另一场合拿来利用的一定童劳动％相反，非生产劳动的结果或

非生产劳动的服务“通常一经提供随即消失，很少留下某种痕迹或某种以后能
够用來取得同量眼务的价值”。(第二篇第三章；L麦克库洛赫版］第2卷第94

O O

页)

可见，斯密区分商品和服务，就像货币主义区分金银和其他一切

商品一样。斯密在这里也是从积累的角度來区分的，不过积累已经
不再被看做货币贮藏的形式，而是被看做再生产的实际形式了。商
品在消费中消失，但同吋它会重新生出具有更高价值的商品来，或
者，如果不这样使用，商品本身就是可以用来购买其他商品的价值。

劳动产品本身的属性是：它作为一个或多或少耐久的、因而可以再让
渡出去的使用价值存在，它作为这样一种使用价值存在，即它是可以

出卖的商品，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是商品自身，或者说，实质上是货

币。非生产劳动者的服务不会再变成货币。我对律师、医生、教士、
音乐家等等，政治家、士兵等等的服务支付了报酬，但是，我既不能
用这些服务来还债，也不能用它们来购买商品，也不能用它们来购买
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这些服务完全像容易消失的消费品一样消

失了。

可见，斯密所说的实质上同货币主义所说的一样 。货币主义者
认为，只有生产货币，生产金银的劳动，才是生产的。在斯密看来，只
有为自己的买者生产货币的劳动才是生产的。所不同的只是，斯密
在一切商品中都看出了它们具有的货币性质，不管这种性质在商品

中怎样隐蔽，而货币主义则只有在作为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的商品
中才看出这种性质。
这种区分是以资产阶级生产本身的本质为基础的，因为财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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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使用价值，只有商品，只有作为交换价值承担者、作为货币的使
用价值，才是财富。货币主义不懂得，这些货币的创造和增加，是靠
商品的消费，而不是靠商品变为金银 ，商品以金银的形式结晶为独立

的交换价值，但是，商品在金银的形式上不仅丧失了它们的使用价

值,而且不改变它们的价值量。

369

（d）内

克

前面已经引过的兰盖的-■•些话表明 ，他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

是清楚的J26然而这里在谈完内克之后，还可以再提一下兰盖。127
内克在他的（论立法和谷物贸易》（1775年初版）和〈论法国财政

的管理〉这两部著作中，指出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只不过使工人用较少

的时间再生产自己的工资，从而用较多的时间无代价地为自己的雇
主劳动。同时内克正确地用平均工资，用最à限度的工资作基础。
但是,他关心的主要不是劳动本身转化为资本，也不是资本通过这个
过程得到积累，而宁可说是贫富之间 、贫困和奢侈之间对立的一般发

展，这种发展的基础是：随着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需的劳动量越来越

少，有越来越大的一部分劳动成为剩余的，因而可以用来生产奢侈
品，可以用在别的生产领域 。这种奢侈品的一部分是能够持久存在

的；这样，奢侈品就在支配剩余劳动的人手里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积

累起来，上述对立因此也就越来越严重。
重要的是，内克一般认为非劳动阶层的财富[IX —420]—
—利

润和地租—
—来源于剩余劳动。在考察剩余价值时，他注意到相对
剩余价值，即不是从延长整个工作日而是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得出

的剩余价值。劳动生产力变成劳动条件所有者的生产力。而这种生
产力本身等于为得到一定结果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缩短。主要的几

段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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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论法国财政的管理〉《内克著作集＞1789年①洛桑和巴

黎版第2卷）：
"我看到社会上的一个阶级，它的财产几乎始终不变；我注意到另一个阶
级,它的财富必然增长。这样，由对比和比较而来的奢侈现象，必然随着这种不
平衡的发展而发展起来，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秘著。"（同上.第285—

286 页）

（这里已经很好地指出了作为阶级的两个阶级之间的对立。）
“社会的一个阶级的命运好像已经由社会的法律固定了，所有《于这个阶

O O O

级的人都靠自己双手劳动过活，被迫眼从所有者〈生产条件所有者〉的法律，不

QOOOOOOOO
O o o
得不以领取相当于最迫切的生活需要的工资为满足；他们之间的竞争和贫困的
OÛOOOOOOOOOOOO
o o O
压迫，使他们处于从属地位;而且这种状况是不能改变的。”（同上，第286页〉
0 O
OOOOOOOO
“使一切机械工艺简单化的新工具不断发明，因而增加了所有者的财富和
oooooooooooooooooo
oooooooooo
财产；其中一部分工具减少了 土地拼作费用，使土地所有者所能支配的收入增
O

O

o

000000000

o

o

加了；人类天才的另一部分发明大大地减轻了工业中的劳动，以致在生存资料

OOOOOO

O o

o o o o O

的分配者〈即资本家〉手下劳动的人们，能够在同样的时间内，拿同样的工资，生

O o o o

oooooo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产出更多的各种制品。”（同上，第287页）“假设在上一世纪，必须有10万工人
才能完成今天8万工人就能完成的工作；那么,现在剩下来的2万人为了取得
工资，就不得不投身于剧時平华；由此创造出来的新的手工制品，就会增加富人
的享受和奢侈。"（第28+二/88°页）
内克接着说:“因为不应当忽视，一切不需要特殊天赋的技能的报酬，总是

同每个工人所必需的生存资料的价格成比例的；所以，知识一旦普及，制作速度

OOOOOOOOOOOOOOO

o o o O

的加快就丝毫不会有利于劳动者，而只会增加用以满足拥有土地产品的人们的

OOOOOOOOOOOOOO o o o o O
趣味和虚荣心的f譽。”（同上.第288页：）"靠人的勤劳加以造形和改变形态的
种种自然财物中,°有°许多按其耐久程度来说是大大超过人的通常寿命的，因此
毎一代都继承前一代劳动创造物的一部分，

〔内克这里所考察的，只是亚•斯密称为消费基金的那种东西的

①这里应为1786年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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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
并且在各个国家都有越来越多的工艺制品逐渐Ç枣譬字因为这一切制品
总是在所有者中间分配,所以这些人的享受和人数众°多°的°市°民阶级的享受之间
的不平衡，必然越来越大,越来越明Ä。”（第289页〉

所以：
“能增加大地上奢侈品和装饰品的工业劳动速度的加快，这些奢侈品和装
OOOOOOOOO

O

O

0

O

o

0

O

饰品能够积累起来的时期的延续，以及使这些财物只集中在一个社会阶级手中
00000000000000

OOOOQOOOCOOOOOOOOOO

的财产法……奢侈的这许多源泉，不管铸币惫有多少，都是始终存在的。"（第
0

O

0

O

291 页）

（最后一句话，是反驳那些认为奢侈来源于货币量日益增加的
人的。）
第二，《论立法和谷物贸易〉（〈内克著作集〉第4卷）说：
“手工业者或土地耕种者一旦丧失储备，他们就无能为力了；他们必须今天
O

O

O

O

o

0

劳动
［IX ~421］这种利益斗争中，
o o ，才不致明天饿死;在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
O O O o ô o O
—方用自己的生命和全家的生命作赌注，另一方只不过延缓一下自己奢侈的发
展而已。"（同h,第63页）

这种不劳动的富和为生活而劳动的贫之间的对立 ，又造成了知
识的对立。知识和劳动彼此分离,于是知识作为资本或富人的奢侈

品同劳动相对立：
•“认i只和理解的能力是一般天赋，但这种能力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发展；如果
财产是平等的，那么每个人就会适度地劳动〈可见，起决定作用的又是劳动时间

O O O O O O O

的量〉，芋导，亨变章亨7學宇因为每个人都朗下7亨零W呼’〈自由的
时间〉来°学习茄S暑但°是°在°社°会°制°度所造成的财产不平惫A
°所有那些

生下来就没有财产的人，根本役有受教育的机会。因为~切生存资料都掌握在
ÛOOOOOOOOO

占有枣甲亨±學的那部分国民手里。因为谁也不会白给东西，所以生下来除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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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力气之外便没有别的储备的人，不得不在刚有点力气的时候，就用来为

所有者服务,并且要一天又一天地干一辈子，每天从日出一直干到筋疲力竭，干

到为了恢复精力必须睡眠时为止。”（第112页）“最后，为丁维持所有那些造成
O 0
枣1社会的不平等，这种知识的不平等已经成了必要的了.这一点难
Ä未ÂÆ竒诛疑的吗?•’（同上，第113.页;参看第118、119页）

内克嘲笑那种赞扬生产条件所有者的经济概念的混淆,—
—重
农学派对于土地就有这种混淆，后来的所有经济学家对于资本的各
物质要素也有这种混淆 ，—
—因为劳动和财富的生产所必要的不是

生产条件所有者本人，而是这些生产条件。内克说：
“人们一开始就把土地所有者〈一个非常容易执行的职能〉的意义同土地的

意义混淆起来。”（［同上，］第126页）

施马尔茨。这个德国的重农主义余孽，批评斯密对生产劳动和
非生产劳动的区分说（他的书德文版在1818年出版）：
“我只指出……斯密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所作的区分，不应当看成是
重要的和十分准确的，如果考虑到别人的劳动一般只是使我们节省.时间，而这

种时间的节省就是构成劳动价值和劳动价格的一切。”
0

6

0

0

O

O

O

O

〔这里他搞乱了。事情并不是由分工引起的时间的节省决定物
的价值和价格，而是我用同一价值得到更多的使用价值 ，劳动的生产

能力更大了，因为在同一时间内提供了更多的产品；但是，作为重农

学派的余波，他当然不能在劳动时间本身找到价值。〕
“例如，为我做桌子的木匠，和把我的信送到邮局、给我洗衣脤和张罗我所
需要的物品的仆人，他们两者对我的服务在性质上是完全一样的：他们既节约
我亲自干这些事情所必须花费的时间，又节约我为获得做这些事情的技能和本

领所必须花费的时间。-（施马尔茨〈政治经济学〉，昂利•茹弗鲁瓦译自德文，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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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粗制滥造者施马尔茨的作品中，我们还发现，下面这种意
见对于了解加尔涅 —
—例如他的消费主义（以及浪费的经济效

用 ）—
—同重农主义之间的联系，是很重要的：
“这个主义〈魁奈主义〉认为，手工业者，甚至纯粹消费的人，消费有功，理由

是他们的消费可以促进（虽然是间接地促进）国民收入的增加.因为没有这种消

费，被消费的物品就不会由土地生产出来，也不能加到土地所有者的收人中

去。”（［同上，］第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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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422]插入部分

魁奈的经济表128
一i总产品50亿（图尔利弗尔）
租地农场主以

土地所有者

不生产阶级

原预付和年预

以地租形式

所支配的

付形式支出

取得

基金数额

(a')20 亿..

(b) 10 亿.....
⑹w亿.......
(d) 10 亿.......

(a)20 亿
.....
..... ..... ........... ..
........
........

........

50亿

(a") 10 亿

:::1. (C) 10 亿

(b') 10 亿

20亿，其中
半数留作不生产
阶级的基金

为了使这个表更加清楚起见，凡是魁奈认为是流通的出发点的
地方，我就标上a、a'、a"，这个流通的下一环节则标上b、c、d以及相应
的 b'、b\129

这个表上首先值得注意并且不能不使同时代人留下深刻印象

的，是这样一个方式:货币流通表现为完全是由商品流通和商品再生

产决定的，实际上是由资本的流通过程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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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X本第422页，上面有魁奈〈经济表〉的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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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地农场主首先把20亿法郎货币支付给土地所有者。后者用

其中10亿货币向租地农场主购买食物。因此，10亿货币流回租地
农场主手里，同时土地所有者支配总产品的■，这部分总产品最终由
沭通转入消费。

然后，土地所有者用10亿货币购买价值10亿的工业品，非农产

品。从而又有f经过加工的产品从流通转入消费 。这10亿货币现
在落到不生产阶级手里，这个阶级用它向租地农场主购买 10亿货币

的食物。于是，租地农场主以地租形式付给土地所有者的第二个10
亿，又流回租地农场主手里。另一方面，租地农场主的产品中另一个

■j■归不生产阶级，由流通转入消费。因而，到这第一个运动结束时，
这20亿货币又在租地农场主手里 。这20亿货币完成了四个不同的
流通过程。
第一，它们用做支付地租的支付手段。在执行这个职能时，它们
并不使年产品的任何一部分流通 ，它们只是用来支取总产品中等于
地租的那一部分的流通凭证 。

第二,土地所有者用20亿的半数10亿向租地农场主购买食物；

因而土地所有者把自己的10亿实现为食物。租地农场主得到这10
亿货币，实际上只是收回了他开给土地所有者用来支取他的产品鲁

0
的那张凭证的半数。在这种情况下，这10亿由于用做购买手段，就
使同额商品进入流通，这批商品转入最终消费。在这里，这10亿对

于土地所有者来说，只是购买手段:土地所有者把货币再转化为使用
价值(转化为商品，然而这是进入最终消费 、作为使用价值被购买的

商品)。
如果我们只考察这个单独的行为，那么，这里的货币对租地农场

主来说，只是起了它作为购买手段对卖者始终所起的作用，也就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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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卖者的商品的转化形式。土地所有者把他的 10亿货币转化为谷

物，而租地农场主把价格为10亿的谷物转化为货币，实现了谷物的
价格。但是，我们把这个行为同前面的流通行为联系起来看，货币在

这里，就不是表现为租地农场主的商品的单纯形态变化 ，不是表现为
他的商品的金等价物。这10亿货币本来只是租地农场主[X—423]

以地租形式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20亿货币的半数。诚然，租地农场
主以10亿商品的代价取得了 10亿货币，但实际上他这样只Ä赎回

他用来向土地所有者支付地租的货币；换句话说,土地所有者用他从
租地农场主那里得来的10亿，向租地农场主购买价值10亿的商品。
土地所有者用他不给等价物而从租地农场主那里取得的货币 ，付给

租地农场主。
货币流回租地农场主手里的这种回流，首先使这里的货币（同第
一个行为联系起来看）对租地农场主来说，并不是简单的流通手段。

其次，这种货币的回流同表现再生产过程的货币流回到出发点的回

流有本质的区别。
例如，一个资本家，或者，为了完全撇开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特征，

就说一个生产者，为了取得他在劳动时间内所必需的原料 、劳动工具
和生活资料，支出100镑。假定他加到生产资料上的劳动，不比他花
费在生活资料即他支付给自己的工资上的劳动多 。如果原料等等，

等于80镑，他消费了的生活资料等于20镑，而追加劳动也等于20
镑，那么产品就等于100镑。如果生产者再把产品卖掉，那么100镑
货币又流回到他的手里，如此周而复始。货币流回到它的出发点的

这种回流在这里不是表现别的，正是表现不断的再生产。这里是单
纯的形态变化G-W _G,货币转化为商品，商品再转化为货币。
商品和货币的这种单纯的形式变换，在这里同时又表现再生产过程。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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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然后，这些商品作为要素

进入劳动过程，又作为产品从劳动过程出来;这样 ，当完成的产品再
进入流通过程，因而再作为商品同货币相对立时，商品又作为过程的

结果出现;最后，商品再转化为货币，因为完成的商品只有在它先转
化为货币之后，才能重新同它的生产要素交换。
货币不断流回它的出发点，在这里，不仅表现从货币到商品和从

商品到货币的形式上的转化,像它在简单流通过程或简单商品交换

中所表现的那样，同时也表现同一个生产者进行的商品的不断再生
产。交换价值（货币）转化为商品，而这些商品进入消费 ，作为使用价

值被利用，但它们是进入再生产消费或生产消费 ，从而恢复了原有价
值，因此又转化为同一货币额（在上述例子中，生产者只为维持自己
的生活而劳动）。这里，G~W — G表明，G不仅是形式上转化为

W,而且W实际上作为使用价值被消费，从流通转入消费，但这是生
产消费，所以商品的价值在消费中得到保存并且再生产出来 ，因此，

G在过程的终点又出现丁，它在G

-G的运动中保存了自己。

相反，在上述的货币从土地所有者流回租地农场主手里的那种

回流中，没有发生任何再生产过程。这就好比租地农场主给土地所
有者开了 10亿产品的凭证或者票券。一旦土地所有者把这些票券

付兑，票券便流回租地农场主手里 ，后者又予以承兑。如果土地所有

者同意一半地租直接以实物支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发生货
币流通。整个流通就会限于简单的转手,即产品从租地农场主手里

转到土地所有者手里。但是,起先租地农场主付给土地所有者的不

是商品而是货币，然后，所有者又把货币付还给租地农场主，以

取得商品本身。货币对租地农场主来说，作为支付手段付给土地所
有者•，货币对土地所有者来说，作为购买手段付给租地农场主。在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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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第一种职能时，货币从租地农场主那里离开，在执行第二种职能
时，货币又回到租地农场主手里 。

凡是在生产者不把自己的一部分产品而把这种产品的价值用货
币支付给他的偾权人的时候，都必定会发生货币流回生产者手里的

这种回流；这里，凡是共同占有他的剩余产品的人都表现为债权人 。
例如，一切税收都是由生产者用货币支付的。这里，货币对生产者来
说，作为支付手段付给国家。国家用这些货币向生产者购买商品。

在国家手里，货币成为购买手段，这样就流回生产者手里，有多少商

品从生产者那里出去，就有多少货币流回生产者手里。

货币回流这个环节—
—这种特殊的、不由再生产决定的货币回

流—
—每当收入同资本交换时，都一定要发生。这里，引起货币回流
的不是再生产，而是消费。收入用货币支付，但是收入只能以商品形

式消费。因而，为了取得同等价值的商品，也就是说，为了消费收入，
从生产者那里作为收入所取得的货币必须付还给生产者。用来支付
收入的货币，例如租金、利息或税收，都具有支付手段的一般形式。

［X —424］（产业资本家自己用产品来支付自己的收入 ，或者从产品
出售中用构成自己收入的那部分货币支付给自己。］这里假定支付收
入的人事先从自己的债权人那里得到自己产品的一部分 ，比如说，租

地农场主事先得到产品的|（按魁奈的说法，这I■产品构成地租）。
租地农场主仅仅是这"I■产品的名义上的占有者，或者说，事实上①的

占有者。
因此，租地农场主用来支付地租的那一部分产品 ，为了在租地农

①"事实上”原文为de facto,使用这个词为的是与de jure（法律上）相区
别。 —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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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之间流通 ，只需要一个和产品价值相等的货币额,

虽然这个价值流通两次。首先，租地农场主用货币支付地租 ，然后土

地所有者用同一笔货币购买产品。第一种情况是货币的简单的转
移，因为这里货币只起支付手段的作用 ；因而这里是假定用货币支付
的那个商品已经为货币支付者占有，而货币对他来说不是购买手段，
他没有用货币换得等价物,倒是这个等价物早已在他的手中。相反，

在第二种情况下，货币执行商品的购买手段 、流通手段的职能。这好

比租地农场主用他支付地租的货币，从土地所有者那里赎回产品中
属于土地所有者的一份 。土地所有者用从租地农场主那里得到的同
一笔货币（但实际上这笔货币是租地农场主在没有得到等价物的情

况下交出的），向租地农场主买回产品。

因此，生产者以支付手段形式向收入所有者支付的同一货币额 ，
对收入所有者来说，是向生产者购买商品的购买手段 。这样,货币从

生产者手里到达收入所有者手里以及从收入所有者手里回到生产者
手里这两次位置变换，仅仅表现了商品的一次位置变换 ，即商品从生
产者手里到达收入所有者手里。因为假定生产者—
—就他的一部分

产品来说—
—是收入所有者的债务人，所以生产者向收入所有者支
付货币地租，实际上只是事后支付他已经占有的商品的价值 。商品
在他的手里，但商品不属于他。因而，生产者用他以收入形式支付的

货币把该商品购进，归自己所有。所以商品没有转手。货币的转手

只不过表明商品所有权的变换,商品仍然在生产者手里。由此发生
了商品仅一次转手而货币却两次变换位置的情况 。货币流通两次，

是为了使商品流通一次 。但是货币作为流通手段 （购买手段）也只流

通一次，另外一次它是作为支付手段流通的 ；在后面这种流通中，正
如我在前面已经指出的，不发生商品和货币同时变换位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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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如果租地农场主没有货币，只有产品，那么他只有在先
出卖自己的商品之后，才能支付自己的产品；因而，在租地农场主能
够以货币向土地所有者支付自己的商品之前，这个商品就必须已经

完成它的第一形态变化。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货币的位置变换

还是多于商品。首先是■商品被卖掉，变成了货币。这里
商品和货币同时变换位置 。但是，后来同一笔货币从租地农场主手

里转到土地所有者手里,商品却没有变换位置。这里有货币的位置

变换，而没有商品的位置变换。这好比租地农场主有一个合伙人。
租地农场主卖得了货币 ，但必须同他的合伙人分货币。更确切些说，

从这I■来看，就好比租地农场主的伙计卖得了货币 。这个伙计必须
把货币交给租地农场主 ，他不能把货币留在自己的口袋里 。这里，货

币的转手不表现商品的任何形态变化,而只是货币从它的直接占有

者手里转到它的所有者手里。可见，如果第一个收款人只是一个替

自己雇主收款的代理人，情况就会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货币甚至不
是支付手段；货币仅仅是简单地从收款人（货币不属于他）手里转到
货币所有者手里。

货币的这种位置变换，就像一种货币简单地兑换成另一种货币
时所发生的位置变换一样，同商品的形态变化绝对无关。但是，当货

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的时候,总是假定支付人先取得了商品，以后
才进行支付。至于租地农场主等等，他不是取得了这种商品:这种商

品落到土地所有者手里以前，就在租地农场主手里 ，而且是他的产品

的一部分。然而,从法律上来说,租地农场主只有在他把用商品换得

的货币交给土地所有者的时候，才获得这种商品的所有权。他对商
品的权利发生了变化;商品本身仍然在他的手里。但是，以前商品在
他手里是作为他占有的东西 ，商品的所有者是土地所有者。而现在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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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在他手里是作为归他自己所有的东西。仍然保留在同一个人手

里的商品所发生的法律形式的变化，自然不会引起商品本身的转手。

［X —425］〔由上面所说的同时可以看出 ，用资本家在把他的商
品变为货币之前就已向工人预付货币这一点来“解释”资本家的利
润，是多么荒谬。
第一，如果我购买商品供自己消费，那么我是买者，而商品所有
者是“卖者”，我的商品具有货币形式，他的商品还有待于变为货币，

我决不会因此而取得任何“利润”。资本家只是在他消费了劳动之

后，才对劳动进行支付，而其他商品则在被消费之前就得到支付。这
个情况的产生是由于资本家购买的商品具有独特的性质 ，这种商品

实际上只是在被消费之后，才交到买者手里。货币在这里是作为支
付手段出现的。资本家把“劳动’’这个商品占为己有，总是在对它支
付代价之前。他购买劳动，只是为了从劳动产品的再出售中获得利

润，但是这决不能成为他获得这笔利润的理由 。这只是一个动机。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无非是说：资本家购买雇佣劳动之所以获得利润，

是因为他想从雇佣劳动［产品］的再出售中获得利润。
第二，但是，有人会说，资本家毕竟把作为工资归工人的那一部
分产品以货币形式预付给了工人，这样就使工人不必为了亲自把作

为工资归他所有的那部分商品变为货币而备受辛苦、承担风险和花
费时间。对于这种辛苦、风险和时间，工人难道不该向资本家支付一
笔报酬吗？因而，工人得到的产品份额难道不该比在其他情况下应
得到的产品份额少一些吗？

如果这样提问题，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全部关系就被抹杀了 ，从经

济学上对剩余价值的合理论证也就勾销了。诚然，过程的结果是，资
本家用来支付雇佣工人的基金实际上只是后者 自己的产品，因此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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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家和工人事实上是按一定的比例分享产品。但这个事实上的结

果，同资本和工资之间的交易 （经济学上对剩余价值的论证，即由商

品交换本身的规律得出的对剩余价值的论证,就是以这种交易为基
础的），是绝对没有关系的。资本家购买的是对劳动能力的暂时支配
权，并且他只是在劳动能力发挥了作用、对象化在产品中以后，才对

这种支配权进行支付。就像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起作用的一切地方~

样，这里买和卖也是发生在货币实际脱离买者之前 。但是，从这个在
真正的生产过程开始前就已完成的交易以后，劳动已经属于资本家。

作为产品从这个过程出来的商品也完全属于资本家。资本家用属于
他的生产资料以及他所购买的 （虽然还没有支付过代价 ）因而也属于

他的劳动，生产丁这个商品。这就好比他根本没有消费他人的劳动
来生产商品一样。

资本家获得的利润，他实现的剩余价值，正是这样来的：工人作

为商品卖给他的.不是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而是自己的劳动能力本

身。如果工人作为第一种形式的商品所有者 130同资本家相对立，那

么，资本家就不可能获得任何利润，不可能实现任何剩余价值，因为
按照价值规律,是等价物同等价物相交换 ，等量劳动同等量劳动相交

换。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正是这样来的：他向工人购买的不是商品，而
是工人的劳动能力本身，而劳动能力所具有的价值比它的产品所具

有的价值小，或者同样可以说，劳动能力所实现的对象化劳动量比实
现在劳动能力自身的对象化劳动量大。但是，现在为T替利润辩护，

利润的源泉本身被掩盖起来了，利润借以产生的整个交易也被抛开
了。因为实际上（只要过程是连续不断的）资本家只是用工人自己的

产品支付工人，工人支取的只是工人自己的产品的一部分 ，因而预付

纯粹是假象，所以现在有人说.•在产品变为货币之前，工人已把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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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归自己所有的那一份卖给资本家了。（或许甚至是在产品有可能
变为货币之前，因为工人的劳动虽然已物化在某一产品中，但在当时
也许只造出了可出卖的商品的一部分 ，例如，房屋的一部分。）如果这
样看问题，资本家就不成其为产品的所有者了，他借以无偿占有别人
劳动的整个过程也就消失了 。这样一来，互相对立的就都是商品所

有者。资本家手里有货币，而工人卖给资本家的不是他的劳动能力 ，

而是商品，即他自己的劳动借以实现的那部分产品。
这样，工人就会对资本家说:“在这5磅产品（例如昧纱）中，■!•代

表不变资本，属于你。I•即2磅代表我的新加劳动。因此你应当支
付我2磅纱。现在就请付给我这两磅的价值吧 。”在这种情况下，工

人装进口袋的就不仅是工资，而且还有利润，简单说，就是和他以2
磅纱的形式新加的物化劳动量相等的全部货币额 。

但是,资本家说:“难道我没有预付不变资本吗 ？”

工人回答说：“对呀，正因为这样，你才拿走3磅，只付给我

2磅o”
资本家坚持说:“但是，如果没有我的棉花和我的纱锭 ，你就不可
能使你的劳动物化，不可能纺纱。所以，你应当另外付一笔报酬。”
工人回答说:“得了！如果我不用你的棉花和纱锭纺纱，棉花就

会烂掉，纱锭就会生锈。［X —426］不错，你给自乜扣下的3磅纱，只
代表在5磅纱中所耗费的，因而包含在这5磅纱内的你的棉花和纱

锭的价值。但是，只有我的劳动在把这些生产资料作为生产资料来
消费时，才保存了棉花和纱锭的价值。我并没有由于我的劳动有保

存价值的能力而向你索取分文 ，因为除了纺纱本身（由于纺纱我得到

2磅）之外，这种能力并没有花费我什么额外的劳动时间。这是我的
劳动的一种自然赐T，它并不花费我什么，却保存了不变资本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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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既然我并不因此向你索取分文，那么，你也不能因为我没有纱锭

和棉花不能纺纱这一点而向我索取报酬。如果我不纺纱，你的纱锭
和棉花就一钱不值。”

资本家无可奈何，就说："2磅纱，的确值2先令,这正代表了你
的劳动时间的数量。但是,我在把这两磅纱卖掉之前,就得付给你这
两磅的钱。也许我根本卖不掉。这是第一个风险。第二，我可能卖
得比它的价格低。这是第二个风险。还有第三，无论如何，为了把它

卖掉，必须花费我的时间 。难道我就应当无代价地为你承担这两个

风险,再加时间的损失吗？天下绝没有无代价的事 。”

工人回答说:“等一等，我们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是作为商品
所有者相对立的，你是买者，我们是宾者，因为你想买产品中我们的

一份即2磅，而这2磅中所包含的，实际上只是我们自己的对象化劳
动时间。现在你说,我们必须把自己的商品低于它的价值卖给你 ，使

你因此得到的商品形式的价值比你现在拥有的货币形式的价值多 。
我们的商品的价值等于2先令。你想只给1先令，这样一来,—
—因

为1先令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和 1磅纱所包含的一样多，—
—你换进
的价值就比你换出的价值多 1倍。相反，我们得到的不是等价，而是

等价的一半,不是2磅纱的等价，而只是1磅纱的等价。你凭什么提
出这个违反价值规律、违反商品按价值交换的规律的要求 ？凭什么？
凭你是买者，我们是卖者，凭我们的价值是以纱的形式、商品的形式

存在，而你的价值是以货币的形式存在，凭纱形式的一定价值与货币
形式的同一价值相对立 。但是，老兄！这不过是形式的变换，这种变

换和价值的表现有关，但并不使价值量发生变化。或者你有一种幼
稚的看法，认为任何商品在货币形式上都具有较大的价值 ，所以任何
商品都必须低于它的价格 —
—就是说，低于代表它的价值的货币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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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卖？但是，不对，老兄，商品在货币形式上并不具有较大的价
—

值;它的价值量并没有变化,它不过纯粹表现为交换价值而已。

想想看，老兄，你使自己处于多么尴尬的境地 ！你的主张是:卖

者始终必须把商品低于它的价值卖给买者。从前，当我们卖给你的
还不是我们制造的商品.而是我们的劳动能力本身的时候，在你那
里，情况确实是这样。那时，你购买劳动能力固然按照它的价值，但

是你购买我们的劳动本身却低于它所体现的价值。不过，我们抛开
这种不愉快的回忆吧 。谢天谢地，自从你自己作出决定，要我们不再

把劳动能力当作商品卖给你 ，而把商品本身即我们劳动的产品卖给

你以来，我们就不再处于这种地位了。我们回过来谈谈你所处的那
种尴尬境地吧。按照你新提出的规律 ，卖者为了把他的商品变为货
币，不是付出他的商品，不是用他的商品来同货币交换，而是把商品
低于它的价格出卖 。按照这个规律，买者总是欺骗和诈取卖者，而这

个规律应该对任何买者和卖者都是同样有效的。假定我们同意你的
建议,但有一个条件，你自己也要服从你新创造出来的规律，即买者

替卖者把商品变为货币，卖者必须把自己的商品的~部分无代价地

送给买者。例如，你买我们的价值2先令的2磅纱,付给1先令，于

是你赚了 1先令即100%。但是，现在，你从我们这儿买了属于我们
的2磅纱之后，你手里就有5磅纱，价值5先令。当然，你打算做一
桩有利可图的买卖。5磅纱只花了你4先令，而你想按5先令把它

卖出去。你的买者说：‘且慢！你的5磅纱是商品，你是卖者。我有
货币形式的同一价值，我是买者。因此，按照你承认的规律，我应该

从你那里得到100%的利润。所以你必须把这5磅纱低于它的价值

50%，即按2 I先令，卖给我。我给你2 I先令，换你价值5先令的
商品，这样~来，就从你那里赚了 100%，因为同一道理，人人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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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继续说道：］老兄，你自己看看，你的新规律会得出什么结
果;你只会落得自己欺骗自己 ，虽然你一时是买者 ，但过后又成了卖

者。在这种情况下,你作为卖者所损失的,会比你作为买者所得到的
更多。你好好想想吧！你现在想从我们手上买去 2磅纱，但是在这

2磅纱生产出来之前，难道你没有买过东西吗？如果没有买，就根本
不会有这5磅纱。［X~426a］难道你没有预先购买现在由 3磅纱代
表的棉花和纱锭吗？在购买这些东西时，利物浦的棉花批发商和奥
尔德姆的纺机厂主作为卖者同你对立，而你作为买者同他们对立;他

们是商品的代表，而你是货币的代表，这同现时我们有幸或不幸地相
互对立着的关系是完全一样的。如果你根据你替他们把商品变为货
币，而他们替你把货币变为商品 ，他们是卖者，你是买者这一点理由，

就要求他们把一部分棉花和纱锭无代价地让给你，或者同样可以说，
要求他们把这些商品低于它们的价格 （和它们的价值）卖给你，那么，

那个狡猾的棉花商人和你的爱逗乐的奥尔德姆同行不会嘲笑你吗 ？
他们可没有冒什么风险嘛 ，他们得到了现金，得到了纯粹独立形式的

交换价值。而你这方面要担多少风险呀！首先，要用纱锭和棉花制
成纱，经历生产过程的一切风险；然后，最终要经历把纱再卖出、再变

为货币的风险！纱能否按它的价值卖出 ，是高于还是低于价值卖出，

这是一个风险。也许它根本卖不出去 ，根本不能再变为货币 ，这又是
—个风险。至于纱的品质，你一•点也不感兴趣 。你不能拿纱来吃、来

喝，除了把它卖出去以外，没有任何用处。时且无论如何，为丁把纱
再变为货币，因而还包括为了把纱锭和棉花再变为货币，就还要有时
间的损失！你的同行将反驳你说：老兄！别装傻了！别说废话了！

你想怎样利用我们的棉花和纱锭，这关我们屁事！你想把它们怎样
都可以！把它们烧掉、扔掉，随你的便，只要把它们的价钱付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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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倒好！你当上了棉纺厂主,我们就得把我们的商品白白送给你 ，看
来你感到这一行不很顺手，你把这-行的风险和危险太夸大啦！那
就别经营棉纺业啦，不然就别抱着这些荒唐的想法到市场上来!”

听了工人这番话，资本家带着轻蔑的微笑回答说:"可见，你fÇI这
些家伙只听钟声响 ，却不知钟声哪里来。你们谈的是你们根本不慷

的事情。你们以为我把现金付给利物浦坏蛋和奥尔德姆小子吗？决
不是！我付给他们的是票据，而在票据到期之前，利物浦坏蛋的棉花
实际上已经加工成纱，并且卖出去了。你们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你

们是要拿现金的。”

工人说:“好极了，但是利物浦坏蛋和奥尔德姆小子把你的票据
拿去干什么啦?”
资本家说:“他们拿去干什么？！问得多蠢！他们拿去找银行家

贴现呗！”
“他们付给银行家多少?”

“多少？货币现在十分便宜。我想他们大约付3%的贴现利息，

就是说，不是付票据金额的3%，而是根据距票据到期的时间 ，按年
贴现率3%计算。”
工人说:“那就更好啦，付给我们2先令，这是我们商品的价值。
或者付给我们12先令吧，因为我们想按周计算，不按天计算。所以.

就依年利3%从这个金额中扣除14天的利息吧。”

资本家说:“但这张票据太小，没有一个银行家肯贴现的。”
工人回答说:“好吧,我们是100人。这也就是说，你应当付给我

们1 200先令。给我们开一张票据吧。合60镑，拿去贴现，不算太
小的数目了。而且，是你自己给它贴现 ，这个数目对你来说，一定不

会太小，因为你想从我们身上賺得的利润，也正是这个数目。扣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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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微不足道的数目。既然这样一来我们能够把我们产品的大部分完

全拿到手，那我们很快也就不再需要你贴现了。自然,我们给你的信
贷，不会比交易所经纪人给你的多—
—总共只有14天。”

如果认为工资的来源（在完全歪曲［真实］关系的情况下），是对
总产品中属干工人的那部分价值的贴现，即资本家提前用货币把这

部分支付给工人,那么资本家势必开给他们期限很短的票据,就像他
开给做棉花生意的商人等等的那种短期票据一样 。工人就会得到自
己产品的大部分，而资本家很快就会不成其为资本家了 。对于工人

来说,资本家就会从产品的所有者变成单纯的银行家。
此外,如果说资本家有商品低于其 ［X —427］价值出卖的风险,

那他也有商品髙于其价值出卖的机会。而如果产品卖不出去，工人
就会被抛到街头。如果产品价格长期低于市场价格，工人的工资就
要下降到平均水平之下，工厂就开工不足 。所以，工人承担的风险
最大。
第三，租地农场主必须用货币支付地租，工业资本家必须用货币

支付利息，他们为了进行这些支付 ，必须事先把自己的产品变为货
币，可是谁也不会想到，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可以从地租或利息中

扣下一部分。〕

工业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流通的那部分资本 （即构成可变资本的

那部分流动资本），也发生货币流回它的出发点的现象。资本家以货
币支付工人的工资;工人用这笔货币向资本家购买商品，于是货币流
回资本家手里。（在实践中，是回到资本家的银行家手里。但是.事

实上，银行家对单个资本家来说是总资本的代表 ，因为总资本表现为

货币。）这种货币回流按其本身来说根本不表现再生产。资本家用货

币向工人购买劳动，工人用这笔货币向资本家购买商品。同一笔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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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最初表现为购买劳动的手段，后来表现为购买商品的手段 。这笔

货币之所以流回资本家手里，是因为资本家对同样一些人来说，起先
作为买者出现，后来又作为卖者出现。他作为买者，货币从他那里出

去，他作为卖者，货币又回到他手里。相反，工人起先作为卖者出现 ，
后来又作为买者出现 ，他起先收进货币，后来支出货币，而资本家与

工人相反，起先支出货币，后来收回货币。
在资本家方面，这里发生了 G —W_G运动。他用货币购买商

品（劳动能力）。他用这种劳动能力的产品 （商品）购买货币，或者说，

他把这个产品卖回给从前的卖者，工人。相反，工人代表W_G_

W流通。他卖出自己的商品（劳动能力），并用卖得的货币买回自己
的产品（商品）的一部分。当然，有人会说:工人卖出商品（劳动能力）

换得货币，用这笔货币购买商品，然后又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所以，

工人也代表G~W~G;并且，因为货币是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不
断来回流通的，所以要看从哪一方面来考察这个过程，同样可以说，
工人也像资本家那样代表 G-W-G运动。然而，资本家是买者。

过程是从资本家而不是从工人重新开始的• ，货币必然流回资本家手

里，是因为工人必须购买生活资料。这里，正像在一方的流通形式是

G ―W 一G,另一方的流通形式是W —G一W的一切运动中一样,
可以看出，交换过程的目的，对一方来说,是交换价值，货币，因而也
就是价值的增加;对另一方来说，则是使用价值，是消费。这种情况
也发生在上面提到的第一种场合的货币回流上。在那种场合，在租

地农场主一方是G-W -G,而在土地所有者一方是W-G-W；
这是很明显的，只要我们注意到,土地所有者用来向租地农场主购买
商品的G是地租的货币形式，因而已经是W_G的结果，是以实物
形式实际属于土地所有者的那部分产品的转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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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G-W -G,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只是资本家用来支付

工资的那笔货币重新流回资本家手里的表现 ，它本身不表现再生产

过程，只表现买者对同样一些人来说又是卖者这一情况 。它也不表
现作为资本的货币，就是说，不表现G — W — G'，在那里，第二个G'

是比第一个G大的货币额，因而G是自行增殖的价值（资本）。相

反，这只是表示同一货币额（往往还少一些）在形式上流回出发点。

（这里所说的资本家，当然是指资本家阶级。）因此,我在第一部分131
中说G —W_G的形式必定是G—W_G'，是不对的。这种形式

可以只表现货币回流的形式，我在同一个地方用买者又成为卖者
的情况来说明货币流回同一出发点的循环运动时，已暗示了这
-点。132
但资本家不是靠这种货币回流发财的。例如，他付出了 10先令

工资。工人用这10先令向他购买商品。资本家给工人10先令商
品，换取他的劳动能力。如果资本家用实物形式给工人以价格10先
令的生活资料，这里就根本不发生货币流通，因而也就不发生货币回

流。可见，这种货币回流现象同资本家发财无关 。资本家所以发财，

是因为资本家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占有的劳动比他以工资形式支出的
劳动多，因此他的产品大于他的产品的生产费用，可是，资本家支付

给工人的货币决不可能大于工人用来向资本家购买商品的货币 。这

里，这种形式上的货币回流同发财毫无关系，因而并没有表现［X松8］作为资本的G,正如当用来支付地租 、利息和税收的货币流回支
付地租、利息和税收的人手里的时候 ，这种回流本身不包含价值的增

加或者价值的补偿一样。

只要G-W—G表示货币流回资本家手里的形式上的回流，那么
它只是表明，资本家开出的货币形式的凭证由他自己的商品来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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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货币回流（货币回到它的出发点的这种回流 ）作错误解释

的例子，见前面论德斯杜特•德•特拉西那一节133。作为第二个例
子—
—特别适用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货币流通一■后面要引用布

雷的一段话134。最后关于贷放货币的资本家，要引用蒲魯东13S。

G _W — G这种回流形式，凡是在买者又成为卖者的地方都存
在；因而它在整个商业‘资本中都存在。在商业资本中，一切商人彼此

之间都是为卖而买和为买而卖。可能，买者—
—G—
—不能把商品

（例如米）卖得比买来时贵；他可能甚至不得不低于它的价格把它出

卖。在这种情况下，就只发生简单的货币回流，因为这里买变为卖并
没有使货币表现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即资本。

例如，在不变资本交换时，也发生这种情况。机器制造业者向铁
生产者买铁，又把机器卖给铁生产者。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流回机器

制造业者手里。货币作为买铁的购买手段被付出 。后来，它成为铁
生产者买机器的购买手段 ，因此流回机器制造业者手里 。机器制造

业者付出货币换进铁，又收进货币付出了机器。这里,同一数量的货

币可以使两倍的价值流通。例如，机器制造业者用1 000镑买铁;铁
生产者用这1 000镑买机器。铁和机器的价值加在一起等

于2 000镑。但是，这样一来，就必须有3 000镑在运动：1 000镑货
币，1 000镑机器和1

000镑铁。如果资本家进行实物交換，那么商

品转手就无需一分钱流通。
如果资本家彼此实行结算，货币对他们起支付手段的作用，那么

情况也是如此。如果流通的是纸币或信用货币（银行券）.那么，情况
就有一点变化。在这时，还有1 000镑银行券，但它没有“内在价

值”。不管怎样，这里也有3 000镑：1 000镑铁，1 000镑机器

和1 000镑银行券。但这3 000镑之所以存在，如同第一种情况一

394

1861-63什:经济学乎秘笔记本X政治经济学批判

样，只是因为机器制造业者手里有2 000镑：1 000镑机器
和1 Û00镑货币（金银或银行券）。在这两种情况下，铁生产者还给

机器制造业者的，都只是后者（即货币），而铁生产者之所以得到货
币，只是因为作为买者的机器制造业者并不直接又是卖者，他不是用

商品而是用货币来支付第一种商品铁。当他用商品来支付，即把自
己的商品卖给铁生产者的时候，后者就把货币还给他。因为支付并

不是双重的一一一次用货币，再一次用商品。
在这两种情况下，金或银行券都代表先前由机器制造业者买去

的商品的转化形式,或者代表由别人买去的商品的转化形式;或者代
表虽然没有被购买但已转化为货币的那种商品，就像土地所有者（他

的祖先等等）134获得收入时的情况那样。因而这里货币的回流只是
表示:原来为换得商品而把货币付出即投入流通的人 ，由于卖出他投
入流通的另一种商品，又把货币从流通中抽回来。
刚才谈的这1 000镑,在资本家之间流通,可以在一天之内经过

30只手，这只不过是资本的转手而已。机器转到铁生产者手里 ，铁
转到农民手里，谷物转到淀粉厂主或酒精厂主手里，等等。最后,

这1 000镑可能又落到机器制造业者手里 ，再经过后者转到铁生产

者手里等等。由此可见，用这1 000镑就可以使40 000镑以上的资
本流通，而且货币可能不断回到把它投入流通的人手里 。蒲鲁东先

生由此得出如下结论：用这40 000镑赚得的利润，有一部分会转化

为货币利息，由各个资本家支付，—
—例如机器制造业者向贷给
他1 000镑的人付利息，铁生产者向贷给他1 000镑（这笔钱他早已
用在煤炭等等或工资等等上面了）的人付利息，等等,—
—

这1 000镑带来了由40 000镑賺得的全部利息。这样一来，如果利

率等于5%,利息就等于2 000镑。根据这一假设，他正确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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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1 000镑生出200%的利息。这位出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家原沐
如此!①

但是,虽然G-W -G在代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货币流通日4
本身不表现再生产行为，这个行为的不断重复 ，货币的不断回流却表

示再生产行为。任何一个买者，如果没有他卖出的商品的再生产，他
就根本不可能经常作为卖者出现。诚然,所有不靠地租、利息或税收

生活的人都是这样。但是就一部分人来说，在过程结束时总发生货

币的回流G —W —G,例如在资本家对工人，或对土地所有者，或对
食利者的关系上就是如此（从这一方面来说是单纯的货币回流 ）。就

另一部分人来说，过程结束则购得了商品 ，即经历了 W _G — W，例
如在工人方面就是这样。工人使这个过程不断周而复始 。工人总是

作为卖者，而不是作为买者开始行动。［X —429］仅仅表明花费收入

的整个货币流通，也是这种情况。例如，资本家自己每年就消费一定
数量的产品。他把自己的商品变为货币，以便用这些货币来购买他
要想最终消费的商品。这里是W_G_W，并不发生货币流回资本
家手里的现象，但是货币流回卖者 （例如店主）手里，而卖者的资本箫

收入的花费来补偿。

但是，我们还看到收入同收入交换，即收入之间的流通。屠宰ill
者向面包业者买面包，面包业者向屠宰业者买肉；他们两者都消费A

己的收入。屠宰业者自己吃肉是不付钱的，同样，面包业者自己吃面
包也不付钱。他们都是以实物形式消费收入的这一部分。但可能有

这种情况：面包业者向屠宰业者买的肉，对屠宰业者来说不是补偿资
本,而是补偿收入，即补偿他出卖的肉中不只是代表他的利润，而且

①蒲鲁东的话 ，见本卷第415—416页。—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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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代表他的利润中他自己想当作收入消费掉的那一部分。屠宰业者

向面包业者买面包，对屠宰业者来说，也是花费他的收入。双方结算

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支付差额就行了。他们相互买卖中彼此抵消
的部分不发生货币流通。但是，假定面包业者要支付差额，而且这个
差额对屠宰业者来说代表收入 。那么屠宰业者就要用面包业者的货
币去买其他消费品 。假定这是10镑，他支付给裁缝。如果这10镑

对裁缝来说代表收入，那么裁缝也以类似的方式花费这10镑。他又

用这10镑去买面包等等。这样，货币就流回面包业者手里，但对面
包业者来说,这笔货币所补偿的已经不是收入，而是资本了。
还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由资本家进行的 、代表自行增殖的

价值的G —W —G中，资本家从流通中抽出的货币比他投入流通的

货币多。（这曾经是货币贮藏者的真正愿望，但他没有实现。因为他

以金银形式从流通领域抽出的价值，并不比他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

的价值多。他现在有更多的货币形式的价值，而过去他有更多的商

品形式的价值。）假定资本家的商品的全部生产费用等于1 000镑。
他按1 200镑把自己的商品卖出去 ，因为现在他的商品中包含20%
即f的无酬劳动，这种劳动是资本家虽然没有支付过代价却拿去出
卖的。全体资本家即工业资本家阶级不断从流通中抽出的货币 ，怎

么可能比他们投入流通的货币多呢？从另一方面可以说，资本家不
断投入流通的东西比他从流通中抽出的东西多。他要支付他的固定

资本。但是，他出卖固定资本是随着固定资本消费的程度，一部分一
部分地进行的。固定资本虽然完全进入商品的生产过程 ，但它始终
是以小得多的部分加到商品的价值中去。假定固定资本的流通期间

为10年，那么每年加到商品中去的只是它的而其余盖不发生货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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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流通，因为这根本没有以商品形式进入流通。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来考察，137现在回过头来谈魁奈 。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先得说一说。银行券流回到办理票据贴现
和用银行券贷款的银行，是同上面考察的货币回流完全不同的现象 。
在这种情况下，商品转化为货币是预先实现的 。商品取得货币形式

还在它出卖以前，甚至在它生产出来以前。但也有可能，它已经卖出
了（凭票据）。无论如何，它还没有被支付，还没有再转化为货币。因

此，这种向货币的转化 ，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都是预先实现的。一
旦商品被卖掉（或被认为已卖掉），货币就流回银行•.或者以本银行的

银行券的形式流回，于是这种银行券便退出流通;或者以别家银行的
银行券的形式流回，这种银行券便同本银行的银行券相交换 （在银行

家之间），这样一来，两种银行券都退出流通，回到它们的出发点；或
者以金银的形式流回。如果这些金银被用来兑换第三者手中的银行

券,那么银行券就会流回。如果银行券不要求兑换,那么流通中的金

银就会减少，而流通中减少的这部分金银代替银行券被存放到银行
的金库里。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过程是这样的：
货币的现有存在（商品向货币转化）已经预先实现。当商品真正

转化为货币时，它是第二次向货币转化。但商品的这种第二次货币
存在会回到出发点，抵偿、替代商品的第一次货币存在，离开流通，回

到银行。很可能，表现商品的这种第二次货币存在的 ，就是表现过商

品的第一次货币存在的同一批银行券。例如，给纺纱厂主贴现了一
张票据。这张票据是他从织布业者那里得到的 。纺纱厂主用贴现得
来的1 000镑支付煤炭、棉花等等。这些银行券被用来支付商品.经

过各种不同的人的手，最后被用于购买麻布，于是银行券落到织布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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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手里。票据到期，织布业者就把这些银行券付给纺纱业者,后者则
把它们归还银行。在商品预先实现向货币转化之后发生的第二次的

（事后的）向货币转化，除了第一次的货币以外，［X —430］完全不需
要另外的货币。这样，似乎纺纱业者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得到 ，因为他
借了银行券，而在过程结束时，他收回银行券，把它们归还银行。但

是，实际上，同一批银行券在这个时期内起了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
作用，而纺纱业者把其中一部分用来偿付债务，一部分用来购买再生
产纱所必需的商品，从而（通过剥削工人）实现了剩余价值，他现在可

以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作为利息］付给银行。而且也是用货币，因
为流回他手里的货币要比他支出的、预付的和花费的货币多。怎么

发生的呢？这又厲于我们留到后面再考察的那个问题 。137
现在我们回过来讲魁奈。我们要考察第三和第四个流通行为。

P（土地所有者）向S138（不生产阶级、制造业者）购买10亿工业
品（在表上是a_c线1W）。这里，10亿货币使同额商品进入流通 。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是一次交换 。如果P是分次向S购买商

品，而P同样是分次从F（租地农场主）那里收到地租,那么，这10亿
工业品就可能，比方说，用1亿购买。因为P向S购买I亿工业品，S
向F购买1亿食物,F向P支付1亿地租;如果这样重复10次，那么

就有10 X 1亿的商品从S转到P和从F转到S，而有10 X 1亿的地
租从F转到P。于是，整个流通用1亿就完成了。但是，如果F把地
租一次都支付了，那么，S手里的10亿和流回到F手里的10亿，就

可能有一部分存放在金库里,一部分在流通。〕现在有10亿商品从S

转到P,相反，有10亿货币从P转到S。这是简单流通。货币和商品
只是按相反方向转手。但是，除了租地农场主已经卖给P因而进入

消费的10亿食物以外，还有10亿工业品由S卖给P而进入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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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这些商品在新的收获以前就存在了（否则，P就不能用新
收获的产品购买它们）。

S再用10亿向F购买食物。于是总产品的第二个f离开流通，
进入消费。在S和F之间，这10亿执行了流通手段的职能。但同
时,这里发生了两种现象，这两种现象是在S和P之间的过程中没

有发生的。在后面这个过程中 ，S把他的产品的一部分，即10亿工
业品，再转化为货币。但是，在同F交换中，他把货币再转化为食物

（在魁奈那里，就是转化为工资），从而补偿他投在工资上的 、已消费

的资本。10亿变为生活资料的这种再转化，在P那里表示单纯的消
费，而在S那里则表示生产的消费，表示再生产，因为S把他的商品

的一部分再转化为商品的生产要累之一，即生活资料。因此，商品的
这一•形态变化，它从货币到商品的再转化，在这里同时表示商品的实
际的（而不仅是形式上的）形态变化的开始，表示商品的再生产的开

始，商品变为它自己的生产要素的再转化的开始。这里同时也发生
资本的形态变化。相反，从P这方面来说，只是收入从货币形式转
化为商品形式。这只是表示消费。

第二，当S向F购买10亿食物的时候，F作为货币地租付给 P
的第二个10亿，就回到F手里。不过，它们之所以回到F手里，只
是因为F用价值10亿的商品等价物把它们从流通中再抽回 ，赎回。

这就好比土地所有者向他（除了第一个10亿以外）买了 10亿食物一
样，就是说，好比土地所有者以商品形式从租地农场主那里获得了他

的货币地租的第二部分，然后又用这些商品换了 S的商品一样。S

不过是代替P以商品形式提取F已经用货币付给P的那20亿的第
二部分。如果用实物支付，那就是F给P 20亿食物，P自己消费其

P 10亿，用号外10亿食物向S交换工业品。在这种情况下，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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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1）20亿食物从F转到P;（2）P和S之间进行交换，前者用10亿
食物去换10亿工业品，后者则相反。
实际上不是这样，而是发生了四个行为：[X~431] （1）20亿货

币从F转到P;（2）P向F购买10亿食物；货币流回F手里，执行流
通手段的职能；（3）P用10亿货币向S购买工业品；货币执行流通手

段的职能，按与商品运动相反的方向转手；（4）S用这10亿货币向F
购买食物;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对于S来说，货币同时作为资

本流通。它流回F手里，因为现在那第二个10亿的食物—
—土地所
有者从F那里得到过这10亿凭证—
—被提取了。但是，货币不是直

接从土地所有者那里流回F手里的，货币先在P和S之间起了流通
手段的作用，货币在提取10亿食物之前，中途先提取了 10亿工业

品，并把它们从工业家手里转给土地所有者，在这以后，货币才流囬

F手里。由工业家的商品转化为货币（在同土地所有者的交换中），
和接着而来的由货币转化为食物（在同租地农场主的交换中 ），在S

方面，都是他的资本的形态变化，先是变成货币的形式，然后变成资
本再生产所必需的构成要素的形式 。
因此，以上四个流通行为的结果是：土地所有者花完了他的收

入，■-半花在食物上，一半花在工业品上。这样一来，他以货币地租

形式得到的20亿就花完了。其中一半从他那里直接流回租地农场
主手里，另一半通过S间接流回租地农场主手里。而S把他的成品

的一部分脱了手，用食物,也就是用再生产的一个要素来补偿。通过

这些过程，结束了有土地所有者出现的流通。离开流通进入.消费（一
部分是非生产消费，一部分是生产消费，因为土地所有者已经用他的
收入部分地补偿了 S的资本）的是：（1）10亿食物（新收获的产品）；

（2）10亿工业品（上年收获的产品）；（3） 10亿食物，这个10亿是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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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产的，就是用来生产S在次年拿去同土地所有者的一半地租相

交换的那些商品的。

20亿货币又在租地农场主手里了 。租地农场主现在为了补偿
他的“年预付和原预付”（因为它们一部分由劳动工具等构成,一部分

由租地农场主在生产中所消费的工业品构成），向S购买10亿商品。
这是简单的流通过程 。于是10亿转到S手里，而S的以商品形式存

在的产品的第二部分转化为货币。双方都发生资本的形态变化。租
地农场主的10亿再转化为再生产所需的生产要素 。S的成品再转

化为货币，经历了从商品到货币的形式上的形态变化，没有这种形态
变化，资本就不能再转化为自己的生产要素，因而也就不能进行再生

产。这是第五个流通过程。有10亿工业品（上年收获的产品）离开
流通，进入再生产消费（a'~b'）129。
最后，S把这10亿货币一他的一半商品现在以这 10亿货币

的形式存在—
—再转化为商品的生产条件的另一半，即原料等等

（a"-b"）。这是简单流通。这对S来说，同时也是他的资本变为适
于再生产的形式的形态变化，而对F来说，是他的产品变为货币的
再转化，现在,“总产品”的最后+离开流通，进入消费。

1
5
i
总之：音加入租地农场主的再生产过程
，不进入流通，+被土地
所有者消费掉;合计鲁;鲁由S取得;共计音。139

在这里，这笔账显然有缺陷。看来，魁奈是这样计算的：F给P
10亿（+ ）食物（3—6线）。F用10亿原料补偿S的资本（a"_b"）。

10亿食物构成S的工资，这笔工资的价值就是S追加在商品上并在
追加的过程中耗费在食物上的价值（c~d）。10亿留在再生产过程

中U'），不进入流通。最后，10亿的产品补偿“预付”（a'—b'）。可
是，魁奈没有看到：S既不是用这价值10亿的工业品向租地农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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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食物，也不是用它向租地农场主购买原料 ，而是用租地农场主自

己的货币偿还租地农场主。
要知道，魁奈一开始就是从下面这个假设出发的，即租地农场主
除了他的总产品以外还有20亿货币，这20亿，总的说来，是一个基

金,流通的货币是从这里汲取的。此外，魁奈忘记了，除了这50亿总
产品以外，还有20亿总产品，即在新收获前就已制造出来了的工业

品。因为50亿只代表租地农场主的全部年产品 ，［X —432］租地农
场主得到的全部收成，而决不代表要由这个收成补偿自己再生产要
素的工业总产品。
因此，现有:（1）租地农场主方面—
—20亿货币；（2）50亿土地总

产品；（3）价值20亿的工业品。就是说，有20亿货币和70亿产品
（农产品和工业品）。流通过程可以概括如下 （F—
—租地农场主，

P—
—土地所有者，S—
—工业家，不生产阶级〉。
F付给P20亿货币地租，P向F购买10亿食物。这样就实现了
租地农场主的总产品的同时有10亿货币流回他的手里。其次，

P向S购买10亿的商品。这样就实现了 S的总产品的S卖得

10亿货币。他用这笔货币向F购买价值10亿的食物。从而S补偿

Î他的资本的再生产要素的这样就实现了租地农场主的总产品
的又一个同时，租地农场主又有了 20亿货币，这是他卖给P和

S的20亿食物的价格。然后，F向S购买10亿的商品，以补偿自己
的“预付”的一半。这样就实现了工业家的总产品的另~半。最后，

这个S用最后这1Û亿货币向租地农场主购买原料。这样就实现了
租地农场主的总产品的第三个f，S的资本的再生产要素的另一半
得到补偿，而10亿又流回租地农场主手里。租地农场主又有了 20

亿，这是合乎情理的，因为魁奈把租地农场主看做资本家 ，在同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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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主的关系上，P只是收入所得者，S只是工资所得者。如果租地

农场主直接用他的产品支付 P和S,他就不付出彺何货币。因此，如

果他支付了货币，那么P和S就用这些货币来买他的产品，货币就

流回他手里。这是这样一种形式上的货币回流，即货币流回到以买
者资格开始全部业务并将它完成的工业资本家手里 。其次，“预付”

的那f属于再生产。还剩下f食物要实现.这是完全不进入流通的 。

S向租地农场主购买10亿的食物和10亿的原料，相反，F只向
S购买10亿的商品以补偿他的 “预付”。因此，S要支付10亿的差
额,而这个差额最终要用 S从P那里得到的10亿来支付。看来，魁

奈把向F支付这10亿，同向F购买价值10亿的产品混淆起来了。
至于怎么会这样，应该参阅勃多博士关于这一点的解说 14»。

实际上（按我们的计算〉,20亿只起下列作用：（1）以货币支付20
亿的地租；（2）使租地农场主的30亿的总产品流通（其中10亿食物

给P，20亿食物和原料给S），并使S的20亿的总产品流通（其中10

亿给P用于消费，10亿给F用于再生产的消费）。
最后一次购买U"—b"）是S向F购买原料，S以货币付还给F。

[X—433]再说一次吧：
S从P那里取得丁 10亿货币。他用这10亿货币向F购买10
亿货币的食物。F用这10亿货币向S购买商品。S又用这10亿货
币向F购买原料。

或者:S向F购买10亿货币的原料和10亿货币的食物。F向S

购买10亿货币的商品。在这种情况下，10亿流回S手里，但是，所
以如此，只是因为假定S除了从土地所有者那里取得的 10亿货币和
他需要出卖的10亿商品之外，还有他自己投入流通的10亿货币。

按照这个假定，为了使商品在S和租地农场主之间流通 ，就需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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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货币，而不是10亿货币。结果有10亿回到S手里。这是因为S

用20亿货币向租地农场主购买 。而租地农场主向S购买10亿，把
从S那里得到的货币的半数付还给S。
在第一种情况下，S分两次购买。第一次他付出10亿;这10亿

从F流回他的手里;然后他再次把这10亿最后付给F,这样就不再
流回了。

相反，在第二种情况下，S —次就购买20亿，当F再向S购买10

亿的时候，这10亿就留在S手里。在这种情况下，流通就需要20
亿，p不是10亿。因为，在第一种情况下，10亿货币经过两次流通 ，
实现了 20亿的商品。在第二种情况下，20亿货币经过一次流通，也
实现了

20亿的商品。当租地农场主现在支付 10亿给S时,S由此

得到的货币并不比第一种情况下多ô•因为S除了把1Û亿的商品投
入流通之外,还从他自己的在流通过程开始前就存在的基金中 ，章出

10亿货币投入流通。他为流通投放了货币，因而货币流回他手里。
在第一种情况下:S用10亿货币向F购买10亿的商品。F用

10亿货币向S购买10亿的商品。S又用10亿货币向F购买10亿
的商品，于是10亿货币留在F手里。

在第二种情况下:S用20亿货币向F购买20亿的商品。F用

10亿货币向S购买10亿的商品。租地农场主同以前一•样留下10
亿货币。但S收回10亿，这10亿是以前从他这方面预付到流通中

的资本，现在从流通中回到他手里。S向F购买20亿的商品。F向

S购买10亿的商品。因此，S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支付10亿差额，但
是不会更多。既然S由于这种流通方式的特点，为支付上述差额付

给了 F 20亿，那么F就付还给S 10亿，而在第一种情况下，F则不付

还给S任何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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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在第一种情况下，S向F购买20亿，F向S购买10亿。
因此，差额仍然是应付给 F 10亿。但是，这个差额是这样支付给 F

的，就是F自己的货币又流回F手里，因为S先向F购买10亿，然
后F向S购买10亿，最后S向F购买10亿。10亿在这里使30亿
流通。但是总的说来，流通中存在过的价值（如果货币是实在货币）
等于40亿:30亿是商品，10亿是货币。流通的和最初（支付给租地
农场主）投入流通的货币额，从来不超过'10亿，就是说，不超过S应

付给F的差额。由于在S第二次向F购买10亿以前,F已向S购买

10亿，S就可以用这10亿支付他应付的差额。
在第二种情况下，S把20亿投入流通。诚然，S用这20亿向F

购买了 20亿的商品。这20亿在这里用做流通手段，它被支出是要
换得商品形式的等价物。但是，F又向S购买10亿。这样就有10

亿回到S手里，因为S应付给F的差额只是10亿，而不是20亿。S
现在已经用商品给 F补偿了 10亿，因此F必须付还给S 10亿，这10

亿现在看来是S以货币形式多付给F的。这个情况很值得注意，要

稍微费点时间谈一谈。
前面所假定的30亿的商品（其中20亿是食物［和原料］,10亿
是工业品）的流通，可以有几种不同情况;但是 ，这里要注意:第一，按
照魁奈的前提，当S和F之间的流通开始的时候，有10亿货币在S
手里，10亿货币在F手里;第二，为了举例说明，我们假定S除了从

P那里得到10亿以外，在钱柜里还有10亿货币。
［X-4341U）第一，情况就像魁奈所说的那样。S用10亿货币
向F购买10亿的商品；F用从S那里得来的10亿货币，向S购买10

亿的商品；最后，S用这样收回的10亿货币，向F购买10亿的商品。

因此，有10亿货币留在F手里，这笔货币对F说来，代表资本（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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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这10亿货币同F从P那里收回的另外10亿货币~起，形成他下

年度用来重新以货币形式支付地租的收入，即20亿货币）。在这里,

10亿货币流通三次，即从S到F，从F到S,再从S到F，每次偿付10
亿的商品，因而总共偿付30亿的商品。如果货币本身具有价值，在

流通中就有40亿价值。货币在这里只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 ，但是对
于F（货币最后留在他的手里）说来，却转化为货币，而且可能转化为

资本。

（II） 第二，货币只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 。在这种情况下，S向F
购买20亿的商品，F向S购买10亿的商品，他们彼此进行结算。在

交易结束时,S要用货币支付10亿差额。同前面情况一样，10亿货
币落入F的钱柜，但它没有起过流通手段的作用。这笔货币对F说

来是资本的转移，因为它只给F补偿一笔W亿商品的资本。这样~
来，同以前一样，有40亿价值进入流通。但是，10亿货币只发生一

次运动，而不是三次运动，货币只支付同额的商品价值。而在以前，
货币则支付了三倍于它本身的价值。同第一种情况相比，省去了两
次多余的流通行为 。

（III） 第三，F首先作为买者出现，用10亿货币（他从P那里得
来）向S购买10亿的商品。这W亿货币不是当作贮藏货币闲放在

F身边到下年度支付地租，而是现在就进入流通。于是，S有了 20
亿货币（10亿货币从P那里得来，10亿货币从F那里得来）。他用
这20亿货币向F购买了价值20亿的商品。现在流通中有50亿价

值（30亿商品和20亿货币）。发生了 10亿货币和10亿商品的流通
以及20亿货币和20亿商品的流通。在这20亿货币中，来自租地农
场主的10亿流通两次，来自S的10亿只流通一次。现在20亿货币

回到F手里，但是其中只有10亿货币是向他结算差额的 ，另外1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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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即他从前因首先作为买者出现而自己投入流通的那10亿，则
通过流通过程流回他的手里 。

（IV）第四，S用20亿货币（10亿货币从P那里得来，10亿从他
自己的钱柜中取出投入流通 ）一次就向F购买价值20亿的商品。F

又向S购买10亿的商品，因而把10亿货币还给S,同前面情况一
样，F还有10亿货币留在手上，用来结算他同S之间的差额。.这里
流通的有50亿价值。流通行为是两次。

［在ni的情况下，］在从S回到F的20亿货币中，10亿代表F
自己投入流通的货币 ，只有10亿代表S投入流通的货币。这里回到

F手里的是20亿货币，而不是10亿货币，但实际上他得到的只是10
亿，因为另外10亿是他自己投入流通的。这是［II的情况。在IV
的情况下，有10亿货币回到S手里，但是这10亿货币，是他自己从
钱柜中取出投入流通的 ，而不是向P①出卖自己的商品得来的 。
如果说，在I的情况下和在II的情况下，流通中的货币都是从

来不超过10亿,可是在I的情况下货币流通三次，转手三次，而在II

的情况下只流通一次，转手一次，那么，这不过是由于在n的情况下
假定信用发展起来了 ，因此节约了支付的次数，而在I的情况下则发

生急速的运动，但货币每一次都作为流通手段出现 ，因此价值每一次
都要以二重形式在两极出现 ，一极以货币形式，一极以商品形式。如

果说，在III、IV的情况下有20亿货币流通，不像在1、11的情况下是

10亿货币流通,那么,这是因为在 III、IV的情况下，都有20亿的商
品价值一次就进入流通过程 （在III的情况下是S作为买者结束流

①这里的“P"表示“租地农场主”（可能来自德语Pächter 一词），而不是像
上面一直用法语字母设定的那样表示“土地所有者"。—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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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程，在IV的情况下是S作为买者开始流通过程 ）；总之,20亿的

商品一次就进入流通，并且假定它们立即被购买 ，而不是结算后才
支付。

但不管怎样，在这个运动中最有意思的是，在III的情况下10
亿货币留在租地农场主手里，而在IV的情况下10亿货吊则留在工

业家手里，虽然在两种情况下10亿货币的差额都是付给租地农场
主，而租地农场主在III的情况下没有多得分文 ，在IV的情况下也

没有少得分文。自然，这里总是等价物交换，如果我们谈到差额，它

所指的不过是用货币而不是用商品支付的价值等价物。
在III的情况下，F把10亿货币投入流通，从S那里换得商品等
价物，即得到10亿的商品。但是，后来S用20亿货币向F购买商
品。这样,F投入流通的第一个10亿货币回到F手里，因为从他那

里取走了价值10亿的商品。这10亿的商品是用F以前支出的货币
付给F的。从对第二个10亿的商品的支付中F得到第二个10亿货
币。这一货币差额由F收进，因为F总共只买进10亿货币的商品，

而从F那里买去的却是价值 20亿的商品。

[X—435]在IV的情况下，S把20亿货币一次投入流通，从F
那里换得20亿的商品。F又用S自己支出的这笔货币向S购买10

亿的商品，于是10亿货币回到S手里。
在IV的情况下：S实际上以商品形式给F 10亿商品（等于10
亿货币），以货币形式给F 20亿货币，因此，总共是30亿货币。S从

F那里得到的只是20亿商品。因此，F应还给S 10亿货币。
在III的情况下:F以商品形式给S 20亿的商品（等于20亿货

币），以货币形式给S 10亿货币，因此，总共是30亿货币，而FUS

那里得•到的，只是10亿的商品，等于10亿货币。因此，S应还给F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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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亿货币，其中10亿，S用F自己投入流通的货币来付还，另外10
亿是S自己投入流通。F留下10亿货币的差额，但不可能留下20

亿货币。

在这两种情况下，S都是得到20亿的商品，F都是得到10亿的商
品加10亿货币即货币差额。如果说在III的情况下，另外还有10亿

货币流到F手里，那么，这只不过是他投入流通的货币比他从流通中
以商品形式取出的数额多 。在IV的情况下，S的情况也是一样。

在这两种情况下,S都要用货币支付1Û亿货币的差额，因为他
从流通中取出20亿的商品，而投入流通的只有10亿的商品。在这

两种情况下,F都要以货币形式收进10亿货币的差额，因为他把20
亿的商品投入流通，而从流通中只取出10亿的商品，因此，对第二个

10亿的商品，必须用货币向他结算。在这两种情况下，最后能够转
手的只有这10亿货币。但是，因为流通中有20亿货币，所以这10
亿货币就不得不流回原来把它投入流通的人手里 ，不管他是F（他从

流通中收进10亿货币的差额，此外还把另外10亿货币投进了流
通），还是S（他应支付的只有10亿货币的差额，此外还把10亿货币

投进了流通）。
在III的情况下，进入流通的货币，比其他情况下使这个商品量

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多10亿，因为F首先作为买者出现，不管最终
他的状况如何，他都必须把货币投入流通。在IV的情况下，同样有

20亿货币进入流通，不像在II的情况下只有10亿，因为在IV的情
况下，第一，一开始S就作为买者出现；第二，他一次就买进20亿商

品。在III、IV的情况下，买者和卖者之间流通的货币，最后只能等
于其中一方应付的差额。因为S或F付出的超过这个数额的货币，

都要付还给S或F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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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F向S购买价值20亿的商品。那么，情况就会变成这样：

F给S 10亿货币以交换商品。S向F购买20亿货币的商品，因此，
第一个10亿货币就回到F手里,还外加10亿货币。F再用10亿货

币向S购买商品，于是这笔货币又回到S手里。在过程结束时,F有

20亿货币的商品和流通过程开始之前他原来就有的10亿货币；而S
有20亿的商品和他同样是原来就有的10亿货币。F的10亿货币
和S的10亿货币只起了流通手段的作用，后来则作为货币或者在这
种情况下也作为资本，流回到把它们投入流通的双方手里。如果双

方都把货币用做支付手段的话，他们进行结算，就是20亿商品对20
亿商品；他们彼此销账;双方之间连一分钱也不流通 。

因此，在互为买者和卖者两次对立的双方之间作为流通手段流

通的货币，都是流回的；这些货币的流通可能有三种情况。

［第一，］提供的商品价值彼此相等 。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流回那
个把它预付到流通中去,并旦这样以自己资本开支流通费用的人手
里。例如，如果F和S各向对方购买20亿的商品,S先开头，那么,S

就向F购买20亿货币的商品。Fffi-â 20亿货币还给S，并用这20亿
货币向S购买20亿的商品。这样，S在交易前和交易后，都有20亿的
商品和20亿货币。或者，如果像前面提到的情况那样,双方都预付等

量流通手段，那么，双方预付到流通中的流通手段都回到各自的手里；
就像前面10亿货币回到F手里,1.0亿货市回到S手里那样。

第二，双方交换的商品价值不等。出现一个要用货币支付的差
额。如果商品流通像前面I的情况那样，进入流通的货币量没有超

过为支付这个差额所必需的货币额，—
—因为始终只有这个货币额
在双方之间往返,—
—那么，这笔货币最终落入收进这个差额的最后

卖者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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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双方交换的商品价值不等;有一个差额要支付;但是 ，商品
流通进行时，流通的货币多于为支付这个差额所必需的货币 ；在这种

情况下，超出这个差额的货币流回预付货币的一方。在III的情况
下，流回收进差额的人手里，在IV的情况下，流回应支付差额的人
手里。

在上面“第二”所说的情况下，只是当收进差额的人是第一个买
者的时候，像在工人和资本家的例子中那样 ，货币才流回收进差额的
人手里。如果像在II的情况下那样，另一方首先作为买者出现，那

么，货币就窝开他而到他的对方手里去了。

[X —436]〔自然，这一切只发生在这样的前提下:一定的商品量
在同一些人之间买卖，其中每一个人交替地在对方面前作为买者和

卖者出现。相反，我们假定，有30亿商品平分给商品所有者-卖者

A、A'、A",同他们相对立的是买者B、B'、B"。如果这里三次购买行为
同时发生，因而在空间上并行地发生，那么，就要有30亿货币流通，

才能使毎一个A都有10亿货币，而每一个B都有10亿商品。如果

几次购买行为一个接着一个，在时间上连续发生 ，那么，只要商品形
态变化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只要一些人既作为买者，又作为卖者

出现，虽然不是像上面说的那样，对同一些人既作为买者又作为实者
出现，而是对一些人作为买者出现，对另一些人又作为卖者出现，只
要这样，同一个10亿货币的流通就能完成这几次购买行为。例如：

（1）A卖给B10亿货币的商品；（2）A用这10亿货币向B'购买；（3）
B'用这10亿货币向A'购买；（4）A'用这10亿货币向B"①购买；（5）B"
①在原文中，这里以及后面的B"和A"分别为B'、B'、A'，显然是笔误，现
按匕下文意思改正。----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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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10亿货币向A"购买。货币在6个人之间转手5次，但是也使

50亿货币的商品得以流通。如果只使30亿的商品流通，那就是:

（1）A用10亿货币向B购买;（2）B用10亿货币向A'购买；（3）A'用
10亿货币向B'购买。在4个人之间转手3次。这是G—W过程。〕
上面阐明的各种情况 ，井不违背以前所阐明的规律 ，即：
“已知货币流通速度，已知商品价格总额，流通手段量就已决定。”（第1分

册第85页〉

在前面I的情况的例子中，10亿货币142流通了 3次，而且使30
亿货币的商品进入流通 。因此，流通的货币量
30亿（价格总额）30亿（价格总额）
3（流通速度）4
3次流通

10亿货币

在III或IV的情况下，流通的商品的价格总额固然是同一数额

（30亿货币），但流通速度不同。20亿货币流通1次，即10亿货币加
10亿货币。但是，这20亿货币中有10亿再流通了 1次。20亿货币
使价值30亿的商品的I■流通，而20亿货币的半数使价值10亿的商
1
0
品即余下的f流通;一个10亿货币流通2次，但另一个10亿货币仅
仅流通1次。10亿货币的2次流通实现了等于20亿货币的商品价
格,10亿货币的1次流通实现了等于10亿货币的商品价格，加在~

起等于30亿的商品。那么，同货币在这里使之流通的商品有关的货

币流通速度怎样呢？这20亿货币流通1

■次（这就是说首先全额流

通1次，然后其中半数又流通1次），等于I次。实际是：
格总额）=20亿货币

I■次流通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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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里货币流通的不同速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

不论III或IV的情况，它们与I的情况的不同是这样引起的 。
在I的情况下，每次流通的商品的价格总额,始终不大于也不小于一
般进入流通的商品总量［的价格总额］的始终只有价值 10亿货
币的商品在流通。在in和IV的情况下则相反，一次是20亿货币
的商品流通，一次是10亿货币的商品流通；因此，一次是现有商品总

量的I流通，一次是它的f流通。由于同一个理由，批发商业中流通
的铸币，必定大于零售商业中流通的铸币。

我已经指出过（第1分册，〈货币的流通〉），货币的回流首先表

明，买者又变成了卖者，14î至于他是否卖给他曾经向之买过东西的
人，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可是，如果事情发生在同一些人之间，那
就会出现一些现象，这些现象曾经引起许多混乱（德斯杜特•德•特

拉西）133。买者变成卖者表明，要出卖的是新的商品。因此，商品流

通的连续性，—
—也就是商品流通的不断更新（第1分册第78
页）144,—
—就是再生产。买者可以再变成卖者（如厂主对工人）而

不表示任何再生产行为 。只有在这种货币回流的连续、重复的场合

才可以说是再生产行为。
当货币的回流代表资本再转化为资本的货币形式的时候，这种
货币回流必然表示一个周转的结束 ，而如果资本继续作为资本运动，

则表示新的再生产的开始。在这里，同在其他一切场合一样，资本家

是卖者，W -G,然后变成买者，G-W,但是，他的资本只有变为G，
才重新具有能够同它的再生产要素相交换的形式 ，而W在这里代表

这些再生产要素。G~W在这里代表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 ，或
产业资本。
其次，我们说过，货币流回它的出发点的这种回流可能表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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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的买卖之后，货币差额由首先开始这一系列过程的买者收进 。

F向S购买10亿货币的商品。S向F购买20亿货币的商品。这
里，有W亿货币流回F手里。至于另一个10亿，那不过是货币在S

和F之间简单变换位置 。

[X—437]最后，货币流回出发点的回流可能不表示支付差额，
这在下述两种场合都可能发生：（1）双方支付平衡，因此没有任何差

额要用货币支付,（2）双方支付不平衡,因此需要支付一个货币差额 i
请参看上面分析的各种情况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比如说，同F相
对的S是不是同一个人,那是无关紧要的；这里，S对于F和F对于

S，都是代表向他出卖和向他购买的人的总数（完全像在货币回流表
现支付差额的例子中一样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货币都流回到把货

币可以说预付到流通中去的人手里。货币同银行券一样，在流通中
完成职能之后，就回到货币支出者手里 。在这里货币只是流通手段。

前面提到的资本家们是彼此之间进行支付，这样，货币就回到货币支
出者手里。
还有一个问题，即资本家从流通中抽出的货币多于他投入流通

的货币的问题，留待以后解决。137

现在回过头来谈魁奈 。

亚•斯密带着几分讽刺意味引用了米拉波侯爵的夸张说法 ：
“自从世界形成以来，有三大发明……第一是文字的发明……第二是
货币的发明〈!〉……第三是〈经济表〉，这个表是前两者的结果和完成。”（加尔

涅的译本，第3卷第540页；第四篇第九章〉

但是，实际上，这是一种尝试:把资本的整个生产过程表现为再

生产过程，把流通表现为仅仅是这个再生产过程的形式;把货币流通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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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仅仅是资本流通的一个要素；同时,把收入的起源、资本和收
入之间的交换、再生产消费对最终消费的关系都包括到这个再生产

过程中，把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实际上是资本和收入之间〉的流通

包括到资本流通中;最后，把生产劳动的两大部门—
—原料生产和工
业—
—之间的流通表现为这个再生产过程的要素，而且把这一切总
结在一张＜表〉上，这张表实际上只有5条线，连结着6个出发点或归
宿点。这个尝试是在18世纪30至60年代政治经济学幼年时期做

出的，这是一个极有天才的思想 ，毫无疑问是政治经济学至今所提出
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
至于资本流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资本在这个再生产过程中采

取的各种不同的形式、资本流通同一般流通的联系，也就是说，不仅
资本同资本的交换，而且资本同收入的交换，那么，斯密实际上只是
接受了重农学派的遗产，对財产目录的各个项目作了更严格的分类

和更详细的描述，但是对于运动的整体未必叙述和说明得像〈经济
表〉大体上描绘的那样正确 ，尽管魁奈的前提是错误的 。

此外，斯密评论重农学派说：
'‘他们的著作肯定对他们的国家有些贡献。”（同上，第538页）

这样的评价，对于一个比如像杜尔哥（法国革命的直接先导之

一）这样的人所起的作用来说，未免失之过稳罢。
上面提到的蒲鲁东的那段话 ，是这样说的：
“抵押债务总额,据最了解情况的作者说，达到120亿，据其他一些人说，达

160亿；票据债务总额至少有60亿，股票大约20亿，国债80亿；总计280亿。
必须指出，所有这些债务，是按4%、5%、6%、8%、12%,甚至15%的利息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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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视同借来的货币。我假定前三类惯务的平均利息是6% ;200亿就有利息

12亿。此外还加上国债利息约4亿，总计：10亿资本的年息为16亿。”[第152
页]因而是160%。因为“在法国，现金总额,一一我不想说法国国内现存的现金
总额，而是说在流通中的现金总额，包括银行的库存现金在内.—
—按照最流行
的估计，不超过10亿”。（第151页〉“当交换结束时，货币又空出来了，因而又
可以重新贷出……货币资本从交换到交换，不断流回到它的起点，由此可以
得出结论，不断由同一个人反复进行的贷放，不断为同一个人带回利润。”（第

[153—]154页）（＜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
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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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_438](e)兰

盖

《民法论》1767年伦敦版
按照我的写作计划，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著作家都不包括

在历史的评论之内。这种历史的评论不过是要指出 ，一方面，经济学
家们以怎样的形式互相进行批判 ，另一方面，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
的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步发展 。因

此,在考察剩余价值时，我把布里索、葛德文等等这样的18世纪著作

家，以及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都放在一边了。至于

我在这个评论中以后要说到的少数几个社会主义著作家146，他们不
是本身站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 ，便是从他们自己的立场出发
去同资产阶级经济学作斗争 。

然而兰盖并不是社会主义者。他反对他同时代的启蒙运动者的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想，反对资产阶级刚刚开始的统治 ，他的抨击半

是认真半是嘲弄地采取反动的外观。他维护亚细亚专制主义，反对
文明的欧洲形式的专制主义 ，他捍卫奴隶制，反对雇佣劳动。
第一卷。他的一句反对孟德斯鸠的话：
“法的精神就是所有权”*47

就表明了他的见解的深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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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盖碰到的和他对立的惟一的一批经济学家,是重农学派 。

［兰盖证明，］富人占有一切生产条件:这是生产条件的异化 ，而
最简单形式的生产条件是自然要素本身 。
“在我们的各个文明国家里.一切自然要素都成了奴隶。"（第185页）

要取得这些被富人占有的财宝的一部分，必须用增加富人财富

的繁重劳动来购买这一部分。
"这样，整个被俘虏的自然，就不再向自己的儿女提供容易得到的维持生命
的源泉了。自然的恩赐必须以辛苦的努力为代价.自然的赐予必须以顽强的劳

动来取得。〈这里，在“自然的赐T”这个词上,露出了重农学派的见解。〉独占这
O O O
學哆享绝富人，只有取得这种代价，才同意把财宝的极小部分还给大家使用。
分享他的财宝的许可，必须努力劳动来增加财宝
OOOOOOOOOOOOO
OOOOOOOÛOOO 。"（第189页）“这样，
就必须放弃自由的幻想。”（第190页）法律的存在是为了“批准〈对私有財产〉最

初的夺取",并“防止以后的夺取”。（第192页）“法律可以说是一种反对人类最
大多数〈即无产者〉的阴谋。”（同上［第195页］）“是社会创造了法律，而不是法

律创造了社会，（第230页）"所有权先于法律。”（第236页）

“社会"本身—
—人生活在社会中，而不是作为独立自主的个人
—是所有权、建立在所有权基础上的法律以及不可避免的奴隶制
—

的根源。
一方面是土地耕种者和牧人过着和平的、孤立的生活。另一方面，还有“猎

人，他们习惯于靠屠杀取得生活资料，习惯于成群结队，以便于围猎他们吃的野
兽和瓜分猎物‘”。（第279页）“正是在猎人当中出现了最初的杜会标志。"（第

278页）"真正的社会是粞牲牧人和土地耕种者的利益而形成的,是以”联合起
的一伙猎人“对他们进行奴役为基础的"。（第289页）社会上的一切义务可归
结为命令和服从。“人类一部分的地位降低，先是产生了社会，然后产生了法
律。”（第294页）

贫困迫使丧失生产条件的工人为生活而劳动，为增加他人的财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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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而劳动。
“只是因为没有别的活路，我们的短工才不得不耕种土地而自己享受不到
它的果实,我们的石匠才不得不修建房屋而自己不能居住。贫穷把他们赶到市
场上，等待主人开恩购买他们。贫穷迫使他们跪在富人面前，央求富人准许他

OÖOÖOOOOOOOO

O O O O O O O

«筚筚枣枣。"（第274页〉
° ° “°可°见°，暴力是产生社会的第一个原因，权力是杜会的第一个纽带。"（第302
页）“他们〈人们〉关心的第一件事，无疑是获得自己的食物……关心的第二件
事，就是想方设法不劳动而获得自己的食物。”（第307 —308页广他们只有占有

Ô O

OOOOOOOOOOO

他人劳动的果实
O Q O o Q o O ，才能做到这一点。”（第308页）"最初的征服者们，只是为了不
受惩罚地过游手好闲的生活，才实行统治；他们成为国王，只是为了拥有生存资

料。这就使统治的观念……大大缩小和简化了。"（第309页）“社会由暴力产
生，所有权由夺取产生。”（第347页）“主人和奴隶一出现，社会就形成了。"（第

343页）"市民社会一开始就有两个［X_439］柱石，一方面是大部分男子的奴隶
地位,另一方面是全部女子的奴隶地位……社会靠四分之三的人口来保证少
数有产者的幸福、财产、闲暇，社会关心的只是这少数人。”（第365页）

第二卷。
"因此，问题不是要弄清奴隶制是否同自然本身有矛盾，而是要弄清奴隶制
是否同杜会的本性有矛盾……奴隶制是同社会的本性分不开的。”（第256

页广社会和市民的受奴役同时产生。”（第257页）“终身奴隶制是社会的不可毁
灭的基础。"（第347页）
“被迫靠某个人的施舍才获得生存资料的人们，只是在这个人由于从他们

oooooooo

手里夺得财物而大大富裕起来，以致有可能把其中的一小部分归还给他们的时
O

OOOOOOOOOOOOO

O

候才出现的。此人虚沩的慷慨，不过是把他占有的这些人的劳动果实的一部分
OOOOOOOOOÔOOOOOOO

归还给他们而巳。”（第242页）"人们被迫耕种而自己得不到收获物，为了别人
0 0 0 0 9 0
0
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幸福，强迫进行无希望的劳动，这不就是奴隶制吗？人们

o o o o O

被迫在鞭打下劳动，而回到宵栏只得到一点燕麦.奴隶制的真正历史不就是从
这个时候开始的吗？只有在发达的社会中，生存资料对呼枣呼贫民来说才是他
们的自由的充分等价物；在发展初期的社会里，这样不弔°等°的°交换，在自由人看

o o O

来是骇人听闻的事情。只有对战俘才能这样做。只有剥夺了他们享有任何财

o O

产的权利之后，才能使这样的交换对他们说来是必然的。”（第244 —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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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学W宁®……亭譽竽亨+冬畛葶亨.使富人获得为他从事一切繁重劳
动的那°些°新°的°器°官，即未é螽ÀAwâ又奉，而这些劳动的果实则由富人据为
00000000000000

gf。这就是奴隶制使富人轻而易举地达到的目的。他购买了那些必须为他
Ü的人们。”（第461页）“奴隶制废除了，但人们决不会废弃财富和财富的好
处……因此，除了名称改变以外，一切都必须照旧。最大多数人总是必须靠工

资生活，依赖于把全部财物据为己有的极少数人。这样，奴隶制就在世上永存下

OOOOOOOOOO

来,不过名称更加动听。它现在以仆人的美名出现于我们中间。”（第462页）

兰盖说，这里所说的“仆人”不是指仆役等等。
“城市和乡村住满了另一种仆人，他们人数更多、更有用、更勤劳，他们被称

为短工，手工工人等等。他们没有用奢侈的虚饰来玷污自己；他们穿着令人厌

O O

O O O O

恶的破烂衣衫，穿者这种贫穷的制服在呻吟。在他们的劳动所创造的丰裕财富

o O

OOOOOOOOOOOOOO

中，他们从来分不到一丝一毫。当富人竞肯接受他们赠送的礼物时，富人就像
O

O

09000000000

O

O

O

O

O

O

是对他们开恩一样。他们还必须为他们能够向富人服务表示感激。当他们抱
0000000000

若富人的双膝，清求允许他们对富人做点有用的事时，富人用最侮辱人的轻蔑

OOOOOOOOOOOOOO

态度对待他们。富人迫使人们去央求得到这种允许，并旦在真慷慨同假恩惠之

ooooooooo

间进行的这种独特的交换中，受惠者方面是傲慢的和轻蔑的，给予者方面则是
000000000000

O

O

O

O

o

00000

驯服的、焦虑的和勤恳的。亊实上正是这样的仆人在我们这里取代了奴隶。"
（第 463 —464 页）

“必须弄清怒枣嗤绝寧哮实际上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利益。我要沉痛而直率

地说:这全部利远经受着饿死的恐怖，这种不幸，至少他们的处在
人类社会这一底层的先辈是没有遭受到的。”（第464页广你们说，他［工人］是
自由的。唉！他的不幸也正是在这里。他同任何人无关，任何人也同他无关。

当需要他的时候，人们就用最低的价钱雇用他。人们答应给他的傚不足道的r.

OOOOOOOO

Û

资，只够他交换出去的一个工作日所必需的生存资料的价格。人们叫监工督促
O

0000000000000000000000

o

o

O

O

绝f枣琴亭;人们催他，赶他，惟恐他想出一种偷懒的法子来少花一半力气，人
要ç尽零f呼就会使他的手变得不灵巧，会把他的工具弄钝。枣
婪的吝啬鬼不üüwi-他，只要他稍有松解,就会受到指责，而只要他休i.

OOQOOOOOOOOO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一5,就硬说是偷窃了他。工作-完，他就被解雇，人们解雇他时.像雇用他吋

OOOOOOOO

一样冷淡，丝毫也不考虑，［X —440］如果他明天找不到工作，他劳苦卞一天所
0000000000

得到的20或30苏够不够维持生活。”（第466 —4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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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自由了！正因为如此,我才怜惜他。正因为如此，人们雇用他来干活

时才极端不爱惜他。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更加肆无忌惮地浪费他的生命。奴隶

对于自己的主人来说是一种有价值的东西，因为主人为他花了钱。而工人并没
有使雇用他的富裕的享乐者花费什么。在奴隶制时期，人的血是有一定价格
的。人的价值至少等于他们在市场上被卖的那个数额。自从停止販卖人口以
来，人实际上也就没有任何内在价值了。在军队中，对工兵的估价，比对辎重马

的估价低得多，因为马的价钱很贵，而工兵不用花钱就能弄来。奴隶制的废除,

使这样的估价方法从军队生活被搬用到市民生活中来；从此以后，没有-个富

o o O O o

O o O O

裕的市民不是像勇士那样来评价人了。"（第467页〉

OOOOOOOOOOOOOOPO

“短工为了替富人服务而出生、成长、受教育，这就像富人在自己的领地内

打死的野兽一样，不用花财富分文。好像富人真的掌握了倒梅的庞培瞎吹嘘的

那个秘密似的。只要富人往地上一跺脚，就会从地里钻出一大群勤劳的人，争

先恐后地要为他服务。在这-■大群为他造房子或管花园的雇佣者当中，如果少
了一个人，空缺是看不出来的，它会马上被填补起来，不用任何人过问。大河里
失掉一滴水是没有什么可惜的，因为新水流不断流进来。工人的情形也是这

样;要找代替的人很容易，所以富人对待他们是冷酷无情的。〈这是兰盖的说
o

0

法，他提的还不是资本家〉”（第468页）“人们说，他们没有主人……但这是明

显的滥用词句。他们没有主人，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有一个主人，而且是一切

主人中最可怕、最专制的主人，这就是贫困。贫困使他们陷入最残酷的奴隶地
O

O

位。

他们非去讨好

和巴结不可的，不只是某一个统治他们的暴君，否则他们的奴隶地位就有一定
的界限丁，也比较好忍受了。他们成了每一个有钱人的仆人，因此，他们的奴隶
地位就是没有界限的，极端严酷的了。有人说：如果他们在一个主人那里过得

不好，那么他们至少有一点是可以告慰的，那就是可以向主人申述，并且另找一
个主人;而奴隶就不能这样。可见奴隶是更不幸的。什么样的诡辩啊！请想一
想，迫使别人劳动的人是很少很少的
，而劳动者很多„”（第470—471页）“你们
oooooooo
授予他们的那个虚幻的自由，对他们会有什么结果呢？他们只能靠出租自己的

OOÔOOOOOOO

双手来生活。可见，他们必须找到--个雇用他们的人，要不就饿死。难道这就
O

O

O

O

O

O

O

00000000000000

o

o

o

O

o

o

o

o

O

是自由了吗？"（第472页）

o o O O O

“最可怕的是，他们工资的菲薄竟成了工资进一步下降的原因。短工越穷，

他就越便宜地出卖自己。他穷得越厉害，他的劳动的报酬就越低。当他含泪哀
求他面前像暴君一样的人接受他的服务时，这些人一点也不脸红，好像在摸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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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脉搏，判断他剩下的力气还有多少。他们根据他衰弱的程度，来确定给他

多少报酬。在他们看来，他越是虚弱得濒于死亡，他们就越是削减还能救他命

的那些东西。这些野蛮人给他的东西，与其说用来延长他的生命，不如说用来
推迟他的死期。”（第482 —483页广〈短工的〉独立……是我们时代的精巧性所
造成的最有害的灾祸之一。这种独立使富人越富，穷人越穷。富人所积蓄的,
都是穷人所花费的；穷人不是从剰余中节省，而是不得不从最必要的东西中节

省。”（第483页）

“今天，竟如此容易维持庞大的军队.这些军队连同奢侈一起导致人类的毁
灭。这只能归功于奴隶制的废除……自从不再有奴隶以来，放荡和赤贫才造

成一日得5苏的勇士。"（第484 ~485页）
“我认为，它〈亚细亚的奴隶制〉对于被迫用每天的劳动去谋生的人们来说,

要比所有别的生存方式强百倍。"（第496页）
“他们〈奴隶和短工〉的锁链是用同样的材料制成的，只不过颜色不同。一

种人的锁链是黑色的，肴起来比较重；另一种人的锁链不那么黑，看起来比较
轻;但是，如果不偏不倚地把它们衡量一下，就会发现它们之间没有丝毫差别，

两者都同样是由贫困制成的。它们的重量完全一样，而且，如果说有一种更重
一些，那恰好就是从表面看起来比较轻的那一种。”（第510页）

兰盖就工人问题向法国启蒙运动者们大声疾呼 ：
‘‘难道你们没有看见，这一大群羊的驯亂直率地说，绝对顺从，创造了牧人
的财富吗？……请相信我，为了他〈牧人〉的利益，为了你们的利益，甚至为了
它们〈羊〉的利益，还是让它们抱定它们历来的信念：相信一只向它们吠叫的狗

要比所有的羊加在一起都强大吧。让它们一看见狗的影子就不知所以地逃跑

吧。大家都可以由此得到好处……你们可以更容易地把它们赶去剪毛。它
们可以更容易地避免被狼吃掉的危险。［X—441］诚然，它们避免这种危险，只
是为了给人当食物。但是，自从它们一进入畜栏.它们的命运就已注定如此了。

在谈论把它们从畜栏引出去以前,你们应当先把畜栏即社会砸毁。"（第512 _

5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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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布雷（约•弗•）134
《对待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
1839年利兹版
因为人的存在以劳动为条件，而劳动又以劳动资料为前提，所以"土地这个
-切活动的巨大场所和一切财富的原料，必须是它的所有居民的共同财产”。
0

0

（第28页）
“生活有赖于食物，而食物有赖于劳动。这种依赖性是绝对的。因此，一个

人要回避劳动，只有在其他大批人的劳动增加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第31页〉
.“人们所加予别人的或自己遭受的一切不公正现象和痛苦，归根到底都是
'由于某些个人和阶级篡夺了土地的权利并剥夺了其他个人和其他阶级的这种
权利……人们占有了土地所有权以后，下一步便是占有对人本身的所有权。”

（第34页）

布雷宣布自己的目的是：
“在经济学家们自己的基础上并用他们自己的武器来同他们进行斗争〈为
了证明不是在任何社会制度下贫困都必然是工人的命运〉。经济学家们要推翻

用这种方法作出的结论，就必须先否认或推翻他们自己的论点所依据的那些已
确立的真理和原则。"（第41页）
“根据经济学家们本身的意见，为了生产财富，必须有：＜1）劳动，（2）过去劳

动的积累，或者说资本，＜3）交换……”这就是他们自己所认为的一般生产条件。
"这些生产条件对整个社会都是有效的，它们的性质是:任何个人或任何阶级都

不能不受它们的影响。"（第42页）
“金科玉律:必须劳动！—
—对一切创造物来说是同样有约束力的……只
有人能够回避这一规律；这一规律的性质是：一个人只有靠牺牲别人才能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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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规律。”（第43页）
“按照劳动和交换的真正性质来说，严格的公正态度要求［布雷在这里引用
了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商品交换价值的定义〕交换双方的利益不仅是相互的，而
且是相等的……在公正的交换制度下，一切商品的价值都会由它们的生产费

用的总和来确定，并且相等的价值应该总是换得相等的价值……直到今天，工
人们交给资本家一年的劳动，但只换得半年劳动的价值，现在在我们周围存在

着的权力和財富的不平等就从这里产生。交换的不平等（按一种价格买进，按

另--种价格卖出〉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家继续是资本家，工人继续是工人，一个
是暴君阶级，另一个是奴隶阶级。”（第48 -49页）

“在现在的制度下，交换不仅没有像政治经济学家们所断定的那样给交换
双方提供相互的利益，而且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资本家和生产者之间的大多数

交易中根本没有进行交换……工厂主或土地所有者用什么来支付工人的劳动
呢？用劳动？不是,因为资本家不劳动。用资本？不是，因为他的财富的储备不

断增长……因此，资本家不能用属于他自己的任何东西来交换。因此，幣个这

o o O O

种交易明显地表明，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所做的只是：他们对工人一星期劳动
的偿付，是他们上星期从工人那里取得的财富的一部分；而这一点正好说明他
们同工人以无易有……资本家好像用来和工人的劳动相交换的财富既不是

资本家的劳动创造的，也不是他的财富创造的，它最初由工人的劳动得来，并且

通过欺骗性的不平等交换制度每天又从工人那里被夺走。"（第49页〉“生产者
和资本家之间的全部交易是明显的欺骗，纯粹是一幕滑稽剧。”（第50页）
“宣称‘必须积累！’的定律只有一半得到执行，它有利于一个特殊阶级而有
损于整个其余社会。”（第50页）
“在现在的社会制度下，整个工人阶级在劳动资料方面依赖资本家或雇主；

而在一个阶级由于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在劳动资料方面依赖另一个阶级的地方，
它在生活资料方面也同样依赖那个阶级。而这种状况同社会的目的本身是如
此矛盾，并且是如此违背理性……因此一分钟也不能为它辩解，为它辩护。它

赋予人们以任何-■个凡人所不应有的权力。"（第52页）

“我们的日常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从一个面包上切下一块，这一块就不
能再长大。一个面包只是若干块的总和，我们吃掉的块数越多，留下来吃的就

越少。工人的面包的情况［X_442］就是这样，但是资本家的面包却不遵循这
种规则。他的面包不是变小，而是不断增大；资本家不断地切，但面包总是在增
大……如果交换是平等的，现在的资本家的财富就会逐渐地由他们那里转到

（5）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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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人阶级的乒里；富人花掉的每••个先令都会使他的富ÏÏ少•个先令/’（访
[54 —]55 页）

布雷在同一个地方还指出：
"一个资本家自己要从他的工人阶级祖先的真正积累起来的劳动中继承哪

怕是1 000镑，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同上）
从经济学家们自己的学说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积累就不可能有
交换，没有劳动就不可能有积累。”（同上）

“在现在的制度下，每个工人至少给予雇主6日劳动以换取一个只值4日

或5日劳动的等价物，雇主的利益必然是工人的损失。”（第56页）
“因此，不论怎样试图用赠予、个人积累、交换或继承来论证财富的起源，我
们都会发现一个又一个的证据，说明在富人的所有权的这种论证方面有一个缺

陷，这个缺陷使论证一下子便失去任何公正的外貌和任何意义。”（第56页）“所
有一切财富都是好多世纪以来在工人阶级的骨肉上生长起来的，并且是通过欺

骗性的和奴役性的不平等交换制度从工人那里夺走的。”（第57页）

“在现在的制度下，如果工人想成为富人，他就必须不是交换自己的劳动，
而是必须成为资本家，或者说.成为交换他人劳动的人，那时，他就会用别人掠
夺他自己的办法，即通过不平等交换的办法来掠夺别人，从而有可能从别人的

不大的损失中获得大量的利益。”（第57页）
"政治经济学家们和资本家们写T并出版了很多书，目的是给工人灌输一
种错误的观念，似乎‘资本家的所得并不是生产者的损失’。他们对我们说，劳
动离了资本寸歩难行，资本就像挖土工人手里的铁铲一样，资本对于生产就像
劳动本身对于生产一样必要……资本和劳动的这种相互依赖性与资本家和

工人的相对地位是不相干的，并不证明前者必须靠后者养活……对生产者的

操作具有重大意义的不是资本家，而是资本。资本和资本家之间的区别就像船
上装的货物和提货单之间的区别一样。”（第59页）
“从资本和劳动的相互关系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一个国家的资本越多，或者

说，积累的产品越多，生产就越容易，为达到某一〈一定的〉结果所需要的劳动就
越少。例如，不列颠人民利用他们现在的巨大的资本积累（他们的建筑物、机
器、船舶、运河和铁路），在_个星期内所能生产的工业财富，比1 000年前他们

的祖先在半个世纪里所能生产的还多。使我们能够这样做的，不是我们的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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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越，而是我们的资本。因为凡是资本缺乏的地方，生产就发展得缓慢而吃

力，反过来也是一样。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资本的一切利益同样是劳动的利
益，资本的任何增加都会减轻劳动的繁重桎度，因此资本的一切损失必然也是

劳动的损失。虽然这一真理早被经济学家们所发现，但是他们还从来没有作过

公正的阐述。”

〔事实上，这些家伙是这样议论的：
积累的产品—
—即未消费的产品—
—减轻劳动,并使劳动更有

成效。因此，这种减轻等等的成果应当不是对劳动本身有利 ，而是对

积累有利。因此，积累不应当是劳动的财产，而劳动却应当是积累的
财产—
—劳动自己的产品的财产。因此，工人不应当为自己积累 ，而

应当为别人积累，积累应当作为资本同他相对立。
在这些经济学家们那里 ，资本的物质要素和资本作为资本的社

会的形式规定性（即和资本作为支配劳动的劳动产品的对抗性质 ）是
如此地生长在一起，以致他们提出的任何一个论点都不能不自相

矛盾。〕
“经济学家们总是把资本和社会的一个阶级等同起来，把劳动和另一个阶
OOOOOOOOOOOOOOOOO

OOOQOOOQ

譽，宇，虽然这两种力量本来就没有这种自然的联系，也不应当有这种人

经济学家们总是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工人的幸福，甚至工人的生

存本身，只有在工人维持资本家的奢侈和无所事事的生活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他们只希望，工人要想吃到一份饭，就必须生产出两份饭才行------ 份为工人

自身，一份为他的老板，后者则是间接地即通过不平等交换得到自己的一份。”
（第[59—]60 页）
“当工人生产出某种物品的时候，它已经不属于工人，而属于资本家，通过
不平等交换的无形魔术，它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第61页）
“在现在的制度下，资本和劳动，铁铲和挖土者，是两种分离的和对抗的力

量。”（第60页）

[X —443]“但是，即使所有的土地、房屋和机器都肩于资本家.而不存在工
人阶级，资本家也不能回避伟大的条件‘必须劳动！’。他们的财富给他们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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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惟一选择是死亡或劳动。他们不能吃土地或房屋；不使用人的劳动，土地就

不会长出食物，机器也不会做出衣服。因此，如果资本家和私有者说，工人阶级

应该养活他们，那么他们实际上也就是说，生产者完全像土地和水•-样属于他
们，工人只是为了供有钱人使用才被创造出来的。”（第68页）

“生产者用他所给予资本家的东西进行交换时.得到的不是资本家的劳动，

也不是资本家的劳动产品，而是工作。在货币的帮助下,工人阶级不仅不得不

完成为维持自然的生存而要完成的劳动，而且还得为其他阶级负担劳动。生产
者从非生产阶级那里得到的是金银还是其他商品，那是无关紧要的；全部实质

在于，工人阶级完成他自己的劳动并养活他自己，此外还要完成资本家的劳动

和养活资本家。不论生产者从资本家那里得到的名义报酬是什么.他们的实际

O O

报酬只是：他们的劳动中应当由资本家返还给他们的那部分 。”（第153—
OOOOOOOOOOOOOOOOOOOOO

154 页）
“我们假定联合王国的人口是2 500万。假定他们的生活费平均每人每年
至少15镑。联合王国全部人口的生活费的年价值总额是37 500万镑。但是我

们生产的不只是生活用品，因为我们的劳动也创造出许多不供个人消费的物
品。我们增加了我们的房屋、船舶、工具、机器、道路和其他供未来的生产使用

的设备，此外还修复了一切磨损了的东西，因此我们每年都在增加我们的积累
储备,或者说资本。所以，虽然我们的生活费的价值每年只有37 500万镑，但是

人民所创造的财富总的年价值却不少于5亿镑……”（第81页）

“只有f的人口即大约600万从14岁至50岁的男人可以算做真正的生产
者。可以说，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个数字中参加生产的恐怕还不到500万人〈布
雷后来说，直接参加物质生产的只有400万人〉；因为成千上万有劳动能力的男
人被迫坐着无事可做，而本应由他们去做的工作却由妇女和儿童去做；在爱尔
兰就有几十万男人根本找不到工作。这样一来,500万男人连同几千名儿童和
妇女却必须为2 500万人进行生产。"（第81 — 82页）
“现有的工人人数如果不使用机器，便不能养活自己和养活现有的游惰者

以及非生产劳动者。现在在农业和工业上使用的各种机器，据统计可以完成近

1亿有劳动能力的男人的劳动……这些机器及其在现在的制度下的使用，产
生了成千上万现在压迫工人的游惰者和食利润者。”（第82页）
“机器使现在的社会制度富有成效，机器也将使它遭到破坏。"（第82页）
“机器本身是好的，没有机器不行；但是机器的使用，它们为个别人占有而不为

整个国家占有这种情况却不好。”（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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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在参加生产的500万男人中，有些人一天只劳动5小吋，而另一些人却

劳动15小时；如果此外我们还注意到由于生意萧条吋期大量工人被迫无事可
做而造成的时间损失，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年产品是由社会上不到+的毎天平
均劳动10小时的人创造和分配的。”（第83页〉

"

‘‘假定各种有钱的非生产者以及他们的家属和奴仆只有200万人，他们的
生活费和工人的生活费一样多，即每人只是15镑,那么这200万人每年就将花

掉工人阶级3 000万镑。”（第83 -84页）"但是按照最低的估计，他们的生活费

每人至少50镑。这样，作为社会上完全非生产的纯粹不劳而食者的生活费的
年价值总额就是1亿镑。”（第84页）
“此外，还有各种小私有者阶级、工厂主阶级和商人阶级以利润和利息的形

式［X -444］获得的加倍的和4倍的收入。根据最低的估计，社会上这个人数
众多的部分所消费的那部分財富一年不少于14 000万镑，超过了相同人数的报

酬最髙的工人的平均消费最。这样，游惰者和食利润者这两个阶级（他们可能
占总人口的+）连同他们的政府一起，每年就要吞食近3亿镑，即超过生产出来
的全部财富的半数。"（第［84 —］85页）"这一点使帝国的每个工人平均一年损
失50镑以上……剰下在国家其余f的人口中分配的大约平均每人每年至多

11镑。根据1815年的统计，联合王国全体人民的年收入约为43 000万镑，其
中工人阶级得到99 742 547镑，而靠地租、年金和利润生活的阶级得
到330 778 825镑。当时国内全部财产的价值约计30亿镑。•’（第85页〉

参看金的图表148等等。
1844年英国的人口是：大小贵族—
—1 181 000人，商人、［工业家、］农场主
等—
—4 221 000人（以上两类共5 402 000人），工人、贫民等一一9 567 000人。

（托•查•班菲尔德〈产业组织〉1848年伦敦第2版［第22 _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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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1863年手稿）〉共计23个笔记本，总

共1 472页c其中第丨一V和第XIX—XXIII笔记本的内容在某种程度
上涉及三卷〈资本论〉的问题，这部手稿的大部分，第VI -XVIII笔记本
是阐述经济学说史的，构成《剩余价值理论〉，即马克思曾经设想的（资本

论〉第4卷。
马克思把〈资本论〉的前三卷称为理论部分，把第4卷称为历史部

分，历史批判部分或历史文献部分。他在1866年10月13日给库格曼
的信中写道："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第1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第

2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第3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4册理论
史"。马克思生前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他逝世后，恩格斯整理出版
了〈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但是没有来得及整理出版〈资本论》第4
卷，即 < 剩余价值理论〉。

1905 —1910年.卡•考茨基对马克思这部分手稿作了刪改和变动，
编辑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苏共马列主义研究院于1954 —1962年基
本上按马克思的手橘次序编辑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俄文新版本，并于

1956 -1962年出版了该书的德文新版本。俄文版编者同时为手稿拟定
增加了大部分章节的标题。本版则是完全按马克思手稿的原样出版的。
本卷收入1861 -1863年手稿中剩余价值理论部分的开头部分（第

VI —X笔记本）的内容，译文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6
（1）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3
卷第2册重新作了校订。—
—3。
这里的目录是马克思分别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1863年手稿）〉
第VI — X笔记本的内封上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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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这一标题前写的“（5）",表示（资本的生产过
程》中的第5节。在这之前的前四节是：（1）货币转化为资本，（2）绝对剩

余价值，（3）相对剩余价值。这三节的概述包含在1861 -1863年手稿的
第I—V笔记本之中。在第V笔记本第1如页上，马克思写道：“在相对

剩余价值之后，应该把绝对剰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结合起来考察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55页）应当构成第4 P
的这一考察刚刚开始，尚未展开之际，马克思就动手写第5节，即（剩余
价值理论＞。但是，随着写作过程的进展，计划不断改变，最后在这个第5
节〈剩余价值理论〉的标题之下写出的手镐无论从篇幅还是从内容來说

都远远超出原来的计划，成为后来以 ＜剩余价值理论〉这一书名著称的经
济学说史。---- 5。

4

这里的“（结尾）”应是（续），见本页第VI、VII和IX笔记本的目录。-

5。

5

第三章或第三篇指关于〈资本一般〉研究的第3部分，在马克思于1859
年春或1861年起草的〈资本章汁划草橘〉（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第2版第31卷第583 —593页）中，它的标题是〈III.资本和利润》。稍

后，马克思不再称“第三章”（Drittes Kapitel）,而称"第三篇"（Dritter Ab

schnitt）, 见本卷第 322 页。 后来又把它称作第3册（见他1865年7月31
日写给恩格斯的信）。
这一章的开头部分写在1861 -1863年手稿第XVI笔记本第

973 -1021页和第XVII笔记本第1022 —1028页。从〈资本论〉第3部
分或第3篇的计划（见（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1863年手槁）〉第XVIII

笔记本第1139页）来看，马克思原本计划在这一章里写两篇关于利润珣
论的历史补充部分。其实，在本手橘的剩余价值理论部分，马克思已经

详细地批判分析了各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利润的看法，揭示了那种把

剩余价值和利润相混淆而产生的理论谬误。—
—7、84、208、322。

6

让渡利润（Profit upon alienation）是唐•斯图亚持的一个用语（见’（政治经

济学原理研究〉1即5年伦敦版第1卷第244页）。马克思在这里把它的
含义概括为：资本家的利润来自商品高于其价值的出售。他在＜政治经
济学批判（1861 -1863年手橘》中在谈到让渡利润时交替使用"profh

upon alienation”和“profit upon expropriation”这两个术语。斯图亚特只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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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前一术语、—
—12、24、41、55、171。

7

货币主义或货币体系（Monetarsystem）即重商主义的早期形式，是15 —

16世纪流行于欧洲各国的一种经济学派他们认为财富等同于货币，主
张采取措施在对外贸易上实现出超，使币流入本国 ，并严禁货币输出
国外。---- 13。

8

重商主义（Merkantilismus）是一种早期资产阶级经济学派。产生15

16世纪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反映了这个时期商业资本的利益和
要求。

早期慮商主义的形式是货币主义，主张货币差额论：认为财富等M
于货币，禁止货币输出，增加金银收入。晚期重商主义盛行于17世纪，

主张贸易差额论:允许货币输出，发展工业，扩大对外贸易，实现出超，队

而赚取更多的货币。
关于重商主义，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167

—168、181 页。---- 13、137s

9

劳动能力的原文是Arbeitsvermögen^,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枇判（1861 —

1863手稿）〉中在绝大多数场合都用Arbeitsvermögen（劳动能力）这个术
语，而没有用Arbeùskrah（劳动力）这个术语。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

克思把这两个术语当作同一个槪念使用：“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
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

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

195 页）—
—13。

10

杜尔哥的著作〈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的出版年代是1769 -

1770年.1766年是该书的写作时间。
亚•斯密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两卷集）的出版
年代是1776年，不是这里所说的1775年。马克思拥有并使用的Æ加&

涅翻译的该书法译本（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热•加
尔涅新译本，附译者注择和评述，1802年巴黎版h斯密这部著作法译

第1卷第1页上注明，原书第1版出版于1775 —1776年初。这人•槪就
是斯密的著作的出版年代有误的原因。—
—14。
重农学派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6主要代表冇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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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奈和安•杜尔哥。当时在农业占优势的法国，因实行牺牲农业发展工
商业的政策，使农业遭到破坏而陷于极度衰落。反对重商主义（见注8）

的重农学派主张经济自由和重视农业.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纯产品”
即总产量超过生产费用的剩余，即剩余价值，因而认为只有农业生产者

才是生产阶级。它从生产领域寻求剩余价值的源泉，研究社会总资本的
再生产和流通，是对资本主义生产作有系统的理解的第一个学派。但它

不认识价值的实体是人类_般劳动，混同T价值和使用价值，因而看不
到一切资本主义生产中都有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以致把地租看成是惟
一的剩余价值，把资本主义生产形态看成是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态。它
的杰出代表之一魁奈提出了（经济表〉，第一次试图以图表形式说明资本

的整个再生产和流通过程。—
—15、137。

12

"论流通那一章”指关于“资本-"般”的研究的第二部分，在1859年春或

1861年起草的〈资本章计划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第2版第

31卷第583 —593页）中，这一部分的标题为＜11.资本的流通过程〉。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1863年手搞）〉第X笔记本第422 —437页（见

本卷第374 -416页）中，马克思在分析魁奈的经济表时，涉及了 一些有

关这一章的内容。在第XXIII笔记本第1433 -1434页对这个问题进行

了较多的论述。但总的说来，流通问题在1861 _1863年手稿中并未得
到展开论述。马克思只是在1863 -1865年手稿中才又回到这些问题上
来。这一章最后发展成为（资本论〉第2卷。〈资本论〉第2卷第10章
〈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包含对重
农学派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观点的分析。第19章〈前人对这个

问题的阐述〉中有专门论重农学派的一节。—
—15。

13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1863年手稿）〉第II笔记本第58-

6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122 —129页）。-—
16。
14

"自由人手”是詹•斯图亚特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
都柏林版中所使用的术语，特指由于农业的发展而为工业生产游离出来

的劳动力。他在该书第1卷第30 —31、48、151、153及396页上多次谈
到了自由人手。

马克思于1851年在他的伦敦笔记第VIII笔记本中详细地摘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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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亚持的著作。他在第12页上把斯图亚特关于“自由人手”的-段引

文槪括如下：“不是必须从事食品生产的那部分人口，斯图亚特称之为自

1

由人手，因为他们的工作，在农民过剩的情况下通过与杜会需要相适合
的劳动为自己获取生活资料的活动，会随着这些社会需要的不同而变

化，而社会需要又会随着时代精神的不同而变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
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第VII笔记木第26页也引用了斯图亚特

著作第1卷第396页上的有关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巾文第2版

第31卷第185页）。这里马克思再次提到了斯图亚特关于“自由人手”
出现的历史条件。—
—21。

15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III笔id本第

105—10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214-217
页）。---- 22。

16

见大•布坎南（论斯密溥士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内容》

1814年爱丁堡版第137 ~146贸。---- 22。
17

指激进的李真困学派、属于这个学派的有詹♦穆勒、约•斯.穆勒、理

•希尔迪奇，往一定程度上也有安•舍尔比利埃。这个学派从李嘉图的

理论中得出了反对土地私有制存在的实际结论，建议把这-制度 （全部
或部分）转变为资产阶级国家所有制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1861 —1863年手稿）〉中多次提到李嘉图学派这些人得出的这个实际
结论（见第X笔记本第458页，第XI笔记本第496 -497,516 一517页，
第XIV笔记本第791页，第XV笔记本第902 —903页和第XVIH笔记

本第1120J139页）。有关的论述还可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2章第

4节＜所有权或租》以及马克思1881年6月20日写给阿•左尔格的
信。---- 26、41。

-

4

18

“自由放任"（laissez-faire, laissez-aller）是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经济学家的

信条，他们主张贸易自由，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范围内的任何事务。
重农学派（见注11）也主张自由放任.他们认为，经济生活是受自然

规律调节的，国家不得对经济事务进行干涉和监督；国家用各种规章进

行干涉，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他们要求实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 。

----- 26、41'156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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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重农学派（兕注11）的得奖论文指乔•霍普、拉•格雷格和阿•摩尔斯的
获得反谷物法同盟奖金的三篇论文。（论农业和谷物法的三篇得奖论

文〉一书，由全国反谷物法同盟编，1842年在曼彻斯特和伦敦出版。
欧•德尔出版的重农学派著作和自己论述重农学派的得奖论文的
著作指〈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I部。

•---- 26o

20

这段引文采自第VII笔记本中1859 —1862年期间在伦敦作的摘录笔记

第171页。这里以及下面几段魁奈的引文马克思是用法文写的。—
—

27。

21

打尔培尔主义指法国路易十四时期柯尔培尔的重商主义（见注8）经济政

策。柯尔培尔当时任财政督察长，他实行了有利于巩固君主专制国家的
财政经济政策。例如，改革税收制度，建立垄断性的对外贸易公司，通过

统一关税率来促进国内贸易，建立国家工场手工业，以及修建道路和港

U。柯尔培尔主义客观上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经济方式
的发展。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强大，国家的这些强制性措施
就由于日益阻碍经济发展而失去作用。柯尔培尔主义的失效和罗氏体

系（见注22）的失败促进了重农学派（见注11）学说的发展。—
—34,41c

22

穿氏体系指苏格兰財政经济学家约翰•罗依靠把不可兑现的银行券投

入流通扩大国内財富的主张。罗于1716年在巴黎创办一家私人银行，

该银行于1718年改组为国家银行。罗于1719—1720年曾任法国財政

总稽查。罗氏利用他的国家银行和股份公司无限制地发行信贷券，同时

回收金属货币。结果，交易所买空卖空和投机倒把活动空前猖撅，到

1720年，国家银行倒闭，罗氏“体系"也彻底破产。罗氏体系的破产和柯
尔培尔主义（见注21）的失效促进了重农学派（见注11）学说的发

展。---- 34、39。

23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伦敦版第1卷第442
页的这段引文，以及下面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中的引文

均采自马克思第VII笔记本中1859 -1862年期间在伦敦作的摘录笔记
第 209 页'。---- 35。

24

这段文宇采自马克思第VII笔记本中1859 -1862年期间在伦敦作的摘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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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皂记第133页o ----- 35。

25

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844年巴黎版第1卷第11页的
这句话，采自马克思第VII笔记本中1859 —1862年期间在伦敦作的摘
录笔记第168页。〈引文笔记＞第61页也摘有这句话。—
—36。

26

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844年巴黎版第1卷第16、40
页的这两段文字，采自马克思第VII笔记本中1859 -1862年期阏在伦

敦作的摘录笔记第169和170页。｛引文笔记〉第65页也摘有该书第40
页的引文。---- 36。

27

1839年和1843年，在布鲁塞尔锌经出版了两部经济学著作选集，其书名
均为〈政治经济学教程〉，且都以日•阿•布朗基〈欧洲政治经济学从古
代到现代的历史〉为开篇。马克思拥有并使用的是该书1843年的版本。
可能1843年版本重印了 1839年版本的标题页，致使马克思写错了出处

的年代。---- 36。

28

•

"经济学家”是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上半叶对法国重农学派（见注

11）的称呼。大约在19世纪中叶，这个名词广泛用于各种经济学说的著
作家，不再只用于某一经济学说的倡导者。而且，弗•魁奈及其门徒皮•

赛•杜邦•德奈穆尔已经给自己加上了"重农学派”这~称谓。—
—36、

135、263。

29

马克思在这里以及下面引用的是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

究〉的法文译者热•加尔涅所加的注释和评述。—
—37。

30

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844年巴黎版第1卷第21页的
这段文字,采自马克思第VII笔记本中1859 -1862年期间在伦敦作的
摘录笔记第169页。—
—39。

31

老米拉波活着的时候，人们根据他的一部著作的标题称他为"L’Ami des

hommes”（"人民之友"、"人类之友”）。一41。
32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有无数的世界，这些世界是按照它们本身的
自然规律产生和存在的。神虽然存在.但存在于世界之外，存在于世界

之间的空隙中，对宇宙的发展和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
—41。

33

百科全书派指法国〈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手工艺分类词典〉（1751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438

至1772年出版，共28卷）的作者e在这些作者中，有最著名的法国启蒙

运动的参加者。这部著作的出版主要应归功于狄德罗和达兰贝尔，前者
监督了这项工作，后者为〈百科全书〉撰写T导百。著名的重农学派（见
注11 ）经济学家魁奈和杜尔哥撰写了许多条目，阐述了他们的学说的基
本主张。这部著作确实反映丁各种观点，它为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准备作

出了重大贡献。---- 41 c

34

关于重农学派（见注11＞在分析资本方面的巨大功绩.在本卷第13-14

页已经谈到过。这里说后面还要回头来谈这方面的功绩，首先是指本卷

第374 —416页对魁奈经济表的分析。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

1863年f-镐）〉第XXIII笔记本第1433 —1434页也有这方面的论述。
最后，在＜资本论》第2卷第10章（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電
农学派和亚当•斯密＞、第19章（前人对这个问题的阐述〉中都有专门论
述重农学派在分析资本方面的巨大功绩的内容。—
—41。

35

蛊惑者指19世纪20年代德国知识分子中反政府运动的参加者。他们
组织政治性的示威游行，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提出统一徳国的
要求。1819年8月德意志各知大臣在卡尔斯巴德召开联席会议，通过-

项对付所谓“蛊惑者的阴谋”的专门决议，从此“蛊惑者”这--名称便流传
幵来。1819年大学生桑德刺杀神圣同盟的拥护者和沙皇代理人科策布

成了镇压“蛊惑者”的借口。—
—42。

36

泰•施马尔茨的德文原著《政治经济学。致德意志某王储书柬》于1818

年在柏林出版。马克思引用的是由昂•茹弗售•瓦翻译的该书法译
本。---- 42。

37

彼•韦理这段引文以及下面两段引文均采自马克思第VII笔记本中

1859 -1862年期间在伦敦作的摘录笔记第95和96页。《引文笔记＞第

37页〈资本的再生产〉标题下面也摘有引自〈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
集》1804年米兰版第15卷第21 — 22和26页的文字。《引文笔记》第47
页〈剩余价值〉标题下面也摘有引自该书第25页的文字。—
—43。

38

亚•斯密这段引文采自马克思第VII笔记木中1859 —1862年期间在伦
敦作的摘录笔记第210页。在摘录笔记第188页，马克思曾用法文摘录

了斯密的这段文字。在第210页上马克思写道：“接第188页。这里以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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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A7«摘决的斯密的'）1文W的是英文；麦克库洛赫编，1828年伦教

版。•’---- 46。

39

乌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1863年手橘）》第VI笔记本第

235 —236页（本卷第35 -37页）和第XII笔记木第626 -632页对断密
的学说中的重农主义（见注11）因素作了批判性的分析。—
—46c

40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1章（商品H（马克思恩格斯令
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53 -454页）。—
—46、

41

见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9年伦敦第2版第1章第1

节。并见＜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1863年乎槁）》第XII笔id本第

650 _651 页。一48,106:
42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1863年手稿）〉第XIII笔记本第753 -767
贞和第XIV笔记本中，马克思对马尔萨斯的价值观点和剌余价值观点

作丫详细的批判。48、65。

43

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第1盘第2 V/
｛构成价值和综合价值》，马克思给的出处是该书1847年巴黎布鲁寒

尔法文第1版的瓦码。---- 50e

44

采自马克思第VII笔记本中1859-1862年期间在伦敦作的摘录笔kl笫

115 贝。---- 50。
45

亚•斯密这段引文采自马克思第VII笔记本中1859 —1862年朗间在伦

敦作的摘录笔记第173页。—
—52、54。

46

指马克思第vn笔记本中1859 —1862年期间在伦敦作的摘录笔id第

173迈。关于“对利润的辩护论的解释那一章”，马克思原来是打痒为他
的关于“资本-般"的研究的第三部分写的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1861 -1863年手橘）〉第XIV笔记本第777页上，马克思在同-意义k
提到要写（对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的辩护论的解释〉一节。事实卜.馮

克思并未写成这一章节。不过马克思在1861 —1863年手橘第X笔id
本第425 — 427页分析魁奈的《经济表〉时，对于把利润看成“风险费"的

资产阶级观点也进行了批判（见本卷第383 —392页）。—
—55。

47

采自马克思第VH笔记本中1859 -1862年期间在伦敦作的摘录笔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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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页。---- 550
48

马克思在1861 -1863年手稿中，多次提到“监督和管理的劳动"，见本卷

第87,360页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1863年手镐）〉第IV笔记本

第19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297页）、第XVIII
笔记本第1099 —1102页。后来，在〈资本论〉第1卷第11章（（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374 -389页）和第3卷第23章〈利息

和企业主收入〉中，又专门分析批判了那种把企业主的收入看成资本家
因进行"监督和管理的劳动’’而取得自已的工资的观点。—
—57。

49

马克思在（补充部分：收入及其源泉〉中把资本主义生产不发达条件卞的

利息出现的形式称为“洪水期前的形式”（见〈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

1863年手镝）〉第XV笔记本第899 —901页）。后来，在〈资本论〉第1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171、191、583、860页）和第

3卷第36章（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又专门分析了资本主义以前的生息
资本或髙利贷资本。—
—59。

50

后来，马克思在继续写作（剩余价值理论》的过程中，也对李嘉图学派的

利润观点进行了批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1863年手搞）〉第

XIV笔记本第791 —805页，马克思专门谈到李嘉图主义者詹•穆勒想
用烦琐论证的方法来解决李嘉图的利润理论的矛盾.谈到约•斯•穆勒
徒劳无益地试图直接从价值理论中得出李嘉图关于利润率和工资额成

反比的论点。---- 66。

51

“平均价格”（Durchschnittspreis）,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使用的这一术语，
是指“生产价格”，就是指生产费用（C+v）加平均利润。马克思在（政治
经济学批判（1861 -1863年手稿）〉第XII笔记本中，考察了商品的市场

价格和商品的“平均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
••平均价格”这一术语本身说明，这里所指的，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

济学批判（1861 -1863年手稿）〉第XII笔记本第605页所解释的那样，
是“—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平均市场价格，或者说，市场价格所趋向的中
心”。---- 73。

52

“费用价格”（Kostenpreis或Kost preis, cost price）这一术语，正像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1863年手搞）〉第XIV笔记本第788 —790页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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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XV笔记本第928页指出的那样，分别用在三种不同的意义上:（1）

资本家的生产费用（c+v）;（2）同商品的价值一致的商品的“内在的生产
费用”（C+v+m）;（3）生产价格（c+v+平均利润）。这里，这一术语是用

在第二种意义上，也就是商品内在的生产费用。在第X—XIII笔记本
中，马克思把这一术语用在第三种意义上，即生产价格，或"平均价格”。
例如，在第XI笔记本第529页，马克思写道："……不同于价值本身的平
均价格，即我们后面所说的费用价格，这种费用价格不直接决定于商品
的价值，而决定于预付在这些商品上的资本加平均利润。”在第XII笔记

本第624页，马克思指出：“价格是提供商品的必要条件，是使商品生产

出来并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必要条件,它当然是商品的生产价格或
费用价格。”

在第XIV—XV笔记本中，马克思把这一术语除了用在生产价洛的
意义上之外，有时还用在资本家的生产费用的意义上，也就是指V。
例如，在第XV笔记本第928页上，马克思写道：“可以把寸，即资本家

支付的东西叫做费用……而由预付决定的价格就可以叫做费用价格％
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古典著作中所使用的这三种意思以外,
"生产费用”这一术语还有第四种庸俗的意思，EP让•巴•萨伊给“生产
费用”下■的定义:“生产费用是为劳动、资本或土地的生产性服务支付的
东西。”＜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4年巴黎第2版第2卷第453

页；）马克思坚决否定了对“生产费用”的这种庸俗的理解（见〈政治经济学

批判（1861 —1863年手稿）》第XI笔记本第506页和第XIII笔记本第

693 —694 页）。---- 74。
53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1863年手稿）〉第XI笔记本第

549 —560页上批判地分析了斯密的费用价格理论及李嘉图对这--理论
的批驳。---- 74。

54

“从本丢推给彼拉多”出典于〈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23章。本盂和彼
拉多是罗马的一个犹太总督的名和姓。耶稣被解送到本丢那里受审，本

丢知道耶稣是加利利人，《希律所管，就把他送交给希律，希律拒绝审

讯，又把他送回彼拉多。人们沿用此语时省去希律.而说“从本丢推给彼
拉多”，意思是推来推去，不解决问题。—
—77。

55

乔•拉姆赛在〈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版第174页加的注。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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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是："李嘉图先生非常清楚地看到，利润的问题完全是比例上的问

题。侃不幸的是，看来他总是认为整个产品是在工资和利润之间分妃
的，而忘记了必翁有一部分用丁补偿固定资本。”—
—83。

§6

吗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49章（关于生产过程的分析》中对这里所提
出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表述：“新追加的全部劳动表现为一年内新创造的
价值，而这种价值又会分解为二种收入：工资、利润和地租。—
—因此，

一方面，没有留下任何多余的社会劳动用来补偿已经消费的不变资本，
这一资本的一部分必须在实物和价值两方面再生产出来，一部分则只需

要在价值方面（作为固定资本的单纯损耗）再生产出来。另--方面，毎年

由劳动创造出来的，分割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形式的并以这些形式来花
费的价值.看来不足以支付或购买年产品中除T这些收入的价值之外还
必然包含的不变资本部分。我们看到，这里提出的问题已经在第二册第

三篇考察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吋解决了。”这里的第二册第三篇是指《资

本论》第2卷第3篇中的＜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一85。

57

“生产费用"（Produkrionskosten）这一术语这里是用在“内在的生产费用"

的意义上，即指c + V + m。参看注52。---- 87o

58

关于资本冉生产过程或流通过程的那一篇，指马克思1859年或1861年
写的（资本章计划草稿 ＞ 中的＜11.资本的流通过程〉（见《马克思恩格斯令

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89 —591页）。后来在〈资本论＞第2卷第3
篇（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中又详细考察了不变资本的再生产问
题。---- 88。

59

“（《尔卡德、蒲鲁东）”是马克思用铅笔加在手槁上的3马克思这里指的

是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1863年手稿）〉第XVI笔记本中从法国
资产阶级政论家、庸俗经济学家福尔卡德的文章（社会主义的战争〉（第
:篇）摘录的一段话（见1848年＜两大陆评论》杂志第24卷第998—999

页）。福尔卡德在这段话中批判r蒲鲁东的“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
因为其中包含加入产品成本的利息"这一论点（见蒲鲁东的〈什么是财
产？》1840年巴黎版第4章第5节）。福尔卡德概括了蒲鲁东以极其狭隘
的形式提出的困难，井指出商品价格包含着一个不仅超过工资而且超过

利润的余额，因为它还包含原料等等的价值。福尔卡德企图以这种概括

的形式来解决问题，他以“国民资本的不断增长”为理由，似乎就能解择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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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买回\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49章注（53）指出了福尔卡徳
这样以资本增长为理由是荒谬的，并痛斥这种说法是“资产阶级无知的
乐观主义”。---- 91 e

60

F面，4克思在保留这里引用的数字材料的同时，改换f表示生产领域
的字母符号（A除外）s马克思用B1 _B2（或B]_2）代替B和C;用C1 -

C6（或 C1—6）代替 D、E、F、G、H、I;用 D1 —D18（或 D1 — '18）代替 K1 —K18;
用 E1 —E54（或 E]_54）代替 I? 一I?4;用 F1 —F162（或 F1—162）代替 M1 --

M162;用 G1 —G486（或 G1-*86）代替 N1 —N486。—
—98。

61

符号B和C，马克思这里是在与本卷第98页以前使用的生产领域相同

的意义上使用的（见注60）。马克思这里是指两个生产领域.其中每-•个
领域的新加劳动都是-个工作口。A、B和C三个领域的新加劳动总额

等于三个工作日，即等P物化在A领域的产品中的劳动。103。

62

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字母符号B和C己经不是指两个生产领域，因为两

个生产领域的产品总共只有6个丁.作日，而马克思这里说的是18个T.
作日。但是马克思用这些符号也不是指B1 — B2和C1 一 C6（马克思用B1

-B2表示由两个生产领域组成的一组，用C1 -C6表示由6个生产领域
组成的一组；这8个领域的总产品是24个工作日）。马克思在这里.是指

由6个生产领域组成的一组。它们的总产品为18个工作日，因而可以

同D1 —1）^的也等于18个工作日的新加劳动相交换。•—
—104。

63

按照马克思的计划，在每下•组生产领域中，生产领域的数目都比前面
所有领域的总数大1倍。例如，在有18个生产领域的D1"18这-组中，
生产领域的数H比前面所有各组的领域的数目加在一起大1倍（A-

1个领域,B1""2—
—2个领域，d_6—
—6个领域;共计9个领域因此，
马克思在D1"18符号后面,在括号内写着2x9。—
—104。

64

马克思这里引用的是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热•加

尔涅新译本1802年巴黎版。出自斯密这段引文中的“实业家”和“消费

者”等术语，马克思在后面也不断地引用过.见本卷第127 - 128.228,

307 —308 页。—
—107。
65

对斯密和图克的这一错误论点，马克思在后面（见本卷第127 —128和

306

308页）分别作了评论e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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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中指出，斯密和图克的“年收入流通所洧要的货币，也足以使全
部年产品流通”的观点，同斯密把社会产品的全部价值归结为收入的教
条密切相关。在〈资本论〉第3卷第49章中也有这方面的论述。-

107 o
66

手稿中接着刪去以下一•段话：“在纱和织机中，纺纱业者和织机厂主（假
定他同时又是纺纱机厂主〉的新加劳动占他们的不变资本占 "I•。因
此，在补偿他们全部产品的8码麻布（即24小时）或24先令中，他们能
够消费f码麻布＜2 |），即8小时劳动或8先令。这样，剩下来要说明的
是5 f码或16劳动小时。纺纱业者的不变资本是由亚麻和纺纱机（在

这个例子中，煤炭等不考虑在内）组成的，原料占f =亚麻=¥小吋劳

17
动=5^•小时劳动或¥码=1

•码。所有这些都可以由亚麻种植业

者购买，因为他要自行补偿他的不变资本.最起码在播种时（暂且撇开固
定资本、劳动工具的损耗不谈），他要从他的产品中扣除必要的数量。因
此，剌下来要说明的是S务-1吾码（或16_5 +小时劳动）。5普码=

罕=号。因此，警_琴=譬码=3 "I■码（或10 "I■小时劳动）。”

67

110。

根据前面的计算，5+码麻布代表纺纱业者和织机厂主的全部不变资
本。因此，为了确定.亚麻种植业者的份额，就不应当以5+码，而应当以

更少的麻布壁为初贵。后来马克思纠正T这个错误，假定只有4码麻布
代表纺纱业者的不变资本。—
—110。

68

马克思这里批评的是斯密的（为图克接受的）论点：“各种实业家之间流

通的商品的价值，决不能超过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流通的商品的价值。•’
见本卷第228 Ä。—
—128。

69

前面指出的限定的条件，指的是把"转化为新资本的那部分利润”撇开不

谈。见本卷第126—127页;。—
—128。

70

关于商品产品中的不变资本的问题，见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3篇第

20章第6节〈第［部类的不变资本〉。考察资本流通的篇章，见注
12。---- 1320

71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第20章第IX节中批判了下面这种资产阶级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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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对一个人是资本的东西，对另一个人就是收入；反过來说也
样。”还可参看〈资本论》第2卷第19章第II节第4小节〈亚•斯密所说

的资本和收入＞、第III节（以后的经济学家〉和第3卷第49章（关于生产
过程的分析〉。—
—133。

72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1863年手稿）〉第XXI笔记本第

1317-1331页深入分析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一135。
73

马克思是指他在前面谈过的斯密关于“工资的自然价格”这一见解中的

循环论证（见本卷第74页）。—
—136。

74
•

75

化圓为方问题是古希腊的一个著名问题.即求作一正方形，使其面积等

于一已知圆的面积,一般指难以解决的问题。—
—136。
见〈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

卷第 458—470 页）。—
—136。

76

指议会文件〈工厂。答可尊敬的T院1861年4月24日的质询〉。根据
下院决定于1862年2月11日刊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1861 一1863 年手摘）〉第 XIX 笔记本第 1187—11983215—1218 页分
析了这个文件中所提供的事实。—
—141。

77

指托•罗•马尔萨斯评价斯密的一句话: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
分是亚当•斯密著作的基石，是他的论述的主要思路的基础（马尔萨斯
〈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第44页）。—
—141。

78

关于银行家和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寄生作用，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3卷第30章〈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1〉、32章〈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D1
（续完）〉和33章〈信用制度下的流通手段〉。—
—150。

79

关于资本的积聚是劳动生产率提卨的最初条件，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批判（1861 -1863年手稿）〉第IV笔记本第171 -172页（〈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35 —338页）。—
—156。

80

见〈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
卷第 524 页）。---- 160、366。

81

指英国作家贝•曼德维尔的讽剌作品〈蜜蜂的寓言，或个人劣行，公共利

益〉。该书第1版丁 1705年出版，第3版于1724年出版。—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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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为享受果实而生的人们”出Û贺拉斯〈书信集》。

83

年舍ÎT农（Couagers, Cottiers）是对中世纪爱尔兰少地或无地农民的称

163、328。

呼、这样的农民在爱尔兰很难得到土地，他们被迫接受极为苛刻的条件

相佃十地.为获得一小块土地伟-间小屋（茅舍）而替大地t或富有的1'.
地租佃者从事繁S的劳动=茅舍贫农的地位接近于农业短工。-

165、217。
84

查•載韦南特这段话以及下面的引文，均采自马克思的-个注明•’曼彻
斯特。1845年7月”的札记本。—
—165。

85

杏•戴韦南特的（论公共收入和英国贸易〉1698年伦敦版第2卷W印丫
他为之辩护的〈论东印度贸易》（An Essay on the East-India Trade）。但那

是1697年他发表的文章〈论东印度贸易》。而约•雷•麦克库洛赫也给

'1K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所写的序ä （见该书1828
年爱丁堡一伦敦版第xli页）中引用的是1701年出版的＜论东印度贸易》

（Considerations on the East-India Trade） o ----- 165。
86

平民•词在当时的欧洲是指法国大革命前被称为“第£等级"的人，即同

僧侣和贵族相对立的所有居民。
査•戴韦南特关于平民是国家的胃的那段引文原来是这样写的：
“惰性（这已成为西班牙人的软弱无能的本性）无疑影响到他们对大S货
币的处理……平民是国家身体中的胃，由于这个胃受到了削弱，因此

它无法履行其合适的功能,仑根本消化不丁大量填入的食物……

丁.商

收是能够保嗥消化和分配金银的惟-手段，而这将供给国家身体以营养

物。”---- 166。

87

指约•斯•穆勒的著作〈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战有待解决的问题〉1844
年伦敦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1863年手橘）》第XIV笔记本第
8 51贞，马克思指出，穆勒在他的这一著作中"对剰余价值和利润不加区

分”，W图“直接从价值理论中得出李嘉图关于利润率（关于利润~『:资
成反比例）的规律”。.—
—168O

88

约•斯•穆勒大部头的慨论指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诉

学的某些应用》（两卷集）1848年伦敦版。—
—168。

89

马免思在〈政治经济孕批判（1861 —1863年乎橘）〉第II笔记本第88奴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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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f这区别：“对于资本家来说，生产费用只是他所预付的价值额;
也就是说，对他来说，产品的价值等于预付资本的价填。另一方面，产品

的实际生产费用等f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闸量。但是，产品中所包含
的劳动时间量大于资本家所顶付的或支付报酬的劳动时间量，因此超过
资本家支付报酬的或预付的价值而形成的产品的超额价值.恰好是剩余

价值”。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187页。

马克思在本手镐第XIV笔记本第787 -789页和第XV笔记本第

928页，又回过来谈了这个问题。—
—171。
90

指约•斯•穆勒的著作《推论和归纳的逻辑体系，证明的原则与科学研

究方法的关系〉（两卷集）1843年伦敦版。---- 173。

91

按照前面第173 —174页所引的穆勒的错误论断，使用了不变资本和60
个工人的资本家I，为了生产i夸特谷物（一个工人的工资），花费•!■夸特
谷物（^=+=吾），而不用不变资本、只使用100个工人的资本家h,
在1夸持谷物上仅仅花费音夸特（^ = I）,就是说，资本家II的毎

个工人“工资的生产费用”低■夸特，换句话说，资本家丨的这雌“T资的
生产费用”比资本家n的多五分之一（20%）。一184。

92

关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了详细的论

述。见＜资本论》第1卷第3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第4篇《相对剩
余价值的生产〉，以及（资本论》第3卷第1篇（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

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一192。

93

“结合”指约•斯.穆勒在（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

1844年伦敦版中的一个观点：“需要这一劳动量同补偿利润的费用结合
在一起……”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1863年手橘）＞第VII
笔记本第32f页（见本卷第174页）曾采用过这段引文。一192。

94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1863年手稿）＞第VII笔记本第294

页（见本卷第125 -126页）、第VIII笔记本第368页（见本畚第260 -

261页）以及第X笔记本第461 —464 5（,回过来谈了成品的生产与生产
这个成品的不变资本的生产结合在一个资本家手里，会不会影响利润率

的问题。—
—197。

95

按顺序应为“第四点"，前面（见本卷第191页）已经出现过••第三点"，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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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造成序号重复，以致后面各点都提前了一号。—
—197。

96

剩余价值所阐明的那些规律的范围，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_

1863年手稿）〉第I_V笔记本中所包含的材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5 _407页。—
—208。

97

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表述了他关于利余价值转化为平均利润以及由此

引起的商品的价值变成与它不同的生产价格这一学说的基本思想。这

一部分手稿写于1862年春（见本卷第202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
批判（1861 -1863年手稿）〉第VI笔记本第264页谈到的平均价格（见

注51）,表示与生产价值不同的生产价格；在第X笔记本第449 -451,

471 -473页和第XI笔记本第528 -549页详细阐述了平均利润和生产
价格理论。---- 215。

98

见（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1863年手稿）》第XIII笔记本第763,765,

767 _769 页。---- 218。

99

100

在卢梭的著作中没有找到这句话。—
—218。
这段话采自马克思第VH笔记本中1859 -1862年期问在伦敦作的摘录

笔记第213页。并见〈资本论〉第1卷第2章脚注（48）（（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111页）。—
—219。

101

在这之前马克思一直用字母X代表作为使用价值来考察的产品，用字母

z代表产品价值。从这里起马克思改换了字母符号：用X代表价值，用z
代表使用价值。—
—225。

102

“財畜是多余劳动的枳累"见尼•卡纳尔〈政治经济学原理＞1801年巴黎
版第4页。马克思引自沙•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1821年
巴黎第2版第1卷第75页。—
—241 c

103

亚•斯密〈国富论〉中的这段引文•，马克思转引自沙•加尼耳〈论政治经
济学的各种体系〉1821年巴黎版第2卷第3页。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
济学批判（1861 -1863年手槁）〉第XIII笔记本第620 -625页，对斯密

关于地租以不同于利润和工资的方式加入产品价格的论点作了分析批
判。—
—252。

104

威•配第〈赋税论〉中的这段引文，马克思转引自沙•加尼耳（论政治经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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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的各种体系〉1821年巴黎版第2卷第36 —37页。后来，马克思夼
〈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1863年手稿）＞第XXII笔记本第1348页，乂
用英文原文引用了这段引文。一252。

105

“财富不取决于总产品，而取决于纯产品，即取决于利润和地租的高低"
（见沙•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1821年巴黎第2版第1卷第

213页）。加尼耳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于1815年出版，比李鉻图的
〈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1版早两年。—
—252。

10«

严格地说，假设机器的价值比资本的其余部分即460镑（150 + 310）大3
倍,机器的价值就应当是1840镑。但这个数目会使计算大大复杂化。
因此，马克思为了使计算简便起见，就假定机器价值等于1600镑。—
—

2540
107

让•巴•萨伊给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26章加的这一注
释，马克思转引自沙•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1821年巴黎第

2版第1卷第216页。---- 262。

108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26章的这段引文，马克思转引自

沙•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1821年巴黎第2版第1卷第

215页。下面，在本手稿第IX笔记本第377页（见本卷第278页），马克
思又从英文原文，即李嘉图这一著作1821年伦敦第3版引用了这段文
字 o ----- 265o

109

“你们，不是为了你们"（Vos, non vobis）出自维吉尔的〈警言诗〉：“你们，

鸟儿们，作巢不是为了你们自己；你们，绵羊们，蓄毛不是为了你们自己；
你们，蜜蜂们，酿蜜不是为了你们自己；你们，犍牛们，拉犁不是为了你们
自己”。----- 266。

110

这两段文字是李惠图（政治经济学和賦税原理〉第26章的同一段引文、
上面一段马克思转引自沙•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1821年
巴黎第2版第1卷第214页。下面马克思又从英文原文，即李嘉图这-

著作1821年伦敦第3版第416页引用了这段文字。—
—267。

111

从本段起直至本卷第278页的分隔线为止，即〈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

1863年手稿）〉第VIII笔记本第372 -376页上的这个片断，在手橘上被
马克思用铅笔划掉了。马克思最后写道："这一计算应当放弃。看不川

弓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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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为说明李嘉图的谬论花费时间。”（见本卷第278页）过去出版
的（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中大都未收入这部分内容。—
—267。

112

沙•加尼耳在《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1821年巴黎第2版第1卷第

231页引用的萨伊的这段话.见（论政治经济学〉1802年巴黎版第1卷第

215—216 页。---- 2810
113

马克思指萨伊（在他的《给马尔萨斯先生的信〉1820年巴黎版第15 5f）的

下述论断:例如，如果英国商品充斥意大利市场，那么，原因就在子能够
同英国商品交换的意大利商品生产不足。萨伊的这一论断见匿名著作

（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

1821年伦敦版第15页，马克思在第XH本札记本第12页也摘引了这部
著作的这-•论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

X笔记本第400页（见本卷第326页〉也分析了萨伊的论点：“某些产品
的滞销，是由另-些产品太少引起的。”—
—286。

114

马克思用整数10,为的是不使以后的计算复杂化。如果按照正文中采用

的数字（14种固定资本周转时间的总数为110年），对固定资本的平均周
转时间进行准确的计算（假定所有14种固定资本的数目一样多〉，那么
得出的就不是10年，而只是7.86年。一-298。

115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1863年手稿〉＞第X笔记本第422 —

437页（见本卷第374—416页），在分析魁奈的〈经济表》时又回过头來
分析了这“幕间曲"中涉及的某些问题。而对前面所提出的两个问题，在
（资本论》第2卷（特别是在第20章第10节〈资本和收入：可变资木和丄

资＞，以及第21章《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作了详细和系统的回答3

4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1863年手稿）》第XIII笔记本笫

694 —732贝，又回过头来分析了这一“幕间曲”中所分析的问题。在第
XIV笔记本第852 —854页、第XVIII笔记本第1110页，乂回过头来分
析了资本和收入之间的交换问题e—
—309。

＞16

斯密的这段话是:“在一国内流通的金币和银币，作为本国土地和劳动的
年产品在适当的消费者之间流通和分配的手段，就像个别商人的现金-•

样，是死资本。这是一国资本的极有价值的部分，但不为本国生产任何
东西。”--- 324 c

注

117

释

451

热，加尔涅＜政治经济学原理概论》中的这段引文，马克思转引自德斯杜

特•德•特拉西的《意识形态原理》第4、5部分，1826年巴黎版第250〜

251 页。---- 327。
118

•法国研究Ft是法国的最高科学机构.它由几个分院即学院组成；1795年

成立。德斯杜特•德•待拉丙是伦理学和政治学学院院士。—
—338。

119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1863年手橘）》第XIV笔记本筚

777 —781页，分析f马尔萨斯的观点之后，谈到两本匿名著作，其中-•
本队李嘉图的立场出发反对马尔萨斯，另一本维护马尔萨斯的观点，反
对李嘉图学派。第一本为（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
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从这一原理所得的结论是：税收和供养非生产

的消费者可以导致财富的增长〉1821年伦敦版。第二本为＜政治经济学
大纲）1832年伦敦版。—
—344。

120

威•佩利〈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原理＞[1785年伦敦版]第2卷第11章屮

的这段话，马克思转引自托•罗•马尔萨斯〈人口原理》1836年巴黎一日
内瓦法译笨第3版第4卷第109页。—
—344。

121

马克思指莱辛在他的〈汉堡剧评（1767 —1768 ）》中同伏尔泰的论
战。---- 346。

122

｛亨利亚德〉是伏尔泰写的关于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长诗.于1723年第
—次出版。
＜伊利亚特）是著名的古希腊史诗，据说是传说中的古希猎诗人荷M

所写。—_'347。

123

关f-亚•斯密对牧师的憎恨，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3莩注（7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712 -713页）。—
—363

124

业•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2年巴黎版第4篇帘1

章中考察了重商主义（见注8）的•般理论观点。—
—365。

125

马克思指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2篇第3章敁后六段

文字。涉及的问题是:收入以何种方式支出对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作用

比较大，以何种方式支出则作用比较小。斯密认为这取决于消费品的不

同性质，取决于它们的耐久程度。马克思在本卷第341页提到过斯密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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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
—366。

126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1863年手稿）〉第V笔记本第181页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48页）引了兰盖的一段
话，"贪婪的吝啬鬼不放心地监视着他〈日工〉，只要他稍有松懈，就会受
到指责。而只要他休息一下，就硬说是偷窃了他，（［兰盖］〈民法论〉

1767年伦敦版第2卷第466页）
马克思在本手稿第X笔记本第439页（见本卷第420页）论兰盖

一章屮又引了这些话。在〈资本论〉第1卷第8章注（39）（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270页）引了这些话，但有删节。

----- 369 o

127

尽管兰盖的著作＜民法论＞（1767年）发表在马克思这里所考察的内克的
＜论立法和谷物贸易〉（1775年）和（论法国财政的管理〉（1784年）这两本

著作之前，马克思却把论兰盖章放在内克•章之后。马克思把材料作

这样的编排，是因为从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来说，兰盖的著作超过
内克的上述两本著作。---- 369。

128

•

马克思在这里利用了施马尔茨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吊•茹弗鲁瓦译自
德文，1826年巴黎版第1畚第329页）中所用的〈经济表〉图解、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1863年手橘）〉第VI笔记本第

241 -242页（见本卷第42 —43页）对施马尔茨的观点进行了批判。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1863年手镐）〉第IX笔记本第421页，
有对施马尔茨的补充评论和引自他的著作的引文（见本卷第372 -373
页）。在手稿下一页，马克思转而写作分析魁奈的〈经济表〉的“插入部
分”，这里的〈经济表〉，马克思是从施马尔茨的书上照录的。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整个“插入部分"中，几乎没有引过他提到

的一些作者的著作。只有在“插入部分”的最后一页引用了斯密的话和
摘录了蒲鲁东的著作（见本卷第414 一416页），并指出这部分摘录同手

稿中提到引用蒲兽东的地方有关。从这一切可以判断，当马克思写“插
入部分’’的时候，他手头没有魁奈和这里所提到的其他作者的著作。差
不多整个“插入部分"很可能是马克思于1862年4月住在曼彻斯特恩格

斯家里时写的。

在本手稿第XXni笔记本第1433—1434页对重农学派（见注11）

注

释

453

所作的补充评论中，马克思引用了魁奈在其著作＜经济表的分析〉中所用

的那种〈经济表〉图式。马克思在1863年7月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用的

也是这种图式的〈经济表〉。—
—374。

129

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字母符号（和标记）使〈经济表〉一目了然，无论在施

马尔茨的著作中还是在魁奈的著作中都没有这样清楚。
用两个字母（3_1＞，3—^＜：_＜1等等）来标明每一条线，使人能确定

线的方向，即这条线是从哪个阶级到哪个阶级。例如，a _b线表示土地
所有者阶级和生产阶级（租地农场主）之间的流通以土地所有者阶级为

出发点（后者向租地农场主购买食物）。
用两个字母来标明每~条线，同时表明了货币的运动和商品的运

动。例如,a-b线表示货币的运动（土地所有者阶级向生产阶级支付10

亿货币）；但是这条线从相反的方向（b —a〉来看，就表明商品的运动（生
产阶级交给土地所有者阶级10亿食物）》

虚线a — b_C — d由以下几个环节组成：（l）a_b段表示土地所有
者和生产阶级之间的流通（土地所有者向租地农场主昀买10亿食物）；

（2）a-"c段表示土地所有者和不生产阶级—
—工业家之间的流通（土地
所有者向工业家昀买10亿工业品〉；（3）c~d段表示不生产阶级和生产
阶级之间的流通（工业家向租地农场主昀买10亿食物）。

a'—b'线表示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之间的流通（租地农场主向工
业家购买10亿工业品）。

a"_b"线表示不生产阶级和生产阶级之间的最后的流通（工业家向
租地农场主购买工业生产所必需的10亿原料）。—
—374、398、401。

130

马克思把以自己的劳动力为自己惟一商品的工人同"第一种形式的商品
所有者"，即拥有供出卖的“不同于劳动能力本身的商品”的商品所有者

对立起来。参看本卷第153和106—109页。—
—384。

131

马克思指〈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2章第3节〈货币〉的头两段（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16-517页）。—
—392。

132

马克思指＜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中的一段话:“他们［商品所有者］

作为买者付出的货币，一到他们重新作为商品的卖者出现时，又回到他

们手里。因此,商品流通的不断更新就反映成：货币不仅在资产阶级社
会的整个表面上不断地转手，而且同时画出许多不同的小循环，从无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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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点出发，又回到这些地点，重新再作同样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94页。—
—392。

133

见本卷第327 -342菸。并见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20章第13节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再生产理论》。—
—393、413。

134

论布雷--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1863年手镐）＞第X笔记本第

441 —444页（见本卷第423—428页）。这一节没有写完，也没有接触到
布雷对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货币流通问题的观点。

最早马克思在1847年写的手稿＜工资〉中，从约•布雷〈对待劳动的

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1839年利兹版第152 -153页摘录了

•段文

字：“储蔡银行掌握在专制制度和资本手中的一种有二重意义的丁.具。

1.货币流回国家银行，银行再贷给资本家赚取利润、2.政府套在工人
阶级很大一部分人的脖子上的一条金锁链。3.此外，经过这种途径，资
本家本人又掌握了一种新武器。”有关布雷的观点，还可见〈政治经济学

批判（1857 —1858年手稿）》第I笔记本第11页、第VII笔记本第5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84页、第31卷第284、332

页）；马克思1858年4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
第2章（货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80
贸 ）。

135

393、423。

后面，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1863年手镐）〉第X笔记本第428和

437页，马克思对蒲鲁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作了简短的说明（见本卷第
393 —395、415 — 416 页）。—
—393。

136

•

括号里的话是马克思打算以后加以发挥的思想。马克思很可能指魁奈
在土地私有制问题上的辩护论观点。按照这种观点，土地所舍者所以对
土地持有权利，是因为他们的祖先使处女地变成了适于耕种的土地。在
马克思写的〈反杜林论〉第2编第10章中，对重农学派（见注11）的这一

观点作了如下说明：“魁奈认为.……按照‘自然法’说来，土地所有者的

真正职能正是在于‘关心良好的管理和关心维持他们世袭财产所必需的
费用’，或者....在于avances foncières,即用来准备土.堆并供给农场以一
切必需东西的费用，这拽费用，使租地农场主可以把其全部资本只用在

真正的耕种事业上。”—
—394。

注

137

释

455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第17章、第20章第5节和第12节、第21草;

（特别是第1节中的第1小节《货币贮藏＞〉中全面考察了这个问
题。—
—397、398、414。

138

马克思在这里用如下符号代表魁奈著作中出现的三个阶级：P—
—classe

des Propriétaires（土地所有者阶级），S----- caisse Stérile（不生产阶级---丄业家〉，F----- Fermiers,

classe productive （租地农场主，生产P介

级）。—
—398 o

139

马克思在这里和在后面都采用魁奈的说法：只有+的农业总产品不进入
流通，而由生产阶级以实物形式享用、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1863年手稿）》第XXIII笔记本

第1433 —1434页和他写的（反杜林论〉第2编第10章中又回过头來谈
这个问题。他在这一章中对魁奈关于农业中流动资本的补偿的观点作
了如下详细说明：“价値50亿的全部总产品因而掌握在生产阶级的手

中，也就是说.&先是掌握在租地农场主的手中，这些租地农场主每年花

费20亿经营资本（与100亿创业资本相适应）来生产全部总产品。为了
补偿经营资本，因而也为了维持一切直接从事农业的人的生活所需要的
农产品、生活资料、原料等等.是以实物形式从总收成中拿出来的，并且

花费在新的农业生产上。因为，正如前面所说，固定价格和既定规模的

简单再生产是作为前提的，所以总收成中预先拿出去的部分的货币价

值，等于20亿利弗尔。因此.这一部分没有进入一般的流通.因为正如
已经指出的，任何在每一个别阶级的范围内部进行的而不是在不同阶级
之间进行的流通，都没有列入表内

因此，按照魁奈的说法，应当说租地农场主以实物形式补偿他们的
流动资本的那部分产品，占他们的全部总产品的香。—
—401。
□

140

马克思指勃多的注释，〈经济表说明〉（见（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

和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2部第822 —867页）。—
—403。

141

见＜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
卷第 500 贸）。---- 412o

142

在魁奈的〈经济表〉中是1 000个百万图尔利弗尔，马克思在这里用10亿

货币黾位來代替，这丝毫不改变问题的本质。—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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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见〈政治绎济学批判〉第1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
卷第 493—494 页）。—
—413。

144

马克思引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第2版第31卷第494—495页）。参看注131。—
—413。

145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

935 一937页，批判了蒲鲁东迕〈无息信贷〉一书中发挥的关于货币资本
的作用和利息本质的庸俗观点。井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21章
｛生息资本〉。---- 416。

146

见〈政治经济学批判 （1861 —1863年手稿）〉第XIV和XV笔记本第

852 —890页，第X笔记本第441 —444页和第XVIII笔记本第1084 —

1086 页。—
—417。
147

［尼•兰盖］〈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理〉1767年伦敦版第1卷第236

页。---- 417。

148

指英国最初的统计学家之格•金所编的〈1688年英格兰不同家庭的收

支表〉，这一图表被查•戴韦南特收入他的〈论使一国人民在贸易差额中
成为得利者的可能的方法〉1699年伦敦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1861 -1863年手稿）〉第VII笔记本第316页（见本卷第164 —165页〉
曾谈到这一图表。—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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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阿恩德，卡尔(Amd，Karl 1788 -1877)—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
经济学的代表。---- 21。

阿里瓦本伯爵，存万尼(让)(Arrivabene, Giovanni (Jean), conte 1787 —

1881)—
—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翻译家；1847年布鲁塞尔经济会议的发起人；曾
把一些经济学著作译成法文。—
—348。

巴顿，约翰(Barton, John 18世纪末一19世纪初)—
—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139。

巴师夏，弗雷德里克(Bastiar, Frédéric 1801 —1850)—
—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
济学家，阶级调和论的代表人物。—
—416。

班菲尔德，托马斯•査理(Banfield，Thomas Charles 1795~1880)----- 英国经济
学家。---- 428。
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us死于39年)—
—犹太的罗马总督(26 ~

36)。---- 77。
彼拉多—
—见本丢•彼拉多。
勃多，尼古拉(Baudeau, Nicolas 1730 —1792)—
—法国神父，经济学家，重农学
派的代表。.---- 403。

布阿吉尔贝尔，皮埃尔•勒拍桑(Roisguillebert, Pierre Le Pesant 1646 一

1714)—
—法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重农学派的先驱，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
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写有〈法国详情》和其他经济学著作。一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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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坎南，大卫(Buchanan, David 1779 —1848)----- 英国政论家和资产阶级经济
学家；亚•斯密的学生，斯密著作的出版者和注释者。—
—22、351。

布朗基，日罗姆.阿道夫 (Blaruiui，Jérôme-Adolphe 1798—1854)—
—法国经济
学家和经济学说史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路•奥•布朗基的哥
哥。—
—36、39、161。

布雷，约翰•弗兰西斯(Bray, John Francis 1809 -*1895)---- 英国经济学家，空

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职业是印刷工人；发展了"劳动货币”的理
论。—
—393、423、425、427。

布里索，雅克■让•皮埃尔(Brissot, Jacques-Jean-Pierre 1754—1793)——法国

政治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革命初期是雅各宾俱乐部的
会员，后为吉伦特派的领袖和理论家。—
—417。

布鲁姆，亨利•彼得，布鲁姆-沃克斯勋爵(Brougham, Henry Peter, Lord

Brougham and Vaux 17.78 —1868)—
—英国国务活动家、法学家和著作家；辉
格党人,20 —30年代是自由贸易的拥护者，曾任大法官(1830—1834),曾促
进1832年选举改革的实施；议会议员。—
—163、2fô。

査默斯，托马斯(Chalmers, Thomas 1780 -1847)—
—苏格兰神学家和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追随者。—
—362n

戴韦南特，査理(Davenant, Charles 1656 —1714)—
—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

家，重商主义者à ----- 164~166。
德尔，路易•弗朗索瓦•欧仁(Daire, Louis-François-Eugène 1798—1847)-----

法国著作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出版者。—
—26 —28。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伯爵，安东•路易•克劳德(Destutt de Tracy, Antoine-

Uui^Claude, comte de 1754 -1836)—法国经济学家、感觉论哲学家和政
治家；哲学上观念学派的创始人；立宪君主制的拥护者。—
—220,327—328,

329 —330、332、341、344、393、413。
杜尔哥，安娜•罗伯尔•雅克，洛恩男爵(Turgot, Anne- Robert -Jacques, baron de

l'Aulne 1727-1781)—
—法国国务活动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重农学派的
最大的代表,魁奈的学生；财政总槽査(1774—1776〉。—
—14、20、23、27、28、

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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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36、39 —42、415。

费里埃，典朗索瓦•路易•奥古斯特(Ferrier, François-Louis-Auguste 1777 —

1861)—
—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保护关税制度的拥护者和重商主义
的模仿者，国家官员。—
—282_283、309、324、362。
福尔卡德，欧仁(Forcade , Eugène 1820 _1869)----- 法国政论家；腐俗经济学
家；〈两大陆评论〉的编辑。—
—91。

葛德文，威廉(Godwin, William 1756—1836)—
—英国作家、哲学家和政论家,
边沁的信徒，理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417。

窜布斯，托马斯(Hobbes, Thomas 1588 -1679)—
—英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

的代表人物，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代表。—
—51。
霜吉斯金，托马斯(Hodgskin, Thomas 1787 —1869)—
—英国经济学家和政论
家，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以李嘉图的理论为依据，批判资本主义，维护无产阶

级的利益。---- 65。

加尔涅伯爵,热尔曼(Gamier, Germain, comte de 1754 一1821)----- 法国经济学
家和政治活动家；保皇党人;重农学派的模仿者，亚•斯密著作的翻译者和注

释者。—
—37、38、49、54、77、106、155、163、168、219 —221,223 —224,237 —

241、310、323~325、327、344、347、359 —362、365、414。
加尼耳，沙尔(Ganilh, Charles 1758-1836)—
—法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庸
俗经济学家和重商主义者的模仿者 。—
—142、240 —252 s 258、261、263、
266 —267,281 —282,324 —325,359^361 _362。

金，格雷戈里(King. Gregory 1648_1712)-----英国统计学家。---- 164、165、

428。

卡纳尔，尼古拉•弗朗束瓦(Canard, Nicolas-François 1750 —1833)----- 法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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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家和数学家。---- 241。

卡泽诺夫，约翰(Cazenove, John 1788 —1879)—
—英国庸俗经济学家，马尔萨
斯的追随者。---- 50。

凯里，亨利•査理(Carey, Henry Charles 1793 -1879)—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
济学家，阶级调和论的创始人。—
—162。

凯撒(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Gaius Julius Caesar公元前100—44)----- 罗马
统帅、国务活动家和著作家。—
—349。

康斯坦西奥，弗朗西斯科•索拉诺(Constando, Francisco Solano 1772 —

1846)—
—葡萄牙医生，外交官和作家；写有许多历史著作；曾把一些英国经
济学家的著作译成法文。---- 261、263。
康替龙，理査(CantiUon, Richard 1680 —1734)—
—英国经济学家，商人，重农学

派和亚•斯密先驱。—
—49。
柯尔培尔，让•巴蒂斯特(Colbert, Jean-Baptiste 1619-1683)—
—法国国务活

动家，重商主义者，財政督察长(1661年起)，实际上操织了法国的内外政策；

曾建立国家工场，促进内外贸易。—
—34、41。

库斯托第，彼得罗(Custodi, Pietro 1771 —1842)—
—意大利经济学家，16世纪

末至19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的著作的编者。—
—34、43。
魁奈，弗朗索瓦(Quesnay, François 1694-1774)—
—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
的创始人；职业是医生。—
—23、27、39_40、282、373、380、397_399、401 —

403、405、414、415。

拉姆赛，乔治(Ramsay, George 1800 -1871)—
—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
政治经济学的后期代表人物之一。—
—83—郎。
拉让蒂•德拉瓦伊斯(Lagentie de Lavaisse)----- 法国作家和拥译；罗德戴尔著作

法译本(1808)的译者。—
—70、322。
莱辛，哥特®尔德•埃夫拉伊姆(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1729 —1781)-----

德国作家、评论家、剧作家和文学史家，启蒙思想家。—
—346。

兰盖，西蒙•尼古拉•昂利(Linguet，Simon-Nicolas-Henri 1736~1794)-----■法
国律师、政论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反对重农学派，对资产阶级自由和资

本主义私有制、法律作了批判。—
—369,417 —418.420 _422。

勒代雷伯爵，皮埃尔•路易(Rœderer, Pierre-Louis, comte 1754~1835)----- 法

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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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吉伦特派。—
—41。
李嘉图，大卫(Ricardo，David 1772 -1823)—
—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
治经济学嚴著名的代表人物。—
—34、35、41、47、48、58、59、65、66、70、74、

75、83、106、136、162、163_164、168_170、172、174、179、180、186、191、206、

208、242、252、261、263 —267^269 —270,272 —273>278 _280。
李斯特，弗里德里希(List, Friedrich 1789-1846)—
—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
学家，保护关税政策的维护者。—
—309。
卢梭，让•雅克(Rousseau，Jean-Jacques 1712—1778)-----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
代表人物，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自然神论哲学家。—
—218。

罗，约翰(Law, John 1671 —1729)—
—英国经济学家和金融家；曾任法国财政

总稽杏(1719 -1720),以发行纸币的投机活动而闻名。—
—34、39。
罗徳戴尔伯爵，詹姆斯•梅特兰(Lauderdale , James Maitland, Earl of 1759 —

1839)—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从庸俗政治经济学的观点
对亚•斯密的理论进行批评。—
—70、163、282、322—324、359、362。

罗西伯爵，佩莱格里诺•路易吉•爱德华多(Rossi，Pellegrino Luigi Edoardo,

conte 1787 -1848)—
—意大利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法学家和政治家；长
期住在法国。—
—163、283、354 _359、360 —361。

洛克，约翰(Locke, John 1632-1704)—
—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家和经济
学家，启蒙思想家，早期资产阶级天賦人权理论的代表。—
—70、366。

M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国经
济学家，教士，人口论的主要代表。---- 35、48、65、139、141、163、217_218、

251、342。
麦克库洛赫，约翰•拉姆赛(McCulloch, John Ramsay 1789 —1864)—
—英国资

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席俗化者。—
—45、60、140、

166、363。
梅尔西埃•德拉里维耶尔，保尔•皮埃尔(Mercier de la Rivère, Paul Pierre 1720

-1793)—
—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农学派。—
—37、40。
门德尔松.莫泽斯(Mendelssohn, Moses 1729 ■—1786)——德国哲学家、自然神
论者和启蒙思想家a ----- 349。
孟徳斯鸠，沙尔(Montesquieu, Charles 1689 —1755)—
—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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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和著作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立宪君主制的押.
论家；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创始人之
一。—
—364、365、417。
米拉波侯爵，维克多•里凯蒂(Mirabeau, Victor Riqueti, marquis de 1715

1789)—
—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农主义者；奥•加•维•里•米拉波伯
爵的父亲。—
—20、23、41、414。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Mill，John Stuart 1806—1873)—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
学家和实证论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模仿者；詹•穆勒的儿

子。—
—167—182、184 —190、192、196、200—201、203 _206、208 一209、

216—217。

拿破仑第一(章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 [ Napoléon Bonaparte ] 1769 —

1821)—
—法国皇帝(1804—1814 和 1815)。—
—309。
内克，雅克(Necker, Jacques 1732 -1804)—
—法国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和银

行家;1770 --1789年多次任财政大臣；在法国革命前夕曾试图进行某些改

革。---- 369 ~372O
尼古拉一世(HnKojiaü I 1796 —1855)—
—俄国皇帝(1825 —1855)。—
—345。

帕奥莱蒂，斐迪南多(Paoletti, Ferdinando 1717 —1801)-—意大利牧师，经济
学家.重农主义者。---- 34。

庞培(格奈乌斯•庞培•马格努斯)(Gnaeus Pompeius Magnus公元前106 —48)
—
— 古罗马统帅和国务活动家/—
—421。
佩利，威廉(Paley, William 1743 —1805)—英国神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

家。---- 344。
配第，威廉(Petty, William 1623 -1687)—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英国资

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160,166 一167、218、252、366。
皮尔，罗伯特(Peel, Robert 1788—1850)—
—英国国务活动家和经济学家，托利
党温和派(亦称皮尔派，即因他而得名)的领袖；曾任内务大臣(1822 —1827

和 1828—1830),首相(1834 —1835 和 1841 —1846) ; 1844 年和 1845 年银行

法的起草人；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1846)。一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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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餐东，皮埃尔•约瑟夫(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 _1865)----- 法国政论
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第
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39、91、338、393_394、415_

416o
普雷沃，皮埃尔(Prévost, Pierre 1751 —1839〉一瑞士经济学家和物理学家，马
尔萨斯的著作法文版的译者。—
—217。

Q
琼斯，理査(Jones, Richard 1790 —1855)―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

经济学的最后代表。---- 21n

R
茹弗待瓦，昂利(Jœffroy, Henri)—
—普鲁士枢密顾问，法国人，写有和翻译了
许多政治经济学和法学方面的著作(19世纪20 —40年代)。一42、372。

萨伊，让•巴蒂斯特(Say, Jean-Baptiste 1767-1832)—
—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最先系统地阐述辩护性的“生产三要家”
论。—
—81 _82、135、163、261 —264、281、286、324_326、341、345。
施马尔茨，泰奥多尔•安东•亨利希(Schmalz, Theodor Anton Heinrich 1760 —

1831)—
—搛国法学家和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追随者，极端的反动分
子。—
—362、623、624。
施托尔希，安德烈•卡尔洛维奇(UTropx, AHApefi KapjiOBHH原名亨利希•弗里

德里希•冯•施托尔希 Heinrich Friedrich von Storch 1766 —1835)----- 俄国

经济学家、目录学家、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德国人；彼得堡科学院院士，资产
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模仿者。—
—82、161、163、283、345—348、353、360、

361。
施托尔希，昂利—
—见施托尔希，安德烈•卡尔洛维奇。
斯密，亚当(Smith, Adam 1723 -1790)—
—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

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14一15、21、22、35、37 —39.45 —62,64 —

81、83、85、106、135 —141、145 —150、153 —164、167 —168.180^219 —224.

237 —242、248 —249、251、265、266、278 —279、307、309 —318, 319、3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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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327 —329、338、341 —342、345、347 —359、361 —363、365 —367、372、
414,415c
斯图亚特，倚姆斯(Steuart. James 1712 —1780)—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

商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货币数童论的反对者。—
—11 一 14、21、24、55、

172。

T
图克,托马斯(Tooke, Thomas 1774 —1858)—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资产
阶级古典政@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货币数量论的批评者；写有多卷本的 < 价格

史〉。—
—106、307。
托克维尔，沙尔•亚历克西斯•昂利•莫里斯•克莱雷勒•德(Tocquevitk,

Charles-Alexis-Henri-Maurice Clérel de 1805 —1859)---- 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
家，正统主义者和立宪君主制的拥护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
议会议员(1848 —1851)、外交部长(1849年6 —10月〉。—
—283、324。
托伦斯，罗伯特(Torrens, Robert 1780 -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自
由贸易论者，“通货原理”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嘉图的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他

否认劳动价值论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
—201。

W
韦里,彼得罗(Verri，Pietro 1728-1797)—
—意大利经济学家，重农学派学说
的最初批评者之一。---- 34、43。

西尼耳，纳索‘威廉(Senior, Nassau William 1790—1864)—
—英国资产阶级庸
俗经济学家，反对缩短工作日。---- 163、383、348 —349、351 _354。

西斯蒙第，让•沙尔•莱奧纳尔•西蒙德•德(Sismoncli, Jean-Charles-Léonard

Simonde de 1773 -1842)—
—瑞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政治经济学中浪漫
学派的代表人物。---- 163 _164、343。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384 -322)—
—古希腊哲学家，在哲学上摇摆于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按其经济观点来说是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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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他最先分析了价值的形式；柏拉图的学生。349。

伊壁鸠昝（Epikouros约公元前342 —270）—
—古希腊哲学家，无神论者。41o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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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
—据圣经传说,摩西是先知和立法者，他带领古犹太人摆脱丁埃及的奴
役并给他们立下了约法。—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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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的著作
(粗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 〉〉1847年巴黎一布鲁塞尔版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Réponse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Proudhon.

Paris，Bruxelles 1847)。---- 50。
倣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1859年柏林版(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H. 1. Berlin 1859)。---- 46、136、160、366、392、413。

其他作者的著作①
A
阿恩德，卡，＜与垄断精神及共产主义相对立的合乎自然的国民经济学。附5

本书有关的资料的评述〉1845年哈瑙版(Amd，K. : Die naturgemässe Volk

swirthschaft, gegenüber dem Monopoli engeiste und dem Communismus, mit
einem Rückblicke auf die einschlagende Literatur, Hanau 1845)。---- 21o

B
巴顿，约•(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1817年伦敦版(Barton, J.:

Observations on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influence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 of society. London 1817) o----- 139。

①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引用的著作的版本，只注出著作第一
版的出版日期和地点，放在方括号［］内的是已经査清的作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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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师Ä,弗•/［皮•约•］蒲鲁东〈无息倍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

辩论〉1850 年巴黎版(Bastiat，F./Proudhon, ［P. J.］: Gratuité du crédit. Dis

cussion entre M. Fr. Bastiat et M. Proudhon. Paris 1850)o ----- 416。
班菲尔德，托•查•〈产业组织。1844年春季学期在剑桥大学的演讲录〉1848

年伦敦第 2 版(Banfield, Th. Ch. : 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y, explained in a

course of lectures, delivered in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in easter term 1844.
2.ed. London 1848)。---- 426。
勃多，［尼•］〈经济表说明〉，载于〈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
年巴黎版第 2 部(Baudeau，［ N. ］ ： Explication du Tableau Économique, â

Madame de , par T auteur de*> Ephéïiiérides. In: Physiocrates. Quesnay, Dupont

de Nemours, Mercier de la Rivière，L’Abbé Baudeau, Le Trosne, avec une in'
trod, sur la doctrine des Physiocrates, des commentaires et des notices his
toriques, par Eugène Daire. K 2. Paris 1846)。---- 4030
布坎南，大•〈论斯密博士的〈国民財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内容〉1814年爱

丁堡版(Buchanan» D. : Obsevations on the subjects treated of in Dr. Smith’s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ingburgh

—351o

1814)o

布朗基，［日•］阿、〈欧洲政治经济学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载于〈政治经济学
教程〉1843 年布鲁塞尔版(Blanqui, ［J. ］A. : Histoire de

V

économie politique en

Europe depuis les anciens jusqu’à nos jours. In： Cours d * économie politique.
Bruxelles 1843)0 ----- 36 ^40^161o
布雷，约‘弗•〈对待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或强权时代和公正时
代>1839 年利兹版(Bray，J. F. : Labour’s wrongs and labour’s remedy; or, the

age of might and the age of right. Leeds 1839)。---- 423 —428。

C
査默斯，托•(论政治经济学同社会的道德状况和道德远景的关系〉1832年格拉
斯哥第

2

版(Chalmers，Th. : On political economy in connexion with the moral

state and moral prospects of society. 2.ed. Glasgow 1832)。---- 362。

D
〈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4月24日的质询〉，根据下院决定于

1862年2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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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刊印(Retum to an address of the Honourable The House of Cornons, dated 24

April 1861.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i printed, 11 February

1862)o

239。

[戴韦南特，査•]＜论东印度贸易＞1697年伦敦版，载于[戴韦南特](论公共收入
和英国贸易〉1698 年伦敦版第 2 部分([Davenant，*Ch. ] : An essay on the East

-India Trade. London 1697. In： [ Davenant ] : Discourses on the publick re

venues, and on the trade of England. P.2. London 1698)O ----- 165。

L戴韦南特，査•]〈论公共收入和英国贸.易〉(两卷集)1698年伦敦版([Eh

venant, Ch. ] : Discourses on the publick revenues, and on the trade of England.
Part I and II . London 1698) o ----- 166。
[戴韦南特，查•]〈论使一国人民在贸易差额中成为得利者的可能的方法〉1699

年伦敦版([Davenant, Ch. ] : An essay upon the probable methods of making a

people .gainers in the ballance of trade. . . By the author of the essay on ways and
means. Ix)ndon 1699) o ----- 164、165。
德尔，欧•〈关于重农学派学说的笔记〉1847年巴黎版(Daire, Eu. ： Mémoire sur

la doctrine des physiocrates. Paris 1847)。---- 26O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安•路•克•]＜意识形态原理〉旧译〈思想的要素〉)
第小、5部分〈论意志及其作用〉1826年巴黎版(Destutt de Tracy, [ A. -L.-

C. ] : Élémens d’i eologie. 4. et 5. part. Traité de la volonté et de ses effets.
Paris 1826) o ---- ^327 —342、345。
杜尔哥，[安•罗•雅•]＜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769 —1770年巴黎
版(Turgot, [A. - R. - J. ] ： Réflexions sur la formation et la distribution des

richesses. Paris 1769—1770〉。---- 14、28。
杜尔哥，[安•罗•雅•]〈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载于欧•德尔新编
〈杜尔哥全集〉1844 年巴黎版第 1 卷(Turgot, [ A. -R. -J. ] : Réflexions sur la

formation et la distribution des richesses. In: Turgot： Œuvres. Nouv. éd.. . par

E. Daire. T. 1. Paris 1844)。—
—27、33、36、39。

F
费里埃，弗•路•奥•〈论政府和贸易的相互关系＞1805年巴黎版(Ferrier, F.

L. A. : Du gouvernement considéré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e commerce. Paris

1805)o ----- 309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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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卡德，欧•〈社会主义的战争〉第二篇〈革命的和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栽于

(两大陆评论》第18年度新辑第24卷，1848年巴黎版(Forcade, Eu. : La

guerre du socialisme. II. L'économie politique révolutionnaire et sociale. In :Re
vue des Deux Mondes. 18 année. Nouv. sér. T.24. Paris 1848)。--- 91。

H
贺拉斯〈书信集〉(Horaz: Episteln)0 ----- 163。
霍吉斯金，托•〈通俗政治经济学。在伦敦机械学学会的四次演讲〉1827年伦敦
版(Hodgskin, Th. : Popular political economy. Four lectures delivered at the

London Mechanics* Institution. London 1827)。---- 65o

J
加尔涅，热•〈译者注释〉，载于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2

年巴黎版第 5 卷(Gamier, G. : ( Notes du traducteur ) siehe Adam Smith：

Recherches sur la nature et les causes de la richesse des nations. T. 5. Paris
1802)。—
—37、38、168、219 —224、237 —241、323O
［加尔涅，热，］〈政治经济学原理概论〉1796年巴黎版(［Gamier, G.］： Abrégé

élémentaire des principes de 1 * économie politique. Paris 1796)O ----- 327。
加尼耳，沙•〈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及其学说的比较价值和其中最有利于
財富增长的学说〉(两卷集)1821年巴黎第2版(Ganilh, Ch.： Des systèmes d*

économie politique, de la valeur comparative de leurs doctrines, et de celle qui

paraît la plus favorable aux progrès de la richesse. 2. éd. T. 1. 2. Paris
1821)。--- 240 —252^255x261 —267、281、282。
加尼耳，沙•〈政治经济学理论〉(两卷集)1815年巴黎版(Ganilh，Ch.： Théorie

de P économie politique fondée sur les faits (staistiques) recueillis en France et en

Angleterre. T. 1.2. Paris 1815)o ----- 252。
金，格• <对英国地位和状况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观察与结论〉1696年伦敦版，引
自［査•截韦南特］(论使一国人民在贸易差额中成为得利者的可能的方

法〉1699 年伦敦版(King，G . : Natural and political observations and

conclusions upon the state and the condition of England. London 1696. Nach：

［Ch. Devenant］ : An essay upon the probable methods of making a people gainers

in the ballance of trade. London 1699)<> ----- 16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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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纳尔，尼•弗•〈政治经济学原理》1801年巴黎版，引自沙•加尼耳〈论政治经
济学的各种体系〉1821年巴黎第2版第1卷(Canard, N.-Fr. ： Principes d’

économie politique. Paris 1801. Nach： Ch. Ganilh： Des systèmes A * économie
politique... 2. éd. T. 1. Paris 1821)。---- 241 o
卡泽诺夫，约•＜为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定义〉所写的序言〉(Cazenove, J.:

Preface to edition of Malthus’ Definitions in political economy)＜＞ ----- 见马尔萨
斯，托•罗•〈政治经济学定义〉。

[K泽诺夫，约•]〈政治经济学大纲。略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规律》

1832 年伦敦版([Cazenove，J. ] : Outlin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eing a plain and

short view of the laws relating to the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of
wealth. London 1832)0 ----- 50o
[康替龙，理•]＜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引自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

的研究〉1802 年巴黎版第 1 卷([Cantillon» R. ] : Essai sur la nature du com

merce en général. Nach： Adam Smith: Recherches. . . T. 1. Paris 1802)。

49o
魁奈，[弗•]〈经济表分析＞，载于〈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

年巴黎版第 1 部(Quesnay, [F.]: Analyse du tableau économique. In： Phy

siocrates. Qesnay, Dupont de Nemours, Mercier de la Rivière, L’Abbé Baudeau,

Le Trosne, avec une introd. sur la doctrine des Physiocrates» des commentaires et
des notices historiques, par E. Daire. P. 1. Paris 1846)。---- 27。
魁奈，[弗•](农业国经济管理的一般原则》，载于〈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
论和评注，1846 年巴黎版第 1 部(Quesnay, [F. ] ： Maximes générales du gou

vernement économique d' un royaume agricole, et notes sur ces maximes. In：
Pbysiocrates . . . des commentaires et des notices historiques，par E. Daire.P. 1.
Paris 1846) o ----- 39、40。

拉姆赛，乔•〈论財富的分配〉1836年爱r堡版(Ramsay, G. ； An essa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Edinburgh 1836) o ----- 83、84、86。
莱辛，哥•埃•〈汉堡剧评(1767—1769)〉(L€ssing, G. E. : Hamburgische D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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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urgie. 1767 一1769 )<> ----- 346o
［兰盖，西♦尼•昂•］〈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理〉(两卷集)1767年伦敦版

(［Linguet, S. -N. - H.

J :

Théorie des loix civiles, ou principes fondamentaux de

la société. T.1.2. Londres 1767)。--- 417—422。
李嘉图，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9年伦敦第2版(Ricardo, D. :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2. ed. London 1819)。---- 35、
106o
李嘉阁，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Ricardo, D.: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3. ed. Ixmdon 1821)。---- 35、
164、278 —279o
李嘉图，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康斯坦西奥译自英文，附让•巴•萨伊

的注释和评述，1819年巴黎版，引自沙•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

1821 年巴黎第 2 版第 1 卷(Ricardo，D. : Des principes de 1 * économie politique
et de î’impôt. Trad de l’anglais par Constancio, avec des noted explicatives et
critiques, par J. -B. Say. Paris 1819. Nach： CH. Ganilh： Des systèmes d1
économie politique. . . 2. ed. T. 1.Paris 1821)。---- 261 ~267o
李斯特，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国际贸易，贸易政策和德国关税同顆》

1841 年斯图加特一•蒂宾根版第 1 卷(List, F. : 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

tischen Oekonomie. Der internationale Handel, die Handelspolitik und der
deutsche Zollverein. Bd. 1. Stuttgart, Tübingen 1841)。---- 309o
〈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从这•

原理所得的结论是:税收和供养非生产的消费者可以导致财富的增长〉1821

年伦敦版(An inquiry into these principles, respecting the nature of demand and

the necessity of consumption, lately advocated by Mr. Malthus, from which it is

concluded, that taxation and the maintenance of unproductive consumers can be

conducive to the progress of wealth. London 1821 )o ----- 35O
罗德戴尔，［詹•梅•］<论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及其增加的方法和原因〉1804

年爱厂倦一伦敦版(Inderdale，［J. M. ］ ；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origin

of public wealth, and into the means and causes of its increase. Edinburgh, I>on-

don 1804)。—
—322、325。
罗德戴尔，［詹•梅•］<论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及其增加的方法和原因〉，拉

让蒂•德拉瓦伊斯译自英文，1808年巴黎版(Lauderdale，［.J. M. ］:Reche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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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 la nature et l'origine de la richesse publique, etsur les moyens et les causes qui

concourent à son accroissement. Trad, de 1 * anglais, par Lagentie de I^vaïsse.
Paris 1808) <, ----- 70、322 —325。
罗西，佩•〈政治经济学教程。1836 —1837年讲授〈包括巴黎版的两卷内容〉>,

载于〈政治经济学教程〉1843年布角•塞尔版(Rossi, P. : Cours dJéconomie poli'

tique. Année 1836 一1837. < Contenant les deux volumes de 1，édition de Paris>

In: Cours d'economie politique. Bruxelles 1843)。---- 353 —361。

M
马尔萨斯，托•罗•〈人口原理〉，皮•普雷沃和吉•普雷沃译自英文第5版，

1836 年巴黎第 3 版第 4 卷(Malthus，Th. R - : Essai sur le principe de popula

tion, ou exposé des effets passés er présens de P action de cette cause sur le bon
heur du genre humain ; suivi de quelques recherches relatives à I ’ espérance de

guérir ou d’adoucir les maux qu’elle entraîne. Trad, de l’anglais sur la 5. éd.

par P. Prévost et G. Prévost. 3. éd. française très - augmentée. T. 4. Paris

1836)。—
—217、218、344。
马尔萨斯，托♦罗•《政治经济学定义〉，附约•卡泽诺夫的序言、注释和补充评
论，1853 年伦敦新版(Maithus，Th. R. : Definitions in political economy: pre

ceded by an inquiry

into

the rules which ought to guide political economists in the

definition and use of their terms; with remarks on the deviation from these rules
in their writings. A new ed., with a pref., notes, and suppl. remarks by J.

Cazenove. London 1853)O ----- 50o
马尔萨斯，托，罗•〈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实际应用》，根据作者的手稿和札记作

T大量补充，1836 年伦敦第 2 版(Malthus, Th. R. :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considered with a view to their practical application. 2.ed. with consid

erable add. from the author* s own nianuscripr and

an

orig.

memoir.

I^ondon

1836)。---- 141。
麦克库洛赫，约•拉•〈政治经济学文献。各科分类书目。附史评、评注和作者介

绍〉1845 年伦敦版(MacCuIloch, J. R. : The literature of political economy : a

classified catalogue of select publications in the different departments of that scien

ce, with historical, critical, and biographical notices. London 1845)e ----- 166。
［曼德维尔，贝•］〈蜜蜂的寓言，或个人劣行，公共利益〉1724年伦敦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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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eville, B. de] ： 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 publick benefits.

3. ed. London 1724)。---- 162。
[梅尔西埃，保•皮•](里维耶尔的)〈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两卷集)1767

年伦敦版([Mercier de la Rivière, P. - P. ] ♦ L’ordre naturel et essentiel des

sociétés politiques. T. 1.2. Londres 1767)。---- 37、40、41o
孟德斯鸠，[沙•]＜论法的精神〉1769年伦敦版((孟德斯鸠全集〉第1卷)(Mon-

tesquieu,

[Ch.]: De I ' esprit des loix.

Nouv. éd.

revue,

corrigée,

et

considérablement augmentée par 1* auteur. (Œvres. T. 1. Londres 1769)O -----

364o
穆勒，约•斯•(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1844年伦敦版(Mill,

J. S. : Essays on some unsettled ques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44)。—
—167~170、173、174、206、208、216、217。
穆勒，约•斯•〈推论和归纳的逻辑体系，证明的原则与科学研究方法的关系〉
(两卷集)1843 年伦敦版(Mill，J. S•: 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

ductive, being a connected view of the principles of evidence, and the methods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In 2 vol. London 1843)。----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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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一-般的）—
—19x22,158.

207。
—具体劳动（确定的、特殊的、有用
—

的、现实的〉—
—22、158。

----- 370。
并见同一和差别、矛盾、资本主义制

—资本家对具体劳动不感兴趣
—

—~^141 o

度下的矛盾。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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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工人

--- 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 260。

名

0索引

息—
—21、141、288、330。

—工人是商品的购买者—
—63-

64。
——工人的赤焚化一一258、314。

—一和劳动能力这种商品 ---- 16、

485

工资
一作为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表
现形式--- 72 s87 —88。

24、47 —49、64 — 65、72、143 —

―作为工人收入的形式—
—72、

144、153 —154、157 —158、383 —

265、288、308。
—作为流动资本的一部分—

385、391。
—和生产劳动—
—
—151 _152。

---- 和劳动生产力---- 45 —46、

257 —258.280»
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产生和生存的条件

—29x48«
—
-工人阶级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社
会总人口—
—218、279。
—生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化—
—
—

280o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的工

人阶级—
—70 —71、4]8 —419。
工业、制造业

—大工业、现代工业—
—
—13、22、

35。
一小工业----144。
—制造业的产生—
—
—14。

—作为生产部门的制造业的特点
—

----- 19 —20。
---- 自然力的利用*----22、35。
—和农业—
—21 _22。

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中所反映
的制造业的历史—
—35。

工业利润—
—21。
一作为I:业利润分支的地粗和利

308o
一工资中的扣除一249。

一工资提高和下降的原因-

138。
—监督和管理的工资—
—
—57、58。

—资本家预付工资是-•-种表面现
—

象—
—383 —384,390 —391»

一一和可变资本—
—149、265。
一和剩余价值—
—200。

---- 和商品价值---- 72。
—和市场价格—
—74 J 39.390,

-一和劳动生产率一265 —267。

---- 重农学派论工资---- 16、20、

30 一31、42。
共产主义（经济的社会形态）

--- 生产劳动---- 137。
—非生产劳动时间和余暇
—

258。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者的
—
状况---- 258«

---- 扩大再生产的必要性---- 85 —

86。
古代世界（古希腊罗马）-一-265、

349、365。
固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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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为资本进行的非生产劳动

一•作为资本在流通中的一种形式

（眼务）—
—141、144—146、

—
— 15。
---- 固定资本的构成- 301 _303。

150 —153、159、223、237 —238、

---- 固定资本的再生产---- 81 —82、

266x355 一356、358。

298 —309,396«,
— 固定资本的周转—
—
—294。
---- 劳动直接加入固定资本 ----

—雇佣劳动的前提—
—
—30、71。

雇佣劳动和资本

—雇佣劳动和资本的交换—
—
—见
交换。

224。
----和商品价值---- 396。

---- 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对立 ----

257 —肌

---- 和利润率---- 84。
固定资本的折旧

国家

—和固定资本的损耗与补偿一一
—

—作为资产阶级的工具—
—
—364。

92、115—117、119—122、126、

-•国家制度--- 346 o

131 —134,298 —300、302。

---- 资产者对国家的态度---- 161、

342、363_364。

—和商品的价值—
—
—87 —89,254»
—
—和所使用的劳动景—
—156。

雇佣工人

—税收—
—
—249、380。

―亚洲的土地国有一337。

在双重意义上自由的雇佣工人

—和土地国有化—
—
—26、41。

—30、148。
—

—重农学派关于国家不得干涉经
—

—生产的雇佣工人和不生产的雇
—

佣工人—
—137、143—145、

149 —152、223、237 _238、259、

济活动（自由放任）的要求—
—

26、41、156—157。
国债—
—280、327、342。

266、328、342、349、356、359 —
360、368。
---- 和劳动条件--- ~27、54。

荷兰---- 216、320。

雇佣劳动

化学

一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
—

16—19、137、282、369,

— 化学在生产中的作用—
—
—303。
活劳动和对象化劳动（现在的劳动和

为为资本进行的生产劳动

过去的劳动）—
—47 _48、52、

—71、 136、 140、 143、 145、
—

56 —58、63 —64、88 _92、157 -

150—153、158—159、223、238、

158、225_228、260、312。

266,355 —256、358。

---- 二者的关系一~-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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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

—活劳动是财富的源泉—
—
—53、

340、369 —370。
货币

—作为贮藏手段—
—
—396o

---- 作为一^般社会劳动的表现----

—概述—
—13、22、344、367 —368。

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

23、63、242。

—
—论价值—
—160。

—作为价值（交换价值）的独立形
—

---- 论剩余价值---- 11 一 13、22、37、

41、160、165 —166。

式-^-一63、73、366、367、388。

—论生产劳动—
—
—138.165 一 166、

---- 金属货币---- 13。
—铸币—
—
—413。

367。

一一货币价值--- 337。

一论资本—
—13。

--- 货币转化为资本---- 60。
~~ 货币的回流---- 338、374 —382、

391 —397.404,413 一414。

---- 论浪费和节儉---- 343 O
—斯图亚特—
—
—11 一 14。

—后来的经济学家的货币主义观

货币流通----307 --308。

点—
—160、171、179、241 —244、

---- 流通的货币量的确定---- 307。

247,367 一368。

----货币的流通速度----

4130

—鹿佣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货币
—

货芾贮藏—
—329、343。
—作为贮藏手段的货币—
—
—见货

币职能。

流通—
—332 一333、383 一392、

395。
—货币流通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
—

---- 和资本积累---- 367。
货币资本---- 413。

程中的作用---- 415 —416。

和商品流通---- 332 —333、

374 —377x403 一414。
货币流通规律—
—见经济規律。

机器

—机器的价值和生产率 —
—
—250、

货币职能

299。

—作为流通手段一一378、381、
—

一资本主义条件下机器对工人阶

398 X 399、404、406、408—409、

级状况的影响—
—257 —258,

414o

280。

—作为购买手段一—377、379、
—

—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
—
—258。

391、393。
—作为支付手段一—227、378、

机器制造业—
—115 一 117、121 —

379 —384,393、398、406、408 —

126' 131 —134、227、234 —235、
257 一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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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和上层建筑
—概述一161、346 _350。
—

—物质（技术、工艺〉基础—
—
—223、

346、350。
并见社会意识、生产方式、国家、社会
关系、经济关系。
家庭工业—
—144、150。
价格

见劳动。

—不变资本的价值是产品价值的
—

组成部分—
—76 —80、84、87、

232 —233。
—和使用价值—
—
—84、92、127、

153、160、329、343、372。
—和劳动生产率 —
—
—87、229-

232,250x255 _257、372。

—垄断价格—
—
—337。

—和平均价格—
—
—73。

—市场价格—
—
—见市场价格。

---- 和市场价格---- 12 —13、28、73、

—和价值一12 —13、28、73、88、
—

105、285。
—和i资的波动—
—
—74、138、390。
价值（交换价值）

—概述---- 15 _16,23 _24->46 一

48.72,284 —285«
---- 作为社会关系---- 19、157 —

158。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
—
—

242、342 —343。
—价值实体—
—
—19、22、23、62、

136、160、206—207。
—价值的组成部分—
—
—75 一82、

84 一95、207。
-一价值的分配—
—49、61、72。

—货币是价值的独立形式—
—
—63、

366。
---- 个别价值和市场价值---- 284 —

285。
—价值形式和价值量—
—
—23 _24、

242~243、386。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一
—

88、104_105、285。
—和工资—
—
—72。
—和剩余价值的定义—
—
—160。
---- :囊农学派对价值的理解----

15—20、34。
—斯图亚特论“实际价值”—
—
—12。
—
—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社会产品

的价值归结为收入—
—见资产
阶级玫治经济学。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价值等同
—

于使用价值—
—见资产阶级政
治经济学。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寻求“不变
—
的价值尺度”—
—见资产阶级政

治经济学。

价值規律
—和等价物交换—
—
—37、165、243、

384、386、408。
—和雇佣劳动与资本的交换—
—
—

49—50、53、55'—56、63

65、

383 一384。
监督和蕾理的劳动一-57、87、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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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再生产

一一中间交易—
—93。

—简单再生产的符合需要和不符
—

教会、教士、牧师—
—162、246、342、

合需要的比例---- 283。
—不变资本的简单再生产—
—
—

85 —136o

344、348、362 —363。
教育--- 153、249。

--- 宗教教育---- 见宗教。

—和年产品的补偿—
—
—283 —307。

阶级

交换

—统治阶级及其组成部分 —
—
—

一交换过程的目的—
—391。

---- 商品交换---- 31、37、47 —48、

242 —245、286、287、293、384。
—
—等价物交换—
—见等价物交换。
—
— 不等价交换—
—48、56。

---- 交换形式---- 358。
雇佣劳动和资本的交换 —
—

24 一25、31 —33、47—50、53 ~

57、63 —66、136、140、222、224、
239 s 292 一293、384、387。
—资本和资本的交换—
—
—130 —

131、134、224、227—228、235、
細'306。
—收入和资本的交换—
—283 —

300.380,390 一391。
—收入和收入的交换—
—
—283、

161—162、346—348、363 364。
—生产阶级和非生产阶级 —
—
—

161 —163、223、238 一239、258、
280o
—非劳动阶级（有闲者、寄生
—

者）—
—160、163、251、338、362。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对立
—
—见对立。
—

—和生产条件所有权 —
—
—13、23、

29、48。
一和剩余产品与剩余价值的A有

----- 12、20 —21 >59 一60、72、86。
并见工人阶级、农民、资本家阶级、土

地所有者、小资产阶级、中间阶
级。

286 —287,294、300、393 —394,

阶级斗争

395 —396。

—资产阶级反对土地所有者和封
—

—和生产—
—
—31 —32、358。

建制度的斗争---- 163、362 —

—和流通—
—
—63。

363 o

— 和劳动分工一243。
—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剩余价
—

值来自交换—
—11、13、37、165。
交换价值—
—Dkl价值。
交易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
—
争---- 364。
节欲论—
—见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
济学。

节约（积莆）—
—262、32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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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交换的经济规律—
—
—49、

借贷—
—59 —60o

借贷利息

384。

―作为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
—

59 一60。

-供求规律—
—74。
—平均利润的规律—
—
—见平均利
润的規律。

一作为财冨分配的形式---- 59 一

—资本主义经济规律—
—
—见资本

60o

主义经济规律，

一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
的利息---- 59、337。
—重农学派和配第论利息—
—
—

20 —21。
— 对储鲁东的利息观点的反驳
—
393 >394 一395。
金和银—
—138 一 139、150、367 -

368、397。
经济的社会形态—
—346。

并见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主义、•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共产主义。
经济（经济学）范畴

---- 概述---- 59^157,358 _359。
---- 经济范時的历史性---- 15、346。
经济关系--- 71、358 —359。

一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关系的物
化---- 157o

―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关系的人
格化---- 266。

经济危机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经济危机
的解释—
—286 _287、326。

竞争

---- 自由竞争---- 26o
---- 资本家之间的竞争---- 139。
一非生产劳动者之间的竞争—
—

259。
一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按比例的分
配一284。

-盧农学派宣扬在工业中实行自
由竞争（自由放任）—
—26,41,

156 —1570
具体劳动

见抽象劳动和具体劳

动。

绝对地租
—作为土地私有权的表现—
—25。
绝对剰余价值

---- 它的前提---- 22。

经济規律--- 191 _192。

—和劳动时间的延长—
—
—208。

—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
—
—15。

—和相对剩余价值—
—
—22。

------ 般经济规律—
—48,66»
—剩余价值规律—
—
—见剩余价值

---- 和强迫提供剩余劳动---- 71。
君主专制—
—26、40、162、364。

規律。
—价值规律—
—
—见价值规律。

-货币流通规律一

412。

柯尔培尔主义—
—41。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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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293

科学

一-一科学为物质生产服务—
—163。
科学概念--- 157。

可变资本

劳动

---- 可变资本的补偿---- 86。

—一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
—

---- 和不变资本---- 134x259 —260c
一和丄资----149、265。

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

417—418。
魁奈的经济表

_它的图表形式—
—374。
—它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意义

—■—414 —415o
—魁奈论社会的三个阶级一_27。
—

论货币流通和资本流通由资本

339 一340o
一劳动表现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

----- 143o
一劳动是价值实体—
—19、22、23、

62,242o
—活劳动是致富的源泉—
—
—53。

—
—24、32。
— 劳动的自然基础—

劳动的社会形式---- 15、19、

142、224。
—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物质内
—

主义再生产过程决定374、

容—
—142 —144、146。

414 —415。

活劳动和对象化劳动---- 见活

一一论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之

间的流通---- 374 _382。

—论徂地农场主和工业家之间的
流通---- 398 —403。

---- 论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

劳动和对象化劳动。

--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
—见脑

力劳动和体力劳动。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
—

82、298、300。

374—378、381 —382、403 -

劳动的社会分工

415。

一-农业和工业的分工--- 415。

扩大再生产

---- 和交换---- 243。

—资本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资本

劳动过程

主义形式—
—309,367c

—和不变资本—
—
—85、311。
---- 种流通---- 127 _128。

和商品交换—
—309。
一撇开扩大再生产进行考察的实
例—
—92,118—119,126 —127、

一劳动过程的物质（自然）条件和
技术条件—
—32。

—和消费过程—
—
—82、298、300 —

301,
劳动能力＜劳动力）
—作为商品—
—
—16 —19,25,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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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4

65、72、143 —145、

153—154、167 —168、383 -

385、391。
―劳动能力的价值规定中的历史

因素---- 16。
—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
—
—16、

24,65441c
一劳动能力的价值 —
—16 一 19、

46o
—劳动能力的再生产 —
—
—16、49、

86、136。
---- 劳动能力的实和卖---- 63、72、

195,355,383 一388。
一-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
—153、

154、255、342。
—劳动能力的生产性质一 136。
—

—劳动能力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
—
---- 见分配。
一劳动能力和生产条件的分离

—13、16、25'29、418。
—
—劳动生产率是劳动能力发挥职
—
能的基础--- 22 o

—和劳动生产率—
—
—250 > 253 —

258o
—和工资—
—
—86、249、383 _384。

一和劳动---- 384。
劳助生产率（劳动生产力｝
—概述—
—
—11、87、280、372。

—劳动生产率的自然条件—

21 一 22、32O
—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
—
—

360。

—绝对劳动生产率和相对劳动4•:

产率—
—137。

一资本主义条件卜劳动生产力的

发展---- 45 一46、146、223 —

224、259、356、369 —370。
—工业和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
—

----- 22、155。
_和生产的物质条件的革命一

351。
一和劳动力这种商品的价值或工

资—
—249 —250,255 —257。
—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丄人阶级的
—

状况—
—45 —46、258、280。
—和使用价值—
—
—87、255 —256,

258、372。
—和剩余价值—
—
—22、40、71、137、

256 一258、369。
—和相对剩余价值—
—
—22、71、

3的。
—和商品价值—
—
—46、229 —232,

250、285、372。
---- 和利润率---- 84。
---- 和资本积聚---- 155 一156、

280 一 281。
---- 相资本积累---- 155 —156、

280 一281。
—和资本的有机构成—
—
—259 --

260。
—和生产人C—
—
—258 一259、265、

279o
—和非生产人口—
—
—351 —352。

---- 和分工---- 36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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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再生产—
—
—130 —131,229 —

236,295 一260、299。
—和劳动与资本在各部门之间的
—
分配---- 257 一259、299 —300。

---- 和奢侈品生产---- 260 o
—和资产阶级的挥《浪费—
—
—

239。

493

—他的资产阶级的评论者
—

83 —84,241 —242,277 —278。
—fife始终如一地贯彻价值规律

----- 66o
—不理解资本主义条件下价值规
—
律的作用的特点—
—47、58、65»
---- 把剩余价值等同于利润---- 66、

劳动时问

69 —70,83,170 380x186391

—作为价值尺度—
—
—53、81。

192O

—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
—
的划分—
—57、86。
一资本主义条件下必要劳动时间

缩短的趋势—
—279,284、369。
劳动条件—
—见劳动能力、生产资

料。
力学---- 346。
李嘉图，大卫
一他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作用

—74。
—他是工业资本家利益的代言人
—

—35、162、266、279 —281。
—
—
—他是斯密的评论者—
—47 一48、

265 —266、278。
---- 他的体系的一般特点---- 245c
—他的科学客观态度—
—
—265

266、279。
一他的关干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

一对不变资本的忽视—
—83.265。
---- 论价值---- 65、66、74、136。
---- 论价值规律---- 70。
—论剩余价值—
—
—70、264。

---- 论机器排挤工人---- 280。

一~论劳动价值和工资—
—263 -

264。
---- 论资本积累---- 266、280。
一论利润率--- 191 —192。
—论土地所有者的非生产性—
—
—

162,266c
—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
—

162 —163、266。
---- 论财富一~~264、279。

—论纯收入—
—
—265 —266x279 -

280 o
―李嘉图学派从他的理论中得出

的激进结论—
—26,33 —34,410

的观点---- 35、162、266。

李嘉图学派

他的剩余价值论—
—264、278。

—它经院式地解决李嘉图理论中
—

---- 他的理论中的矛盾---- 66。

的矛盾—
—66、170、173—174,

---- 他的研究方法的缺險一_*265 —

180o

266。

激进的李嘉图派要求把土地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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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变为国家土地所有权—
—

26、410
---- 论地租和土地所有权--- 26。

—它的方法的缺陷—
—
—66、174。
—
—它的解体—
—170、173、180。

流动资本—
—224。
—作为资本在流通中的一种形式
—

—15。
—
—工资是流动资本的一部分一
—

308。
—流动资本变得便宜对利润率的
—

利润
—作为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
—
—

7、11、60、70、86。
—利润的源泉—
—
—55 —57,331 —

332、339。
---- 利润的积聚--- 261。
---- 利润的分配----338。
—地租和利息是利润的分支—
—
—

20、141、288、330、339。
---- 和资本积累--- 85 o
—和劳动生产率—
—
—84。
—重农学派论利润—
—
—20 一21、

33、36—37。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剩余价值
—

和利润混为一谈—
—7、66、70。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利润进行
—
辩解—
—20,33.35 —36,39,55,

68、322、334、337、383 _386。
利润率

—商品流通—
—
—见商品流通。
—货币流通—
—
—见货币流通。

—资本流通过程—
—
—15、374 —

378。
---- 流通价值总額 ---- 107、127 ~

128O
-和剩余价值的实现—
—28。
—和再生产—
—
—16、84、88、109~

110、117—118' 121、125 —129、
131—133、413。
流通时间--- 209。

垄断价格
_市场的垄断价格—
—337。

罗马（古代）---- 320。
逻辑的和历史的

—〈资本论〉的逻辑部分与历史批
—

一概述—
—209、212、281。

—决定利润率高低的因素 —
—
—

170,190

影响—
—84。

流通、流通过程

判部分的相互关系—
—309。
—前提和结果—
—
—143、

一 191、加9。

M

—和剩余价值率—
—
—169—216。

—和单个资本的价值 —
—
—84、

206 —207,212 —214O
利息一-见借贷利息。
联合化---- 260。

马尔萨斯主义
一马尔萨斯的人U论—
—362o
—
—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

342。

名目索引
—对工人阶级贫困所作的辩解
—

并见对立、同一和差别、资本主义制

度下的矛盾、

—
—217—218、362。
-为寄生者辩护—
—163、251、

362 0
一鼓吹非生产消费—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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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差额--- 13o
美国内战----94 o
美測---- 336c

一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

342O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

—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抽象考察
—

—概述—
—
—150、162、360、371。

----- 21 …22、65。

—生产过程中的脑力劳动和体力

---- 重视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

77o

劳动---- 140 ―142。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 T—

买和卖
—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
—

---- 见分工。

内容（实体）和形式

的买和卖—
—28、306、355、

概述—
—143、147 —148, 152、

358 _359。

242 —243。

---- 商品的买和卖---- 195 _196、

358—359,411 —412。

一形式变换—
—287、386„
—物质形式（物质规定性）-~
—

143 一 144。

---- 劳动能力的买和卖--- 63 一64,

195—196、383 —385。
---- 劳动条件的买和卖---- 27。

------ ■般形式--- 69 »242 o
—社会（历史）形式—
—
—15, 143,

—和等价物交换—
—
—37,47-48,

54。

147、148、224、346、359。
一交换形式和社会生产方式的特

•—
—庸俗经济学家用商品髙于其价

值出卖来解释剩余价值和利润

点--- 358 一359。
产品的商品形式---- 见商品。

—11、13、37、165、331 —332、
—

—价值形式和价值量—
—
—23 一24、

386 _388。

242 一243、386。

矛盾

—商品的法律形式—
—
—见商品。

—矛盾的客观性质—
—
—25。

—
—对资产阶级观点的批判—
—15、

---- 对立的统一和斗争---- 344。
—理论和现实的矛盾 —
—
—25,47,

65 一66、69。

216 —217、242、358 —359、426。
农民

—一作为商品生产者--- 12 7、1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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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法式农业条件下农民制造自
—

O

己的劳动工具—
—86。

欧洲—
—139、282、319、320、337。

农业
—作为最初的生产部门—
—
—19、

21 —22356»
一农业和T业的差别—
—13 _14、

平均价格--- 73。

19—20。
—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制约的特
—

平均利润
—作为剩余价值的变态—
—
—66。

点--- 22 '34。
—农业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
—
特殊性---- 19 一20、109 —112、

121—122、

累据—
—227,389,397o

125—127、

平均利润的規律
—它的实质—
—
—69。

一从表面上看它和剩余价值规律

130、

301 —305。
—农业劳动生产率—
—
—22 o

-农产品是工业原料—
—156,.

259O
—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
—

的矛盾---- 69。
平均利润率（一般利润率）—
—196、

197,214c
蒲魯东主义

---- 论货币---- 393 一395。

0

的过程—
—13~14、30。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业—
—

飲編

27 一30。

一336 _337o

一农业中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 22。
—农业中不变资本的补偿 —
—
—

“让渡利润”—
—12 —13、24、55、59、

172、179、180。

108 —109、111 —112、121、125、

人

127、130,224、301、304 _305。

---- 作为生产的主体---- 350。

农业工人—
—259 —260o

---- 和自然---- 346。

农业生产—
—259 一260。

—和社会---- 419。
人口

奴隶制

-殖民地的黑奴制度—
—282。

一从所有权中产生奴隶制—
—
4180

一一作为劳动能力的源泉—
—281、

314。
—工人人口—
—
—218,280 —281。

名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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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牛产人n和非生产人口—
—

商品的形态变化 -见形态变化。

258 一259、263、279、351 _352。

商品交换

—和资本积累—
—
—85 -86,2813

一马尔萨斯的人门论—
—见马尔

---- 简单的商品交换---- 31、37、

242 —245x286x287,293c
—商品交换规律和资本主义牛:产
—

萨斯主义。

人□过剩一见相对人□过剰。

----- 49、383 _384 O
商品流通

认识
—和阶级利益—
—
—161 —163,322s

349 _350、357 —358。

S

—和货币流通--- 333、338、374 —

378x381 —382.403 —414O
和再生产—
—127

商品

309、399、413o
商品生产

一•概述 一-48、145、149、157 —

—概述—
—47。

159、241、366 _368。
—作为商品的劳动能力—
—
—见劳
动能力。

一产品的商品形式（使用价
值｝—
—150—151、158 —159、

242 一243、386。
---- 商品的二重性---- 366、368。
一商品的拜物教性质—
—见拜物

教。

128,308

一社会分工是其存在的条件一-

243。
—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
—

----- 54、223。

'

一和社会关系的物化—
—158。
—和社会劳动---- 242 一243。
—

商业（贸易）
—批发商业和零售商业—
—
—413。

---- 贸易的规模---- 243。

~商品交换—
—见商品交换。

—商业中介人—
—
—259。

一资本屯义制度下商品的生产和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自由贸
—

卖出的条件—
—104 —105、

119—120、284—285、291 —

292、396。

易的维护者166。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商人称为
—

非生产劳动者—
—-162。

---- 商品相对价值的降低---- 285。

商业资本（商人资本）

---- 商品的法律形式---- 383。

---- 作为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屮介

一一和货币—
—160、367。

----- 259、308。

商品储备

---- 商人利润的获得---- 308 o

—商品储备的实物形式—
—
—310。

—和货币回流—
—
—392 —39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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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

奢侈品---- 260、369。
社会

—他们的粗俗的经验主义—
—
—66、

论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矛盾—
—

一资产阶级社会—
—见资产阶级
社会。

----和生产关系---- 15、87、346。

—资产阶级关于社会的理论—
—
—

423 一428。
社会总产品

一社会总产品按其价值来说的构
成--- 300 »303 ■—304 o

418 —422。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它的物质构成—
—300、304。

--- 概述---- 258x284 _285。

生产

—作为价值尺度—
—
—52、61。

一和单个必要劳动时间—
—258、

285。
社会关系---- 358 一359o
社会规律

— 社会规律的客观性—
—
—15。
社会化
---- 和资本i义生产224 o
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一般劳动和个
人劳动）---- 242。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和

私人劳动—
—51 —52、147、149、

223 _224。
•—社会劳动及其在生产部门的分

配—
—383 _384。
—和商品生产—
—
—157 —158、

241 —242、245。
社会意识
---- 宗•教意识--- *25。
社会意识的阶级性—
—348、

349o
社会主义的李嘉图派
一他们的观点的资产阶级基础

一生产的具体的历史性质一~~16、

3460
---- 生产的社会性质---- 346。
---- 人是生产的主体---- 兄人。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
—见剰
余价值。

—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条件和劳
—
动能力的分离—
—13 —14、16、

24 —25,29 一30、418o
一物质的生产条件（劳动条件）—
—

13' 16、24、27、29 一30、32、87、
285'351。
—物质生产—
—145、150、159、

163、251、258、346—348、350、
3540
—精神生产—
—
—159、346 —348、

350。
制造业和农业中的生产-

19 —20。
-一为本身消费而进行的生产一

145O
一一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
—31-

32、358。

名目索引

—消费领域的生产过程一一150-

151。
—生产基金—
—
—80。

—和剩余价值的源泉 -—
—
—19、2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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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o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见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概述—
—
—19、136、141 —142、

---- 和财富---- 329^342 _343。

143-451、158 —160、355 —

—和交换—
—见交换。

356。

---- 和消费--- 81 _82、222、342 —

—对资本家来说的生产劳动和非
—

344。

生产劳动—
—136 —137,140 —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为生

141、223 —224,237 —240, 252.

产而生产—
—342 一343。

328 —329,355 —356。

生产方式

—对简单商品生产者来说的生产

—概述—
—
—346、355、358。

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一147 --

:—和交换形式一一358。

148O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见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

并见生产关系、生产力。

生产费用
—作为价值的组成部分—
—20、

231、252、285、332、392。
一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一153 —

154、249、255、342。
辅助费用（非生产费用）一

153 «162,350 ~351、364。
—和不变资本—
—
—260。

一一生产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存在的基砌--- 137、355。

—生产劳动是非生产劳动的物质

基础---- 223、250、314、351 —•

352。
—协作劳动过程中的生产劳动（作
—
为生产商品的劳动）—
—141、

150。
_生产劳动和工人吩级--- 151 _

152。
—生产劳动和劳动生产率 —
—
—

---- 和劳动能力---- 153»

258 _259、352。

生产费用（在价值意义上的）-一74、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关系

87、171、250。

----- 152 —153、222 —224、239、

生产关系（生产形式）

249—250、258—259、279 -

—概述—
—
—142、143、346、358。

280x351 —352。

— 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
—
—346,
—
— 资本主义前社会的生产关系

—非生产劳动（非直接的生产劳
—

动）的社会职能—
—162,259.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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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资本家阶级的财产的生产

一352、355r>
一借助非生产劳动来节约生产劳
一非生产劳动者转到生产劳动领

域--- 314 —315。

20。

—对生产劳动的庸俗理解一
—

142、162 —163； 220 一222、239、
329 —330,

339 一340。
—重商学派对生产劳动的理解
—

-138。
— 重农学派对生产劳动的理解
—
—见重农学派。
—
—配第论生产劳动—
—
—166。
生产力
—自然的生产力—
—22、34 _35、

710
—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
—

----- 340。
生产资本--- 413。
生产资料（劳动条件、生产条件）

—资本的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
—

—71o
—
一-生产资料的再生产—
—82。
— 生产资料的使用效率一一84。
—
—原始社会和宗法式农业条件下
---- 和消费品—
—288。
生产资料所有制

生活资料

—和劳动能力的再生产—
—
—19 -

----- 137o
—和分工—
—
—360 o

的生产资料—
—86。

13 —14、16、29、46、54、58、71、

418。

—共产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劳动
—

241、322 —324,

资料—
—13、23、29、48、58。

—生产资料和生产者的分离—
—
—

动---- 221、350、3的。

生理学
一-社会的生理学一15。
生息资本
一•资本主义前的形式（髙利贷资

本）---- 60。

剥余产品
---- 作为利润的来源--- 339。
---- 和網余价值---- 252。
— 和劳动生产率—
—
—352。
剥余价值

—定义—
—
—19。
—作为一般范畴和作为专门范畴
—

----- 59 o
一~作为没有支付过代价的价值

----- 29、56、61o
—绝对剩余价值见绝对剩余
—
价值。

—相对剩余价值一一见相对剩余
—
价值。
—剰余价值的来源问题一-11 一

12、15 —19、24 —25、28、31、

35 —37、50、56_57、64 —68,
384 o
—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
—

名目索引
的---- 68、252。
一农业生产率是剰余价值的自然
基础---- 22。

一参与生产过程的资本家直接占
有剩余价值—
—62、72、86。

一剩余价值的总额—
—253、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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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实质—
—
—69 _70。

-和平均利润的规律—
—69。
剌余价值量—
—211 —212。

剩余价值率---- 209 _212。
-它的决定因素---- 252 _256。

---- 和利润率---- 见利调率。

—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
—
—7、20、

剩余劳动

58 ~59、62、66。
—剰余价值的生产和积累—
—
—

一~■作为一般范畴"--- 59。
---- 作为雇佣工人的无酬劳动----

86—87。
—剩余价值的实现—
—
—28 _29、

56。
—剩余价值的分配 —
—
—12、59 —

62,72 _73、86。
—和生产劳动—
—
—19、136、252。
一和劳动生产率---- 22、40、71、

137,256 一258、369。
---- 和剩余产品---- 252。

—对剩余价值的理解取决于对价
—
值的理解---- 160。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剩余价值
—

62、156。
—作为新的不变资本的来源—
—
—

86。
—作为资本家的消费基金的来源
—

——87 o
—农业劳动是剰余劳动的自然基
—
础—
—21 —22。

—强迫进行的剰余劳动—
—
—71、

418—419。
---- 和必要劳动一一252、256。
—和劳动生产率—
—
—22。
—重农学派论剩余劳动一-27。
—

等同于其转化形式一7、66、

剩余生产—
—342 一343。

70。

---- 相对剩余生产---- 342。

—重商学派从交换中引出剩余价
—

值一11、13、22、37、160、165。

—重农学派论剩余价值一 23—

使用价值
---- 概述---- 141、143 _145、159 —

160、217、361。

27、29 _31、36 _37、41、42、62、

一怍为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138、160。
— 斯密论剩余价值的本质和来源
—

---- 交换过程中的使用价值 ----

—见斯密，亚当。—
—
—
— 李嘉图论剩余价值—
—
—70,264 „
剰余价值規律

----- 368 o
286。
—资本的使用价值—
—
—84。
—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
—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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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一332。

一商品的使用价值—
—16、143 —

144。

—生产劳动者（雇佣工人）的收入
—

---- 和价值---- 见价值。
---- 和劳动生产率---- 见劳动生产

—72、265、288。
—
—非生产劳动者的收入一60-

61、288、351 —352。

率C
—和消费—
—
—244 >287、288、361。

—收入和非生产劳动的交换—
—

142、144 一 145、223。

---- 使用价值的经济意义---- 288 —

295x304 —360、311。

---- 收入和收入的交换---- 见交换<>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价值归结
—

---- 和资本---- 71 一72、85、260、

为使用价值—
—19、25、138、160、

266 —267、280、283、302 —305、
308、353、380。

325。
市场—
—243、314。

---- 和货币流通---- 395 —396。

市场价格

手段和目的--- 222。

—和市场价值的偏离—
—
—73。

手工业生产—
—150。

---- 和平均价格的波动---- 73。

---- 小手工业者---- 150。

---- 和工资的波动---- 74。

数学

市场价值

—化圆为方问题一136。
—

---- 定义---- 284 —285。

斯密，亚当

市民社会—
—39 一40。
世界贸易—
—见对外贸易。

一他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作用

收人

—21、61、75 — 76、141、160 —
—
161、237、307、413 — 414、363。

—作为商品价值的一部分 —
—

---- 他是重农学派的继承者---- 15、

76 — 80、104、135 —136、288、

35、38、45 —46、60、62、147 —

312 —313。

148、160 —161、415。

—原始收入---- 71 —72、223 —
—

224、337、288。
---- 派生收入—
—60、162 一 164、

223 一224、237、280。
—纯收入和总收入—
—
—77 一 81、

164,265 一266。

—他的体系的一般特点一 47、
—

50、58、64 —65、66、75、135、345。
一他反映了大工业的史前时期

----- 35o
—他的理论中的矛盾—
—
—46—50、

53、56 — 57、61 — 62、64 — 65、

—年收入—
—
—126J34 一 135。

68、74、80、85、135、136、139 —

—资本家的收入—
—
—266、313、

140、146 一 147、156 一 157、315、

名目索引

321。
—他的理论中的庸俗成分—
—

、

35 —36,66 一67、74 155 一 156。
一他的理论中的货币主义因素

—
—160,366 一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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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条件

下的作用--- 49 —52 o

—对资本主义特征的理解—
—58、

64 一66。
—对利润的科学理解—
—21,55 -

—他的方法不一致—
—
—75

一80、

136。
—他使用r不同的价值概念—
—
—

59、61 —62。
—对资本的分析—
—62o
—
—论剩余价值的本质和来源一

46、51 — 53、62 —63、74 —75、

21 —47、50、56 — 70、75、160、

160。

315。

—他的平均工资概念（工资的自然
—

一论自然价格—
—63、73 ~74。
—论分工—
—
—221、317、357。

价格）—
—45。

—认为利润、地租和工资是独立的
—

一论利息---- 59 _61。

价值源泉（斯密教条）一62 —

—论次要收入—
—
—60。

63、71 —72x80,251 一 252。
—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
—
观点---- 63、136 —140、145 —

—论积累—
—
—310,316—317,367»

一论资本主义条件K劳动生产力

的发展—
—45 _46、237。

161、163、266、315 — 318、322、

---- 论地租一一'58x61 _62、72。

350 一352、353 —354,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其观点的
—

357 —

358,362 —363,366—367o .
一关于生产消费和非生产消费的

评论—
—47,48 —50J60 —161、

167 —168、219 —220、240、242、

观点---- 318 一319、341、353 一

251、

354、368。

341 —342

一把价值的内在尺度和它的外在
尺度混为一谈--- 136。

—4E剩余价值和利润混为一谈
----- 62 —63x66 —70o

309 — 310、

322 —324、

345—347、349 —

350、360 —361o
一后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屮
的斯密观点—
—163 —164,167,

168,340 —341c

一把价值归结为劳动、把剩余价值

一斯密观点是后来的资产阶级经

归结为剩余劳动--- 55 _62。
—把社会产品的价值归结为收入
—

济学混乱的根源 —
—65、70、

（斯密教条）—
—63、76 — 80、

106、133、135、307、315。

135 —136、159—160、261、266、
348。
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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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权的社会性质---- 418。
---- 生产条件的所有权---- 13、27、

30。
—土地所有权一见土地所有权。
—

---- 商品所有权的变换---- 381、

382。
----和占有一'-381 ~383。

—23 —26。
—
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经济上对
它的否定—
—26,33,41 o
土地所有者
一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非生产

的—
—162、266。

—重农学派所论述的土地所有者
—

—23 _25、27、33。
—
土耳其--- 365。
铁路----279 o

W

同一（统_）和差别
---和对立---- 344。
统计---- 164 一165。

唯物主义历史观—
—15、346、350。
无产阶级—
—见工人阶级。

土地

文学和艺术—
—347、361。

— 作为劳动的最初条件一23。
—
— 土地的私人占有是资本主义生
—

物化---- 151,157 _158。

产的条件----23、29 ~30。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土地国有化
—

----- 26、41。

物质性

―社会关系的物质性—
—15、158。
—
—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的物质
性---- 158。

—重农学派对土地的理解 —
—
—

372。
土地所有权

— 作为收入的来源—
—
—73。
—它和劳动相分离是资本发展的
—
条件—
—23,29 _30。

—地租是它的一种经济形式—
—
—

26。

—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一
—

23、29 —30。
--- 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29
30。
—它在重农学派体系中的反映
—

西班牙一160。
相对人□过剩

―失业后备军是资本主义生产的

必要条件—
—314 —315。

相对剰余价值
一作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

—
— 22、71、279、369。
—和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
—
—

279、369。
一和绝对剩余价值^一-见绝对剰

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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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消费
一个人消费和生产（工业）消费

一反对借贷利息的论战（蒲鲁

—77、80 —82、91、93、119
—

东）—
—393、395、415 _416。

121、

226—236、

协作---- 150。

262—264、286、287—295、

信用---- 379。

299 —301、303 —306、311、330、

—和支付次数的节约—
—
—407。

354、361、379、399 —401、415。

倌用货币—
—393,397 _398。

126 —127、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消费---- 68、

328 一330、。
—工人的消费一342。
—

形而上学—
—669。

形态变化
---- 商品的形态变化---- 37、47、63、

---- 有闲资本家的消费----330。

141、209、242、286' 378 —381、

一-消费的快慢^一 -361c

391、399、401、4110

一为消费而消费----343。

—资本的形态变化—
—
—391、399、

—和生产—
—
—见生产。

---- 和再生产_-—119 一123、126 —

127、130、352、379、399。

401。
甸牙利—
—365,
需求和供给

—和使用价值—
—
—见使用价值。

—供求规律—
—
—见经济规律，

74、286。

---- 和货币流通---- 380。

—供求的一致—
—
—

---- 加尔涅的消费观---- 327。

---- 和劳动力---- 257、281。

消费费用

---- 和市场价格---- 73。

一作为生产费用的一个组成部分

----- 20。
一消费费用的非生产性质一

249、360。

亚洲

一土地国有—
—337。

—作为节约生产劳动者时间的一
—

---- 制造业劳动---- 141。

种手段—
—220。
消费基金

•-般、特殊和个别

--- 概述--- 77、79 ~82。

------ 般（抽象的一般）—
—70。

---- 资本家的消费基金---- 87、313。
消费资料（消费品 > —
—226、299 —

300'301 -302。
小资产阶级

240。

徭役农民—
—141。

—■般和特殊--- 70、346。

伊壁鸠♦的无神论—
—41。

异化
—生产条件的异化—
—
—5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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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的异化

----- 25,71X158o
意识形态

再生产

-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见资

—作为产品的价值补偿和物质的
—

本家阶级。

---- 和生产方式---- 346、350、364。

意志---- 15。
银一-见金和银。

银行—
—397,398c
银行家—
—389 _390。

银行券---- 393 —394、397 —398、
414。

英国---- 23。
—■人口 —164 —165、239、427。
—

---- 阶级----164 —•165、239、320、

327。
游离

补偿—
—84、92、126—128、

288 —292。
---- 作为生产和流通的统------ 15、

84、413、414。
—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1）内部的
—
交换—
—283 —287x294x395o
—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n）内部的
—

交换—
—92、108、131、224 —

235O
—两个部类的平衡条件和必要比
—
例—
—294 —295,304 一306。

—两个生产部类之间的交换一
—

288 —307。

—资本的游离—
—
—257 _258。

—劳动力的游离—
—
—257 —258。
原料

—劳动能力这种商品的再生产
—
—见劳动能力。
—

一不变资本的再生产（补偿）—
—

一作为丄业品原料的农产品一一

156、259。
—作为不变资本的要素一一260、
—

301。
—原料的改进对生产费用的影响
—

—
—260。
—原料的价值变动对利润的影响
—

----- 84。

见不变资本。
一一固定资本的再生产—
—见固定
资本。

—农业中的再生产—
—
—121。
— 再生产的时间---- 298。
—
—和劳动生产率—
—
—见劳动生产
率。
—和商品流通（交换）一见商品
—

---- 和辅助材料---- 120。

流通。

原始社会—
—86。

和货币因流运动---- 378 —379、

运输业

390 —398、402—403、413 ―

—作为物质生产的分支—
—
—158。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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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消费—
—
—见消费。

中世纪—
—336、346、351、364。

—和商品的形态变化—
—
—399、

重农学派（重农主义I
—璽农学派是资产阶级生产体系
—

401。
---- 和商品的卖出问题---- 103 —

104、119、291、386、390。
并见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

愤权人和愤务人---- 380。

的表现者--- 25 一27、39。

—重农主义体系产生的历史条件
—

----- 24、34、39。
—重农学派在政治经济学史 h的
—

战争—
—265。

地位—
—15—19、22 —26,34

哲学

37,38 —39,414- 4150

—哲学最初在宗教的意识形式中
—

重农学派的理论是封建制度的

形成—
—25。

---- 和宗教---- 。

并见抽象、基础和上层建设、逻
辑的和历史的、矛盾、对立、内容

和形式、本质和现象、唯物主义
历史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方法。

政治经济学
—作为一门科学—
—
—15。

—政治经济学史—
—
—417。

---- 它的阶级性---- 26、141 _142、

147'329。
—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经济学
—

-~-141 _142、223。
---- 和道德---- 157、221 —222。

并见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
古典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庸俗

政治经济学。
殖民制度
---- 殖民地的黑奴制度----282。

中间阶级—
—218、280。

中介—
—19、64、237 —238、259、308。

资产阶级式的表现—
—22 一27。
一重农学派观点的唯物主义性质

----- 150
—重农学派对经济规律的认识是
—
超历史的---- 15、23。

—重农学派体系的矛盾—
—22 —

27。
—重农主义的节约论—
—37。

^甫农学派的财政政策—
—41。
一一宣扬自由竞争--- 26、41、156 —

157。
—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

分析—
—15 —19、23、27 —34,

36。
一对土地所有权的经济上的否定

----- 26、33、41。
-—对剩余价值的理解—
—23 —27、
29

—3K36 —37、41、42、62、138、

160。
---- 对利润的獬俗理解—
—20 一21、

33、36、37。
—对生产劳动的理解—
—19 一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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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7 —28^62,1370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二者的关

一认为具体劳动是价值的实体

____ 99 o
—把价值和自然物质（农产品）混
—

系--- ~350。

专制主义
—亚洲形式和欧洲形式的专制主

义—
—417。

为一谈—
—19、25、34、37、160。
—把剩余价值等同于地租—
—
—20、

25、62、264。
一论阶级—
—27。
---- 论资本积累---- 33、36。
---- 论利润---- 20x33,35 —36。
---- 论利息---- 20。

—论最低限度的工资—
—
—16、24、

30、42。
---- 论纯产品---- 263 _264。
_论土地所有者----23 —25、27、

33。
—论李嘉图学派—
—
—26、41。
—撇开对外贸易考察资产阶级社
—
会—
—21。

准备金----156。
资本

一作为社会关系（生产关系）一

15、71、217、239、343、355、359。
一一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
—71、

392。
—作为商品和作为货币一一71、
—

140。
—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

329,343c
—资本的产生过程—
—
—13-14,

15、 23、30、32'260。
_雇佣劳动是资本存在的根据

—137、251、279、355。
—

---- 和法国革命---- 26x41、415。

—农业是资本发展的基础一22。

---- 重农学派观点的庸俗化---- 42、

—
—资本的历史性质—
—71,216―

372。
—后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重
—

农主义观点—
—15、27、34 -36,

37 —38、46、62、148、160、240、
241、264、327、372、418。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重农学派
—
观点的评论—
—43、147 —148,

155。
霣商主义一见货币主义和霆商主

义。

主体和客体

217。
—劳动条件作为资本而独立—
—
—

16、 71。
—资本和土地所有权与劳动的分
—
离---- 23、25。
—和收入一见收人。
—

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资本的理
解—
—15、71、329、372。
资本的形态变化—
—见形态变化。

资本的有机构成
—和劳动生产率一见劳动生产

名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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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家占有科余价值---- 62、

72、86、392。

资本的预付

—预付基金在产品价值中的再现

—资本家的致富欲和挥霍 —
—
—

239、343。

—-56o
资本的原始积累--- 336。

资本对劳动能力的剥削一48、53、

、 、

55 —57' 63 —64 138 329'339、
418 —419c
资本积聚~一156、261、280。

—资本家和货币贮藏者的K别
—

----- 343。
—激进的资产者对非生产性职业
—

的态度■—
—161 一 162、239、363、

378 _379。

资本积累

—某些经济学家所论述的资本家
—

—概述—
—
—85。

的非生产性质—
—162。
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资本家的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规律—
—
—

156、279。
—作为收入向资本的转化—
—
—85、

283O

赞美---- 329,339 _340。

—和非生产阶级 —
—
—327 —328、

.344,363 一364。

—和扩大再生产—
—309、367。

资本家阶级（资产阶级）

---- 和人口增长---- 86、281。

—它的历史作用—
—
—329、363 —

—和劳动生产率—
—
—见劳动生产
牢。

---- 和资本积聚---- 156。
—和利润—
—
—见利润、

—关于资本积累的源泉的埔俗观
—
点--- 33、35 ~36。

资本家
一作为资本的人格化—
—见资本。
一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事人

—156、162、266、329、343。
—
---- 产业资本家—
—86、162、329、

343 _344。
---- 商业资本家---- 162。

—获取剩余价值是其生产的目的
—

----- 68。

366。
—它的阶级利益—
—
—161 —162、

363 —364。
---- 它的意识形态---- 161 一162、

348、363 —364。
—和国家—
—
—161,309x321 >363 -

364。
《资本论》—
—关于其结构的发展。
—资本的生产过程—
—31 一32、
—

171o
—资本的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
—

—15、88、132。
—
---- 资本的总过程 （资本和利

润）—
—11 —12、55、208、283、

308—309.322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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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劳动一一157。
—

一政治经济学史—
—168、417。

资本生产率（资本生产力）—
—71、

217。
一一作为劳动生产力的特殊社会形
式---- 340。
一和强迫进行剩余劳动—
—71、

418 —419。
一和使用价值的生产—
—71。
资本主义经济規律—
—418 一419。

146、224、239、258、356。
---- 和资本积累---- 155、280 —281 o
—和精神生产—
—
—346、348、364。

一一和社会化一一224。

---- 和价值规律---- 63 —65。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概述—
—
—48、186—187、346、

355。
—它的形成和发展 —
—
—16,24-

25、30、54、224、239、363 —364。

一作为自然史的规律—
—15。
-一-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

-一它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历史形式

方式的一般运动规律（主要规

—它与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的

律）—
—70。

一资本积累是资本中义牛产的一
般规律—
—156、279。

一■资本主义的人口规律—
—218。
_资产阶级的观点 —
—15、23、

64 —65o
资本主义生产

---- 概述---- 355 s367 一368。
一剰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

的—
—见剩余价值、

---- 它的基本条件 ---- 16、24、54、

58,223 —224、241、418 —419。
—
—它的形成和发展—
—15、26、54、

224,329,336 _337、364。
—它的物质结果—
—
—383。
---- 它的二律背反---- 280。
—和生产规模一284。
—

—和必要劳动时间—
—
—279、284。
一■■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46、

—~222、224。
区别—
—237 _238、356。
—资本积累是它的趋势 —
—
—156、

279。
―它的矛盾和对立 —
—见矛盾。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强迫进行
剩余劳动—
—71、418_419。
—它在农业中的出现—
—
—30。

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它的理

论表现一见资产阶级政治经
济学。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它是永
—
恒的、自然的生产形式—
—15、

223 —2240
-一重农学派对它的分析—
—16

19、22 _23。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劳动和资本的关
系）---- 147。
---- 它的物化----- 158。
一作为卖者和买者之间的关系

名目索引

----- 359、384 —386o
—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

---- ~30 _31。
---- 和所有权关系---- 30。
一庸俗政治经济学以服务的形式

掩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雇佣劳
动和资本的关系）一见资产阶

级庸俗政治经济学《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一一355。
—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的统----- 53、82、298、300。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矛盾

---- 概述---- 25、258、283、340、

342_343、348、369。
一生产和消费的矛盾 —
—222、

250 —251x342 +-343。
—资产阶级对现实矛盾的解择

—25 —26x280 —281、340、344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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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263 _266、278、319、355。
---- 对劳动价值论的发展---- 46 —

、 、 。

47 56 75

---- 对现有制度的批判---- 362。
一对剩余价值的本质和来源的掎
测—
—27、75、218。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超历史
—
的考察—
—15。
一■■对再生产过程的考察—
—414。

—它与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
的区别---- 68、81、161 —163、

349—350、356—358、364 —
365。
并见李嘉囝，大卫;斯密，亚当。

资产阶级立法
---- 合法权利（所有权）---- 382。
—法国的革命立法—
—
—26。
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者一 417 -

422、o

资产阶级—
—见资本家阶级。

资产阶级社会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它的历史发展—
—
—15、23、161 —

—它的科学功绩—
—
—13、15、16

、

19、62、63 136、137 —138、141、

355、415。
—它的方法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
性—
—161、355、363。

---- 它的研究方法的缺險---- 66、

69 —70,241 一 242。
---- 它的庸俗成分---- 20、33、35 —

36。
—它把剩余价值的创造作为生产

劳动的标准--- 19、136 —138、

162。
—它的社会结构 —
—
—346、350 —

351。
—其中各种职能互为前提一

348。
---- 和所有权的根源---- 417 _418。
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

—它的辩护性和不科学性 —
—
—

250—251、261 —262、322、
324—327、352 —353、358 -

359、361 —3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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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理论—
—见马尔萨斯主义。
—节欲论一一 36。
—

—形而上学的考察方式一 15—

—它以服务的形式掩盖资本主义
—

生产关系（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

系）一—355

356、359 —360。

—它把使用价值和价值、生产和消
—
费等同起来---- 222 —223、

342 —343x361.367 一368。
---- 论利润---- 31 —38、55 —57、

223、333 —338,383 一384。
—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

157、161 —163、222 —223、240、

251、322 —327,

35 一36。

340 —341、

348 一350、352、359 — 360。

16、222 —223x345 一347。
---- 研究方法的缺陷---- 7、66、70、

242 —243x372 o
—为资本辩护—
—
—26、162 —163、

322、342、371。
—“节约”（积蓄）的理论一
—

37 —

40、163。
一论剩余价值和它的特殊形式

—11、20 —21、66、70 —71、169
—
— 170。
—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

139 —140、161 一 163、166、251、

—论生产过剩一287、326。
—

259、315、325 —330、341 —342>

—鼓吹挥霍浪费—
—
—327、343、

361 —365。

360 —361、362。

—论再生产—
—
—84、374 —382、

—和古典经济学家—
—
—20 一 21、

34,35 _36。

—论生产过剩一287、326。
—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它把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等同
—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
—
表现—
—15—16、23 —24、46、

162、242、263 一265、346、349 —

350x361 —362 >414

398 —415。

一415。

—它的功绩—
—
—13、16 —17x22 —

24x62x159—161,416o
—它的历史主义因素—
—
—13、237、

于物质内容—
—15、243、346、

372。
—把价值等同于使用价值—
—
—19,

25、138、159、325。
—把社会产品的价值归结为收入
—

----- 75x79 一82、133、135、262 —

263o

26、62、65 — 66、74 —75, 137 —

一把剩余价值和利润混为谈
----- 7、62 —63、70。
---- 把资本由关系变为物一一 71。

138,161 一 162。

—对剰余价值的本质和来源的猜
—

358x363c
—它的演变—
—
—11、15、23 —24、

—它的庸俗成分—
—
—20、32 —33、

想—
—27、75、218。

名目索引
—在考察剩余价值中的根本错误
—

----- 7、70o
—寻求“不变的价值尺度"—
—
—

48—49、50、136o
---- 不能正确W:解货币的本质----

70。

自然

-作为劳动的基本条件一24。
—自然生产条件—
—
—22,34 一35。

—
—和人—
—'346。
自然科学
—资本主义条件F的自然科学
—

---- 宣扬自由竞争---- 26、41、156。

—关丁-资本家的现点的演变—
—
—

*~~1630
—自然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
—
—

163。

162—163,328 —329。
—重农学派是仑的鼻祖—
—
—15。

—
—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它的
批判—
—395、417。

并见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资产

宗教
—宗教教育__348。
—

—和工人—
—
—249。
—和哲学—
—
—见哲学。

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斯密、李

租地农场主

嘉图、李嘉图学派、重农学派、货

---- 他的不变资本---- 79。

币主义和重商主义、魁奈的经济

---- 他的实际财富---- 79(,

表、马尔萨斯主义。

和土地所有者—~79、381 —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 李嘉图学派经济学家的研究方
—
法---- 66。

主体和客体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主体和客
—
体的关系---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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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作家
—概述—
—
—147、348。
—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家
—

—41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