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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１８６７年８月１６日给恩格斯的信



献  给

我的不能忘记的朋友

勇敢的忠实的高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威廉·沃尔弗

１８０９年６月２１日生于塔尔瑙

１８６４年５月９日死于曼彻斯特流亡生活中



第一版序言



第 一 版 序 言
１

现在我把这部著作的第一卷交给读者。这部著作是我１８５９年

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初篇和续篇相隔很久，是由

于多年的疾病一再中断了我的工作。

前书的内容已经概述在这一卷的第一章中。２这样做不仅是

为了联贯和完整，叙述方式也改进了。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前

书只是略略提到的许多论点，这里都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相反地，

前书已经详细阐述的论点，这里只略略提到。关于价值理论和货

币理论的历史的部分，现在自然完全删去了。但是前书的读者可

以在本书第一章的注释中，找到有关这两种理论的历史的新材料。

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所以本书第一章，特别是

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其中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

析，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１）以货币形式为其完成形

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

智慧在这方面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

（１） 这样做之所以更加必要，是因为甚至斐·拉萨尔著作中反对舒尔采－德里

奇的部分，即他声称已经提出我对那些问题的阐述的“思想精髓”的部分３，也包含着

严重的误解。顺便说一下，斐·拉萨尔经济著作中所有一般的理论原理，如关于资本

的历史性质、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等等，几乎是逐字地——甚至包括

我创造的术语——从我的作品中抄去的，而且没有说明出处，这样做显然是出于宣传

上的考虑。我当然不是说他在细节上的论述和实际上的应用，这同我没有关系。

７



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

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并且，分析经济形

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

来代替。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

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

种形式好象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镜下

的解剖所要做的那种琐事。

因此，除了价值形式那一部分外，不能说这本书难懂。当然，

我指的是那些想学到一些新东西、因而愿意自己思考的读者。

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

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

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

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

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

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

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４！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

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

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

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撇开这点不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在我们那里完全确立的

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厂里，由于没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厂法，情

况比英国要坏得多。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

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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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

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

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

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德国和西欧大陆其他国家的社会统计，与英国相比是很贫乏

的。然而它还是把帷幕稍稍揭开，使我们刚刚能够窥见幕内美杜

莎的头。如果我国各邦政府和议会象英国那样，定期指派委员会

去调查经济状况，如果这些委员会象英国那样，有全权去揭发真

相，如果为此能够找到象英国工厂视察员、编写《公共卫生》报

告的英国医生、调查女工童工受剥削的情况以及居住和营养条件

等等的英国调查委员那样内行、公正、坚决的人们，那末，我国

的情况就会使我们大吃一惊。柏修斯需要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

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

决不要在这上面欺骗自己。正象十八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

洲中产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十九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

人阶级敲起了警钟。在英国，变革过程已经十分明显。它达到一

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大陆。在那里，它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

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所以，现在

的统治阶级，不管有没有较高尚的动机，也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切

身利益，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除

去。因此，我在本卷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英国工厂法的历史、

内容和结果。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

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

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

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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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

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

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

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

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

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

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

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

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例如，英

国高教会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八个信条展开的

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在

今天，同批评传统的财产关系相比，无神论本身是一种很轻的罪。

但在这方面，进步仍然是无可怀疑的。以最近几星期内发表的蓝

皮书５《关于工业和工联问题同女王陛下驻外公使馆的通讯》为例。

英国女王驻外使节在那里坦率地说，在德国，在法国，一句话，在

欧洲大陆的一切文明国家，现有的劳资关系的变革同英国一样明

显，一样不可避免。同时，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副总统威德先生也

在公众集会上说：在奴隶制废除后，资本关系和土地所有权关系

的变革会提到日程上来！这是时代的标志，不是用紫衣黑袍遮掩

得了的。这并不是说明天就会出现奇迹。但这表明，甚至在统治

阶级中间也已经透露出一种模糊的感觉：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

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

这部著作的第二卷将探讨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

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册）将探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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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史。

  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

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

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６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６７年７月２５日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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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版 跋

我首先应当向第一版的读者指出第二版中所作的修改。很明

显的是，篇目更加分明了。各处新加的注，都标明是第二版注。就

正文说，最重要的有下列各点：

第一章第一节更加科学而严密地从表现每个交换价值的等式

的分析中引出了价值，而且明确地突出了在第一版中只是略略提

到的价值实体和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之间的联系。

第一章第三节（价值形式）全部改写了，第一版的双重叙述就要

求这样做。——顺便指出，这种双重叙述是我的朋友，汉诺威的

路·库格曼医生建议的。１８６７年春，初校样由汉堡寄来时，我正

好访问他。他劝我说，大多数读者需要有一个关于价值形式的更

带讲义性的补充说明。——第一章最后一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

及其秘密》大部分修改了。第三章第一节（价值尺度）作了详细

的修改，因为在第一版中，考虑到《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９年柏

林版）已有的说明，这一节是写得不够细致的。第七章，特别是

这一章的第二节，作了很大的修改。

原文中局部的、往往只是修辞上的修改，用不着一一列举出

来。这些修改全书各处都有。但是，现在我校阅要在巴黎出版的

法译本时，发现德文原本某些部分需要更彻底地修改，某些部分

需要更好地修辞或更仔细地消除一些偶然的疏忽。可是我没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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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这样做，因为只是在１８７１年秋，正当我忙于其他迫切的工作的

时候，我才接到通知说，书已经卖完了，而第二版在１８７２年１月

就要付印。

《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

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一个在经济方面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

维也纳的工厂主迈尔先生，在普法战争期间发行的一本小册子７

中说得很对：被认为是德国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已

在德国的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

复活了。８

在德国，直到现在，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古斯达

夫·冯·居利希在他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中，特

别是在１８３０年出版的该书的前两卷中，已经大体上谈到了妨碍我

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因而也妨碍我国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建

立的历史条件。可见，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缺乏生存的基础。它作

为成品从英国和法国输入；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是学生。别

国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教条集成，被他们

用包围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去解释，就是说，被曲解

了。他们不能把在科学上无能为力的感觉完全压制下去，他们不

安地意识到，他们必须在一个实际上不熟悉的领域内充当先生，于

是就企图用博通文史的美装，或用无关材料的混合物来加以掩饰。

这种材料是从所谓官房学——各种知识的杂拌，满怀希望的①德

国官僚候补者必须通过的炼狱之火——抄袭来的。

从１８４８年起，资本主义生产在德国迅速地发展起来，现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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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的欺诈盛行的时期。但是我们的专家还是命运不好。当他们

能够公正无私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在德国的现实中没有现代的

经济关系。而当这种关系出现时，他们所处的境况已经不再容许

他们在资产阶级的视野之内进行公正无私的研究了。只要政治经

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

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

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

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

拿英国来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

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

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

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

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还在李嘉

图活着的时候，就有一个和他对立的人西斯蒙第批判资产阶级的

经济科学了。（１）

随后一个时期，从１８２０年到１８３０年，在英国，政治经济学

方面的科学活动极为活跃。这是李嘉图的理论庸俗化和传播的时

期，同时也是他的理论同旧的学派进行斗争的时期。这是一场出

色的比赛。当时的情况，欧洲大陆知道得很少，因为论战大部分

是分散在杂志论文、关于时事问题的著作和抨击性小册子上。这

一论战的公正无私的性质——虽然李嘉图的理论也例外地被用作

攻击资产阶级经济的武器——可由当时的情况来说明。一方面，大

工业刚刚脱离幼年时期；大工业只是从１８２５年的危机才开始它的

（１） 见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３９页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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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就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资本和劳动

之间的阶级斗争被推到后面：在政治方面是由于纠合在神圣同盟

周围的政府和封建主同资产阶级所领导的人民大众之间发生了纠

纷；在经济方面是由于工业资本和贵族土地所有权之间发生了纷

争。这种纷争在法国是隐藏在小块土地所有制和大土地所有制的

对立后面，在英国则在谷物法颁布后公开爆发出来。这个时期英

国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使人想起魁奈医生逝世后法国经济学的狂

飙时期，但这只是象晚秋晴日使人想起春天一样。１８３０年，最终

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

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

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

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

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

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

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甚至以工

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为首的反谷物法同盟１０抛出的强迫人接受的

小册子，由于对地主贵族展开了论战，即使没有科学的意义，毕

竟也有历史的意义。但是从罗伯特·皮尔爵士执政以来，这最后

一根刺也被自由贸易的立法从庸俗经济学那里拔掉了。

１８４８年大陆的革命也在英国产生了反应。那些还要求有科学

地位、不愿单纯充当统治阶级的诡辩家和献媚者的人，力图使资

本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

于是，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最著名代表的毫无生气的混合

主义产生了。这宣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关于这一点，

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尼·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穆勒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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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概述》中已作了出色的说明。

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在法英两国通过历史

斗争而明显地暴露出来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在德国成熟起

来，同时，德国无产阶级比德国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已经有了更明

确的阶级意识。因此，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看来

在德国有可能产生的时候，它又成为不可能了。

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分成了两派。

一派是精明的、贪利的实践家，他们聚集在庸俗经济学辩护论的

最浅薄的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巴师夏的旗帜下。另一派是以经

济学教授资望自负的人，他们追随约·斯·穆勒，企图调和不能

调和的东西。德国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衰落时期，也同在它的古

典时期一样，始终只是学生、盲从者和模仿者，是外国大商行的

小贩。

所以，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

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排除对它进行

批判的可能性。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

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

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德国资产阶级的博学的和不学无术的代言人，最初企图象他

们在对付我以前的著作时曾经得逞那样，用沉默置《资本论》于

死地。当这种策略已经不再适合时势的时候，他们就借口批评我

的书，开了一些单方来“镇静资产阶级的意识”，但是他们在工人

报刊上（例如约瑟夫·狄慈根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文章１１）

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至今还没有对这些对手作出答复。（１）

（１） 德国庸俗经济学的油嘴滑舌的空谈家，指责我的著作的文体和叙述方法。没

有人会比我本人更严厉地评论《资本论》的文字上的缺点。然而，为了使这些先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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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７２年春，彼得堡出版了《资本论》的优秀的俄译本。初版

三千册现在几乎已售卖一空。１８７１年，基辅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尼·季别尔先生在他的《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的理论》一书中就

已经证明，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

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使西欧读者在阅读他的这本出色的著

作时感到惊异的，是纯理论观点的始终一贯。

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各种

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

例如，巴黎的《实证论者评论》１２一方面责备我形而上学地研

究经济学，另一方面责备我——你们猜猜看！——只限于批判地

分析既成的事实，而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孔德主义的

吗？）。关于形而上学的责备，季别尔教授指出：

“就理论本身来说，马克思的方法是整个英国学派的演绎法，其优点和缺

点是一切最优秀的理论经济学家所共有的。”１３

莫·布洛克先生在《德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摘自１８７２年

７月和８月《经济学家杂志》）一文中，指出我的方法是分析的方

法，他说：

“马克思先生通过这部著作而成为一个最出色的具有分析能力的思想

家”。

其读者受益和愉快，我要在这里援引一篇英国的和一篇俄国的评论。同我的观点完全

敌对的《星期六评论》在其关于德文第一版的短评中说道：叙述方法“使最枯燥无味

的经济问题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１８７２年４月２０日的《圣彼得堡消息报》也说：“除

了少数太专门的部分以外，叙述的特点是通俗易懂，明确，尽管研究对象的科学水平

很高却非常生动。在这方面，作者……和大多数德国学者大不相同，这些学者……用

含糊不清、枯燥无味的语言写书，以致普通人看了脑袋都要裂开。”但是，对现代德国

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教授的著作的读者说来，要裂开的是和脑袋完全不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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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的评论家当然大叫什么黑格尔的诡辩。彼得堡的《欧洲

通报》在专谈《资本论》的方法一文（１８７２年５月号第４２７—４３６

页）１４中，认为我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现实主义的，而叙述方法不

幸是德国辩证法的。作者写道：

“如果从外表的叙述形式来判断，那末最初看来，马克思是最大的唯心主

义哲学家，而且是德国的即坏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实际上，在经济学的批

判方面，他是他的所有前辈都无法比拟的现实主义者…… 决不能把他称为

唯心主义者。”

我回答这位作者先生的最好的办法，是从他自己的批评中摘

出几段话来，这几段话也会使某些不懂俄文原文的读者感到兴

趣。   

这位作者先生从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１８５９年柏林

版第４—７页１５，在那里我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中摘

引一段话后说：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

象的规律。而且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这些现象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

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种规律。在他看来，除此而外，

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

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他一发

现了这个规律，就详细地来考察这个规律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后果

…… 所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

的社会关系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

据的事实。为了这个目的，只要证明现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时证明这种秩序

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就完全够了，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

相信，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这种过渡。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

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

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 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着这种从属

作用，那末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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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这就是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

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

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唯一重要的是，把两种事实尽量准

确地研究清楚，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同样

准确地把各种秩序的序列、把这些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联贯性和联系研究

清楚…… 但是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

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

在的…… 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

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

外的规律支配。总之，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

史颇相类似…… 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

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 对现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

会机体象动植物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 由于各种机体的整个结构不

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

一个现象却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例如，马克思否认人口规律在任何时候

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相反地，他断言每个发展阶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规律

……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

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

度，这样，他只不过是极其科学地表述了任何对经济生活进行准确的研究必

须具有的目的…… 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

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

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

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

当，并且在考察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

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

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

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

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

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

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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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

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

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

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

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

已。

将近三十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

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

卷时，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

模仿者们１６，却已高兴地象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森对

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

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

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

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

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

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

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

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

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

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

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

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

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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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普遍危机。这个危机又要临头了，虽然它还处于预备阶段；由

于它的舞台的广阔和它的作用的强烈，它甚至会把辩证法灌进新

的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暴发户们的头脑里去。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７３年１月２４日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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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文 版 序 言

致莫里斯·拉沙特尔公民

亲爱的公民：

您想定期分册出版《资本论》的译本，我很赞同。这本书这

样出版，更容易到达工人阶级的手里，在我看来，这种考虑是最

为重要的。

这是您的想法好的一面，但也有坏的一面：我所使用的分析

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前几章读起来相

当困难。法国人总是急于追求结论，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同他们直

接关心的问题的联系，因此我很担心，他们会因为一开始就不能

继续读下去而气馁。

这是一种不利，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

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

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亲爱的公民，请接受我对您的忠诚。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７２年３月１８日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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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给《资本论》第一卷法文本出版者拉沙特尔的信



法 文 版 跋

约·鲁瓦先生保证尽可能准确地、甚至逐字逐句地进行翻译。

他非常认真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正因为他那样认真，我不得

不对表述方法作些修改，使读者更容易理解。由于本书分册出版，

这些修改是逐日作的，所以不能处处一样仔细，文体不免有不一

致的地方。

在担负校正工作后，我就感到作为依据的原本（德文第二

版）应当作一些修改，有些论述要简化，另一些要加以完善，一

些补充的历史材料或统计材料要加进去，一些批判性评注要增加，

等等。不管这个法文版本有怎样的文字上的缺点，它仍然在原本

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甚至对懂德语的读者也有参考价值。

下面是我从德文第二版跋中摘引的几段，是有关政治经济学

在德国的发展和本书运用的方法的。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７５年４月２８日于伦敦

９２



第 三 版 序 言

马克思不幸已不能亲自进行这个第三版的付印准备工作。这

位大思想家——现在，连反对他的人也拜服他的伟大了——已于

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４日逝世。

我失去了一个相交四十年的最好的、最亲密的朋友，他给我

的教益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现在，不论出版这个第三版的任务，

还是出版以手稿形式遗留下来的第二卷的任务，都落在我的身上

了。在这里，我应该告诉读者，我是怎样履行前一项任务的。

马克思原想把第一卷原文大部分改写一下，把某些论点表达

得更明确一些，把新的论点增添进去，把直到最近时期的历史材

料和统计材料补充进去。由于他的病情和急于完成第二卷的定稿，

他放弃了这一想法。他只作了一些最必要的修改，只把当时出版

的法文版（《Ｌ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ｐａｒ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Ｐａｒｉｓ，Ｌａｃｈａｔｒｅ，

１８７３１７）中已有的增补收了进去。

在马克思的遗物中，我发现了一个德文本，其中有些地方他

作了修改，标明何处应参看法文版；同时还发现了一个法文本，其

中准确地标出了所要采用的地方。这些修改和增补，除少数外，都

属于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即资本的积累过程那一篇。旧版的这一

篇原文比其他各篇更接近于初稿，而前面各篇都作过比较彻底的

修改。因此，这一篇的文体更加生动活泼，更加一气呵成，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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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讲究，夹杂英文语气，有不明确的地方；叙述过程中间或有

不足之处，因为个别重要论点只是提了一下。

说到文体，马克思亲自彻底校订了许多章节，并且多次作过

口头指示，这就给了我一个标准去取舍英文术语和英文语气。马

克思一定还会修改那些增补的地方，并且用他那精练的德语代替

流畅的法语；而我只要把它们移译过来，尽量和原文协调一致，也

就满足了。

因此，在这第三版中，凡是我不能确定作者自己是否会修改

的地方，我一个字也没有改。我也没有想到把德国经济学家惯用

的一些行话弄到《资本论》里面来。例如，这样一种费解的行话：

把通过支付现金而让别人为自己劳动的人叫做劳动给予者，把为

了工资而让别人取走自己的劳动的人叫做劳动受取者。法文ｔｒａ

ｖａｉｌ〔劳动〕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职业”的意思。但是，如果有个

经济学家把资本家叫做ｄｏｎｎｅｕｒｄｅｔｒａｖａｉｌ〔劳动给予者〕，把工人

叫做ｒｅｃｅｖｅｕｒｄｅｔｒａｖａｉｌ〔劳动受取者〕，法国人当然会把他看作疯

子。

我也不能把原文中到处使用的英制货币和度量衡单位换算成

新德制单位。在第一版出版时，德制度量衡种类之多，犹如一年

的天数那样，马克有两种（帝国马克当时还只存在于泽特贝尔的

头脑中，这是他在三十年代末发明的），古尔登有两种，塔勒至少

有三种，其中一种以“新三分之二”１８为单位。在自然科学上通用

的是公制度量衡，在世界市场上通用的是英制度量衡。在这种情

况下，对于一部几乎完全要从英国的工业状况中取得实际例证的

著作来说，采用英制计量单位是很自然的。这后一种理由直到今

天还有决定意义，尤其因为世界市场上的有关情况几乎没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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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而且正是在那些有决定意义的工业部门——制铁业和棉纺

织业，至今通用的还几乎完全是英制度量衡。

最后，我说几句关于马克思的不大为人们了解的引证方法。在

单纯叙述和描写事实的地方，引文（例如引用英国蓝皮书）自然

是作为简单的例证。而在引证其他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的地方，情

况就不同了。这种引证只是为了确定：一种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

经济思想，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的。

这里考虑的只是，所提到的经济见解在科学史上是有意义的，能

够多少恰当地从理论上表现当时的经济状况。至于这种见解从作

者的观点来看是否还有绝对的或相对的意义，或者完全成为历史

上的东西，那是毫无关系的。因此，这些引证只是从经济科学的

历史中摘引下来作为正文的注解，从时间和首倡者两方面说明经

济理论中各个比较重要的成就。这种工作在这样一种科学上是很

必要的，这种科学的历史著作家们一直只是以怀有偏见、不学无

术、追名逐利而著称。——现在我们也会明白，和第二版跋中所

说的情况一样，为什么马克思只是在极例外的场合才引证德国经

济学家的言论。

第二卷可望在１８８４年出版。

弗里德思希·恩格斯

１８８３年１１月７日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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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文 版 序 言

关于《资本论》英译本的出版，不需要作任何解释了。但是

鉴于本书阐述的理论几年前就已经为英美两国的定期刊物和现代

著作经常提到，被攻击或辩护，被解释或歪曲，倒是需要说明一

下为什么这个英译本延迟到今天才出版。

作者于１８８３年逝世后不久，我们就明显地感到这部著作确实

需要一个英文版本，当时赛米尔·穆尔先生（马克思和本文作者

多年的朋友，他可能比任何人都更熟悉这部著作）同意担任马克

思的遗著处理人迫切希望出版的英译本的翻译工作。我们商定，由

我对照原文校订译稿，并且在我认为适当的地方提出修改意见。但

是后来，我们看到，穆尔先生本身的业务使他不能如我们大家所

期待的那样很快完成翻译工作，于是我们欣然接受了艾威林博士

的建议，由他担任一部分翻译工作。同时，马克思的小女儿艾威

林夫人建议，由她核对引文，把引自英国作者和蓝皮书并由马克

思译成德文的许多文句恢复成原文。除了少数无法避免的例外，她

全部完成了这项工作。

本书下述各部分是艾威林博士翻译的：１．第十章（工作日）

和第十一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２．第六篇（工资，包

括第十九章至第二十二章）；３．第二十四章第四节（决定积累量

的情况）至本书结尾，包括第二十四章最后一部分，第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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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八篇全部（第二十六章至第三十三章）；４．作者的两篇序言。
１９

其余部分全是穆尔先生翻译的。因此，译者只对各自的译文负责，

而我对整个工作负全部责任。

我们全部译文所依据的德文第三版，是我在１８８３年利用作者

遗留的笔记整理的，笔记注明第二版的哪些地方应当改成１８７３年

法文版标出的文句。（１）第二版原文中这样修改的地方，和马克

思曾经为一个英译本（大约十年前在美国有人打算出版的一个英

译本，但主要由于没有十分合适的译者而作罢）所写的许多书面

指示中提出需要修改的地方大体相同。这份手稿是由我们的老朋

友，新泽西州霍布根的弗·阿·左尔格提供给我们的。手稿指出，

还有一些地方应该按照法文版进行补充；但是因为这份手稿是早

在马克思对第三版作最后指示的前几年写的，所以我不敢随便利

用它，除非在个别情况下，并且主要是在它有助于我们解决某些

疑难问题的情况下才加以利用。而大多数有疑难问题的句子，我

们也参考了法文本，因为它指出了，原文中某些有意义而在翻译

中不得不舍弃的地方，作者自己也是打算舍弃的。

可是，有一个困难是我们无法为读者解除的。这就是：某些

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

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一门科

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化学

是最好的例证，它的全部术语大约每二十年就彻底变换一次，几

乎很难找到一种有机化合物不是先后拥有一系列不同的名称的。政治经

（１） 《资本论》，卡尔·马克思著，莫·约·鲁瓦译，全文由作者校阅，由拉沙

特尔在巴黎出版。这个译本，特别是该书的最后一部分，对德文第２版作了相当多的

修改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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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通常满足于照搬工商业生活上的术语并运用这些术语，完全

看不到这样做会使自己局限于这些术语所表达的观念的狭小范

围。例如，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完全知道，利润和地租都不过是

工人必须向自己雇主提供的产品中无酬部分（雇主是这部分产品

的第一个占有者，但不是它的最后的唯一的所有者）的一部分、一

份，但即使这样，它也从来没有超出通常关于利润和地租的概念，

从来没有把产品中这个无酬部分（马克思称它为剩余产品），就其

总和即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过，因此，也从来没有对它的起源和

性质，对制约着它的价值的以后分配的那些规律有一个清楚的理

解。同样，一切产业，除了农业和手工业以外，都一概被包括在

制造业（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这个术语中，这样，经济史上两个重大的

本质不同的时期即以手工分工为基础的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和以

使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时期的区别，就被抹杀了。不言而喻，

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作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

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作是永恒的最终阶段的那些

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

关于作者的引证方法，不妨说几句。在大多数场合，也和往

常一样，引文是用作证实文中论断的确凿证据。但在不少场合，引

证经济学著作家的文句是为了证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

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某一观点。只要引用的论点具有重要意义，能

够多少恰当地表现某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和交换条件，

马克思就加以引证，至于马克思是否承认这种论点，或者说，这

种论点是否具有普遍意义，那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因此，这些引

证是从科学史上摘引下来并作为注解以充实正文的。

我们这个译本只包括这部著作的第一卷。但这第一卷是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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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完整的著作，并且二十年来一直被当作一部独立的著作。１８８５

年我用德文出版的第二卷，由于没有第三卷，显然是不完全的，而

第三卷在１８８７年年底以前不能出版。到第三卷德文原稿刊行时，

再考虑准备第二、三两卷的英文版也为时不晚。

《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任何一

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

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不仅在德国和瑞士是这样，而且在

法国，在荷兰和比利时，在美国，甚至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是这

样；各地的工人阶级都越来越把这些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

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而在英国，马克思的理论正是

在目前对社会主义运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个运动在“有教养

者”队伍中的传播，不亚于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传播。但这并不

是一切。彻底研究英国的经济状况成为国民的迫切需要的时刻，很

快就会到来。这个国家的工业体系的运动，——没有生产的从而

没有市场的经常而迅速的扩大，这种运动就不可能进行，——已

趋于停滞。自由贸易已经无计可施了；甚至曼彻斯特对自己这个

昔日的经济福音也发生了怀疑。（１）迅速发展的外国工业，到处

直接威胁着英国的生产，不仅在受关税保护的市场上，而且在中立市场

上，甚至在英吉利海峡的此岸都是这样。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

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１８２５年至１８６７年每十年反复一次

的停滞、繁荣、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周期，看来确实已经结束，但这只

（１）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曼彻斯特商会季度会议上，对自由贸易问题进行了激烈

的辩论。会上曾提出决议案：“鉴于我们徒然等了４０年时间，尚未见到其他国家效法

英国的自由贸易，本商会认为，现在已到了重新考虑自己立场的时候。”决议案仅以一

票之差被否决，即２１票赞成，２２票反对。——１８８６年１１月１日《旗帜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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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使我们陷入无止境的经常萧条的绝望泥潭。人们憧憬的繁荣时

期将不再来临；每当我们似乎看到繁荣时期行将到来的种种预兆，

这些预兆又消失了。而每一个冬天的来临都重新提出这一重大问

题：“怎样对待失业者”；虽然失业人数年复一年地增加，却没有

人解答这个问题；失业者再也忍受不下去，而要起来掌握自己命

运的时刻，几乎指日可待了。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时刻，应当倾

听这样一个人的声音，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

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他从这种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

在欧洲，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

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当然，他从来没有忘记附上一句话：他

并不指望英国的统治阶级会不经过“维护奴隶制的叛乱”２０而屈服

在这种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面前。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１８８６年１１月５日

７３英 文 版 序 言



第 四 版 序 言

第四版要求我尽可能把正文和注解最后确定下来。我是怎样

实现这一要求的，可以简单说明如下：

根据再一次对照法文版和根据马克思亲手写的笔记，我又把

法文版的一些地方补充到德文原文中去。这些补充是在第８０页

（第３版第８８页）、第４５８—４６０页（第３版第５０９—５１０页）、第

５４７—５５１页（第３版第６００页）、第５９１—５９３页（第３版第６４４

页）和第５９６页（第３版第６４８页）注７９。①此外，我还按照法文

版和英文版把一个很长的关于矿工的注解（第３版第５０９—５１５

页）移入正文（第４版第４６１—４６７页）②。其他一些小改动都是纯

技术性的。

其次，我还补加了一些说明性的注释，特别是在那些由于历

史情况的改变看来需要加注的地方。所有这些补加的注释都括在

四角括号里，并且注有我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或《Ｄ．Ｈ．》。③

最近出版英文版时，曾对许多引文作了全面的校订，这是很

必要的。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不辞劳苦，对所有引文的原文都

进行了核对，使占引文绝大多数的英文引文不再是德文的转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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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原来的英文原文。因此，在出第四版时，我必须参考这个恢

复了原文的版本。在参考中发现了某些细小的不确切的地方：有

的引文页码弄错了（这一部分是由于从笔记本上转抄时抄错了，一

部分是由于前三版堆积下来的排印的错误）；有的引号和省略号放

错了位置（从札记本上抄录这么多的引文，这种差错是不可避免

的）；还有某些引文在翻译时用字不很恰当。有一些引文是根据马

克思在１８４３—１８４５年在巴黎记的旧笔记本抄录的，当时马克思还

不懂英语，他读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是读的法译本；那些经过两

次转译的引文多少有些走了原意——如引自斯图亚特、尤尔等人

著作的话就是如此。这些地方我都改以英文原文为根据。其他一

些细小的不确切和疏忽的地方也都改正了。把第四版和以前各版

对照一下，读者就会看出，所有这些细微的改正，并没有使本书

的内容有丝毫值得一提的改变。只有一段引文没有找到出处，这

就是理查·琼斯的一段话（第４版第５６２页注４７①）；多半是马克

思把书名写错了２１。所有其余的引文都仍然具有充分的说服力，甚

至由于现在更加确切而更加具有说服力了。

不过，在此我不得不回溯一段往事。

据我所知，马克思的引文的正确性只有一次被人怀疑过。由

于马克思逝世后这段引文的事又被重新提起，所以我不能不讲一

讲。２２

１８７２年３月７日，德国工厂主联盟的机关刊物柏林《协和》杂

志刊登了一篇匿名作者的文章，标题是《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

证的》。这篇文章的作者义愤填膺、粗暴无礼地指责马克思歪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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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了格莱斯顿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６日预算演说中的话（这句话引用

在１８６４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２３中，并且在《资本论》第１卷

第４版第６１７页即第３版第６７０—６７１页①上再次引用）。这句话就

是：“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

篇文章的作者说，在《汉萨德》的（准官方的）速记记录中根本

没有马克思引的这句话。“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

话。他在演说中说的和这句话正好相反。〈接着是黑体字〉②马克思

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马克思在５月接到了这一期《协和》杂志，他在６月１日的

《人民国家报》上回答了这个匿名作者。由于当时他已记不起这一

句话是引自哪一家报纸的报道，所以只得从两种英文出版物中举

出意思完全相同的这句话，接着他引用了《泰晤士报》的报道。根

据这一报道，格莱斯顿说：

“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我应当承认，我几乎会

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

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

刚刚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完全限于有

产阶级”。

可见，格莱斯顿在这里是说，如果事实如此，他将感到悲痛，

而事实确实是：实力和财富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

级；至于准官方的《汉萨德》，马克思接着说道：“格莱斯顿先生

非常明智地从事后经过炮制的他的这篇演说中删掉了无疑会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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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一句话；不过，这是英国常见的议

会传统，而决不是小拉斯克尔反对倍倍尔的新发明２４。”

这个匿名作者越来越恼怒了。他在自己的答复（７月４日《协

和》杂志）中，抛开了所有第二手的材料，羞羞答答地暗示，按

“惯例”只能根据速记记录引用议会演说；但接着他硬说，《泰晤

士报》的报道（其中有这句“增添”的话）和《汉萨德》的报道

（其中没有这句话）“在实质上完全一致”，还说什么《泰晤士报》

的报道所包含的意思“同成立宣言中这个声名狼藉的地方正好相

反”，然而这位先生却尽量避而不谈这样一个事实：除了这种所谓

“正好相反”的意思外，还恰恰有那个“声名狼藉的地方”。不过，

匿名作者自己也感到难于招架，只有玩弄新的花招才能自拔。他

把自己那篇象上面所证明的通篇“无耻地撒谎”的文章，塞满了

极其难听的骂人话，什么“恶意”，“不诚实”，“捏造的材料”，

“那个捏造的引文”，“无耻地撒谎”，“完全是伪造的引文”，“这种

伪造”，“简直无耻”，等等。同时他又设法暗地里使争论的问题转

向新的方面，并预告要“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明，我们〈即这个

“不会捏造的”匿名作者〉认为格莱斯顿的话包含什么意思”。好

象他那无关紧要的见解还有点意义似的！这另一篇文章在７月１１

日的《协和》杂志上刊登出来了。

马克思在８月７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又作了一次答辩，这

次还引用了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日的《晨星报》和《晨报》的有关的

地方。根据这两家报纸的报道，格莱斯顿说，他会怀着忧虑……

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他相信，增长只

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而这种增长确实只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可

见，在这两种报道中，也都一字不差地重复着所谓马克思“增

添”的那句话。马克思接着把《泰晤士报》的字句同《汉萨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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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句加以对比后再一次断定，第二天早上出版的三种互不相干的

报纸在这一点上完全相同的报道，显而易见地证实了这句话的真

实性，而这句话在根据某种“惯例”审查过的《汉萨德》中却没

有，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格莱斯顿“事后隐瞒了”。马克思最后

声明，他没有时间再同匿名作者争辩，而匿名作者好象也觉得够

了，至少马克思以后再没有收到《协和》杂志。

这个事件看来就此终结而被人遗忘了。诚然后来有一两次从

一些同剑桥大学有来往的人那里传来一些神秘的谣言，说什么马

克思在《资本论》里犯了写作上的大错，但无论怎样仔细追究，都

得不到任何确实的结果。可是，１８８３年１１月２９日，即马克思逝

世后八个月，《泰晤士报》上登载了一封剑桥三一学院的来信，署

名是塞德莱·泰勒。这个搞最温和的合作运动的小人物在来信中

完全出乎意外地使我们终于不仅弄清了剑桥的谣言，而且也弄清

了《协和》杂志上的那个匿名作者。

这个三一学院的小人物写道：

“使人特别惊异的是，布伦坦诺教授（当时在布勒斯劳，现在斯特拉斯堡

任教）终于……揭露了在国际〈成立〉宣言中引用格莱斯顿演说时所怀的恶

意。卡尔·马克思先生……曾企图为此进行辩护，但很快就被布伦坦诺巧妙

的攻击打垮了，而他在垂死的挣扎中还敢于断言，格莱斯顿先生在１８６３年４

月１７日《泰晤士报》刊登他的演说原文之后，加工炮制了一份供《汉萨德》

登载的演说记录，删掉了一句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话。

当布伦坦诺通过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证明《泰晤士报》和《汉萨德》的

报道彼此一致，绝对没有通过狡猾的断章取义而给格莱斯顿的话硬加上的那

个意思时，马克思就借口没有时间而拒绝继续进行论战！”

这就是全部事情的真相！布伦坦诺先生在《协和》杂志上发

动的匿名攻击，在剑桥生产合作社的幻想小说中是多么辉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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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个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圣乔治这样摆着架式，这样挺着剑
２５
，

进行“巧妙的攻击”，而恶龙马克思“很快被打垮”，倒在他的脚

下，“在垂死的挣扎中”断了气！

但这种阿里欧斯托式的全部战斗描写，只是为了掩盖我们这

位圣乔治的诡计。他在这里再也不提什么“增添”，什么“伪造”，

而只是说“狡猾的断章取义”了。整个问题完全转向另一个方面

了，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圣乔治和他的剑桥的卫士当然非常清楚。

爱琳娜·马克思在《今日》月刊（１８８４年２月）上对泰勒做

了答辩——因为《泰晤士报》拒绝刊登她的文章。她首先把辩论归

结到原来的这一点上：是不是马克思“增添”了这句话？塞德莱·泰勒

先生回答说，在他看来，在马克思和布伦坦诺之间的争论中，

“格莱斯顿先生的演说中是否有这句话完全是次要问题，更主要的是，引用这

句话的目的是正确传达格莱斯顿的意思，还是歪曲他的意思”。

接着，他承认说，《泰晤士报》的报道“的确包含有文字上的

矛盾”，但是，如果正确地推断，也就是照自由主义的格莱斯顿的

意思推断，据说整个上下文正好表明了格莱斯顿所想说的那个意

思（１８８４年３月《今日》月刊）。这里最可笑的是，虽然照匿名的

布伦坦诺所说，按“惯例”应当从《汉萨德》引证，《泰晤士报》

的报道“必然很粗糙”，但我们这个剑桥的小人物却固执地不从

《汉萨德》引证，而从《泰晤士报》引证。当然，《汉萨德》上根

本没有这句倒霉的话！

爱琳娜·马克思没有费很大力气就在同一期《今日》月刊上

驳倒了这个论据。要么泰勒先生读过１８７２年的论战文章，如果是

这样，那他现在就是在“撒谎”，他的撒谎表现在：他不但“增

添”了原来没有的东西，而且“否定”了原来已有的东西。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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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根本没有读过这些论战文章，那他就根本无权开口。无论如何，

他再也不敢支持他的朋友布伦坦诺控告马克思“增添”引文了。相

反，现在他不是控告马克思“增添”，而是控告马克思删掉了一句

重要的话。其实这句话被引用在成立宣言的第５页上，只在这句

所谓“增添”的话上面几行。至于格莱斯顿演说中包含的“矛

盾”，恰好正是马克思指出了（《资本论》第６１８页注１０５①，即第

３版第６７２页）“１８６３年和１８６４年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

现的显著的矛盾”！不过，他不象塞德莱·泰勒那样企图把这些矛

盾溶化在自由主义的温情之中。爱·马克思在答辩的结尾说：“事

实上完全相反。马克思既没有删掉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也绝对

没有‘增添’任何东西。他只是把格莱斯顿在演说中确实说过、而

又用某种方法从《汉萨德》的报道中抹掉的一句话重新恢复，使

它不致被人们遗忘。”

从此以后，连塞德莱·泰勒先生也闭口不言了。大学教授们

所发动的整个这场攻击，在两大国持续二十年之久，而其结果是

任何人也不敢再怀疑马克思写作上的认真态度了。可以想象得到，

正如布伦坦诺先生不会再相信《汉萨德》象教皇般永无谬误那样，

塞德莱·泰勒先生今后也将不会再相信布伦坦诺先生的文坛战报

了。

弗·恩格斯

１８９０年６月２５日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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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篇

商 品 和 货 币

第 一 章

商   品

１．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

和价值（价值实体，价值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

的商品堆积”（１），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

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

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

某种需要的物。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例如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

想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２）这里的问题也不在于物怎样来满足

（１）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９年柏林版第３页２６。

（２） “欲望包含着需要；这是精神的食欲，就象肉体的饥饿那样自然…… 大

部分〈物〉具有价值，是因为它们满足精神的需要。”（尼古拉·巴尔本《新币轻铸论。

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１６９６年伦敦版第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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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需要，是作为生活资料即消费品来直接满足，还是作为生产

资料来间接满足。

每一种有用物，如铁、纸等等，都可以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来

考察。每一种这样的物都是许多属性的总和，因此可以在不同的

方面有用。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

历史的事情。（３）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会尺度，也是这样。商品

尺度之所以不同，部分是由于被计量的物的性质不同，部分是由

于约定俗成。

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４）但这种有用性不是悬在

空中的。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因此，

商品体本身，例如铁、小麦、金钢石等等，就是使用价值，或财

物。商品体的这种性质，同人取得它的使用属性所耗费的劳动的

多少没有关系。在考察使用价值时，总是以它们有一定的量为前

提，如几打表，几码布，几吨铁等等。商品的使用价值为商品学

这门学科提供材料。（５）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

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在

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

承担者。

（３） “物都有内在的长处〈这是巴尔本用来表示使用价值的专门用语〉，这种长

处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如磁石吸铁的长处就是如此。”（尼古拉·巴尔本《新币轻

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１８９６年伦敦版第６页）磁石吸铁的属性

只是在通过它发现了磁极性以后才成为有用的。

（４） “任何物的自然ｗｏｒｔｈ〔价值〕都在于它能满足必要的需要，或者给人类生

活带来方便。”（约翰·洛克《论降低利息的后果》（１６９１年），载于《约翰·洛克著作

集》１７７７年伦敦版第２卷第２８页）在十七世纪，我们还常常看到英国著作家用

《ｗｏｒｔｈ》表示使用价值，用《ｖａｌｕｅ》表示交换价值；这完全符合英语的精神，英语喜

欢用日耳曼语源的词表示直接的东西，用罗马语源的词表示被反射的东西。

（５）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流行着一种法律上的假定，认为每个人作为商品的买

者都具有百科全书般的商品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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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

的量的关系或比例（６），这个比例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

改变。因此，交换价值好象是一种偶然的、纯粹相对的东西，也

就是说，商品固有的、内在的交换价值似乎是一个形容语的矛

盾①。（７）现在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个问题。

某种一定量的商品，例如一夸特小麦，同ｘ量鞋油或ｙ量绸

缎或ｚ量金等等交换，总之，按各种极不相同的比例同别的商品交

换。因此，小麦有许多种交换价值，而不是只有一种。既然ｘ量

鞋油、ｙ量绸缎、ｚ量金等等都是一夸特小麦的交换价值，那末，ｘ

量鞋油、ｙ量绸缎、ｚ量金等等就必定是能够互相代替的或同样大

的交换价值。由此可见，第一，同一种商品的各种有效的交换价

值表示一个等同的东西。第二，交换价值只能是可以与它相区别

的某种内容的表现方式，“表现形式”。

我们再拿两种商品例如小麦和铁来说。不管二者的交换比例

怎样，总是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一定量的小麦等于若干量的

铁，如１夸特小麦＝ａ 铁。这个等式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在两种

不同的物里面，即在１夸特小麦和ａ 铁里面，有一种等量的共同

（６） “价值就是一物和另一物、一定量的这种产品和一定量的别种产品之间的交换关系。”

（列特隆《论社会利益》，［载于］②德尔编《重农学派》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８８９页）

（７） “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有内在的交换价值。”（尼·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

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第６页）或者象巴特勒所说：

      “物的价值

      正好和它会换来的东西相等。”２７

９４第一章 商  品

①

② 本卷中凡是四角括号 ［ ］内的话都是德文版编者加的。——译者注

形容语的矛盾的原文是《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ｉｎａｄｊｅｃｔｏ》，指“圆形的方”，“木制的

铁”一类的矛盾。——译者注



的东西。因而这二者都等于第三种东西，后者本身既不是第一种

物，也不是第二种物。这样，二者中的每一个只要是交换价值，就

必定能化为这第三种东西。

用一个简单的几何学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为了确定和比

较各种直线形的面积，就把它们分成三角形，再把三角形化成与

它的外形完全不同的表现——底乘高的一半。各种商品的交换价

值也同样要化成一种共同东西，各自代表这种共同东西的多量或

少量。

这种共同东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

他的天然属性。商品的物体属性只是就它们使商品有用，从而使

商品成为使用价值来说，才加以考虑。另一方面，商品交换关系

的明显特点，正在于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商品交换关系中，只

要比例适当，一种使用价值就和其他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完全相等。

或者象老巴尔本说的：

“只要交换价值相等，一种商品就同另一种商品一样。交换价值相等的物

是没有任何差别或区别的。”（８）

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

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

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

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可是劳动产品在我们手里也已经起了变化。如

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那末也就是把那些使劳动

（８） “只要交换价值相等，一种商品就同另一种商品一样。交换价值相等的物

是没有任何差别或区别的…… 价值１００镑的铅或铁与价值１００镑的银和金具有相等

的交换价值。”（尼·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第

５３页和第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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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质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它们不再是桌子、

房屋、纱或别的什么有用物。它们的一切可以感觉到的属性都消

失了。它们也不再是木匠劳动、瓦匠劳动、纺纱劳动，或其他某

种一定的生产劳动的产品了。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

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

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

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

现在我们来考察劳动产品剩下来的东西。它们剩下的只是同

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①，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

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

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

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

价值。

我们已经看到，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本身中，商品的交换价值

表现为同它们的使用价值完全无关的东西。如果真正把劳动产品

的使用价值抽去，就得到刚才已经规定的它们的价值。因此，在

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也就是商品

的价值。研究的进程会使我们再把交换价值当作价值的必然的表

现方式或表现形式来考察，但现在，我们应该首先不管这种形式

来考察价值。

可见，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

体现或物化在里面。那末，它的价值量是怎样计量的呢？是用它

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量。劳动本身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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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

如小时、日等作尺度。

可能会有人这样认为，既然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

劳动量来决定，那末一个人越懒，越不熟练，他的商品就越有价

值，因为他制造商品需要花费的时间越多。但是，形成价值实体

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体现在

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在这里是当作一个同

一的人类劳动力，虽然它是由无数单个劳动力构成的。每一个这

种单个劳动力，同别一个劳动力一样，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只

要它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起着这种社会平均劳动力的作

用，从而在商品的生产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

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

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

的劳动时间。例如，在英国采用蒸汽织布机以后，把一定量的纱

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实际上，英国的手工织

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一

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也降

到了它以前的一半。

可见，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９）在这里，单个商品是当作该种商

品的平均样品。（１０）因此，含有等量劳动或能在同样劳动时间内

（９） 第２版注：“当它们〈生活必需品〉互相交换的时候，它们的价值取决于生

产它们所必需的和通常所用掉的劳动量。”（《对货币利息，特别是公债利息的一些看

法》伦敦版第３６、３７页）上一世纪的这部值得注意的匿名著作没有注明出版日期。但

从它的内容可以看出，该书是在乔治二世时代，大约１７３９年或１７４０年出版的。

（１０）“全部同类产品其实只是一个量，这个量的价格是整个地决定的，而不以特

殊情况为转移。”（列特隆《论社会利益》第８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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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同样的价值量。一种商品的价值同其他任

何一种商品的价值的比例，就是生产前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同生产

后者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

的凝固的劳动时间。”（１１）

因此，如果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商品的价值量

也就不变。但是，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

每一变动而变动。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

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

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例

如，同一劳动量在丰收年表现为８蒲式耳小麦，在歉收年只表现

为４蒲式耳。同一劳动量用在富矿比用在贫矿能提供更多的金属

等等。金刚石在地壳中是很稀少的，因而发现金刚石平均要花很

多劳动时间。因此，很小一块金刚石就代表很多劳动。杰科布曾

经怀疑金是否按其全部价值支付过。２９至于金刚石，就更可以这样

说了。厄什韦葛说过，到１８２３年，巴西金刚石矿八十年的总产量

的价格还赶不上巴西甘蔗种植园或咖啡种植园一年半平均产量的

价格，虽然前者代表的劳动多得多，从而价值也多得多。如果发现

富矿，同一劳动量就会表现为更多的金刚石，而金刚石的价值就会

降低。假如能用不多的劳动把煤变成金刚石，金刚石的价值就会低

于砖的价值。总之，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

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

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

多，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

（１１）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９年柏林版第６页２８。

３５第一章 商  品



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①

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在这个物并不是由于劳

动而对人有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例如，空气、处女地、天然草

地、野生林等等。一个物可以有用，而且是人类劳动产品，但不

是商品。谁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生产的就只是使

用价值，而不是商品。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

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而且不只是

单纯为别人。中世纪农民为封建主生产交代役租的粮食，为神父

生产纳什一税的粮食。但不管是交代役租的粮食，还是纳什一税

的粮食，都并不因为是为别人生产的，就成为商品。要成为商品，

产品必须通过交换，转到把它当作使用价值使用的人的手里。｝

（１１ａ）最后，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物品。如果物没有

用，那末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

成价值。

２．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

起初我们看到，商品是一种二重的东西，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

值。后来表明，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也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

（１１ａ） 第４版注：我插进了括号里的这段话，因为省去这段话常常会引起误解，

好象不是由生产者本人消费的产品，马克思都认为是商品。——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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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知道了价值的量的尺度。这就是劳动时间。价值的形式（正是它使价值成

为交换价值），有待分析。现在先要较详细地阐明那些已经发现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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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

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１２）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

的枢纽，因此，在这里要较详细地加以说明。

我们就拿两种商品如１件上衣和１０码麻布来说。假定前者的

价值比后者的价值大一倍。假设１０码麻布＝Ｗ，则１件上衣＝２Ｗ。

上衣是满足一种特殊需要的使用价值。要生产上衣，就需要

进行特定种类的生产活动。这种生产活动是由它的目的、操作方

式、对象、手段和结果决定的。由自己产品的使用价值或者由自

己产品是使用价值来表示自己的有用性的劳动，我们简称为有用

劳动。从这个观点来看，劳动总是联系到它的有用效果来考察的。

上衣和麻布是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同样，决定它们存在的劳

动即缝和织，也是不同质的。如果这些物不是不同质的使用价值，

从而不是不同质的有用劳动的产品，它们就根本不能作为商品来

互相对立。上衣不会与上衣交换，一种使用价值不会与同种的使

用价值交换。

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总和，表现了同样多种的、按照属、

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有用劳动的总和，即表现了社会分工。这

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虽然不能反过来说商品生产是社

会分工存在的条件。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会分工，但产品并不

成为商品。或者拿一个较近的例子来说，每个工厂内都有系统的分

工，但是这种分工不是通过工人交换他们个人的产品来实现的。只

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

可见，每个商品的使用价值都包含着一定的有目的的生产活

动，或有用劳动。各种使用价值如果不包含不同质的有用劳动，就

（１２）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９年柏林版第１２、１３等页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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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作为商品互相对立。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的社会里，也

就是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作为独立生产者的私事而各自独立

进行的各种有用劳动的这种质的区别，发展成一个多支的体系，发

展成社会分工。

对上衣来说，无论是裁缝自己穿还是他的顾客穿，都是一样

的。在这两种场合，它都是起使用价值的作用。同样，上衣和生

产上衣的劳动之间的关系，也并不因为裁缝劳动成为专门职业，成

为社会分工的一个独立的部分就有所改变。在有穿衣需要的地方，

在有人当裁缝以前，人已经缝了几千年的衣服。但是，上衣、麻

布以及任何一种不是天然存在的物质财富要素，总是必须通过某

种专门的、使特殊的自然物质适合于特殊的人类需要的、有目的

的生产活动创造出来。因此，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

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

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

上衣、麻布等等使用价值，简言之，种种商品体，是自然物质

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如果把上衣、麻布等等包含的各种不同

的有用劳动的总和除外，总还剩有一种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

质基质。人在生产中只能象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

改变物质的形态。（１３）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中还要

（１３） “宇宙的一切现象，不论是由人手创造的，还是由物理学的一般规律引起

的，都不是真正的新创造，而只是物质的形态变化。结合和分离是人的智慧在分析再

生产的观念时一再发现的唯一要素；价值〈指使用价值，尽管维里在这里同重农学派

论战时自己也不清楚说的是哪一种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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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罗·维里《政治经济学研究》１７７１年初版，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

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１５卷第２１、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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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

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象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

土地是财富之母。３１

现在，我们放下作为使用物品的商品，来考察商品价值。

我们曾假定，上衣的价值比麻布大一倍。但这只是量的差别，

我们先不去管它。我们要记住的是，假如１件上衣的价值比１０码

麻布的价值大一倍，那末，２０码麻布就与１件上衣具有同样的价

值量。作为价值，上衣和麻布是有相同实体的物，是同种劳动的

客观表现。但缝和织是不同质的劳动。然而在有些社会状态下，同

一个人时而缝时而织，因此，这两种不同的劳动方式只是同一个

人的劳动的变化，还不是不同的人的专门固定职能，正如我们的

裁缝今天缝上衣和明天缝裤子只是同一个人的劳动的变化一样。

其次，一看就知道，在我们资本主义社会里，随着劳动需求方向

的改变，总有一定部分的人类劳动时而采取缝的形式，时而采取

织的形式。劳动形式发生这种变换时不可能没有摩擦，但这种变

换是必定要发生的。如果把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撇开，从而把劳

动的有用性质撇开，生产活动就只剩下一点：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

费。尽管缝和织是不同质的生产活动，但二者都是人的脑、肌肉、神

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都是人类劳动。这只

是耗费人类劳动力的两种不同的形式。当然，人类劳动力本身必须

已有一定的发展，才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耗费。但是，商品价值体

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正如在资产阶级社

会里，将军或银行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人本身则扮演极卑微的

角色一样（１４），人类劳动在这里也是这样。它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

（１４） 参看黑格尔《法哲学》１８４０年柏林版第２５０页第１９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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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通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简单平均劳动虽

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时代具有不同的性质，但在一定的

社会里是一定的。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

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经验证明，

这种简化是经常进行的。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

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

的简单劳动。（１５）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

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

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以后把各种劳动

力直接当作简单劳动力，这样就省去了简化的麻烦。

因此，正如在作为价值的上衣和麻布中，它们的使用价值的

差别被抽去一样，在表现为这些价值的劳动中，劳动的有用形式

即缝和织的区别也被抽去了。作为使用价值的上衣和麻布是有一

定目的的生产活动同布和纱的结合，而作为价值的上衣和麻布，不

过是同种劳动的凝结，同样，这些价值所包含的劳动之所以算作

劳动，并不是因为它们同布和纱发生了生产的关系，而只是因为

它们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正是由于缝和织具有不同的质，它们

才是形成作为使用价值的上衣和麻布的要素；而只是由于它们的

特殊的质被抽去，由于它们具有相同的质，即人类劳动的质，它

们才是上衣价值和麻布价值的实体。

可是，上衣和麻布不仅是价值，而且是一定量的价值。我们曾

假定，１件上衣的价值比１０码麻布的价值大一倍。它们价值量的

（１５） 读者应当注意，这里指的不是工人得到的一个工作日的工资或价值，而是

指工人的一个工作日物化成的商品价值。在我们叙述的这个阶段，工资这个范畴根本

还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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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差别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由于麻布包含的劳动只有上衣的

一半，因而生产后者所要耗费劳动力的时间必须比生产前者多一

倍。

因此，就使用价值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质，

就价值量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量，不过这种劳

动已经化为没有质的区别的人类劳动。在前一种情况下，是怎样

劳动，什么劳动的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是劳动多少，劳动时

间多长的问题。既然商品的价值量只是表示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

那末，在一定的比例上，各种商品应该总是等量的价值。

如果生产一件上衣所需要的一切有用劳动的生产力不变，上

衣的价值量就同上衣的数量一起增加。如果一件上衣代表ｘ个工

作日，两件上衣就代表２ｘ个工作日，依此类推。假定生产一件上

衣的必要劳动增加一倍或减少一半。在前一种场合，一件上衣就

具有以前两件上衣的价值，在后一种场合，两件上衣就只有以前

一件上衣的价值，虽然在这两种场合，上衣的效用和从前一样，上

衣包含的有用劳动的质也和从前一样。但生产上衣所耗费的劳动

量有了变化。

更多的使用价值本身就是更多的物质财富，两件上衣比一件

上衣多。两件上衣可以两个人穿，一件上衣只能一个人穿，依此

类推。然而随着物质财富的量的增长，它的价值量可能同时下降。

这种对立的运动来源于劳动的二重性。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

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

时间内的效率。因此，有用劳动成为较富或较贫的产品源泉与有

用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相反地，生产力的变化本

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既然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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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同抽去了具体有用形式的劳动有关。因

此，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

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量会

是不同的：生产力提高时就多些，生产力降低时就少些。因此，那

种能提高劳动成效从而增加劳动所提供的使用价值量的生产力变

化，如果会缩减生产这个使用价值量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总和，就

会减少这个增大的总量的价值量。反之亦然。

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

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

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

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１６）

（１６） 第２版注：为了证明“只有劳动才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用来估计和比

较各种商品价值的最后的和现实的唯一尺度”，亚·斯密写道，“等量的劳动在任何时

候和任何地方对工人本身都必定具有同样的价值。在工人的健康、精力和活动正常的

情况下，在他所能具有的平均熟练程度的情况下，他总是要牺牲同样多的安宁、自由

和幸福”（《国富论》第１卷第５章 ［第１０４—１０５页］）。一方面，亚·斯密在这里

（不是在每一处）把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同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的价

值混为一谈，因而他力图证明，等量的劳动总是具有同样的价值。另一方面，他感觉

到，劳动就它表现为商品的价值而论，只是劳动力的耗费，但他把这种耗费又仅仅理

解为牺牲安宁、自由和幸福，而不是把它也看作正常的生命活动。诚然，他看到的是

现代雇佣工人。——注（９）提到的亚·斯密的那位匿名的前辈的说法要恰当得多。他

说：“某人制造这种必需品用了一个星期……而拿另一种物与他进行交换的人要确切

地估计出什么是真正的等值物，最好计算出什么东西会花费自己同样多的ｌａｂｏｕｒ〔劳

动〕和时间。这实际上就是说：一个人在一定时间内在一物上用去的劳动，同另一个

人在同样的时间内在另一物上用去的劳动相交换。”（《对货币利息，特别是公债利息

的一些看法》第３９页）—— ｛第４版注：英语有一个优点，它有两个不同的词来表达

劳动的这两个不同的方面。创造使用价值的并具有一定质的劳动叫做Ｗｏｒｋ，以与

ｌａｂｏｕｒ相对；创造价值并且只在量上被计算的劳动叫做ｌａｂｏｕｒ，以与ｗｏｒｋ相对。见英

译本第１４页脚注。——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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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

商品是以铁、麻布、小麦等等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形式出现

的。这是它们的日常的自然形式。但它们所以是商品，只因为它

们是二重物，既是使用物品又是价值承担者。因此，它们表现为

商品或具有商品的形式，只是由于它们具有二重的形式，即自然

形式和价值形式。

商品的价值对象性不同于快嘴桂嫂，你不知道对它怎么办。３２

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

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

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但是如果我们记住，

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

性，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那末不用说，价值对

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我们实际上也是

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

价值。现在我们必须回到价值的这种表现形式。

谁都知道——即使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商品具有同它

们使用价值的五光十色的自然形式成鲜明对照的、共同的价值形

式，即货币形式。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做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没

有打算做的事情：指明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就是说，探讨商品

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怎样从最简单的最不显眼的样子一

直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这样，货币的谜就会随着消失。

显然，最简单的价值关系就是一个商品同另一个不同种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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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不管是哪一种商品都一样）的价值关系。因此，两个商品的

价值关系为一个商品提供了最简单的价值表现。

Ａ．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

ｘ量商品Ａ＝ｙ量商品Ｂ，或ｘ量商品Ａ值ｙ量商品Ｂ。

（２０码麻布＝１件上衣，或２０码麻布值１件上衣。）

（１）价值表现的两极，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

一切价值形式的秘密都隐藏在这个简单的价值形式中。因此，

分析这个形式确实困难。

两个不同种的商品Ａ和Ｂ，如我们例子中的麻布和上衣，在

这里显然起着两种不同的作用。麻布通过上衣表现自己的价值，上

衣则成为这种价值表现的材料。前一个商品起主动作用，后一个

商品起被动作用。前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为相对价值，或者说，处

于相对价值形式。后一个商品起等价物的作用，或者说，处于等

价形式。

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是同一价值表现的互相依赖、互为

条件、不可分离的两个要素，同时又是同一价值表现的互相排斥、

互相对立的两端即两极；这两种形式总是分配在通过价值表现互

相发生关系的不同的商品上。例如我不能用麻布来表现麻布的价

值。２０码麻布＝２０码麻布，这不是价值表现。相反，这个等式只

是说，２０码麻布无非是２０码麻布，是一定量的使用物品麻布。因

此，麻布的价值只能相对地表现出来，即通过另一个商品表现出

来。因此，麻布的相对价值形式要求有另一个与麻布相对立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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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处于等价形式。另一方面，这另一个充当等价物的商品不能同

时处于相对价值形式。它不表现自己的价值。它只是为别一个商

品的价值表现提供材料。

诚然，２０码麻布＝１件上衣，或２０码麻布值１件上衣，这种

表现也包含着相反的关系：１件上衣＝２０码麻布，或１件上衣值

２０码麻布。但是，要相对地表现上衣的价值，我就必须把等式倒

过来，而一旦我这样做，成为等价物的就是麻布，而不是上衣了。

可见，同一个商品在同一个价值表现中，不能同时具有两种形式。

不仅如此，这两种形式是作为两极互相排斥的。

一个商品究竟是处于相对价值形式，还是处于与之对立的等

价形式，完全取决于它当时在价值表现中所处的地位，就是说，取

决于它是价值被表现的商品，还是表现价值的商品。

（２）相对价值形式

（ａ）相对价值形式的内容

要发现一个商品的简单价值表现怎样隐藏在两个商品的价值

关系中，首先必须完全撇开这个价值关系的量的方面来考察这个

关系。人们通常的做法正好相反，他们在价值关系中只看到两种

商品的一定量彼此相等的比例。他们忽略了，不同物的量只有化

为同一单位后，才能在量上互相比较。不同物的量只有作为同一

单位的表现，才是同名称的，因而是可通约的。（１７）

（１７） 少数经济学家，例如赛·贝利，曾分析价值形式，但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把价值形式同价值混为一谈，其次，是因为在讲求实用的资产者的

粗鄙的影响下，他们一开始就只注意量的规定性。“对量的支配……构成价值。”（《货

币及其价值的变动》１８３７年伦敦版第１１页）作者赛·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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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２０码麻布＝１件上衣，或＝２０件上衣，或＝ｘ件上衣，也

就是说，不论一定量的麻布值多少件上衣，每一个这样的比例总

是包含这样的意思：麻布和上衣作为价值量是同一单位的表现，是

同一性质的物。麻布＝上衣是这一等式的基础。

但是，这两个被看作质上等同的商品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只

有麻布的价值得到表现。是怎样表现的呢？是通过同上衣的关系，

把上衣当作它的“等价物”，或与它“能交换的东西”。在这个关

系中，上衣是价值的存在形式，是价值物，因为只有作为价值物，

它才是与麻布相同的。另一方面，麻布自身的价值显示出来了，或

得到了独立的表现，因为麻布只有作为价值才能把上衣当作等值

的东西，或与它能交换的东西。比如，丁酸是同甲酸丙酯不同的

物体。但二者是由同一些化学实体——碳（Ｃ）、氢（Ｈ）、氧

（Ｏ）构成，而且是以相同的百分比构成，即Ｃ４Ｈ８Ｏ２。假如甲酸丙

酯被看作与丁酸相等，那末，在这个关系中，第一，甲酸丙酯只

是Ｃ４Ｈ８Ｏ２的存在形式，第二，就是说，丁酸也是由Ｃ４Ｈ８Ｏ２构成

的。可见，通过使甲酸丙酯同丁酸相等，丁酸与自身的物体形态

不同的化学实体被表现出来了。

如果我们说，商品作为价值只是人类劳动的凝结，那末，我

们的分析就是把商品化为价值抽象，但是并没有使它们具有与它

们的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在一个商品和另一个商品的价值

关系中，情形就不是这样。在这里，一个商品的价值性质通过该

商品与另一个商品的关系而显露出来。

例如当上衣作为价值物被看作与麻布相等时，前者包含的劳

动就被看作与后者包含的劳动相等。固然，缝上衣的劳动是一种

与织麻布的劳动不同的具体劳动。但是，把缝看作与织相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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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就是把缝化为两种劳动中确实等同的东西，化为它们的人类

劳动的共同性质。通过这种间接的办法还说明，织就它织出价值

而论，也和缝毫无区别，所以是抽象人类劳动。只有不同种商品

的等价表现才使形成价值的劳动的这种特殊性质显示出来，因为

这种等价表现实际上是把不同种商品所包含的不同种劳动化为它

们的共同东西，化为一般人类劳动。（１７ａ）

然而，只把构成麻布价值的劳动的特殊性质表现出来，是不

够的。处于流动状态的人类劳动力或人类劳动形成价值，但本身

不是价值。它在凝固的状态中，在物化的形式上才成为价值。要

使麻布的价值表现为人类劳动的凝结，就必须使它表现为一种

“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与麻布本身的物体不同，同时又是麻布与

其他商品所共有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在麻布的价值关系中，上衣是当作与麻布同质的东西，是当

作同一性质的物，因为它是价值。在这里，它是当作表现价值的

物，或者说，是以自己的可以捉摸的自然形式表示价值的物。当

然，上衣，作为商品体的上衣，只是使用价值。一件上衣同任何

一块麻布一样，不表现价值。这只是证明，上衣在同麻布的价值

关系中，比在这种关系之外，多一层意义，正象许多人穿上镶金

边的上衣，比不穿这种上衣，多一层意义一样。

（１７ａ） 第２版注：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著名的富兰克林，继威廉·配第之后

看出了价值的本质，他说：“既然贸易无非是一种劳动同另一种劳动的交换，所以一切

物的价值用劳动来估计是最正确的”（斯巴克斯编《富兰克林全集》１８３６年波士顿版第

２卷第２６７页）。富兰克林没有意识到，既然他“用劳动”来估计一切物的价值，也就

抽掉了各种互相交换的劳动的差别，这样就把这些劳动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他虽然

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却把它说了出来。他先说“一种劳动”，然后说“另一种劳动”，最

后说的是没有任何限定的“劳动”，也就是作为一切物的价值实体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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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衣的生产上，人类劳动力的确是以缝的形式被耗费的。因

此，上衣中积累了人类劳动。从这方面看，上衣是“价值承担

者”，虽然它的这种属性即使把它穿破了也是看不出来的。在麻布

的价值关系中，上衣只是显示出这一方面，也就是当作物体化的

价值，当作价值体。即使上衣扣上了纽扣，麻布在它身上还是认

出与自己同宗族的美丽的价值灵魂。但是，如果对麻布来说，价

值不同时采取上衣的形式，上衣在麻布面前就不能表示价值。例

如，如果在Ａ看来，陛下不具有Ｂ的仪表，因而不随着国王的每

次更换而改变容貌、头发等等，Ａ就不会把Ｂ当作陛下。

可见，在上衣成为麻布的等价物的价值关系中，上衣形式起

着价值形式的作用。因此，商品麻布的价值是表现在商品上衣的

物体上，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在另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上。作为

使用价值，麻布是在感觉上与上衣不同的物；作为价值，它却是

“与上衣等同的东西”，因而看起来就象上衣。麻布就这样取得了

与它的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它的价值性质通过它和上衣相

等表现出来，正象基督徒的羊性通过他和上帝的羔羊相等表现出

来一样。

我们看到，一当麻布与别的商品即上衣交往时，商品价值的

分析向我们说明的一切，现在就由麻布自己说出来了。不过它只

能用它自己通晓的语言即商品语言来表达它的思想。为了说明劳

动在人类劳动的抽象属性上形成它自己的价值，它就说，上衣只

要与它相等，从而是价值，就和麻布一样是由同一劳动构成的。为

了说明它的高尚的价值对象性不同于它的浆硬的物体，它就说，价

值看起来象上衣，因此它自己作为价值物，就同上衣相象，正如

两个鸡蛋相象一样。顺便指出，除希伯来语以外，商品语言中也

还有其他许多确切程度不同的方言。例如，要表达商品Ｂ同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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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相等是商品Ａ自己的价值表现，德文《Ｗｅｒｔｓｅｉｎ》〔价值，价值

存在〕就不如罗曼语的动词ｖａｌｅｒｅ，ｖａｌｅｒ，ｖａｌｏｉｒ〔值〕表达得确

切。巴黎确实值一次弥撒！３３

可见，通过价值关系，商品Ｂ的自然形式成了商品Ａ的价值

形式，或者说，商品Ｂ的物体成了反映商品Ａ的价值的镜子。

（１８）商品Ａ同作为价值体，作为人类劳动的化身的商品Ｂ发生关

系，就使Ｂ的使用价值成为表现Ａ自己价值的材料。在商品Ｂ的

使用价值上这样表现出来的商品Ａ的价值，具有相对价值形式。

（ｂ）相对价值形式的量的规定性

凡是价值要被表现的商品，都是一定量的使用物品，如１５舍

费耳小麦、１００磅咖啡等等。这一定量的商品包含着一定量的人类

劳动。因而，价值形式不只是要表现价值，而且要表现一定量的

价值，即价值量。因此，在商品Ａ和商品Ｂ如麻布和上衣的价值

关系中，上衣这种商品不仅作为一般价值体被看作在质上同麻布

相等，而且是作为一定量的价值体或等价物如１件上衣被看作同

一定量的麻布如２０码麻布相等。

“２０码麻布＝１件上衣，或２０码麻布值１件上衣”这一等式

的前提是：１件上衣和２０码麻布正好包含有同样多的价值实体。

就是说，这两个商品量耗费了同样多的劳动或等量的劳动时间。但

是生产２０码麻布或１件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是随着织或缝的生

产力的变化而变化的。现在我们要较详细地研究一下这种变化

（１８） 在某种意义上，人很象商品。因为人来到世间，既没有带着镜子，也不象

费希特派的哲学家那样，说什么我就是我，所以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名叫
彼得的人把自己当作人，只是由于他把名叫保罗的人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因此，对
彼得说来，这整个保罗以他保罗的肉体成为人这个物种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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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价值量的相对表现的影响。

Ⅰ．麻布的价值起了变化（１９），上衣的价值不变。如果生产

麻布的必要劳动时间由于种植亚麻的土地肥力下降而增加一倍，

那末麻布的价值也就增大一倍。这时不是２０码麻布＝１件上衣，

而是２０码麻布＝２件上衣，因为现在１件上衣包含的劳动时间只

有２０码麻布的一半。相反地，如果生产麻布的必要劳动时间由于

织机改良而减少一半，那末，麻布的价值也就减低一半。这样，现

在是２０码麻布＝ １
２
件上衣。可见，在商品Ｂ的价值不变时，商品

Ａ的相对价值即它表现在商品Ｂ上的价值的增减，与商品Ａ的价

值成正比。

Ⅱ．麻布的价值不变，上衣的价值起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由于羊毛歉收而增加一倍，现在不

是２０码麻布＝１件上衣，而是２０码麻布＝
１
２
件上衣。相反地，如

果上衣的价值减少一半，那末，２０码麻布＝２件上衣。因此，在

商品Ａ的价值不变时，它的相对的、表现在商品Ｂ上的价值的增

减，与商品Ｂ的价值变化成反比。

我们把Ⅰ、Ⅱ类的各种情形对照一下就会发现，相对价值的

同样的量的变化可以由完全相反的原因造成。所以，２０码麻布＝

１件上衣变为：１．２０码麻布＝２件上衣，或者是由于麻布的价值

增加一倍，或者是由于上衣的价值减低一半；２．２０码麻布＝ １
２
件

上衣，或者是由于麻布的价值减低一半，或者是由于上衣的价值

增加一倍。

Ⅲ．生产麻布和上衣的必要劳动量可以按照同一方向和同一

（１９） “价值”一词在这里是用来指一定量的价值即价值量，前面有的地方已经

这样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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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同时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不管这两种商品的价值发生

什么变动，依旧是２０码麻布＝１件上衣。只有把它们同价值不变

的第三种商品比较，才会发现它们的价值的变化。如果所有商品

的价值都按同一比例同时增减，它们的相对价值就保持不变。它

们的实际的价值变化可以由以下这个事实看出：在同样的劳动时

间内，现在提供的商品量都比过去多些或少些。

Ⅳ．生产麻布和上衣的各自的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它们的价

值，可以按照同一方向但以不同的程度同时发生变化，或者按照

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化，等等。这种种可能的组合对一种商品的相

对价值的影响，根据Ⅰ、Ⅱ、Ⅲ类的情况就可以推知。

可见，价值量的实际变化不能明确地，也不能完全地反映在

价值量的相对表现即相对价值量上。即使商品的价值不变，它的

相对价值也可能发生变化。即使商品的价值发生变化，它的相对

价值也可能不变，最后，商品的价值量和这个价值量的相对表现

同时发生的变化，完全不需要一致。（２０）

（２０） 第２版注：庸俗经济学以惯有的机警利用了价值量和它的相对表现之间的

这种不一致现象。例如：“如果承认，Ａ由于同它相交换的Ｂ提高而降低，虽然这时在

Ａ上所耗费的劳动并不比以前少，这样，你们的一般价值原理就破产了…… 如果承

认，由于与Ｂ相对而言，Ａ的价值提高，所以与Ａ相对而言，Ｂ的价值就降低，那末，

李嘉图提出的关于商品的价值总是取决于商品所体现的劳动量这个大原理就站不住

脚了；因为既然Ａ的费用的变化不仅改变了本身的价值（与同它相交换的Ｂ相对而

言），而且也改变了Ｂ的价值（与Ａ的价值相对而言），虽然生产Ｂ所需要的劳动量并

未发生任何变化，那末，不仅确认商品生产所耗费的劳动量调节商品价值的学说要破

产， 而且断言商品的生产费用调节商品价值的学说也要破产。”（约·布罗德赫斯特

《政治经济学》１８４２年伦敦版第１１、１４页）

布罗德赫斯特先生也可以说：看看１０
２０
、
１０
５０
、
１０
１００
等等分数罢。即使１０这个数字不

变，但它的相对量，它与分母２０、５０、１００相对而言的量却不断下降。可见，整数

（例如１０）的大小由它包含的单位数来“调节”这个大原理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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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等 价 形 式

我们说过，当商品Ａ（麻布）通过不同种商品Ｂ（上衣）的使

用价值表现自己的价值时，它就使商品Ｂ取得一种特殊的价值形

式，即等价形式。商品麻布显示出它自身的价值，是通过上衣没

有取得与自己的物体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而与它相等。这样，麻

布表现出它自身具有价值，实际上是通过上衣能与它直接交换。因

此，一个商品的等价形式就是它能与另一个商品直接交换的形式。

如果一种商品例如上衣成了另一种商品例如麻布的等价物，

上衣因而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属性，即处于能够与麻布直接交换的

形式，那末，这根本没有表明上衣与麻布交换的比例。既然麻布

的价值量已定，这个比例就取决于上衣的价值量。不管是上衣表

现为等价物，麻布表现为相对价值，还是相反，麻布表现为等价

物，上衣表现为相对价值，上衣的价值量总是取决于生产它的必

要劳动时间，因而和它的价值形式无关。但是一当上衣这种商品

在价值表现中取得等价物的地位，它的价值量就不是作为价值量

来表现了。在价值等式中，上衣的价值量不如说只是当作某物的

一定的量。

例如，４０码麻布“值”什么呢？２件上衣。因为上衣这种商

品在这里起着等价物的作用，作为使用价值的上衣与麻布相对立

时是充当价值体，所以，一定量的上衣也就足以表现麻布的一定

的价值量。因此，两件上衣能够表现４０码麻布的价值量，但是两

件上衣决不能表现它们自己的价值量，即上衣的价值量。在价值

等式中，等价物始终只具有某物即某种使用价值的单纯的量的形

式，对这一事实的肤浅了解，使贝利同他的许多先驱者和后继者

都误认为价值表现只是一种量的关系。其实，商品的等价形式不

０７ 第一篇 商品和货币



包含价值的量的规定。

在考察等价形式时看见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使用价值成为它

的对立面即价值的表现形式。

商品的自然形式成为价值形式。但是请注意，对商品Ｂ（上衣、

小麦或铁等等）来说，这种转换只有在任何别的商品Ａ（麻布等

等）与它发生价值关系时，只有在这种关系中才能实现。因为任

何商品都不能把自己当作等价物来同自己发生关系，因而也不能

用它自己的自然外形来表现它自己的价值，所以它必须把另一商

品当作等价物来同它发生关系，或者使另一商品的自然外形成为

它自己的价值形式。

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用衡量商品体本身即使用价值的尺度

作例子。塔糖是物体，所以是重的，因而有重量，但是我们看不

见也摸不着塔糖的重量。现在我们拿一些不同的铁块来，这些铁

块的重量是预先确定了的。铁的物体形式，就其自身来说，同塔

糖的物体形式一样，不是重的表现形式。要表现塔糖是重的，我

们就要使它和铁发生重量关系。在这种关系中，铁充当一种只表

示重而不表示别的东西的物体。因此，铁的量充当糖的重量尺度，

对糖这个物体来说，它只是重的体现，重的表现形式。铁只是在

糖或其他任何要测定重量的物体同它发生重量关系的时候，才起

这种作用。如果两种物都没有重，它们就不能发生这种关系，因

此一种物就不能成为另一种物的重的表现。如果把二者放在天平

上，我们就会在实际上看到，当作有重的物，它们是相同的，因

而在一定的比例上也具有同样的重量。铁这个物体作为重量尺度，

对于塔糖来说，只代表重，同样，在我们的价值表现中，上衣这

个物体对于麻布来说，也只代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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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类比只能到此为止。在塔糖的重量表现中，铁代表两

个物体共有的自然属性，即它们的重，而在麻布的价值表现中，上

衣代表这两种物的超自然属性，即它们的价值，某种纯粹社会的

东西。

一种商品例如麻布的相对价值形式，把自己的价值表现为一

种与自己的物体和物体属性完全不同的东西，例如表现为与上衣

相同的东西，因此，这个表现本身就说明其中隐藏着某种社会关

系。等价形式却相反。等价形式恰恰在于：商品体例如上衣这个

物本身就表现价值，因而天然就具有价值形式。当然，只是在商

品麻布把商品上衣当作等价物的价值关系中，才是这样。（２１）但

是，既然一物的属性不是由该物同他物的关系产生，而只是在这

种关系中表现出来，因此上衣似乎天然具有等价形式，天然具有

能与其他商品直接交换的属性，就象它天然具有重的属性或保暖

的属性一样。从这里就产生了等价形式的谜的性质，这种性质只

是在等价形式以货币这种完成的形态出现在政治经济学家的面前

的时候，才为他的资产阶级的短浅的眼光所注意。这时他用不太

耀眼的商品代替金银，并以一再满足的心情反复列举各种曾经充

当过商品等价物的普通商品，企图以此来说明金银的神秘性质。他

没有料到，最简单的价值表现，如２０码麻布＝１件上衣，就已经

提出了等价形式的谜让人们去解决。

充当等价物的商品的物体总是当作抽象人类劳动的化身，同

时又总是某种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产品。因此，这种具体劳动就

成为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例如，如果上衣只当作抽象人类劳动

（２１） 这种反思的规定是十分奇特的。例如，这个人所以是国王，只因为其他人

作为臣民同他发生关系。反过来，他们所以认为自己是臣民，是因为他是国王。

２７ 第一篇 商品和货币



的实现，那末，在上衣内实际地实现的缝劳动就只当作抽象人类

劳动的实现形式。在麻布的价值表现中，缝劳动的有用性不在于

造了衣服，从而造了人①，而在于造了一种物体，使人们能看出它

是价值，因而是与物化在麻布价值内的劳动毫无区别的那种劳动

的凝结。要造这样一面反映价值的镜子，缝劳动本身就必须只是

反映它作为人类劳动的这种抽象属性。

缝的形式同织的形式一样，都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因此，二

者都具有人类劳动的一般属性，因而在一定的情况下，比如在价

值的生产上，就可以只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这并不神秘。但是在

商品的价值表现上事情却反过来了。例如，为了表明织不是在它

作为织这个具体形式上，而是在它作为人类劳动这个一般属性上

形成麻布的价值，我们就要把缝这种制造麻布的等价物的具体劳

动，作为抽象人类劳动的可以捉摸的实现形式与织相对立。

可见，等价形式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具体劳动成为它的对立

面即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形式。

既然这种具体劳动，即缝，只是当作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表

现，它也就具有与别种劳动即麻布中包含的劳动等同的形式，因

而，尽管它同其他一切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样是私人劳动，但终究

是直接社会形式上的劳动。正因为这样，它才表现在一种能与别

种商品直接交换的产品上。可见，等价形式的第三个特点，就是

私人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的形式，成为直接社会形式的劳动。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一位伟大的研究家，等价形式的后两个特

点就会更容易了解。这位研究家最早分析了许多思维形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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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和自然形式，也最早分析了价值形式。他就是亚里士多德。

首先，亚里士多德清楚地指出，商品的货币形式不过是简单

价值形式——一种商品的价值通过任何别一种商品来表现——的

进一步发展的形态，因为他说：

“５张床＝１间屋”

“无异于”：

“５张床＝若干货币”。

其次，他看到：包含着这个价值表现的价值关系本身，要求

屋必须在质上与床等同，这两种感觉上不同的物，如果没有这种

本质上的等同性，就不能作为可通约的量而互相发生关系。他说：

“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但是

他到此就停下来了，没有对价值形式作进一步分析。“实际上，这

样不同种的物是不能通约的”，就是说，它们不可能在质上等同。

这种等同只能是某种和物的真实性质相异的东西，因而只能是

“应付实际需要的手段”３４。

可见，亚里士多德自己告诉了我们，是什么东西阻碍他作进

一步的分析，这就是缺乏价值概念。这种等同的东西，也就是屋

在床的价值表现中对床来说所代表的共同的实体是什么呢？亚里

士多德说，这种东西“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为什么呢？只要

屋代表床和屋二者中真正等同的东西，对床来说屋就代表一种等

同的东西。这就是人类劳动。

但是，亚里士多德不能从价值形式本身看出，在商品价值形

式中，一切劳动都表现为等同的人类劳动，因而是同等意义的劳

动，这是因为希腊社会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因而是以

人们之间以及他们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为自然基础的。价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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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秘密，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

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

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而这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才有

可能，在那里，商品形式成为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从而人们彼

此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关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亚里士多

德在商品的价值表现中发现了等同关系，正是在这里闪耀出他的

天才的光辉。只是他所处的社会的历史限制，使他不能发现这种

等同关系“实际上”是什么。

（４）简单价值形式的总体

一个商品的简单价值形式包含在它与一个不同种商品的价值

关系或交换关系中。商品Ａ的价值，通过商品Ｂ能与商品Ａ直接

交换而在质上得到表现，通过一定量的商品Ｂ能与既定量的商品

Ａ交换而在量上得到表现。换句话说，一个商品的价值是通过它

表现为“交换价值”而得到独立的表现。在本章的开头，我们曾

经依照通常的说法，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严格说来，这

是不对的。商品是使用价值或使用物品和“价值”。一个商品，只

要它的价值取得一个特别的、不同于它的自然形式的表现形式，即

交换价值形式，它就表现为这样的二重物。孤立地考察，它绝没

有这种形式，而只有同第二个不同种的商品发生价值关系或交换

关系时，它才具有这种形式。只要我们知道了这一点，上述说法

就没有害处，而只有简便的好处。

我们的分析表明，商品的价值形式或价值表现由商品价值的

本性产生，而不是相反，价值和价值量由它们的作为交换价值的

表现方式产生。但是，这正是重商主义者和他们的现代复兴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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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埃、加尼耳之流（２２）的错觉，也是他们的反对者现代自由贸

易贩子巴师夏之流的错觉。重商主义者看重价值表现的质的方面，

也就是看重在货币上取得完成形态的商品等价形式，相反地，必

须以任何价格出售自己的商品的现代自由贸易贩子，则看重相对

价值形式的量的方面。因此，在他们看来，商品的价值和价值量

只存在于由交换关系引起的表现中，也就是只存在于每日行情表

中。苏格兰人麦克劳德，由于他的职责是用尽可能博学的外衣来

粉饰伦巴特街３５的杂乱的观念，而成了迷信的重商主义者和开明

的自由贸易贩子之间的一个成功的综合。

更仔细地考察一下商品Ａ同商品Ｂ的价值关系中所包含的

商品Ａ的价值表现，就会知道，在这一关系中商品Ａ的自然形式

只是充当使用价值的形态，而商品Ｂ的自然形式只是充当价值形

式或价值形态。这样，潜藏在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部对

立，就通过外部对立，即通过两个商品的关系表现出来了，在这

个关系中，价值要被表现的商品只是直接当作使用价值，而另一

个表现价值的商品只是直接当作交换价值。所以，一个商品的简

单的价值形式，就是该商品中所包含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的

简单表现形式。

在一切社会状态下，劳动产品都是使用物品，但只是历史上

一定的发展时代，也就是使生产一个使用物所耗费的劳动表现为

该物的“对象的”属性即它的价值的时代，才使劳动产品转化为

商品。由此可见，商品的简单价值形式同时又是劳动产品的简单

商品形式，因此，商品形式的发展是同价值形式的发展一致的。

（２２） 第２版注：弗·路·奥·费里埃（海关副督查）《论政府和贸易的相互关

系》１８０５年巴黎版。沙尔·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１８２１年巴黎第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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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就知道，简单价值形式是不充分的，是一种胚胎形式，它

只有通过一系列的形态变化，才成熟为价格形式。

商品Ａ的价值表现在某种商品Ｂ上，只是使商品Ａ的价值同

它自己的使用价值区别开来，因此也只是使商品Ａ同某一种与它

自身不同的商品发生交换关系，而不是表现商品Ａ同其他一切商

品的质的等同和量的比例。与一个商品的简单相对价值形式相适

应的，是另一个商品的个别等价形式。所以，在麻布的相对价值

表现中，上衣只是对麻布这一种商品来说，具有等价形式或能直

接交换的形式。

然而个别的价值形式会自行过渡到更完全的形式。通过个别

的价值形式，商品Ａ的价值固然只是表现在一个别种商品上，但

是这后一个商品不论是哪一种，是上衣、铁或小麦等等，都完全

一样。随着同一商品和这种或那种不同的商品发生价值关系，也

就产生它的种种不同的简单价值表现。（２２ａ）它可能有的价值表现

的数目，只受与它不同的商品种类的数目的限制。这样，商品的

个别的价值表现就转化为一个可以不断延长的、不同的简单价值

表现的系列。

Ｂ．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

ｚ量商品Ａ＝ｕ量商品Ｂ，或＝ｖ量商品Ｃ，或＝ｗ量商品Ｄ，

或＝ｘ量商品Ｅ，或＝其他

（２０码麻布＝１件上衣，或＝１０磅茶叶，或＝４０磅咖啡，或＝１夸特小麦，或

＝２盎斯金，或＝
１
２
吨铁，或＝其他）

（２２ａ） 第２版注：例如在荷马的著作中，一物的价值是通过一系列各种不同的

物来表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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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

现在，一种商品例如麻布的价值表现在商品世界的其他无数

的元素上。每一种其他的商品体都成为反映麻布价值的镜子。

（２３）这样，这个价值本身才真正表现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

因为形成这个价值的劳动现在十分清楚地表现为这样一种劳动，

其他任何一种人类劳动都与之等同，而不管其他任何一种劳动具

有怎样的自然形式，即不管它是物化在上衣、小麦、铁或金等等

之中。因此，现在麻布通过自己的价值形式，不再是只同另一种

商品发生社会关系，而是同整个商品世界发生社会关系。作为商

品，它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公民。同时，商品价值表现的无限的系

列表明，商品价值是同它借以表现的使用价值的特殊形式没有关

系的。

在第一种形式即２０码麻布＝１件上衣中，这两种商品能以一

定的量的比例相交换，可能是偶然的事情。相反地，在第二种形

式中，一个根本不同于偶然现象并且决定着这种偶然现象的背景

马上就显露出来了。麻布的价值无论是表现在上衣、咖啡或铁等等

无数千差万别的、属于各个不同所有者的商品上，总是一样大的。

（２３）因此，如果麻布的价值用上衣来表现，我们就说麻布的上衣价值。如果麻布

的价值用谷物来表现，我们就说麻布的谷物价值，依此类推。每一个这种表现都意味

着，在上衣、谷物等等的使用价值上表现出来的是麻布的价值。“因为每种商品的价值

都表示该商品在交换中的关系，所以根据它用来比较的商品，我们可以称它的价值为

……谷物价值、呢绒价值；因此，有千万种价值，有多少种商品，就有多少种价值，它

们都同样是现实的，又都同样是名义的。”（《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

主要是论李嘉图先生及其信徒的著作》，《略论意见的形成和发表》一书的作者著，１８２５

年伦敦版第３９页）这部在英国曾经轰动一时的匿名著作的作者赛·贝利以为，只要这

样指出同一商品价值具有种种不同的相对表现，就消除了规定价值概念的任何可能。

虽然他十分浅薄，但却触及了李嘉图学说的弱点，李嘉图学派例如在《韦斯明斯特评

论》上攻击贝利时流露的愤激情绪，就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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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单个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偶然关系消失了。显然，不是交换调节

商品的价值量，恰好相反，是商品的价值量调节商品的交换比例。

（２）特殊等价形式

每一种商品，上衣、茶叶、小麦、铁等等，都在麻布的价值

表现中充当等价物，因而充当价值体。每一种这样的商品的一定

的自然形式，现在都成为一个特殊的等价形式，与其他许多特殊

等价形式并列。同样，种种不同的商品体中所包含的多种多样的

一定的、具体的、有用的劳动，现在只是一般人类劳动的同样多

种的特殊的实现形式或表现形式。

（３）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的缺点

第一，商品的相对价值表现是未完成的，因为它的表现系列

永无止境。每当新出现一种商品，从而提供一种新的价值表现的

材料时，由一个个的价值等式连结成的锁链就会延长。第二，这

条锁链形成一幅由互不关联的而且种类不同的价值表现拼成的五

光十色的镶嵌画。最后，象必然会发生的情形一样，如果每一种

商品的相对价值都表现在这个扩大的形式中，那末，每一种商品

的相对价值形式都是一个不同于任何别的商品的相对价值形式的

无穷无尽的价值表现系列。——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的缺点反映

在与它相适应的等价形式中。既然每一种商品的自然形式在这里

都是一个特殊的等价形式，与无数别的特殊等价形式并列，所以

只存在着有局限性的等价形式，其中每一个都排斥另一个。同样，

每个特殊的商品等价物中包含的一定的、具体的、有用的劳动，都

只是人类劳动的特殊的因而是不充分的表现形式。诚然，人类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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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在这些特殊表现形式的总和中，获得自己的完全的或者总和的

表现形式。但是它还没有获得统一的表现形式。

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只是由简单的相对价值表现的总和，或

第一种形式的等式的总和构成，例如：

２０码麻布＝１件上衣，

２０码麻布＝１０磅茶叶，等等。

但是每一个这样的等式倒转过来也包含着一个同一的等式：

１件上衣＝２０码麻布，

１０磅茶叶＝２０码麻布，等等。

事实上，如果一个人用他的麻布同其他许多商品交换，从而

把麻布的价值表现在一系列其他的商品上，那末，其他许多商品

所有者也就必然要用他们的商品同麻布交换，从而把他们的各种

不同的商品的价值表现在同一个第三种商品麻布上。——因此，

把２０码麻布＝１件上衣，或＝１０磅茶叶，或＝其他等等这个系列

倒转过来，也就是说，把事实上已经包含在这个系列中的相反关

系表示出来，我们就得到：

Ｃ．一般价值形式

１件 上 衣＝

１０磅 茶 叶＝

４０磅 咖 啡＝

１夸特小麦＝
２盎 斯 金＝

１
２吨  铁＝

ｘ量商品Ａ＝

其 他 商 品＝

２０码麻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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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价值形式的变化了的性质

现在，商品价值的表现：１．是简单的，因为都是表现在唯一

的商品上；２．是统一的，因为都是表现在同一的商品上。它们的

价值形式是简单的和共同的，因而是一般的。

第一种形式和第二种形式二者都只是使一种商品的价值表现

为一种与它自身的使用价值或商品体不同的东西。

第一种形式提供的价值等式是：１件上衣＝２０码麻布，１０磅

茶叶＝
１
２
吨铁，等等。上衣的价值表现为与麻布等同，茶叶的价

值表现为与铁等同，等等，但是与麻布等同和与铁等同——上衣

和茶叶各自的这种价值表现是不相同的，正如麻布和铁不相同一

样。很明显，这种形式实际上只是在最初交换阶段，也就是在劳

动产品通过偶然的、间或的交换而转化为商品的阶段才出现。

第二种形式比第一种形式更完全地把一种商品的价值同它自

身的使用价值区别开来，因为例如上衣的价值现在是在一切可能

的形式上与它的自然形式相对立，上衣的价值现在与麻布等同，与

铁等同，与茶叶等同，与其他一切东西等同，只是不与上衣等同。

另一方面，在这里商品的任何共同的价值表现都直接被排除了，因

为在每一种商品的价值表现中，其他一切商品现在都只是以等价

物的形式出现。扩大的价值形式，事实上是在某种劳动产品例如

牲畜不再是偶然地而已经是经常地同其他不同的商品交换的时

候，才出现的。

新获得的形式使商品世界的价值表现在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

来的同一种商品上，例如表现在麻布上，因而使一切商品的价值

都通过它们与麻布等同而表现出来。每个商品的价值作为与麻布

１８第一章 商  品



等同的东西，现在不仅与它自身的使用价值相区别，而且与一切

使用价值相区别，正因为这样才表现为它和一切商品共有的东西。

因此，只有这种形式才真正使商品作为价值互相发生关系，或者

使它们互相表现为交换价值。

前两种形式表现一种商品的价值，或者是通过一个不同种的

商品，或者是通过许多种与它不同的商品构成的系列。在这两种情

况下，使自己取得一个价值形式可以说是个别商品的私事，它完成

这件事情是不用其他商品帮助的。对它来说，其他商品只是起着被

动的等价物的作用。相反地，一般价值形式的出现只是商品世界共

同活动的结果。一种商品所以获得一般的价值表现，只是因为其他

一切商品同时也用同一个等价物来表现自己的价值，而每一种新

出现的商品都要这样做。这就表明，由于商品的价值对象性只是这

些物的“社会存在”，所以这种对象性也就只能通过它们全面的社

会关系来表现，因而它们的价值形式必须是社会公认的形式。

现在，一切商品，在与麻布等同的形式上，不仅表现为在质

上等同，表现为价值，而且同时也表现为在量上可以比较的价值

量。由于它们都通过同一个材料，通过麻布来反映自己的价值量，

这些价值量也就互相反映。例如，１０磅茶叶＝２０码麻布，４０磅咖

啡＝２０码麻布。因此，１０磅茶叶＝４０磅咖啡。或者说，一磅咖啡

所包含的价值实体即劳动，只等于一磅茶叶所包含的１
４
。

商品世界的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使被排挤出商品世界的等

价物商品即麻布，获得了一般等价物的性质。麻布自身的自然形

式是这个世界的共同的价值形态，因此，麻布能够与其他一切商

品直接交换。它的物体形式是当作一切人类劳动的可以看得见的

化身，一般的社会的蛹化。同时，织，这种生产麻布的私人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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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处于一般社会形式，处于与其他一切劳动等同的形式。构成

一般价值形式的无数等式，使实现在麻布中的劳动，依次等于包

含在其他商品中的每一种劳动，从而使织成为一般人类劳动的一

般表现形式。这样，物化在商品价值中的劳动，不仅消极地表现

为被抽去了实在劳动的一切具体形式和有用属性的劳动。它本身

的积极的性质也清楚地表现出来了。这就是把一切实在劳动化为

它们共有的人类劳动的性质，化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

把劳动产品表现为只是无差别人类劳动的凝结物的一般价值

形式，通过自身的结构表明，它是商品世界的社会表现。因此，它

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劳动的一般的人类的性质形成

劳动的特殊的社会的性质。

（２）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的发展关系

等价形式的发展程度是同相对价值形式的发展程度相适应

的。但是必须指出，等价形式的发展只是相对价值形式发展的表

现和结果。

一种商品的简单的或个别的相对价值形式使另一种商品成为

个别的等价物。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即一种商品的价值在其他

一切商品上的表现，赋予其他一切商品以种种不同的特殊等价物

的形式。最后，一种特殊的商品获得一般等价形式，是因为其他

一切商品使它成为它们统一的、一般的价值形式的材料。

价值形式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两极即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

形式之间的对立，也就发展到什么程度。

第一种形式——２０码麻布＝１件上衣——就已经包含着这种

对立，但没有使这种对立固定下来。我们从等式的左边读起，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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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是相对价值形式，上衣是等价形式，从等式的右边读起，上衣

是相对价值形式，麻布是等价形式。在这里，要把握住两极的对

立还相当困难。

在第二种形式中，每一次总是只有一种商品可以完全展

开它的相对价值，或者说，它自身具有扩大的相对价值形

式，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其他一切商品与它相对立，处于等

价形式。在这里，不能再变换价值等式（例如２０码麻布＝１

件上衣，或＝１０磅茶叶，或＝１夸特小麦等等）的两边的位置，除

非改变价值等式的全部性质，使它从总和的价值形式变成一般的

价值形式。

最后，后面一种形式，即第三种形式，给商品世界提供了一

般的社会的相对价值形式，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除了一个唯一的

例外，商品世界的一切商品都不能具有一般等价形式。因此，一

种商品如麻布处于能与其他一切商品直接交换的形式，或者说，处

于直接的社会的形式，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其他一切商品都不是

处于这种形式。（２４）

相反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则不能具有商品世界的统一

（２４） 实际上从一般的能直接交换的形式决不可能看出，它是一种对立的商品形

式，是同不能直接交换的形式分不开的，就象一块磁铁的阳极同阴极分不开一样。因

此，设想能够同时在一切商品上打上能直接交换的印记，就象设想能够把一切天主教

徒都变成教皇一样。对于把商品生产看作人类自由和个人独立的顶峰的小资产者来

说，去掉与这种形式相联系的缺点，特别是去掉商品的不能直接交换的性质，那当然

是再好不过的事。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就是对这种庸俗空想的描绘；我在别的地方曾经

指出３６，这种社会主义连首创的功绩也没有，在它以前很久，就由格雷、布雷以及其他
人更好地阐述过了。在今天，这并不妨碍这种智慧以“科学”的名义在一定范围内蔓

延开来。没有一个学派比蒲鲁东学派更会滥用“科学”这个字眼了，因为

      “缺乏概念的地方

      字眼就及时出现”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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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从而是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如果麻布，或任何一种处于一

般等价形式的商品，要同时具有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那末，它

必须自己给自己充当等价物。于是我们得到的就是２０码麻布＝２０

码麻布，这是一个既不表现价值也不表现价值量的同义反复。要

表现一般等价物的相对价值，我们就必须把第三种形式倒过来。一

般等价物没有与其他商品共同的相对价值形式，它的价值相对地

表现在其他一切商品体的无限的系列上。因此，扩大的相对价值

形式，即第二种形式，现在表现为等价物商品特有的相对价值形

式。

（３）从一般价值形式到货币形式的过渡

一般等价形式是价值的一种形式。因此，它可以属于任何一

种商品。另一方面，一种商品处于一般等价形式（第三种形式），

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它被其他一切商品当作等价物排挤出来。这

种排挤最终限制在一种特殊的商品上，从这个时候起，商品世界

的统一的相对价值形式才获得客观的固定性和一般的社会效力。

等价形式同这种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社会地结合在一起，这

种特殊商品成了货币商品，或者执行货币的职能。在商品世界起

一般等价物的作用就成了它特有的社会职能，从而成了它的社会

独占权。在第二种形式中充当麻布的特殊等价物，而在第三种形

式中把自己的相对价值共同用麻布来表现的各种商品中间，有一

种商品在历史过程中夺得了这个特权地位，这就是金。因此，我

们在第三种形式中用商品金代替商品麻布，就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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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货 币 形 式

２０码 麻 布＝

１件 上 衣＝

１０磅 茶 叶＝

４０磅 咖 啡＝

１夸特小麦＝

１
２吨  铁＝

ｘ量商品Ａ＝

２盎斯金

在第一种形式过渡到第二种形式，第二种形式过渡到第三种

形式的时候，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而第四种形式与第三种形式

的唯一区别，只是金代替麻布取得了一般等价形式。金在第四种

形式中同麻布在第三种形式中一样，都是一般等价物。唯一的进

步是在于：能直接地一般地交换的形式，即一般等价形式，现在

由于社会的习惯最终地同商品金的特殊的自然形式结合在一起

了。

金能够作为货币与其他商品相对立，只是因为它早就作为商

品与它们相对立。与其他一切商品一样，它过去就起等价物的作

用：或者是在个别的交换行为中起个别等价物的作用，或者是与

其他商品等价物并列起特殊等价物的作用。渐渐地，它就在或大

或小的范围内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一当它在商品世界的价值表

现中独占了这个地位，它就成为货币商品。只是从它已经成为货

币商品的时候起，第四种形式才同第三种形式区别开来，或者说，

一般价值形式才转化为货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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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商品（如麻布）在已经执行货币商品职能的商品（如

金）上的简单的相对的价值表现，就是价格形式。因此，麻布的

“价格形式”是：

２０码麻布＝２盎斯金，

如果２盎斯金的铸币名称是２镑，那就是：

２０码麻布＝２镑。

理解货币形式的困难，无非是理解一般等价形式，从而理解

一般价值形式即第三种形式的困难。第三种形式倒转过来，就化

为第二种形式，即扩大的价值形式，而第二种形式的构成要素是

第一种形式：２０码麻布＝１件上衣，或者ｘ量商品Ａ＝ｙ量商品

Ｂ。因此，简单的商品形式是货币形式的胚胎。

４．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

最初一看，商品好象是一种很简单很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

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

学的怪诞。商品就它是使用价值来说，不论从它靠自己的属性来

满足人的需要这个角度来考察，或者从它作为人类劳动的产品才

具有这些属性这个角度来考察，都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很明显，

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按照对自己有用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物质的形

态。例如，用木头做桌子，木头的形状就改变了。可是桌子还是

木头，还是一个普通的可以感觉的物。但是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

现，就变成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了。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

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的木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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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２５）

可见，商品的神秘性质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同

样，这种神秘性质也不是来源于价值规定的内容。因为，第

一，不管有用劳动或生产活动怎样不同，它们都是人体的机

能，而每一种这样的机能不管内容和形式如何，实质上都是

人的脑、神经、肌肉、感官等等的耗费。这是一个生理学上

的真理。第二，说到作为决定价值量的基础的东西，即这种耗费

的持续时间或劳动量，那末，劳动的量可以十分明显地同劳动的

质区别开来。在一切社会状态下，人们对生产生活资料所耗费的

劳动时间必然是关心的，虽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关心的程度不

同。（２６）最后，一旦人们以某种方式彼此为对方劳动，他们的劳

动也就取得社会的形式。

可是，劳动产品一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的谜一般的性质究竟

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人类劳动的等同

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用劳动

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

量的形式；最后，劳动的那些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生产者的关系，

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

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

（２５） 我们想起了，当世界其他一切地方好象静止的时候，中国和桌子开始跳起

舞来，以激励别人３８。

（２６） 第２版注：在古日耳曼人中，一摩尔根土地的面积是按一天的劳动来计算

的。因此，摩尔根又叫做Ｔａｇｗｅｒｋ〔一日的工作〕（或Ｔａｇｗａｎｎｅ）（ｊｕｒｎａｌｅ或ｊｕｒｎａｌｉｓ，

ｔｅｒｒａｊｕｒｎａｌｉｓ，ｊｏｒｎａｌｉｓ或ｄｉ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ａｎｎｗｅｒｋ〔一人的工作〕，Ｍａｎｎｓｋｒａｆｔ〔一人的

力量〕，Ｍａｎｎｓｍａａｄ，Ｍａｎｎｓｈａｕｅｔ〔一人的收割量〕等等。见格奥尔格·路德维希·冯

·毛勒《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和城市制度以及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１８５４

年慕尼黑版第１２９页及以下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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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

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

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

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正如

一物在视神经中留下的光的印象，不是表现为视神经本身的主观

兴奋，而是表现为眼睛外面的物的客观形式。但是在视觉活动中，

光确实从一物射到另一物，即从外界对象射入眼睛。这是物理的

物之间的物理关系。相反，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

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

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

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

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

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

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

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

品生产分不开的。

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象以上分析已经表明的，是来

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

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

动的产品。这种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总劳动。由于生产者只

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因此，他们的私人

劳动的特殊的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表现出来。换句话

说，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

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因此，在生

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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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

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劳动产品只是在它们的交换中，才取得一种社会等同的价值

对象性，这种对象性是与它们的感觉上各不相同的使用对象性相

分离的。劳动产品分裂为有用物和价值物，实际上只是发生在交

换已经十分广泛和十分重要的时候，那时有用物是为了交换而生

产的，因而物的价值性质还在生产时就被注意到了。从那时起，生

产者的私人劳动真正取得了二重的社会性质。一方面，生产者的

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

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

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任何

另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

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完全不同的劳动所以能够相等，只

是因为它们的实际差别已被抽去，它们已被化成它们作为人类劳

动力的耗费、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所具有的共同性质。私人生产

者的头脑把他们的私人劳动的这种二重的社会性质，只是反映在

从实际交易，产品交换中表现出来的那些形式中，也就是把他们

的私人劳动的社会有用性，反映在劳动产品必须有用，而且是对

别人有用的形式中；把不同种劳动的相等这种社会性质，反映在

这些在物质上不同的物即劳动产品具有共同的价值性质的形式

中。

可见，人们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当作价值发生关系，不是

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物只是同种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恰恰相

反，他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也就使

他们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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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２７）价值没有在额上写明它是什么。不

仅如此，价值还把每个劳动产品变成社会的象形文字。后来，人

们竭力要猜出这种象形文字的涵义，要了解他们自己的社会产品

的秘密，因为使用物品当作价值，正象语言一样，是人们的社会

产物。后来科学发现，劳动产品作为价值，只是生产它们时所耗

费的人类劳动的物的表现，这一发现在人类发展史上划了一个时

代，但它决没有消除劳动的社会性质的物的外观。彼此独立的私

人劳动的特殊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它们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

并且采取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的形式——商品生产这种特殊生产

形式所独具的这种特点，在受商品生产关系束缚的人们看来，无

论在上述发现以前或以后，都是永远不变的，正象空气形态在科

学把空气分解为各种元素之后，仍然作为一种物理的物态继续存

在一样。

产品交换者实际关心的问题，首先是他用自己的产品能换取

多少别人的产品，就是说，产品按什么样的比例交换。当这些比

例由于习惯而逐渐达到一定的稳固性时，它们就好象是由劳动产

品的本性产生的。例如，１吨铁和２盎斯金的价值相等，就象１磅

金和１磅铁虽然有不同的物理属性和化学属性，但是重量相等一

样。实际上，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只是通过劳动产品作为价值量

发生作用才确定下来。价值量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为转

移而不断地变动着。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

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

（２７） 第２版注：因此，当加利阿尼说价值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时，他还应

当补充一句：这是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关系。（加利阿尼《货币论》，载于库斯托第编

《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１８０３年米兰版第３卷第２２１页）

１９第一章 商  品



要有十分发达的商品生产，才能从经验本身得出科学的认识，理

解到彼此独立进行的、但作为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部分而互相全

面依赖的私人劳动，不断地被化为它们的社会的比例尺度，这是

因为在私人劳动产品的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换关系中，生产这些

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

己开辟道路，就象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

辟道路一样。（２８）因此，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

品相对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这个秘密的发现，消除了劳

动产品的价值量纯粹是偶然决定的这种假象，但是决没有消除这

种决定所采取的物的形式。

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

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

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给劳动产品打上商品烙印、因而

成为商品流通的前提的那些形式，在人们试图了解它们的内容而

不是了解它们的历史性质（人们已经把这些形式看成是不变的

了）以前，就已经取得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因此，只

有商品价格的分析才导致价值量的决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货币表

现才导致商品的价值性质的确定。但是，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

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

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如果我说，上

衣、皮靴等等把麻布当作抽象的人类劳动的一般化身而同它发生关

（２８） “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只有通过周期性的革命才能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规

律呢？这是一个以当事人的盲目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政

治经济学批评大纲》，载于阿尔诺德·卢格和卡尔·马克思编的《德法年鉴》１８４４年巴

黎版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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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这种说法的荒谬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当上衣、皮靴等等的生

产者使这些商品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麻布（或者金银，这丝毫不

改变问题的性质）发生关系时，他们的私人劳动同社会总劳动的

关系正是通过这种荒谬形式呈现在他们面前。

这种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

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

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因此，一旦我们逃

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

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

既然政治经济学喜欢鲁滨逊的故事（２９），那末就先来看看孤

岛上的鲁滨逊吧。不管他生来怎样简朴，他终究要满足各种需要，

因而要从事各种有用劳动，如做工具，制家具，养羊驼，捕鱼，打

猎等等。关于祈祷一类事情我们在这里就不谈了，因为我们的鲁

滨逊从中得到快乐，他把这类活动当作休息。尽管他的生产职能

是不同的，但是他知道，这只是同一个鲁滨逊的不同的活动形式，

因而只是人类劳动的不同方式。需要本身迫使他精确地分配自己

执行各种职能的时间。在他的全部活动中，这种或那种职能所占

比重的大小，取决于他为取得预期效果所要克服的困难的大小。经

验告诉他这些，而我们这位从破船上抢救出表、账簿、墨水和笔的

鲁滨逊，马上就作为一个道地的英国人开始记起账来。他的账本记

（２９） 第２版注：甚至李嘉图也离不开他的鲁滨逊故事。“他让原始的渔夫和原

始的猎人一下子就以商品所有者的身分，按照物化在鱼和野味的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时

间的比例交换鱼和野味。在这里他犯了时代错误，他竟让原始的渔夫和猎人在计算他

们的劳动工具时去查看１８１７年伦敦交易所通用的年息表。看来，除了资产阶级社会形

式以外，‘欧文先生的平行四边形’４０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社会形式。”（卡尔·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３８、３９页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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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着他所有的各种使用物品，生产这些物品所必需的各种活动，最

后还记载着他制造这种种一定量的产品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鲁

滨逊和构成他自己创造的财富的物之间的全部关系在这里是如此

简单明了，甚至连麦·维尔特先生用不着费什么脑筋也能了解。但

是，价值的一切本质上的规定都包含在这里了。

现在，让我们离开鲁滨逊的明朗的孤岛，转到欧洲昏暗的中

世纪去吧。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了，人都

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

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

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但是正因为人身依附关系构成该社会的基础，

劳动和产品也就用不着采取与它们的实际存在不同的虚幻形式。

它们作为劳役和实物贡赋而进入社会机构之中。在这里，劳动的

自然形式，劳动的特殊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而不是象在商

品生产基础上那样，劳动的共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徭役劳

动同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样，是用时间来计量的，但是每一个农奴

都知道，他为主人服役而耗费的，是他本人的一定量的劳动力。缴

纳给牧师的什一税，是比牧师的祝福更加清楚的。所以，无论我

们怎样判断中世纪人们在相互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人们在劳动

中的社会关系始终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而没有披

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

要考察共同的劳动即直接社会化的劳动，我们没有必要回溯

到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都有过的这种劳动的原始的形式。（３０）

（３０） 第２版注：“近来流传着一种可笑的偏见，认为原始的公社所有制是斯拉

夫族特有的形式，甚至只是俄罗斯的形式。这种原始形式我们在罗马人、日耳曼人、克

尔特人那里都可以见到，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印度人那里遇到这种形式的一整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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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个更近的例子，就是农民家庭为了自身的需要而生产粮食、

牲畜、纱、麻布、衣服等等的那种农村家长制生产。对于这个家

庭来说，这种种不同的物都是它的家庭劳动的不同产品，但它们

不是互相作为商品发生关系。生产这些产品的种种不同的劳动，如

耕、牧、纺、织、缝等等，在其自然形式上就是社会职能，因为

这是这样一个家庭的职能，这个家庭就象商品生产一样，有它本

身的自然形成的分工。家庭内的分工和家庭各个成员的劳动时间，

是由性别年龄上的差异以及随季节而改变的劳动的自然条件来调

节的。但是，用时间来计量的个人劳动力的耗费，在这里本来就

表现为劳动本身的社会规定，因为个人劳动力本来就只是作为家

庭共同劳动力的器官而发挥作用的。

最后，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

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

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

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鲁滨

逊的一切产品只是他个人的产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这

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

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

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

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

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

样，虽然其中一部分只留下残迹了。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社所有

制形式，就会得到证明，从原始的公社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

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耳曼的私人所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的公社所有

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１０页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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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

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

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

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

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

的尺度。在那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

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

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

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

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

关系。对于这种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

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

形式。在古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等等生产方式下，产品变为

商品、从而人作为商品生产者而存在的现象，处于从属地位，但

是共同体越是走向没落阶段，这种现象就越是重要。真正的商业

民族只存在于古代世界的空隙中，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

界的空隙中４３，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这些

古老的社会生产机体比资产阶级的社会生产机体简单明了得多，

但它们或者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

的脐带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它们存

在的条件是：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

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

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这种实际的狭隘性，观念地反映在古代

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中。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

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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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

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

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

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

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

诚然，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虽然不充分

（３１）），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

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要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

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

（３１） 李嘉图对价值量的分析并不充分，——但已是最好的分析，——这一点

人们将在本书第三卷和第四卷中看到。至于价值本身，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任何地方也

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意识地把体现为价值的劳动同体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

开。当然，古典政治经济学事实上是这样区分的，因为它有时从量的方面，有时从质

的方面来考察劳动。但是，它从来没有意识到，劳动的纯粹量的差别是以它们的质的

统一或等同为前提的，因而是以它们化为抽象人类劳动为前提的。例如，李嘉图就曾

表示他同意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说法。德斯杜特说：“很清楚，我们的体力和智力

是我们唯一的原始的财富，因此，这些能力的运用，某种劳动，是我们的原始的财宝；

凡是我们称为财富的东西，总是由这些能力的运用创造出来的…… 此外，这一切东

西确实只代表创造它们的劳动，如果它们有价值，或者甚至有两种不同的价值，那也

只能来源于创造它们的劳动的价值。”（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

第３３４页）我们只指出，李嘉图在德斯杜特的话中塞进了自己的更加深刻的思想。一

方面，德斯杜特确实说过，凡是构成财富的东西都“代表创造它们的劳动”。但是另一

方面，他又说，这一切东西的“两种不同的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来自“劳动

的价值”。这样，他就陷入庸俗经济学的平庸浅薄之中。庸俗经济学先假设一种商品

（在这里是指劳动）的价值，然后再用这种价值去决定其他商品的价值。而李嘉图却把

德斯杜特的话读作：劳动（而不是劳动的价值）既表现为使用价值，也表现为交换价

值。不过他自己也不善于区别具有二重表现的劳动的二重性质，以致在关于《价值和

财富，它们的不同性质》这整整一章中，不得不同让·巴·萨伊这个人的庸俗见解苦

苦纠缠。因此，最后他不禁楞住了：在劳动是价值的源泉这一点上，德斯杜特虽然同

他是一致的，可是另一方面，在价值概念上，德斯杜特却同萨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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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３２）一些公式本来在额上写着，它们是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

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的，但在政治经济学的

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竟象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

自然必然性。因此，政治经济学对待资产阶级以前的社会生产机

体形式，就象教父对待基督教以前的宗教一样。（３３）

（３２）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而特别

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

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象亚·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

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

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

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

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

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

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因此，我们发现，在那些完全同意用劳

动时间来计算价值量的经济学家中间，对于货币即一般等价物的完成形态的看法是极

为混乱和矛盾的。例如，在考察银行业时，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因为在这里关于

货币的通常的定义已经不够用了。于是，与此相对立的，出现了复兴的重商主义体系

（加尼耳等人），这一体系在价值中只看到社会形式，或者更确切地说，只看到这种社

会形式的没有实体的外观。——在这里，我断然指出，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

指从威·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

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而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

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

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在其他方面，庸俗经济学则只限于把资产阶级生

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加以系统化，赋以学究气

味，并且宣布为永恒的真理。

（３３） “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

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

面，经济学家很象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

们自己的教则是神的启示。——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卡

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１８４７年版第１１３页４４）巴

师夏先生认为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专靠掠夺为生，这真是滑稽可笑。如果人们几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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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世界具有的拜物教性质或劳动的社会规定所具有的物的

外观，怎样使一部分经济学家受到迷惑，也可以从关于自然在交

换价值的形成中的作用所进行的枯燥无味的争论中得到证明。既

然交换价值是表示消耗在物上的劳动的一定社会方式，它就象汇

率一样并不包含自然物质。

由于商品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的最一般的和最不发达的形式

（所以它早就出现了，虽然不象今天这样是统治的、从而是典型的

形式），因而，它的拜物教性质显得还比较容易看穿。但是在比较

具体的形式中，连这种简单性的外观也消失了。货币主义的幻觉

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由于货币主义没有看出：金银作为货币代表

来都靠掠夺为生，那就得经常有可供掠夺的东西，或者说，被掠夺的对象应当不断地

被再生产出来。可见，希腊人和罗马人看来也要有某种生产过程，从而有某种经济，这

种经济构成他们的世界的物质基础，就象资产阶级经济构成现今世界的物质基础一

样。也许巴师夏的意思是说，建立在奴隶劳动上的生产方式是以某种掠夺制度为基础

吧？如果是这样，他就处于危险的境地了。既然象亚里士多德那样的思想巨人在评价

奴隶劳动时都难免发生错误，那末，象巴师夏这样的经济学侏儒在评价雇佣劳动时怎

么会正确无误呢？——借这个机会，我要简短地回答一下美国一家德文报纸在我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出版时（１８５９年）对我的指责。在那本书中我曾经说过，一定

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

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

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４５。可是据上述报纸说，

这一切提法固然适用于物质利益占统治地位的现今世界，但却不适用于天主教占统治

地位的中世纪，也不适用于政治占统治地位的雅典和罗马。首先，居然有人以为这些

关于中世纪和古代世界的人所共知的老生常谈还会有人不知道，这真是令人惊奇。很

明白，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这两个时代谋生

的方式和方法表明，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

要作用。此外，例如只要对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稍微有点了解，就会知道，地产的历史

构成罗马共和国的秘史。而从另一方面说，唐·吉诃德误认为游侠生活可以同任何社

会经济形式并存，结果遭到了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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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不过采取了一种具有奇特的社会属性的自然

物的形式。而蔑视货币主义的现代经济学，一当它考察资本，它

的拜物教不是也很明显吗？认为地租是由土地而不是由社会产生

的重农主义幻觉，又破灭了多久呢？

为了不致涉及以后的问题，这里仅仅再举一个关于商品形式

本身的例子。假如商品能说话，它们会说：我们的使用价值也许

使人们感到兴趣。作为物，我们没有使用价值。作为物，我们具

有的是我们的价值。我们自己作为商品物进行的交易就证明了这

一点。我们彼此只是作为交换价值发生关系。现在，让我们听听

经济学家是怎样说出商品内心的话的：

“价值〈交换价值〉是物的属性，财富〈使用价值〉是人的属性。从这个

意义上说，价值必然包含交换，财富则不然。”（３４）“财富〈使用价值〉是人

的属性，价值是商品的属性。人或共同体是富的；珍珠或金刚石是有价值的

……珍珠或金刚石作为珍珠或金刚石是有价值的。”（３５）

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化学家在珍珠或金刚石中发现交换价

值。可是那些自命有深刻的批判力、发现了这种化学物质的经济

学家，却发现物的使用价值同它们的物质属性无关，而它们的价

值倒是它们作为物所具有的。在这里为他们作证的是这样一种奇

怪的情况：物的使用价值对于人来说没有交换就能实现，就是说，

在物和人的直接关系中就能实现；相反，物的价值则只能在交换

中实现，就是说，只能在一种社会的过程中实现。在这里，我们

不禁想起善良的道勃雷，他教导巡丁西可尔说４６：

（３４） 《评政治经济学上的若干用语的争论，特别是有关价值、供求的争论》１８２１

年伦敦版第１６页。

（３５） 赛·贝利《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第１６５页及以下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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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长得漂亮是环境造成的，会写字念书才是天生的本

领”（３６）。

（３６） 《评政治经济学上的若干用语的争论》一书的作者和赛·贝利责备李嘉图，

说他把交换价值从一种只是相对的东西变成一种绝对的东西。恰恰相反，李嘉图是把

金刚石、珍珠这种物在作为交换价值时所具有的表面的相对性，还原为这种外表所掩

盖的真实关系，还原为它们作为人类劳动的单纯表现的相对性。如果说李嘉图派对贝

利的答复既粗浅而又缺乏说服力，那只是因为他们在李嘉图本人那里找不到关于价值

和价值形式即交换价值之间的内部联系的任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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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交 换 过 程

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找

寻它的监护人，商品所有者。商品是物，所以不能反抗人。如果它

不乐意，人可以使用强力，换句话说，把它拿走。（３７）为了使这些物

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商品监护人必须作为有自己的意志体现

在这些物中的人彼此发生关系，因此，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

志，就是说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

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可见，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

者。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

的）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权关系

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３８）在这里，人们

（３７） 在以虔诚著称的十二世纪，商品行列里常常出现一些极妙的物。当时一位

法国诗人所列举的兰第市场４７上的商品中，除衣料、鞋子、皮革、农具、毛皮等物以外，

还有“淫荡的女人”。

（３８） 蒲鲁东先从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法权关系中提取他的公平的理想，永恒公

平的理想。顺便说一下，这就给一切庸人提供了一个使他们感到宽慰的论据，说商品

生产形式象公平一样也是永恒的。然后，他反过来又想按照这种理想来改造现实的商

品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的法权。如果一个化学家不去研究物质变换的现实规律，

并根据这些规律解决一定的问题，却要按照“自然性”和“亲合性”这些“永恒观念”来

改造物质变换，那末对于这样的化学家人们该怎样想呢？如果有人说，“高利贷”违背

“永恒公平”、“永恒公道”、“永恒互助”以及其他种种“永恒真理”，那末这个人对高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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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只是作为商品的代表即商品所有者而存在。在研究进程中我

们会看到，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

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的。

商品所有者与商品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于：对商品来说，每

个别的商品体只是它本身的价值的表现形式。商品是天生的平等

派和昔尼克派，它随时准备不仅用自己的灵魂而且用自己的肉体

去同任何别的商品交换，哪怕这个商品生得比马立托奈斯还丑。商

品所缺乏的这种感知其他商品体的具体属性的能力，由商品所有

者用他自己的五种和五种以上的感官补足了。商品所有者的商品

对他没有直接的使用价值。否则，他就不会把它拿到市场上去。他

的商品对别人有使用价值。他的商品对他来说，直接有的只是这

样的使用价值：它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从而是交换手段。（３９）

所以，他愿意让渡他的商品来换取那些使用价值为他所需要的商

品。一切商品对它们的所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对它们的非所有者是

使用价值。因此，商品必须全面转手。这种转手就形成商品交换，

而商品交换使商品彼此作为价值发生关系并作为价值来实现。可

见，商品在能够作为使用价值实现以前，必须先作为价值来实现。

另一方面，商品在能够作为价值实现以前，必须证明自己是

使用价值，因为耗费在商品上的人类劳动，只有耗费在对别人有

用的形式上，才能算数。但是，这种劳动对别人是否有用，它的产品

贷的了解比那些说高利贷违背“永恒恩典”、“永恒信仰”和“永恒神意”的教父的了

解又高明多少呢？

（３９） “因为每种货物都有两种用途。——一种是物本身所固有的，另一种则不

然，例如鞋，既用来穿，又可以用来交换。二者都是鞋的使用价值，因为谁用鞋来交

换他所需要的东西，例如食物，谁就是利用了鞋。但不是利用鞋的自然用途，因为它

不是为交换而存在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１卷第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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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够满足别人的需要，只有在商品交换中才能得到证明。

每一个商品所有者都只想让渡自己的商品，来换取别种具有

能够满足他本人需要的使用价值的商品。就这一点说，交换对于

他只是个人的过程。另一方面，他想把他的商品作为价值来实现，

也就是通过他所中意的任何另一种具有同等价值的商品来实现，

而不问他自己的商品对于这另一种商品的所有者是不是有使用价

值。就这一点说，交换对于他是一般社会的过程。但是，同一过

程不可能同时对于一切商品所有者只是个人的过程，同时又只是

一般社会的过程。

我们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对每一个商品所有者来说，每个

别人的商品都是他的商品的特殊等价物，从而他的商品是其他一

切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既然一切商品所有者都这样做，所以没有

一种商品是一般等价物，商品也就不具有使它们作为价值彼此等

同、作为价值量互相比较的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因此，它们并

不是作为商品，而只是作为产品或使用价值彼此对立着。

我们的商品所有者在他们的困难处境中是象浮士德那样想

的：起初是行动４８。因此他们还没有想就已经做起来了。商品本性

的规律通过商品所有者的天然本能表现出来。他们只有使他们的

商品同任何别一种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相对立，才能使他们的

商品作为价值，从而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商品分析已经表明

了这一点。但是，只有社会的活动才能使一种特定的商品成为一

般等价物。因此，其他一切商品的社会的行动使一种特定的商品

分离出来，通过这种商品来全面表现它们的价值。于是这一商品

的自然形式就成为社会公认的等价形式。由于这种社会过程，充

当一般等价物就成为被分离出来的商品的特殊社会职能。这种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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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就成为货币。

“他们同心合意，把力量和权柄授予那只兽。凡没有这种印记即没有这个

兽名或兽名的数字者，都不能买或卖。”（《启示录》４９）

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在交换过程中，各种不同

的劳动产品事实上彼此等同，从而事实上转化为商品。交换的扩

大和加深的历史过程，使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

对立发展起来。为了交易，需要这一对立在外部表现出来，这就要

求商品价值有一个独立的形式，这个需要一直存在，直到由于商品

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而最终取得这个形式为止。可见，随着

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就在同一程度上转化为货币。（４０）

直接的产品交换一方面具有简单价值表现形式，另一方面还

不具有这种形式。这种形式就是ｘ量商品Ａ＝ｙ量商品Ｂ。直接的

产品交换形式是ｘ量使用物品Ａ＝ｙ量使用物品Ｂ。（４１）在这里，

Ａ物和Ｂ物在交换之前不是商品，它们通过交换才成为商品。使

用物品可能成为交换价值的第一步，就是它作为非使用价值而存

在，作为超过它的所有者的直接需要的使用价值量而存在。物本身

存在于人之外，因而是可以让渡的。为使让渡成为相互的让渡，人

们只须默默地彼此当作被让渡的物的私有者，从而彼此当作独立

的人相对立就行了。然而这种彼此当作外人看待的关系在原始共

（４０） 依此我们可以判断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滑头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既

想使商品生产永恒化，义想废除“货币和商品的对立”，就是说废除货币本身，因为货

币只是存在于这种对立中。这么说，我们同样也可以废除教皇而保存天主教了。关于

这个问题详见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６１页及以下各页５０。

（４１） 只要不是两种不同的使用物品相交换，而是象在野蛮人中间常见的那样，

把一堆混杂的东西当作一种东西的等价物，那末，连直接的产品交换也还处于它的初

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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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的成员之间并不存在，不管这种共同体的形式是家长制家庭，

古代印度公社，还是印加国５１，等等。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

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但是物一旦对

外成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们在共同体内部也成为商品。它们

交换的量的比例起初完全是偶然的。它们能够交换，是由于它们

的所有者彼此愿意把它们让渡出去的意志行为。同时，对别人的

使用物品的需要渐渐固定下来。交换的不断重复使交换成为有规

则的社会过程。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至少有一部分劳动产品

必定是有意为了交换而生产的。从那时起，一方面，物满足直接

需要的效用和物用于交换的效用的分离固定下来了。它们的使用

价值同它们的交换价值分离开来。另一方面，它们相交换的量的比

例是由它们的生产本身决定的。习惯把它们作为价值量固定下来。

在直接的产品交换中，每个商品对于它的所有者直接就是交

换手段，对于它的非所有者直接就是等价物，不过它要对于后者

是使用价值。因此，交换物还没有取得同它本身的使用价值或交

换者的个人需要相独立的价值形式。随着进入交换过程的商品数

量和种类的增多，就越来越需要这种形式。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

段同时产生。如果不同商品所有者的不同商品在它们的交易中不

和同一个第三种商品相交换并作为价值和它相比较，商品所有者

拿自己的物品同其他种种物品相交换、相比较的交易就决不会发

生。这第三种商品由于成为其他各种商品的等价物，就直接取得

一般的或社会的等价形式，虽然是在狭小的范围内。这种一般等

价形式同引起这个形式的瞬息间的社会接触一起产生和消失。这

种形式交替地、暂时地由这种或那种商品承担。但是，随着商品

交换的发展，这种形式就只是固定在某些特定种类的商品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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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说结晶为货币形式。它究竟固定在哪一种商品上，最初是偶然

的。但总的说来，有两种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货币形式或者固

定在最重要的外来交换物品上，这些物品事实上是本地产品的交

换价值的自然形成的表现形式；或者固定在本地可让渡的财产的

主要部分如牲畜这种使用物品上。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

因为他们的一切财产都具有可以移动的因而可以直接让渡的形

式，又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经常和别的共同体接触，因而

引起产品交换。人们过去常常把作为奴隶的人本身当作原始的货

币材料，但是从来没有把土地当作这种材料。这种想法只有在发

达的资产阶级社会里才会产生。它出现在十七世纪最后三十多年，

而只是在一个世纪以后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有人才试图在

全国范围内来实现它。

随着商品交换日益突破地方的限制，从而商品价值日益发展

成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化身，货币形式也就日益转到那些天然适于

执行一般等价物这种社会职能的商品身上，即转到贵金属身上。

“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４２），这句话已为金

银的自然属性适于担任货币的职能而得到证明。（４３）但至此我们

只知道货币的一种职能：它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或者是商品价

值量借以取得社会表现的材料。一种物质只有分成的每一份都是

均质的，才能成为价值的适当的表现形式，或抽象的因而等同的人

类劳动的化身。另一方面，因为价值量的差别纯粹是量的差别，所

（４２）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１３５页５２。“贵金属……天然是货币。”

（加利阿尼《货币论》，见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３卷

第１３７页）

（４３） 详见我的上述著作中《贵金属》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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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货币商品必须只能有纯粹量的差别，就是说，必须能够随意分

割，又能够随意把它的各部分合并起来。金和银就天然具有这种

属性。

货币商品的使用价值二重化了。它作为商品具有特殊的使用

价值，如金可以镶牙，可以用作奢侈品的原料等等，此外，它又

取得一种由它的特殊的社会职能产生的形式上的使用价值。

既然其他一切商品只是货币的特殊等价物，而货币是它们的

一般等价物，所以它们是作为特殊商品来同作为一般商品的货币

（４４）发生关系。

我们已经知道，货币形式只是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固定在一

种商品上面的反映。所以，只有在那些从货币的完成的形态出发

而从后往前分析商品的人看来，“货币是商品”（４５）才是一种发现。

对于交换过程使之转化为货币的那个商品，交换过程给予它的，不

是它的价值，而是它的特殊的价值形式。有人由于把这两种规定混

淆起来，曾误认为金银的价值是想象的。（４６）由于货币在某些职能

上可以用它本身的单纯的符号来代替，又产生了另一种误解，以为

（４４） “货币是一般商品。”（维里《政治经济学研究》第１６页）

（４５） “我们可以统称为贵金属的金银本身，是……价值……时涨时落的……商

品…… 当重量较小的贵金属可以购买数量较大的本国农产品或工业品等等时，我们

可以认为贵金属的价值较高。”（［西·克雷门特］《论货币、贸易、汇兑的相互关系的

一般概念》，一个商人著，１６９５年伦敦版第７页）“银和金，已铸币的或者未铸币的，虽

然被用作计量其他一切物的尺度，但是它们和酒、油、烟、布或毛织物一样，也是商

品。”（［约·柴尔德］《论贸易，特别是东印度的贸易》１６８９年伦敦版第２页）“王国

的财产和财富严格地说不能只限于货币，金和银也不能被排除在商品之外。”（［托·

帕皮隆］《东印度的贸易是对王国最有利的贸易》１６７７年伦敦版第４页）

（４６） “金银在成为货币以前，作为金属就具有价值。”（加利阿尼《货币论》第７２

页）洛克说：“由于银具有适于作货币的质，人们就一致同意给银一种想象的价值。”［约

翰·洛克《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１６９１年），载于《约翰·洛克著作集》１７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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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是一种单纯符号。但另一方面，在这种误解里面包含了一种

预感：物的货币形式是物本身以外的东西，它只是隐藏在物后面

的人的关系的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商品都是一个符

号，因为它作为价值只是耗费在它上面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

（４７）但是，当人们把物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取得的社会性

质，或者说，把劳动的社会规定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取得的

物质性质说成是单纯的符号时，他们就把这些性质说成是人随意

思考的产物。这是十八世纪流行的启蒙方法，其目的是要在人们还不

年版第２卷第１５页］与此相反，罗说：“不同的国家怎能给某物以一种想象的价值……

或者说，这种想象的价值怎能保持下去呢？”但是请看他本人对这个问题了解得多么

差：“银按照它具有的使用价值即它的实际价值进行交换；由于它作为货币的使命，又

取得一个追加价值。”（约翰·罗《论货币和贸易》，载于欧·德尔编《十八世纪的财政

经济学家》第４６９、４７０页）

（４７） “货币是它〈商品〉的符号。”（弗·德·福尔邦奈《商业学入门》１７６６年

来顿新版第２卷第１４３页）“货币作为符号被商品吸引。”（同上，第１５５页）“货币是

某种物的符号，并且代表这种物。”（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全集》１７６７

年伦敦版第２卷第３页）“货币不是单纯的符号，因为它本身就是财富；它不代表价值，

它是价值的等价物。”（列特隆《就价值、流通、工业、国内外贸易论社会利益》第９１０

页）“当我们考察价值的概念时，物本身只是被看作一种符号，物不是被当作物本身，

而是被当作它所值的东西。”（黑格尔《法哲学》第１００页）法学家早在经济学家以前，

就提出货币是单纯符号、贵金属价值纯属想象的观念；这些法学家这样做是为了向王

权献媚，他们在整个中世纪时期，一直以罗马帝国的传统和罗马法全书５３中的货币概

念，作为国王伪造铸币的权利的依据。这些法学家的好学生，华洛瓦王朝的菲力浦在

１３４６年的一项法令中说：“无论何人不得亦不应怀疑，唯朕有权……处理铸币事宜，决

定铸币之制造、形状与储存，颁布有关铸币之命令，并遵照符合朕意之办法及价格将

铸币付诸流通。”货币价值由皇帝下令规定，是罗马法的定则。当时明文禁止把货币当

作商品。“任何人均不得购买货币，货币为公共使用而设，不应成为商品。”对于这个

问题，卓·弗·帕尼尼《试论物品的合理价格》（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

文集》现代部分，１７５１年版第２卷）做了很好的说明。特别在这一著作的第二部分，帕

尼尼同法学家先生们展开了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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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解释人的关系的谜一般的形态的产生过程时，至少暂时把这种

形态的奇异外观除掉。

前面已经指出，一个商品的等价形式并不包含该商品的价值

量的量的规定。即使我们知道金是货币，因而可以同其他一切商

品直接交换，我们并不因此就知道例如１０磅金的价值是多少。货

币同任何商品一样，只能相对地通过别的商品来表现自己的价值

量。它本身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并且是

通过每个含有同样多劳动时间的别种商品的量表现出来的。（４８）

金的相对价值量是在金的产地通过直接的物物交换确定的。当它

作为货币进入流通时，它的价值已经是既定的了。还在十七世纪

最后几十年，人们已经知道货币是商品，这在货币分析上是跨出

很大一步的开端，但终究只是开端而已。困难不在于了解货币是

商品，而在于了解商品怎样、为什么、通过什么成为货币。（４９）

（４８） “假定有人从秘鲁地下获得一盎斯银并带到伦敦来，他所用的时间和他生

产一蒲式耳谷物所需要的时间相等，那末，前者就是后者的自然价格；假定现在由于

开采更富的新矿，获得两盎斯银象以前获得一盎斯银花费一样多，那末在其他条件相

同的情况下，现在一蒲式耳谷物值１０先令的价格，就和它以前值５先令的价格一样便

宜。”（威廉·配第《赋税论》１６６７年伦敦版第３１页）

（４９） 罗雪尔教授先生教训我们说：“错误的货币定义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认

为货币比商品多一些，一类认为货币比商品少一些。”接着他杂乱无章地开列了一份关

于货币性质的著作的目录，从这个书目丝毫也不能了解真实的货币学说史。最后他训

诫说：“此外，不能否认，大部分现代国民经济学家对于使货币不同于其他商品的那些

特性〈莫非指比商品多一些或少一些吗？〉是注意得不够的…… 就这一点说，加尼耳

之流的半重商主义的反动就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了。”（威廉·罗雪尔《国民经济学原

理》１８５８年第３版第２０７—２１０页）多一些——少一些——不够——就这一点说——不

是完全！这算什么定义！而罗雪尔先生还谦逊地把这类教授式的折衷主义空谈命名为

政治经济学的“解剖生理学的方法”！不过有一个发现要归功于他，那就是：货币是

“一种快意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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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看到，在ｘ量商品Ａ＝ｙ量商品Ｂ这个最简单的价

值表现中，就已经存在一种假象，好象表现另一物的价值量的物

不通过这种关系就具有自己的等价形式，好象这种形式是天然的

社会属性。我们已经探讨了这种假象是怎样确立起来的。当一般

等价形式同一种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结合在一起，即结晶为货币

形式的时候，这种假象就完全形成了。一种商品成为货币，似乎

不是因为其他商品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相反，似乎因为

这种商品是货币，其他商品才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中介

运动在它本身的结果中消失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商品没

有出什么力就发现一个在它们之外、与它们并存的商品体是它们

的现成的价值形态。这些物，即金和银，一从地底下出来，就是

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化身。货币的魔术就是由此而来的。人们在

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单纯原子般的关系，从而，人们自己的

生产关系的不受他们控制和不以他们有意识的个人活动为转移的

物的形式，首先就是通过他们的劳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这一

点而表现出来。因此，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

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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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货币或商品流通

１．价 值 尺 度

为了简单起见，我在本书各处都假定金是货币商品。

金的第一个职能是为商品世界提供表现价值的材料，或者说，

是把商品价值表现为同名的量，使它们在质的方面相同，在量的

方面可以比较。因此，金执行一般的价值尺度的职能，并且首先

只是由于这个职能，金这个特殊的等价商品才成为货币。

商品并不是由于有了货币才可以通约。恰恰相反。因为一切

商品作为价值都是物化的人类劳动，它们本身就可以通约，所以

它们能共同用一个特殊的商品来计量自己的价值，这样，这个特

殊的商品就成为它们共同的价值尺度或货币。货币作为价值尺度，

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５０）

（５０） 为什么货币不直接代表劳动时间本身，例如，以一张纸币代表ｘ个劳动小

时，这个问题可简单归结为：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为什么劳动产品必须表现为商品，因

为商品的表现就包含着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商品这种二重化。或者说，为什么私人劳

动不能看成是直接的社会劳动，不能看成是它自身的对立面。我在别处曾详细地谈到

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实行“劳动货币”这种平庸的空想。（《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６１页

及以下各页５４）在这里我还想指出一点，例如欧文的“劳动货币”，同戏票一样，不是
“货币”。欧文以直接社会化劳动为前提，就是说，以一种与商品生产截然相反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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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在金上的价值表现——ｘ量商品Ａ＝ｙ量货币商品——

是商品的货币形式或它的价格。现在，要用社会公认的形式表现

铁的价值，只要有１吨铁＝２盎斯金这样一个等式就够了。这个等

式不需要再同其他商品的价值等式排成一个行列，因为金这个等

价商品已经具有货币的性质。因此，现在商品的一般相对价值形

式又具有商品最初的即简单的或个别的相对价值形式的样子。另

一方面，扩大的相对价值表现，或相对价值表现的无限的系列，成

为货币商品所特有的相对价值形式。而这个系列现在已经在商品

价格中社会地提供了。把一份行情表上的价目倒过来读，就可以

看出货币的价值量表现在各式各样的商品上。然而货币并没有价

格。货币要参加其他商品的这个统一的相对价值形式，就必须把

自己当作自己的等价物。

商品的价格或货币形式，同商品的所有价值形式一样，是一种

与商品的可以捉摸的实在的物体形式不同的，因而只是观念的或

想象的形式。铁、麻布、小麦等等的价值虽然看不见，但是存在于这

些物的本身中；它们的价值通过它们同金相等，同金发生一种可以

说只是在它们头脑中作祟的关系而表现出来。因此，商品监护人必

须把自己的舌头塞进它们的脑袋里，或者给它们挂上一张纸条，以

便向外界表明它们的价格。（５１）既然商品在金上的价值表现是观

形式为前提。劳动券只是证明生产者个人参与共同劳动的份额，以及他个人在供消费

的那部分共同产品中应得的份额。不过欧文没有想到以商品生产为前提，也没有想到

要用货币把戏来回避商品生产的必要条件。

（５１） 野蛮人或半野蛮人以另外的方式使用舌头。例如帕里船长在谈到巴芬湾西

岸居民的情况时说：“在这种场合（在交换产品时）……他们用舌头舔它〈要换给他们

的物品〉两次，这才表示交易已经顺利完成。”５５东部爱斯基摩人也总是用舌头舔他们换

得的物品。既然在北方把舌头当作占有的器官，那末，在南方把肚子当作积累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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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所以要表现商品的价值，也可以仅仅用想象的或观念的金。

每一个商品监护人都知道：当他给予商品价值以价格形式或想象

的金的形式时，他远没有把自己的商品转化为金，而为了用金估

量数百万的商品价值，他不需要丝毫实在的金。因此，货币在执

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只是想象的或观念的货币。这种情况引起

了种种最荒谬的学说。（５２）尽管只是想象的货币执行价值尺度的

职能，但是价格完全取决于实在的货币材料。例如，一吨铁所包

含的价值，即人类劳动量，是通过想象中包含等量劳动的货币商

品量表现出来的。所以，一吨铁的价值，根据充当价值尺度的是

金、银还是铜，就具有完全不同的价格表现，或者说，在金、银

或铜的完全不同的数量中表现出来。

因此，如果两种不同的商品，例如金和银，同时充当价值尺

度，一切商品就会有两种不同的价格表现，即金价格和银价格；只

要金和银的价值比例不变，例如总是１∶１５，那末这两种价格就可

以安然并存。但是，这种价值比例的任何变动，都会扰乱商品的

金价格和银价格之间的比例，这就在事实上证明，价值尺度的二

重化是同价值尺度的职能相矛盾的。（５３）

的器官就不足为奇了，卡弗尔人就是拿肚子的大小来衡量一个人的财富的。卡弗尔人

真是聪明极了，因为１８６４年英国官方卫生报告说，工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人缺乏脂肪

物质，就在那一年，一个叫哈维的医生（不是发现血液循环的哈维），由于吹嘘他有一

种妙方能使资产阶级和贵族消除过剩的脂肪而发了财。

（５２） 见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第５３

页及以下各页５６。

（５３） 第２版注：“在金和银依法同时充当货币即充当价值尺度的地方，想把它

们当作同一物质看待，总是徒劳无益的。如果假定同一劳动时间必须固定不变地物化

在金银的同一比例中，这实际上就是假定金银是同一物质，而一定量价值较低的金属，

即银，是一定量金的一个固定不变的分数。从爱德华三世起到乔治二世时期，英国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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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价格已经确定的商品都表现为这样的形式：ａ量商品Ａ

＝ｘ量金；ｂ量商品Ｂ＝ｚ量金；ｃ量商品Ｃ＝ｙ量金，等等，在这

里，ａ，ｂ，ｃ代表商品Ａ，Ｂ，Ｃ的一定量，ｘ，ｚ，ｙ代表金的一定

量。这样，商品价值就转化为大小不同的想象的金量，就是说，尽

管商品体五花八门，商品价值都变为同名的量，即金量。各种商

品的价值作为不同的金量互相比较，互相计量，这样在技术上就

有必要把某一固定的金量作为商品价值的计量单位。这个计量单

位本身通过进一步分成等分而发展成为标准。金、银、铜在变成

货币以前，在它们的金属重量中就有这种标准，例如，以磅为计

量单位，磅一方面分成盎斯等等，另一方面又合成 等等。（５４）

因此，在一切金属的流通中，原有的重量标准的名称，也是最初

的货币标准或价格标准的名称。

史经历了一连串的混乱，其原因是法定的金银价值比例同金银价值的实际变动不断发

生冲突。有时金的估价高了，有时银的估价高了。估价过低的金属退出流通，被熔化

和输出。于是两种金属的价值比例再由法律加以调整，但新的名义价值很快又象旧的

那样同实际的价值比例发生冲突。——现代，由于印度和中国需要银，同银相比，金

的价值暂时略微低落，结果在法国大规模地发生了上述现象：银被输出，被金逐出于

流通之外。１８５５年、１８５６年和１８５７年，输入法国的金比从法国输出的金多了４１５８万

镑，而从法国输出的银比输入法国的银多了３４７０４０００镑。在一些国家里，两种金属都

是法定的价值尺度，因而两者在支付中都必须接受，每个人都可以随意用银或金来支

付，在这里价值增大的金属实际上有贴水，它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用估价过高的金属

来计量自己的价格，而其实也只有估价过高的那种金属才起着价值尺度的作用。这方

面的全部历史经验总结起来不过是这样：凡有两种商品依法充当价值尺度的地方，事

实上总是只有一种商品保持着这种地位。”（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５２、５３

页５７）

（５４） 第２版注：在英国，一盎斯金是货币标准的单位，但它不能分成等分。造

成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是：“我国的铸币制度本来只适用于银，因此，一盎斯银分成的

铸币总是一个整数。但后来在只适用于银的铸币制度中采用了金，因此一盎斯金铸成

的金币就不能是一个整数了。”（麦克拉伦《通货简史》１８５８年伦敦版第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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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价值尺度和作为价格标准，货币执行着两种完全不同的

职能。作为人类劳动的社会化身，它是价值尺度；作为规定的金属

重量，它是价格标准。作为价值尺度，它用来使形形色色的商品的

价值变为价格，变为想象的金量；作为价格标准，它计量这些金量。

价值尺度是用来计量作为价值的商品，相反，价格标准是用一个金

量计量各种不同的金量，而不是用一个金量的重量计量另一个金

量的价值。要使金充当价格标准，必须把一定重量的金固定为计量

单位。在这里，正如在其他一切同名量的尺度规定中一样，尺度比

例的固定性有决定的意义。因此，充当计量单位的那个金量越是不

变，价格标准就越是能更好地执行自己的职能。金能够充当价值尺

度，只是因为它本身是劳动产品，因而是潜在可变的价值。（５５）

首先很明显，金的价值变动丝毫不会妨碍金执行价格标准的

职能。不论金的价值怎样变动，不同的金量之间的价值比例总是

不变。哪怕金的价值跌落１０００％，１２盎斯金的价值仍然是１盎斯

金的１２倍，在价格上问题只在于不同金量彼此之间的比例。另一

方面，１盎斯金决不会因为它的价值涨落而改变它的重量，也不会

因而改变它的等分的重量，所以，不论金的价值怎样变动，金作

为固定的价格标准总是起同样的作用。

金的价值变动也不会妨碍金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这种变动

会同时影响一切商品，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它们相

互间的相对价值不会改变，尽管这些价值这时都是在比过去高或

低的金价格中表现出来。

（５５） 第２版注：在英国的著作中，价值尺度（ｍｅａｓｕｒｅｏｆｖａｌｕｅ）和价格标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ｖａｌｕｅ）这两个概念极为混乱。它们的职能，从而它们的名称，经常被混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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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某一商品的价值由任何别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表现一

样，商品用金来估价也只是以下面一点为前提：在一定时间内生

产一定量的金要耗费一定量的劳动。至于商品价格的变动，前面

阐述的简单相对价值表现的规律也是适用的。

商品价格，只有在货币价值不变、商品价值提高时，或在商

品价值不变、货币价值降低时，才会普遍提高。反之，商品价格，

只有在货币价值不变、商品价值降低时，或在商品价值不变、货

币价值提高时，才会普遍降低。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货币价

值提高，商品价格必定相应降低，货币价值降低，商品价格必定

相应提高。这只适用于价值不变的商品。例如，某些商品的价值

和货币的价值同时按同一比例提高，这些商品的价格就不会改变。

如果这些商品的价值比货币价值增加得慢些或者增加得快些，那

末，这些商品的价格的降低或提高，就由这些商品的价值变动和

货币的价值变动之间的差额来决定。余此类推。

现在我们回过来考察价格形式。

由于各种原因，金属重量的货币名称同它原来的重量名称逐

渐分离。其中在历史上有决定意义的是下列原因：１．外国货币流

入较不发达的民族，例如在古罗马，银币和金币最初是作为外国

商品流通的。这些外国货币的名称与本地的重量名称是不同的。２．

随着财富的增长，不大贵重的金属逐渐为比较贵重的金属所排挤，

失去价值尺度的职能。铜为银所排挤，银为金所排挤，尽管这个

顺序是同诗人想象的年代顺序５８相抵触的。（５６）例如，镑原来是

真正一磅重的银的货币名称。当金排挤作为价值尺度的银时，

这个名称依照金和银的价值比例，可能用来称呼１
１５
磅的金

（５６） 而且这种年代顺序也不是在历史上普遍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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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现在，作为货币名称的镑就和作为金的通常重量名称的磅

分开了。（５７）３．几百年来君主不断伪造货币，使铸币原来的重

量实际上只剩下一个名称。（５８）

这些历史过程使金属重量的货币名称同它的通常重量名称的

分离成为民族的习惯。货币标准一方面纯粹是约定俗成的，另一

方面必须是普遍通用的。因此，最后就由法律来规定了。一定重

量的贵金属，如一盎斯金，由官方分成若干等分，取得法定的教

名，如镑、塔勒等等。这种等分成为真正的货币计量单位后，又

分为新的等分，并具有法定的教名，如先令、便士等等。（５９）一

定的金属重量仍旧是金属货币的标准。改变的只是分法和名称。

因此，价格或商品价值在观念上转化成的金量，现在用金标

准的货币名称或法定的计算名称来表现了。英国人不说１夸特小

麦等于１盎斯金，而说等于３镑１７先令１０１
２
便士。这样，商品就

用自己的货币名称说明自己值多少，每当需要把一物当作价值，从

而用货币形式来确定时，货币就充当计算货币。（６０）

（５７） 第２版注：例如，现在的英镑还不到原来重量的１
３
，苏格兰镑在合并５９以

前只有原来重量的１
３６
，法国的利弗尔只有原来重量的

１
７４
，西班牙的马拉维第不到原来

重量的 １
１０００
，葡萄牙的瑞斯所占的比例更是小得多。

（５８） 第２版注：“那些现今只具有观念的名称的铸币在一切民族中都是最古老

的铸币；曾经有一个时期，它们都是实在的，正因为它们是实在的，所以才用它们来

计算。”（加利阿尼《货币论》第１５３页）

（５９） 第２版注：戴维·乌尔卡尔特先生在《家常话》中说，现在英国货币标准

的单位１镑约等于１
４
盎斯金，是令人惊奇的（！）。他说：“这是伪造尺度，不是确立标

准。”［第１０５页］他在金重量的“假名”上，象在其他事情上一样，看出了文明的伪

造之手。

（６０） 第２版注：“有人问阿那卡雪斯，为什么希腊人要用货币？他回答说，为

了计算。”（阿泰纳奥斯《学者们的宴会》，施魏格霍塞编，１８０２年版第２卷第１部第４

册第４９节 ［第１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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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的名称对于物的本性来说完全是外在的。即使我知道一个

人的名字叫雅各，我对他还是一点不了解。同样，在镑、塔勒、法

郎、杜卡特等货币名称上，价值关系的任何痕迹都消失了。由于

货币名称既表示商品价值，同时又表示某一金属重量即货币标准

的等分，对这些神秘记号的秘密含意的了解就更加混乱了。（６１）

另一方面，价值和商品世界的形形色色的物体不同，必然发展为

这种没有概念的物的而又纯粹是社会的形式。（６２）

价格是物化在商品内的劳动的货币名称。因此，商品同称为

它的价格的那个货币量等价，不过是同义反复，因为一个商品的

相对价值表现总是两个商品等价的表现。（６３）虽然价格作为商品价

（６１） 第２版注：“作为价格标准的金和商品价格表现为同样的计算名称，例如，

１盎斯金和１吨铁的价值同样都可表现为３镑１７先令１０１
２
便士，因此，金的这种计算

名称被叫做金的造币局价格。于是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想法，以为金（或银）用它自身

的材料来估价，而且和一切其他商品不同，它从国家取得固定的价格。确定一定重量

的金的计算名称被误认为确定这个重量的价值。”（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５２

页６０）

（６２） 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一节（第５３页

及以下各页６１）。关于提高或降低“造币局价格”的各种幻想，无非是要国家使法定的

货币名称不代表法定的金量或银量，而代表较多或较少的金量或银量，由此，如１
４
盎

斯的金将来不是铸成２０先令，而是铸成４０先令。如果这种种幻想所抱的目的，不是

为了采取一些拙劣的财政措施来对付公私债权人，而是为了寻求经济上的“奇迹疗

法”，那末配第在《货币略论。致哈里法克斯侯爵》（１６８２年）中，就已经对这些幻想

作了极为详尽的论述，而他的直接继承人达德利·诺思爵士和约翰·洛克只能把他的

思想庸俗化，更不用说以后的人了。配第说：“如果一道法令就能使国家的财富增加十

倍，这就很奇怪，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不早颁布这样的法令呢！”（同上，第３６页）

（６３） “否则必须承认，一百万货币的价值大于等值的商品的价值”（列特隆

《就价值、流通、工业、国内外贸易论社会利益》第９１９页），因此也必须承认，“某一

价值大于相等的另一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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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量的指数，是商品同货币的交换比例的指数，但不能由此反过

来说，商品同货币的交换比例的指数必然是商品价值量的指数。假

定等量的社会必要劳动表现为１夸特小麦和２镑（约
１
２
盎斯金）。

２镑是１夸特小麦的价值量的货币表现或１夸特小麦的价格。如

果情况许可把１夸特小麦标价为３镑，或者迫使把它标价为１镑，

那末作为小麦的价值量的表现，１镑是太少了，３镑是太多了。但

是１镑和３镑都是小麦的价格，因为第一，它们是小麦的价值形

式，是货币；第二，它们是小麦同货币的交换比例的指数。在生

产条件不变或者劳动生产力不变的情况下，再生产１夸特小麦仍

需要耗费同样多的社会劳动时间。这一事实既不以小麦生产者的

意志为转移，也不以其他商品所有者的意志为转移。因而，商品

的价值量表现着一种必然的、商品形成过程内在的同社会劳动时

间的关系。随着价值量转化为价格，这种必然的关系就表现为商

品同在它之外存在的货币商品的交换比例。这种交换比例既可以

表现商品的价值量，也可以表现比它大或小的量，在一定条件下，

商品就是按这种较大或较小的量来让渡的。可见，价格和价值量

之间的量的不一致的可能性，或者价格偏离价值量的可能性，已

经包含在价格形式本身中。但这并不是这种形式的缺点，相反地，

却使这种形式成为这样一种生产方式的适当形式，在这种生产方

式下，规则只能作为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来为

自己开辟道路。

价格形式不仅可能引起价值量和价格之间即价值量和它的货

币表现之间的量的不一致，而且能够包藏一个质的矛盾，以致货

币虽然只是商品的价值形式，但价格可以完全不是价值的表现。有

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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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所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

因此，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在这里，价格表

现是虚幻的，就象数学中的某些数量一样。另一方面，虚幻的价

格形式——如未开垦的土地的价格，这种土地没有价值，因为没

有人类劳动物化在里面——又能掩盖实在的价值关系或由此派生

的关系。

同所有相对价值形式一样，价格通过下列方式来表现一种商

品如一吨铁的价值：一定量的等价物，如一盎斯金，能直接与铁

交换。但决不能反过来说，铁也能直接与金交换。因此，商品要

实际上起交换价值的作用，就必须抛弃自己的自然形体，从只是

想象的金变为实在的金，诚然，商品实现这种变体，同黑格尔的

“概念”实现由必然到自由的过渡相比，同龙虾脱壳相比，同教父

圣热罗尼莫（６４）解脱原罪相比，是“更为困难的”。商品除了有

例如铁这种实在的形态以外，还可以在价格上有观念的价值形态

或想象的金的形态，但它不能同时既是实在的铁，又是实在的金。

要规定商品的价格，只需要使想象的金同商品相等。但商品必须

为金所代替，它才能对它的所有者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例如，铁

的所有者遇见某种享乐商品的所有者，他向后者说铁的价格已经

是货币形式了，后者就会象圣彼得在天堂听了但丁讲述信仰要义

之后那样回答说：

    “这个铸币经过检验，

    重量成色完全合格，

（６４） 圣热罗尼莫在青年时代很费力地克制自己的物质欲念，他在沙漠中同美女

的形象的斗争表明了这一点。在老年时代，他也很费力地克制自己的精神欲念。例如

他说：“我自信在精神上处于世界审判者之前。”一个声音问道：“你是谁？”“我是一个

基督徒。”世界审判者大发雷霆：“你撒谎，你只是一个西塞罗信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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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告诉我，你钱袋里有吗？”６３

价格形式包含着商品为取得货币而让渡的可能性和这种让渡

的必要性。另一方面，金所以充当观念的价值尺度，只是因为它

在交换过程中已作为货币商品流通。因此，在观念的价值尺度中

隐藏着坚硬的货币。

２．流 通 手 段

（ａ）商品的形态变化

我们看到，商品的交换过程包含着矛盾的和互相排斥的关系。

商品的发展并没有扬弃这些矛盾，而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

动的形式。一般说来，这就是解决实际矛盾的方法。例如，一个

物体不断落向另一个物体而又不断离开这一物体，这是一个矛盾。

椭圆便是这个矛盾借以实现和解决的运动形式之一。

交换过程使商品从把它们当作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转到把它

们当作使用价值的人手里，就这一点说，这个过程是一种社会的

物质变换。一种有用劳动方式的产品代替另一种有用劳动方式的

产品。商品一到它充当使用价值的地方，就从商品交换领域转入

消费领域。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只是商品交换领域。因此，我

们只是从形式方面考察全部过程，就是说，只是考察为社会的物

质变换作媒介的商品形式变换或商品形态变化。

人们对这种形式变换之所以理解得很差，除了对价值概念本

身不清楚以外，是因为商品的每次形式变换都是通过两种商品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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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商品和货币商品的交换实现的。如果我们只注意商品和金的

交换这个物质因素，那就会恰恰看不到应该看到的东西，即形式

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就会看不到：金当作单纯的商品并不是

货币，而其他的商品通过它们的价格才把金当作它们自己的货币

形态。

商品首先是没有镀金，没有蘸糖，以本来面目进入交换过程

的。交换过程造成了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即造成了

商品得以表现自己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内在对立的一种外部

对立。在这种外部对立中，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同作为交换价值

的货币对立着。另一方面，对立的双方都是商品，也就是说，都

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但这种差别的统一按相反的方向表现

在两极中的每一极上，并且由此同时表现出它们的相互关系。商

品实际上是使用价值，它的价值存在只是观念地表现在价格上，价

格使商品同对立着的金发生关系，把金当作自己的实际的价值形

态。反之，金这种物质只是充当价值化身，充当货币。因此金实

际上是交换价值。金的使用价值只是观念地表现在相对价值表现

的系列上，金通过这个相对价值表现的系列，同对立着的商品发

生关系，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实际使用形态的总和。商品的这种对

立的形式就是它们的交换过程的实际的运动形式。

现在，我们随同任何一个商品所有者，比如我们的老朋友织

麻布者，到交换过程的舞台上去，到商品市场上去。他的商品即

２０码麻布的价格是规定了的。它的价格是２镑。他把麻布换成２

镑，接着，这个守旧的人又用这２镑换一本价格相等的家庭用的

圣经。麻布——对于他来说只是商品，只是价值承担者——被转

让出去，换取了金，麻布的价值形态，然后又从这个价值形态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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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渡出去，换取了另一种商品圣经，而圣经就作为使用物品来到

织布者的家里，满足他受教化的需要。可见，商品交换过程是在

两个互相对立、互为补充的形态变化中完成的：从商品转化为货

币，又从货币转化为商品。（６５）商品形态变化的两个因素同时就

是商品所有者的两种行为，一种是卖，把商品换成货币，一种是

买，把货币换成商品，这两种行为的统一就是：为买而卖。

如果织麻布者看看交易的最终结果，那末现在他占有的不是

麻布，而是圣经，不是他原来的商品，而是另外一种价值相等而

用处不同的商品。他用同样的方法取得他的其他生活资料和生产

资料。在他看来，全部过程不过是他的劳动产品同别人的劳动产

品进行交换的媒介，是产品交换的媒介。

因此，商品的交换过程是在下列的形式变换中完成的：

商品—货币—商品

Ｗ—Ｇ—Ｗ

从物质内容来说，这个运动是Ｗ—Ｗ，是商品换商品，是社

会劳动的物质变换，这种物质变换的结果一经达到，过程本身也

就结束。

Ｗ—Ｇ。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或卖。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

体上，象我在别处说过的６４，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

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社会分工使商

品所有者的劳动成为单方面的，又使他的需要成为多方面的。正

（６５） “赫拉克利特说：……火变成万物，万物又变成火，就象金变成货物，货

物变成金一样。”（斐·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１８５８年柏林版

第１卷第２２２页）拉萨尔在对这句话的注解中（第２２４页注３），错误地把货币说成只

是价值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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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样，他的产品对他来说仅仅是交换价值。这个产品只有通

过货币，才取得一般的社会公认的等价形式，而货币又在别人的

口袋里。为了把货币吸引出来，商品首先应当对于货币所有者是

使用价值，就是说，用在商品上的劳动应当是以社会有用的形式

耗费的，或者说，应当证明自己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但分工是

自然形成的生产机体，它的纤维在商品生产者的背后交织在一起，

而且继续交织下去。商品可能是一种新的劳动方式的产品，它声

称要去满足一种新产生的需要，或者想靠它自己去唤起一种需要。

一种特殊的劳动操作，昨天还是同一个商品生产者许多职能中的

一种职能，今天就可能脱离这种联系，独立起来，从而把它的局

部产品当作独立商品送到市场上去。这个分离过程的条件可能已

经成熟，或者可能尚未成熟。某种产品今天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明

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种类似的产品排挤掉。即使某种劳

动，例如我们这位织麻布者的劳动，是社会分工的特许的一部分，

这也决不能保证他的２０码麻布就有使用价值。社会对麻布的需

要，象对其他各种东西的需要一样，是有限度的，如果他的竞争

者已经满足了这种需要，我们这位朋友的产品就成为多余的、过

剩的，因而是无用的了。接受赠马，不看岁口①，但是我们这位织

麻布者决不是到市场去送礼的。我们就假定他的产品证明自己有

使用价值，因而商品会把货币吸引出来。但现在要问：它能吸引

多少货币呢？当然，答案已经由商品的价格即商品价值量的指数

预示了。我们把商品所有者可能发生的纯粹主观的计算错误撇开，

因为这种错误在市场上马上可以得到客观的纠正。假定他耗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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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产品上的只是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商品的价格只

是物化在商品中的社会劳动量的货币名称。但是，织麻布业的以

往可靠的生产条件，没有经过我们这位织麻布者的许可而在他的

背后发生了变化。同样多的劳动时间，昨天还确实是生产一码麻

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今天就不是了。货币所有者会非常热心

地用我们这位朋友的各个竞争者定出的价格来说明这一点。真是

不幸，世上竟有很多织麻布者。最后，假定市场上的每一块麻布都

只包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使这样，这些麻布的总数仍然可能包

含耗费过多的劳动时间。如果市场的胃口不能以每码２先令的正

常价格吞下麻布的总量，这就证明，在全部社会劳动时间中，以织

麻布的形式耗费的时间太多了。其结果就象每一个织布者花在他

个人的产品上的时间都超过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样。这正象俗

话所说：“一起捉住，一起绞死。”①在市场上，全部麻布只是当作一

个商品，每一块麻布只是当作这个商品的相应部分。事实上，每一

码的价值也只是同种人类劳动的同一的社会规定的量的化身。②

我们看到，商品爱货币，但是“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

的”６５。把自己的“分散的肢体”
６６
表现为分工体系的社会生产机体，

它的量的构成，也象它的质的构成一样，是自发地偶然地形成的。

所以我们的商品所有者发现：分工使他们成为独立的私人生产者，

同时又使社会生产过程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关系不受他们自

己支配；人与人的互相独立为物与物的全面依赖的体系所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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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工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因而使它转化为货币成为必然

的事情。同时，分工使这种转化能否成功成为偶然的事情。但是

在这里应当纯粹地考察现象，因此假定这种现象是正常进行的。其

实，只要这种现象发生，就是说，只要商品不是卖不出去，就总

会发生商品的形式变换，尽管在这种形式变换中，实体——价值

量——可能在不正常的场合亏损或增加。

对一个商品所有者来说，金代替了他的商品，对另一个商品

所有者来说，商品代替了他的金。可以感觉到的现象是商品和金，

即２０码麻布和２镑转手了，换位了，就是说，交换了。但是商品

同什么交换呢？同它自己的一般价值形态交换。金又同什么交换

呢？同它的使用价值的特殊形态交换。金为什么作为货币同麻布

对立呢？因为麻布的价格２镑或它的货币名称，已经使麻布把金当

作货币。原来的商品形式的转换是通过商品的让渡完成的，就是

说，是在商品的使用价值确实把商品价格中只是想象的金吸引出

来的时刻完成的。因此，商品价格的实现，或商品的仅仅是观念的

价值形式的实现，同时就是货币的仅仅是观念的使用价值的实现。

商品转化为货币，同时就是货币转化为商品。这一个过程是两方面

的：从商品所有者这一极看，是卖；从货币所有者这另一极看，是

买。或者说，卖就是买，Ｗ—Ｇ同时就是Ｇ—Ｗ。（６６）

到这里，我们还只知道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经济关系，即商品所

有者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商品所有者只是由于让出自己的

劳动产品，才占有别人的劳动产品。因此，一个商品所有者所以能

（６６） “每次卖都是买”（魁奈医生《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问答》，［载

于］德尔编《重农学派》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１部第１７０页），或者象魁奈在他的《一般原

理》中所说：“卖就是买。”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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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作为货币所有者同另一个商品所有者对立，或者是因为他的劳

动产品天然具有货币形式，是货币材料，是金等等；或者是因为

他自己的商品已经蜕皮，已经蜕掉它原来的使用形式。金要执行

货币的职能，自然就必须在某个地点进入商品市场。这个地点就

在金的产地，在那里，金作为直接的劳动产品与另一种价值相同

的劳动产品相交换。但是，从这个时候起，它就总是代表已经实

现了的商品价格。（６７）撇开金在产地同商品的交换不说，金在每

个商品所有者手里都是他所让渡的商品的转换形态，都是卖的产

物，或商品第一形态变化Ｗ—Ｇ的产物。（６８）金能够成为观念的

货币或价值尺度，是因为一切商品都用金来计量它们的价值，从而

使金成为它们的使用形态的想象的对立面，成为它们的价值形态。

金能够成为实在的货币，是因为商品通过它们的全面让渡使金成

为它们的实际转换或转化的使用形态，从而使金成为它们的实际

的价值形态。商品在它的价值形态上蜕掉了它自然形成的使用价

值的一切痕迹，蜕掉了创造它的那种特殊有用劳动的一切痕迹，蛹

化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同样的社会化身。因此，从货币上看不出

它是由哪种商品转化来的。在货币形式上，一种商品和另一种商品

完全一样。因此，货币可以是粪土，虽然粪土并不是货币。假定我

们的织麻布者让渡他的商品而取得的两块金是一夸特小麦的转化

形态。卖麻布Ｗ—Ｇ同时就是买麻布Ｇ—Ｗ。作为卖麻布，这个过

程开始了一个运动，而这个运动是以卖的反面，以买圣经结束的；

作为买麻布，这个过程结束了一个运动，而这个运动是以买的反

（６７） “一个商品的价格只能用另一个商品的价格来支付。”（里维埃尔的迈尔西

埃《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载于］德尔编《重农学派》第２部第５５４页）

（６８） “要有货币，就得先卖。”（同上，第５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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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以卖小麦开始的。Ｗ—Ｇ（麻布—货币），即Ｗ—Ｇ—Ｗ （麻

布—货币—圣经）这一运动的始段，同时就是Ｇ—Ｗ （货币—麻

布），即另一运动Ｗ—Ｇ—Ｗ（小麦—货币—麻布）的终段。一个

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即从商品形式变成货币，同时总是另一个

商品的相反的第二形态变化，即从货币形式又变成商品。（６９）

Ｇ—Ｗ。商品的第二形态变化，或最终的形态变化：买。——

货币是其他一切商品的转换形态，或者说，是它们普遍让渡的产

物，因此是绝对可以让渡的商品。货币把一切价格倒过来读，从

而把自己反映在一切商品体上，即为货币本身转化为商品而献身

的材料上。同时，价格，即商品向货币送去的秋波，表明货币可

以转化的限度，即指明货币本身的量。既然商品在变成货币后就

消失了，所以，从货币上就看不出它究竟怎样落到货币所有者的

手中，究竟是由什么东西转化来的。货币没有臭味６８，无论它从哪

里来。一方面，它代表已经卖掉的商品，另一方面，它代表可以

买到的商品。（７０）

Ｇ—Ｗ，即买，同时就是卖，即Ｗ—Ｇ；因此，一个商品的后一

形态变化，同时就是另一商品的前一形态变化。对我们的织麻布者

来说，他的商品的生命旅程是以他把２镑又转化为圣经而结束的。

卖圣经的人则把从织麻布者那里得到的２镑换成烧酒。Ｇ—Ｗ，即

Ｗ—Ｇ—Ｗ（麻布—货币—圣经）的终段，同时就是Ｗ—Ｇ，即Ｗ—

Ｇ—Ｗ（圣经—货币—烧酒）的始段。因为商品生产者只提供

（６９） 象前面说过的，金或银的生产者是例外，他们拿自己的产品去交换，用不

着先卖。

（７０） “货币在我们手中代表我们要买的东西，它也代表我们取得货币时卖出的

东西。”（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载于］德尔编《重农学

派》第２卷第５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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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方面的产品，所以他常常是大批地卖；而他的多方面的需要，又

迫使他不断地把已经实现的价格，或得到的全部货币额，分散在许

多次买上。卖一次就要买许多次各种各样的商品。这样，一种商品

的最终的形态变化，就是许多其他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的总和。

如果我们来考察一个商品例如麻布的总形态变化，那末我们

首先就会看到，这个形态变化由两个互相对立、互为补充的运动

Ｗ—Ｇ和Ｇ—Ｗ 组成。商品的这两个对立的转化是通过商品所有

者的两个对立的社会过程完成的，并反映在商品所有者充当的两

种对立的经济角色上。作为卖的当事人，他是卖者，作为买的当

事人，他是买者。但是，在商品的每一次转化中，商品的两种形

式即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同时存在着，只不过是在对立的两极上，

所以，对同一个商品所有者来说，当他是卖者时，有一个买者和

他对立着，当他是买者时，有一个卖者和他对立着。正象同一个

商品要依次经过两个相反的转化，由商品转化为货币，由货币转

化为商品一样，同一个商品所有者也要由扮演卖者改为扮演买者。

可见，这两种角色不是固定的，而是在商品流通中经常由人们交

替扮演的。

一个商品的总形态变化，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上，包含四个极

和三个登场人物。最先，与商品对立着的是作为它的价值形态的

货币，而后者在彼岸，在别人的口袋里，具有物的坚硬的现实性。

因此，与商品所有者对立着的是货币所有者。商品一变成货币，货

币就成为商品的转瞬即逝的等价形式，这个等价形式的使用价值

或内容在此岸，在其他的商品体中存在着。作为商品第一个转化

的终点的货币，同时是第二个转化的起点。可见，在第一幕是卖

者，在第二幕就成了买者，这里又有第三个商品所有者作为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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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他对立着。（７１）

商品形态变化的两个相反的运动阶段组成一个循环：商品形

式，商品形式的抛弃，商品形式的复归。当然，在这里，商品本

身具有对立的规定。对它的所有者来说，它在起点是非使用价值，

在终点是使用价值。同样，货币先表现为商品转化成的固定的价

值结晶，然后又作为商品的单纯等价形式而消失。

组成一个商品的循环的两个形态变化，同时是其他两个商品

的相反的局部形态变化。同一个商品（麻布）开始它自己的形态

变化的系列，又结束另一个商品（小麦）的总形态变化。商品在

它的第一个转化中，即在出卖时，一身兼有这两种作用。而当它

作为金蛹结束自己的生涯的时候，它同时又结束第三个商品的第

一形态变化。可见，每个商品的形态变化系列所形成的循环，同

其他商品的循环不可分割地交错在一起。这全部过程就表现为商

品流通。

商品流通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不同于直接的产品交

换。让我们回顾一下上面说过的过程。织麻布者确实拿麻布换了

圣经，拿自己的商品换了别人的商品。但这种现象只有对于他才

是真实的。宁愿要生暖的饮料而不要冰冷的圣物的圣经出卖者，不

会想到麻布换他的圣经，正象织麻布者不会想到小麦换他的麻布

一样，如此等等。Ｂ的商品替换了Ａ的商品，但Ａ和Ｂ并不是互

相交换自己的商品。Ａ同Ｂ彼此购买的事，实际上也可能发生，但

这种特殊关系决不是由商品流通的一般条件决定的。在这里，一

方面，我们看到，商品交换怎样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

（７１） “这样，就有四个终点和三个契约当事人，其中有一个人出现两次。”（列

特隆《就价值、流通、工业、国内外贸易论社会利益》第９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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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方的限制，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另一方面，又有整

整一系列不受当事人控制的天然的社会联系发展起来。织布者能

卖出麻布，只是因为农民已经卖了小麦；嗜酒者能卖出圣经，只

是因为织布者已经卖了麻布；酿酒者能卖出酿造之水，只是因为

另一个人已经卖了永生之水，如此等等。

因此，与直接的产品交换不同，流通过程在使用价值换位和

转手之后并没有结束。货币并不因为它最终从一个商品的形态变

化系列中退出来而消失。它不断地沉淀在商品空出来的流通位置

上。例如，在麻布的总形态变化即麻布—货币—圣经中，先是麻

布退出流通，货币补上它的位置，然后是圣经退出流通，货币又

补上圣经的位置。一个商品由另一个商品代替，而货币商品留在

第三人手中。（７２）流通不断地把货币象汗一样渗出来。

有一种最愚蠢不过的教条：商品流通必然造成买和卖的平衡，

因为每一次卖同时就是买，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这是指实际完

成的卖的次数等于买的次数，那是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但这种

教条是要证明，卖者会把自己的买者带到市场上来。作为两极对

立的两个人即商品所有者和货币所有者的相互关系来看，卖和买

是同一个行为。但作为同一个人的活动来看，卖和买是两极对立

的两个行为。因此，卖和买的同一性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如果商

品被投入流通的炼金炉，没有炼出货币，没有被商品所有者卖掉，

也就是没有被货币所有者买去，商品就会变成无用的东西。这种同

一性还包含这样的意思：如果这个过程成功，它就会形成商品的一

个休止点，形成商品生命中的一个时期，而这个时期可长可短。既

（７２） 第２版注：这个现象虽然很明显，但是往往为政治经济学家所忽略，尤其

是为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所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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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是卖又是买，这个局部过程同时就是一个

独立的过程。买者有商品，卖者有货币，也就是有一种不管早一

些或晚一些再进入市场都保持着能够流通的形式的商品。没有人

买，也就没有人能卖。但谁也不会因为自己已经卖，就得马上买。

流通所以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正是因

为它把这里存在的换出自己的劳动产品和换进别人的劳动产品这

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卖和买这二者之间的对立。说

互相对立的独立过程形成内部的统一，那也就是说，它们的内部

统一是运动于外部的对立中。当内部不独立（因为互相补充）的

过程的外部独立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统一就要强制地通过危机显

示出来。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同时必须

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特殊的具体的劳动同时只是当作抽

象的一般的劳动的对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

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了发展的运动形

式。因此，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这

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

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７３）

（７３） 参看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７４—７６页６９对詹姆斯·穆勒的评论。在这

里，经济学辩护士的方法有两个特征。第一，简单地抽去商品流通和直接的产品交换

之间的区别，把二者等同起来。第二，企图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归结

为商品流通所产生的简单关系，从而否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但商品生产和商

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

因此，只知道这些生产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畴，还是根本不能了解这些

生产方式的不同特征，也不能对这些生产方式作出判断。任何一门科学都不象政治经

济学那样，流行着拿浅显的普通道理来大肆吹嘘的风气。例如，让·巴·萨伊由于知

道商品是产品，就断然否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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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商品流通的媒介，货币取得了流通手段的职能。

（ｂ）货币的流通

劳动产品的物质变换借以完成的形式变换Ｗ—Ｇ—Ｗ，要求

同一个价值作为商品成为过程的起点，然后又作为商品回到这一

点。因此，商品的这种运动就是循环。另一方面，这个形式又排

斥货币的循环。其结果是货币不断地离开它的起点，不再回来。只

要卖者还紧紧握着他的商品的转化形态即货币，这个商品就仍然

处在第一形态变化的阶段，或者说，只通过了流通的前半段。如

果为买而卖的过程已经完成，货币就会再从它原来的所有者手里

离开。当然，如果织麻布者买了圣经之后再卖麻布，货币就会再

回到他的手里。但货币返回来，并不是由于上次那２０码麻布的流

通，相反地，那次流通已经使货币从织麻布者的手里离开，而到

了圣经出售者的手里。货币返回来，只是由于新的商品又更新了

或重复了同样的流通过程，并且这次的结果和上次相同。因此，商

品流通直接赋予货币的运动形式，就是货币不断地离开起点，就

是货币从一个商品所有者手里转到另一个商品所有者手里，或者

说，就是货币流通（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ｃｏｕｒｓｄｅｌａｍｏｎｎａｉｅ）。

货币流通表示同一个过程的不断的、单调的重复。商品总是

在卖者方面，货币是作为购买手段在买者方面。货币作为购买手

段执行职能，是在它实现商品的价格的时候。而货币在实现商品

的价格的时候，把商品从卖者手里转到买者手里，同时自己也从

买者手里离开，到了卖者手里，以便再去同另一种商品重复同样

的过程。货币运动的单方面形式来源于商品运动的两方面形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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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是被掩盖着的。商品流通的性质本身造成了相反的假象。商

品的第一形态变化表现出来的不仅是货币的运动，而且是商品本

身的运动；而商品的第二形态变化表现出来的只是货币的运动。商

品在流通的前半段同货币换了位置。同时，商品的使用形态便离

开流通，进入消费。（７４）它的位置由它的价值形态或货币化装所

占据。商品不再是包在它自己的天然外皮中，而是包在金外皮中

来通过流通的后半段。因此，运动的连续性完全落在货币方面；这

个运动对商品来说包含两个对立的过程，但作为货币本身的运动

却总是包含同一个过程，就是货币同一个又一个的商品变换位置。

因此，商品流通的结果，即一种商品被另一种商品所代替，似乎

并不是由商品本身的形式变换引起的，而是由货币作为流通手段

的职能引起的，似乎正是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使本身不能运动的

商品流通起来，使商品从把它们当作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转到把

它们当作使用价值的人手里，并且总是朝着同货币本身运动相反

的方向运动。货币不断使商品离开流通领域，同时不断去占据商

品在流通中的位置，从而不断离开自己的起点。因此，虽然货币

运动只是商品流通的表现，但看起来商品流通反而只是货币运动

的结果。（７５）

另一方面，货币所以具有流通手段的职能，只因为货币是商品

的独立出来的价值。因此，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运动，实际上只是

商品本身的形式的运动。因而这种运动也必然明显地反映在货币

（７４） 即使商品一再出卖（在这里，这种现象对我们来说还不存在），它也会在

最后一次出卖时，由流通领域落入消费领域，以便在那里充当生活资料或生产资料。

（７５） “它〈货币〉除了产品赋予它的运动之外，没有别的运动。”（列特隆《就

价值、流通、工业、国内外贸易论社会利益》第８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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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上。例如，麻布就是先把它的商品形式转化为它的货币形式。

然后它的第一形态变化Ｗ—Ｇ的终极，即货币形式，成为它的第

二形态变化Ｇ—Ｗ（即再转化为圣经）的始极。但这两个形式变换

的每一个都是通过商品和货币的交换，通过二者互相变换位置而

实现的。同一些货币作为商品的转换形态来到卖者手里，然后又

作为商品的绝对可以让渡的形态从他的手里离开。这些货币变换

位置两次。麻布的第一形态变化使这些货币进入织布者的口袋里，

麻布的第二形态变化又使这些货币从那里出来。这样，同一个商

品的两个互相对立的形式变换就反映在货币的两次方向相反的位

置变换上。

反之，如果只有单方面的商品形态变化，不论单是卖或单是

买，这个货币就只变换位置一次。货币的第二次位置变换总是表

明商品的第二次形态变化，表明又由货币转化为商品。同一些货

币反复不断地变换位置，不仅反映一个商品的形态变化的系列，而

且反映整个商品世界的无数形态变化的交错联系。不言而喻，这

一切只适合于这里所考察的简单商品流通形式。

每一个商品在流通中走第一步，即进行第一次形式变换，就

退出流通，而总有新的商品进入流通。相反，货币作为流通手段

却不断地留在流通领域，不断地在那里流动。于是产生了一个问

题，究竟有多少货币不断地被流通领域吸收。

在一个国家里，每天都发生大量的、同时发生的、因而在空

间上并行的单方面的商品形态变化，换句话说，一方面单是卖，另

一方面单是买。商品在自己的价格上已经等于一定的想象的货币

量。因为这里所考察的直接的流通形式总是使商品和货币作为物

体彼此对立着，商品在卖的一极，货币在买的一极，所以，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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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流通过程所需要的流通手段量，已经由商品的价格总额决

定了。事实上，货币不过是把已经在商品价格总额中观念地表现

出来的金额实在地表现出来。因此，这两个数额相等是不言而喻

的。但是我们知道，在商品价值不变的情况下，商品的价格会同

金（货币材料）本身的价值一起变动，金的价值降低，商品的价

格会相应地提高；金的价值提高，商品的价格会相应地降低。随

着商品价格总额这样增加或减少，流通的货币量必须以同一程度

增加或减少。诚然，在这里，流通手段量的变化都是由货币本身

引起的，但不是由它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而是由它作为价值尺

度的职能引起的。先是商品价格同货币价值成反比例地变化，然

后是流通手段量同商品价格成正比例地变化。比如说，如果不是

金的价值降低，而是银代替金充当价值尺度，或者不是银的价值

提高，而是金使银失去价值尺度的职能，那也会发生完全相同的

现象。在前一种情况下，流通的银要比以前的金多，在后一种情

况下，流通的金要比以前的银少。在这两种情况下，货币材料的

价值，即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的商品的价值都改变了，因此，商

品价值的价格表现也会改变，实现这些价格的流通货币量也会改

变。我们已经知道，商品流通领域有一个口，金（或银，总之，货

币材料）是作为具有一定价值的商品，从这个口进入流通领域的。

这个价值在货币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即在决定价格时，是作

为前提而存在的。比如说，如果价值尺度本身的价值降低了，那

末，这首先会在贵金属产地直接同作为商品的贵金属交换的那些

商品的价格变化中表现出来。而很大一部分其他商品会在一个较

长的时期继续按照价值尺度的已变得虚幻的旧有的价值来估价，

特别在资产阶级社会还不太发展的阶段是这样。可是，通过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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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价值关系，一种商品会影响别一种商品，于是这些商品的金

价格或银价格会逐渐同商品价值本身所决定的比例趋于一致，直

到最后所有的商品价值都相应地根据货币金属的新价值来估价。

随着这个趋于一致的过程，贵金属不断增加，它们是由于代替那

些直接同它们交换的商品而流进来的。因此，商品改订价格普遍

到什么程度，或者说，商品的价值根据金属已经跌落并继续跌落

到一定点的新价值来估价达到什么程度，实现商品价值所需要的

贵金属数量也已经增加到同样的程度了。由于对发现新的金银矿

以后出现的事实做了片面的考察，在十七世纪，特别是在十八世

纪，有人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以为商品价格上涨是因为有更多的

金银充当了流通手段。下面假设金的价值是既定的，实际上在估

量价格的一瞬间，金的价值确实也是既定的。

在这种前提下，流通手段量决定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如

果我们再假设每一种商品的价格都是既定的，显然，商品价格总

额就决定于流通中的商品量。只要稍微动一下脑筋就可以知道，１

夸特小麦要是值２镑，１００夸特就值２００镑，２００夸特就值４００镑，

等等，因此，在小麦出售时与小麦换位的货币量必须同小麦量一

起增加。

假设商品量已定，流通货币量就随着商品价格的波动而增减。

流通货币量之所以增减，是因为商品的价格总额随着商品价格的

变动而增减。为此，完全不需要所有商品的价格同时上涨或跌落。

只要若干主要商品的价格在一种情况下上涨，或在另一种情况下

跌落，就足以提高或降低全部流通商品的待实现的价格总额，从

而使进入流通的货币增加或减少。无论商品价格的变动是反映实

际的价值变动，或只是反映市场价格的波动，流通手段量所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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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都是相同的。

假定有若干互不相干的、同时发生的、因而在空间上并行的

卖，或者说局部形态变化，例如有１夸特小麦、２０码麻布、１本圣

经、４加仑烧酒同时出售。如果每种商品的价格都是２镑，待实现

的价格总额就是８镑，那末进入流通的货币量必须是８镑。相反，

如果这４种商品是我们上面所说过的形态变化系列的各个环节，

即１夸特小麦—２镑—２０码麻布—２镑—１本圣经—２镑—４加仑

烧酒—２镑，那末，有２镑就可以使所有这些商品依次流通，因为

它依次实现它们的价格，从而实现８镑的价格总额，最后停留在酿

酒者手中。这２镑完成了４次流通。同一些货币的这种反复的位

置变换既表示商品发生双重的形式变换，表示商品通过两个对立

的流通阶段的运动，也表示各种商品的形态变化交错在一起。

（７６）这个过程经过的各个互相对立、互为补充的阶段，不可能在空

间上并行，只能在时间上相继发生。因此，时间就成为计量这个过

程久暂的尺度，或者说，同一些货币在一定时间内的流通次数可以

用来计量货币流通的速度。例如，假定上述４种商品的流通过程持

续１天。这样，待实现的价格总额为８镑，同一些货币１天的流通

次数是４次，流通的货币量是２镑，或者就一定时间的流通过程来

说是：商 品 价 格 总 额
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

＝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这个规律

是普遍适用的。在一定的时间内，一个国家的流通过程包括两方

面：一方面是许多分散的、同时发生的和空间上并行的卖（或买）或

局部形态变化，其中同一些货币只变换位置一次或只流通一次；另一

（７６） “正是产品使它〈货币〉运动，使它流通…… 它〈即货币〉运动的速度

可以补充它的数量。必要时，它会一刻不停地从一个人的手中转到另一个人的手中。”

（列特隆《就价值、流通、工业、国内外贸易论社会利益》第９１５、９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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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是许多部分互相平行，部分互相交错的具有多少不等的环节

的形态变化系列，其中同一些货币流通的次数多少不等。但是，流

通中的全部同名货币的总流通次数提供了每个货币的平均流通次

数或货币流通的平均速度。例如，在每天流通过程开始时进入流

通的货币量，当然由同时地和空间上并行地流通着的商品的价格

总额来决定。但在过程之内，可以说每一货币都对另一货币承担

责任。如果一个货币加快流通速度，另一个货币就会放慢流通速

度，甚至完全退出流通领域，因为流通领域只能吸收这样一个金

量，这个金量乘以它的单个元素的平均流通次数，等于待实现的

价格总额。因此，货币的流通次数增加，流通的货币量就会减少，

货币的流通次数减少，货币量就会增加。因为在平均流通速度一

定时，能够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也是一定的，所以，例如

只要把一定量１镑的钞票投入流通，就可以从流通中取回等量的

索维林，——这是一切银行都很熟悉的手法。

既然货币流通只是表现商品流通过程，即商品通过对立的形

态变化而实现的循环，所以货币流通的速度也就表现商品形式变

换的速度，表现形态变化系列的不断交错，表现物质变换的迅速，

表现商品迅速退出流通领域并同样迅速地为新商品所代替。因此，

货币流通的迅速表现互相对立、互为补充的阶段——由使用形态

转化为价值形态，再由价值形态转化为使用形态——的流水般的

统一，即卖和买两个过程的流水般的统一。相反，货币流通的缓

慢则表现这两个过程分离成彼此对立的独立阶段，表现形式变换

的停滞，从而表现物质变换的停滞。至于这种停滞由什么产生，从

流通本身当然看不出来。流通只是表示出这种现象本身。一般人

在货币流通迟缓时看到货币在流通领域各点上出没的次数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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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很容易用流通手段量不足来解释这种现象。（７７）

可见，在每一段时期内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的总量，一

方面取决于流通的商品世界的价格总额，另一方面取决于这个商

品世界的互相对立的流通过程流动的快慢，这种流动决定着同一

些货币能够实现价格总额的多大部分。但是，商品的价格总额又

决定于每种商品的数量和价格。这三个因素，即价格的变动、流

通的商品量、货币的流通速度，可能按不同的方向和不同的比例

变动，因此，待实现的价格总额以及受价格总额制约的流通手段

量，也可能有多种多样的组合。在这里，我们只举出商品价格史

上最重要的几种组合。

在商品价格不变时，由于流通商品量增加，或者货币流通速

度减低，或者这两种情况同时发生，流通手段量就会增加。反之，

由于商品量减少，或者货币流通速度增加，流通手段量就会减

少。    

（７７） “因为货币……是买和卖的普遍的尺度，所以每一个要卖东西而找不到买

者的人，总以为他的商品卖不出去是因为国内缺乏货币；因此到处都叫嚷缺乏货币。然

而这是一个大错误……那些叫嚷缺乏货币的人究竟要什么呢？……租地农民抱怨……

他以为，如果国内有较多的货币，他的货物就可以卖到好价钱。看来，他要的不是货

币，而是他想卖但又卖不出去的谷物和牲畜的好价钱……为什么他卖不到好价钱呢？

…… １．或者是因为国内谷物和牲畜太多，到市场上来的人大多数都象他那样要卖，

但只有少数人要买；２．或者是因为通常的出口停滞……３．或者是因为消费缩减，例

如，人们由于贫困，不能再花费过去那样多的生活费用。可见，有助于租地农民出售

货物的，不是增加货币，而是消除这三个真正造成市场缩减的原因中的任何一个原因

……批发商和零售商也同样要货币，就是说，因为市场停滞，他们要把他们经营的货

物销售出去……没有比财富不断转手更能使国家繁荣的了。”（散见达德利·诺思爵士

《贸易论》１６９１年伦敦版第１１—１５页）赫伦施万德的骗术总括起来就是：由商品性质

引起并在商品流通中表现出来的矛盾，通过增加流通手段就可以消除。认为流通手段

不足造成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停滞，是一种流行的错觉，但决不能由此反过来说，例

如，官方采取“通货管理”的拙劣手段所造成的流通手段的真正不足，也不会引起停

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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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商品价格普遍提高时，如果流通商品量的减少同商品价格

的上涨保持相同的比例，或流通的商品量不变，而货币流通速度

的增加同价格的上涨一样迅速，流通手段量就会不变。如果商品

量的减少或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加比价格的上涨更迅速，流通手段

量就会减少。

在商品价格普遍下降时，如果商品量的增加同商品价格的跌

落保持相同的比例，或货币流通速度的减低同价格的跌落保持相

同的比例，流通手段量就会依然不变。如果商品量的增加或货币

流通速度的减低比商品价格的跌落更迅速，流通手段量就会增

加。    

各种因素的变动可以互相抵销，所以尽管这些因素不断变动，

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从而流通的货币量可以依然不变。因此，

特别是考察一个较长的时期，我们就会发现：在每一国家中流通

的货币量的平均水平比我们根据表面现象所预料的要稳定得多；

除了周期地由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引起的，以及偶尔由货币价值

本身的变动引起的强烈震动时期以外，流通的货币量偏离这一平

均水平的程度，比我们根据表面现象所预料的要小得多。

流通手段量决定于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和货币流通的平均速

度这一规律（７８），还可以表述如下：已知商品价值总额和商品形

（７８） “推动一国商业，需要一定数量和比例的货币，过多或过少都对商业有害。

这正象在小零售业中要有一定量的法寻来把银币换开和结算用最小的银币也无法处

理的帐目……贸易所需要的法寻量的比例，取决于购买者的人数、他们购买的次数，首

先是取决于最小的银币的价值，同样，我国商业所需要的货币（金币或银币）的比例，取

决于交换的次数和支付额的大小。”（威廉·配第《赋税论》１６６７年伦敦版第１７页）阿·

杨格在他的《政治算术》（１７７４年伦敦版）中维护受到詹·斯图亚特等人攻击的休谟的

理论，书中专列一章，题名是《价格取决于货币量》，见该书第１１２页及以下各页。我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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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变化的平均速度，流通的货币或货币材料的量决定于货币本身

的价值。有一种错觉，认为情况恰恰相反，即商品价格决定于流

通手段量，而流通手段量又决定于一个国家现有的货币材料量

（７９），这种错觉在它的最初的代表者那里是建立在下面这个荒谬

的假设上的：在进入流通过程时，商品没有价格，货币也没有价

值，然后在这个过程内，商品堆的一定部分同金属堆的相应部分

相交换。（８０）

治经济学批判》第１４９页上７０曾经指出：“他（亚·斯密）把流通中的铸币量问题悄悄

地抹掉了，因为他完全错误地把货币当作单纯的商品。”这句话只是对于亚·斯密专门

论述货币的那些地方才是适用的。例如，在批评以前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时，斯密偶尔

说出了正确的看法：“每一个国家的铸币量取决于该国靠铸币而流通的商品的价值

……每一个国家每年买卖的货物的价值，要求有一定量的货币来使货物流通，并把它

们分配给它们的真正的消费者，但不能使用比这更多的货币。流通的渠道必然会吸收

一个使自己达到饱和的数量，但决不会容纳更多的数量。”（《国富论》［第３卷］第４

篇第１章［第８７、８９页］）与此相似，亚·斯密在这部著作的开头，曾专门颂扬分工，

但后来，在最后一篇论述国家收入的源泉时，他又偶尔重复他的老师亚·弗格森的话，

谴责了分工。

（７９） “在每一个国家，随着民间的金银量的增加，货物的价格必定上涨，因此，

如果任何一个国家的金银减少，那末一切货物的价格也必将随着货币的减少而相应地

跌落。”（杰科布·范德林特《货币万能》１７３４年伦敦版第５页）把范德林特的著作同

休谟的《论丛》仔细对照后，我丝毫不怀疑，休谟知道并且利用了范德林特这部在别

的方面也很重要的著作。流通手段量决定价格的看法，巴尔本以及更早期的著作家就

曾提出过。范德林特说：“无限制的贸易不会造成任何不便，而只会带来很大的好处，

因为当一个国家的现金量由于这种贸易而减少时（这是禁令所要防止的），流入现金的

国家的一切货物价格必然会随着该国现金量的增加而上涨……我国的工业产品以及

其他各种货物会很快地跌价，从而又造成对我们有利的贸易差额，这样，货币就会流

回我国。”（同上，第４３、４４页）

（８０） 不言而喻，每一种商品的价格构成全部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的一个要素。

但完全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彼此不可通约的使用价值总量应同一个国家现有的金或

银的总量相交换。如果大胆地幻想一下，把商品世界当作一个唯一的总商品，每一个商

品只是它的相应部分，那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美妙的算式：总商品＝ｘ 金，商品Ａ＝总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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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铸币。价值符号

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货币的铸币形式。在商

品的价格或货币名称中想象地表现出来的金重量，必须在流通中

作为同名的金块或铸币同商品相对立。正象确立价格标准一样，铸

造硬币也是国家的事。金银作为铸币穿着不同的国家制服，但它

们在世界市场上又脱掉这些制服。这就表明，商品流通的国内领

域或民族领域，同它们的普遍的世界市场领域是分开的。

因此，金币和金块本来只有形状上的差别，金始终能从一种形

品的一定部分＝ｘ 金的同一部分。孟德斯鸠当真这样说过：“如果我们把世界上现有

的金银量同现有的商品总量相比较，那末每个单个产品或商品一定可以同一定量的货

币相比较。我们假定世界上只有一种产品或一种商品，或者说，只有一种东西可以买，

而且它象货币那样可以分割，这个商品的一定部分就会相当于货币量的一定部分；这

个商品总量的一半相当于货币总量的一半，等等……商品价格的决定总是基本上取决

于商品总量和货币符号总量之间的比例。”（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全

集》第３卷第１２、１３页）关于李嘉图和他的学生詹姆斯·穆勒、奥维尔斯顿勋爵等人

对这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可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１４０—１４６页、第１５０页及以

下各页７１。约·斯·穆勒先生凭他惯用的折衷逻辑，懂得既要赞成他父亲詹姆斯·穆勒

的见解，又要赞成相反的见解。他在自己的教科书纲要《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序言

（第１版）中，以当代的亚当·斯密自居，如果把该书的正文同这篇序言比较一下，真

不知道究竟应当赞扬这个人的天真呢，还是赞扬那些诚心诚意地承认他是当代亚当·

斯密的公众的天真。其实他同亚当·斯密相比，就象卡尔斯的威廉斯·卡尔斯将军同

威灵顿公爵相比一样。约·斯·穆勒先生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进行的既不广也不深的独

创研究，在１８４４年他出版的小册子《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里全部

包括了。洛克直截了当地说明了金银没有价值和金银价值取决于金银量这二者之间的

关系。他说：“人们一致同意赋予金银一个想象的价值……在这些金属中所看到的内在

价值无非是它们的量。”（《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１６９１年，［载于］《洛

克著作集》１７７７年版第２卷第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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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变为另一种形式。（８１）它离开造币厂的道路，同时就是通向熔

炉的道路。这是因为金币在流通中受到磨损，有的磨损得多，有

的磨损得少。金的名称和金的实体，名义含量和实际含量，开始

了它们的分离过程。同名的金币，具有了不同的价值，因为重量

不同了。作为流通手段的金同作为价格标准的金偏离了，因此，金

在实现商品的价格时不再是该商品的真正等价物。中世纪和直到

十八世纪为止的近代的铸币史就是一部这样混乱的历史。流通过

程的自然倾向是要把铸币的金存在变为金假象，或把铸币变为它

的法定金属含量的象征。这种倾向甚至为现代的法律所承认，这

些法律规定，金币磨损到一定程度，便不能通用，失去通货资

格。    

既然货币流通本身使铸币的实际含量同名义含量分离，使铸

币的金属存在同它的职能存在分离，所以在货币流通中就隐藏着

一种可能性：可以用其他材料做的记号或用象征来代替金属货币

执行铸币的职能。铸造重量极小的金币或银币在技术上有困难，而

且起初是较贱的金属而不是较贵的金属（是银不是金，是铜不是

银）充当价值尺度，因而在它们被较贵的金属赶下宝座之前曾一

直作为货币流通，这些事实历史地说明了银记号和铜记号可以

（８１） 当然，探讨造币税之类的细节，决不是我的目的。但是，为了驳斥浪漫主

义的献媚者亚当·弥勒对“英国政府免费造币”的“慷慨精神”的赞扬７２，可以引用达

德利·诺思爵士的一段话：“金银象其他的商品一样，有它的来潮和退潮。只要从西班

牙运到一批金银……就被送往伦敦塔去铸造。不久又会需要金条和银条，以便再输出。

如果金条和银条都没有了，而是恰巧都用来造币了，那怎么办呢？那就把铸币再熔化；

这不会有什么损失，因为所有者对造币不用花费分文。但国家受到损失，不得不为了

喂驴子而支付捆草料的费用。如果商人〈诺思本人是查理二世时代的一个大商人〉必

须支付造币费，他就不会轻易地把他的银送到伦敦塔去了，而且铸币总是会比未铸的

银有更高的价值了”（诺思《贸易论》１６９１年伦敦版第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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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金币发挥作用。这些记号在铸币流通最快因而磨损最快的商

品流通领域中，即在极小额的买卖不断重复进行的领域中代替了

金。为了不让金的这些侍从永远篡夺金的位置，法律规定一个极

小的比例，只有在这个比例内，它们代替金来支付才能强人接受。

不同种铸币流通的各种特殊领域当然是互相交错的。辅币在支付

最小金币的尾数时与金同时出现；金不断地进入零售流通，但是

又因与辅币兑换而从那里不断地被抛出来。（８２）

银记号或铜记号的金属含量是由法律任意规定的。它们在流

通中比金币磨损得还要快。因此，它们的铸币职能实际上与它们

的重量完全无关，就是说，与任何价值完全无关。金的铸币存在

同它的价值实体完全分离了。因此，相对地说没有价值的东西，例

如纸票，就能代替金来执行铸币的职能。在金属货币记号上，这

种纯粹的象征性质还在一定程度上隐藏着。但在纸币上，这种性

质就暴露无遗了。我们看到，困难的只是第一步。

这里讲的只是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这种纸币是直接从金属

流通中产生出来的。而信用货币产生的条件，我们从简单商品流

通的观点来看还是根本不知道的。但不妨顺便提一下，正如本来

意义的纸币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来一样，信用

货币的自然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８３）

（８２） “如果银币从来不超过小额支付所需的数量，它就不可能积累到足以进行

巨额支付的数量……用金进行巨额支付，也必然包含用金进行零售贸易：金币的所有

者，拿金币进行小额购买时，除得到所买的商品外，还可找回银币；这样，那些本来

会成为零售商的负担的银币余额，就会离开零售商，回到总流通中去。但如果银的数

量多到不用金就可以进行小额支付，那末，零售商人从小额购买中就只能得到银，而

这些银就必然会在他的手中积累起来。”（大卫·布坎南《大不列颠赋税和商业政策的

研究》１８４４年爱丁堡版第２４８、２４９页）

（８３） 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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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把印有１镑、５镑等等货币名称的纸票从外部投入流通

过程。只要这些纸票确实是代替同名的金额来流通，它们的运动就

只反映货币流通本身的规律。纸币流通的特殊规律只能从纸币是

金的代表这种关系中产生。这一规律简单说来就是：纸币的发行限

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诚然，流通领域所

能吸收的金量经常变动，时常高于或低于一定的平均水平。但是，

一个国家的流通手段量决不会降到一定的由经验确定的最低限量

以下。这个最低限量不断变动它的组成部分，就是说，不断由另外

的金块组成，这种情况当然丝毫不会影响这个量的大小和它在流

通领域内的不断流动。因此，这个最低限量可以由纸做的象征来代

替。但是，如果今天一切流通渠道中的纸币已达到这些渠道所能吸

收货币的饱和程度，明天纸币就会因商品流通发生变动而泛滥开

来。一切限度都消失了。不过，如果纸币超过了自己的限度，即超

过了能够流通的同名的金币量，那末，即使不谈有信用扫地的危

险，它在商品世界毕竟只是代表由商品世界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

那个金量，即它所能代表的那个金量。例如，如果一定的纸票量按

其名称代表２盎斯金，而实际是代替１盎斯金，那末事实上１镑比

如说就是１
８
盎斯金的货币名称，而不是原来

１
４
盎斯金的货币名称

现的钞票。在１８５４年４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

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帝俄驻

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卡·阿伯尔博士和弗·阿·梅克伦堡译自俄文，１８５８年

柏林版第１卷第５４页）关于金币在流通中不断磨损的问题，英格兰银行的一位“经

理”曾在“上院委员会”（银行条例委员会）上作证说：“每年都有一批新的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ｓ

〈不是政治上的君主，而是金镑的名称索维林７３〉变得过轻。在一年中以十足重量流通

的一批索维林，经过这一年的磨损，到下一年放在天平上就重量不足了。”（《１８４８年

上院委员会》第４２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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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结果无异于金在它作为价格尺度的职能上发生了变化，同

一价值，原来用１镑的价格来表现，现在要用２镑的价格来表现

了。

纸币是金的符号或货币符号。纸币同商品价值的关系只不过

是：商品价值观念地表现在一个金量上，这个金量则由纸象征地

可感觉地体现出来。纸币只有代表金量（金量同其他一切商品量

一样，也是价值量），才成为价值符号。（８４）

最后要问，为什么金可以用它本身的没有任何价值的符号来

代替呢？而我们已经知道，只有当金执行铸币或流通手段的职能

而被孤立起来或独立出来时，金才可以被代替。当然，就个别金

币来说，这种职能并没有独立出来，虽然磨损了的金币的继续流

通已表明这种职能已经独立出来。金块只有实际处在流通中的时

候，才是单纯的铸币或流通手段。对于个别金币不适用的情况，对

于能由纸币代替的最低限度的金量却是适用的。这个金量经常处

在流通领域中，不断地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从而只是作为这种

职能的承担者而存在。因此，它的运动只表示商品形态变化Ｗ—

Ｇ—Ｗ 的对立过程的不断互相转化。在这种形态变化中，商品的价

值形态与商品对立，只是为了马上又消失。在这里，商品的交换

价值的独立表现只是转瞬即逝的要素。它马上又会被别的商品

（８４） 第２版注：甚至最优秀的货币问题著作家，对货币的各种职能的理解也是

很模糊的，例如，富拉顿下面的一段话就是证明：“就我们的国内交换来说，通常由金

币和银币执行的各种货币职能，同样可以有效地由不兑现的纸币的流通来执行，而这

种纸币除依法获得的人为的约定的价值外，没有任何别的价值。我想，这个事实是任

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只要纸币发行量保持在应有的限度内，这种价值就完全能适合于

内在价值的目的，甚至使价值标准成为多余。”（富拉顿《论流通手段的调整》１８４５年

伦敦第２版第２１页）这就是说，由于货币商品在流通中可以被单纯的价值符号代替，

作为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的货币商品就成为多余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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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因此，在货币不断转手的过程中，单有货币的象征存在就

够了。货币的职能存在可以说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货币作为商

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作它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

能，因此也能够由符号来代替。（８５）但是，货币符号本身需要得

到客观的社会公认，而纸做的象征是靠强制流通得到这种公认的。

国家的这种强制行动，只有在一国范围内或国内的流通领域内才

有效，也只有在这个领域内，货币才完全执行它的流通手段或铸

币的职能，因而才能在纸币形式上取得一种同它的金属实体在外

部相脱离的并纯粹是职能的存在形式。

３．货  币

作为价值尺度并因而以自身或通过代表作为流通手段来执行

职能的商品，是货币。因此，金（或银）是货币。金作为货币执行职

能，一方面是在这样的场合：它必须以其金体（或银体）出现，因而

作为货币商品出现，就是说，它不象在充当价值尺度时那样纯粹是

观念的，也不象在充当流通手段时那样可以用别的东西来代表；另

一方面是在这样的场合：它的职能——不论由它亲自执行，还是由

它的代表执行——使它固定成为唯一的价值形态，成为交换价值的

（８５） 由于金银作为铸币或只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时，变成了它们自己的符号，

于是尼古拉·巴尔本就推论说，政府有权“提高货币价值”，就是说，例如，可以替名

叫格罗申的银量起一个较大银量的名称——塔勒，这样，就可以用格罗申当塔勒来偿

还债务。“货币因经常点数而磨损和减轻……在交易中，人们注意的只是货币的名称和

通用与否，而不是银的量……国家的权威使金属成为货币。”（尼·巴尔本《新币轻铸

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第２９、３０、２５页）

９４１第三章 货币或商品流通



唯一适当的存在，而与其他一切仅仅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相对立。

（ａ）货 币贮 藏

两种对立的商品形态变化的不断循环，或卖与买的不息转换，

表现在不停的货币流通上，或表现在货币作为流通的永动机的职

能上。只要商品的形态变化系列一中断，卖之后没有继之以买，货

币就会停止流动，或者如布阿吉尔贝尔所说的，由动的东西变为

不动的东西７４，由铸币变为货币。

随着商品流通的最初发展，把第一形态变化的产物，商品的

转化形式或它的金蛹保留在自己手中的必要性和欲望也发展起来

了。（８６）出售商品不是为了购买商品，而是为了用货币形式来代

替商品形式。这一形式变换从物质变换的单纯媒介变成了目的本

身。商品的转换形态受到阻碍，不能再作为商品的绝对可以让渡

的形态或作为只是转瞬即逝的货币形式而起作用。于是货币硬化

为贮藏货币，商品出售者成为货币贮藏者。

在商品流通的初期，只是使用价值的多余部分转化为货币。这

样，金和银自然就成为这种多余部分或财富的社会表现。在有些

民族中，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相适应，需要范围是固定

有限的，在这些民族中，这种素朴的货币贮藏形式就永恒化了。在

亚洲人那里，特别是在印度人那里，情况就是这样。范德林特以为

商品价格决定于一个国家现有的金银量，他自问：为什么印度的商

（８６） “货币财富无非是……已经转化为货币的产品财富。”（里维埃尔的迈尔西

埃《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第５７３页）“产品形式上的价值只是改变形式而已。”

（同上，第４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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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这样便宜？他回答说：因为印度人埋藏货币。他指出，从１６０２

年到１７３４年，他们埋藏的银值１５０００万镑，这些银最先是从美洲

运到欧洲去的。（８７）从１８５６年到１８６６年这１０年间，英国输往

印度和中国的银（输到中国的银大部分又流入印度）值１２０００万

镑，这些银原先是用澳大利亚的金换来的。

随着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必须握有

这个物的神经，这个“社会的抵押品”（８８）。他的需要不断更新，

因而促使他不断购买别人的商品，而他生产和出售自己的商品是

要费时间的，并且带有偶然性。他要买而不卖，就必须在以前曾

经卖而不买。这种做法要普遍实行，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但是，贵

金属在它的产地直接同其他商品交换。在那里就是卖（商品所有

者方面）而不买（金银所有者方面）。（８９）而以后的没有继之以

买的卖，不过是使贵金属进一步分配给一切商品所有者的媒介。因

此，在交易的各个点上，有不同数量的金银贮藏。自从有可能把

商品当作交换价值来保持，或把交换价值当作商品来保持以来，求

金欲就产生了。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展，货币——财富的随时可用

的绝对社会形式——的权力也日益增大。

“金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他想要的一切东西的主

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哥伦布１５０３年寄自牙买加的信）

因为从货币身上看不出它是由什么东西变成的，那末，一切东

（８７） “他们就是用这种办法使他们所有的货物和产品保持如此低廉的价格。”

（范德林特《货币万能》第９５、９６页）

（８８） “货币是一种抵押品。”（约翰·贝勒斯《论贫民、工业、贸易、殖民地和

道德堕落》１６９９年伦敦版第１３页）

（８９） 严格地说，买要以下面一点为前提：金或银已经是商品的转化形态，或者

说，是卖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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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不论是不是商品，都可以变成货币。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

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

为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更不用说

那些人间交易范围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９０）正如商品的

一切质的差别在货币上消灭了一样，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

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９１）但货币本身是商品，是可以成为任何

人的私产的外界物。这样，社会权力就成为私人的私有权力。因

此，古代社会咒骂货币是换走了自己的经济秩序和道德秩序的辅

币。（９２）还在幼年时期就抓着普路托的头发把他从地心里拖出

（９０） 法国笃信基督教的国王亨利三世，抢劫了修道院等地的圣物，以便把它们

变成银。大家知道，弗西斯人抢劫德尔斐神庙的财宝曾在希腊史上起了什么作用。众

所周知，古代人把神庙看作商品之神的住所。神庙是“神圣的银行”。以经商为主的民

族腓尼基人，认为货币是万物的转换形式。因此，那些在爱神节委身于外来人的少女

把作为报酬得来的钱献给女神，是很自然的事。

（９１）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

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

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吓！你们这些天神们啊，为什么要给我这东西呢？

嘿，这东西会把你们的祭司和仆人从你们的身旁拉走；

把健汉头颅底下的枕垫抽去；

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

它可以使受咒诅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色的癞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

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

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

来，该死的土块，你这人尽可夫的娼妇……”（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

（９２） “人间再没有象金钱这样坏的东西到处流通，

这东西可以使城邦毁灭，使人们被赶出家乡，

把善良的人教坏，使他们走上邪路，作些可耻的事，

甚至叫人为非作歹，干出种种罪行。”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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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９３）的现代社会，则颂扬金的圣杯是自己最根本的生活原则

的光辉体现。

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满足一种特殊的需要，构成物质财富的一

种特殊的要素。而商品的价值则衡量商品对物质财富的一切要素

的吸引力的大小，因而也衡量商品所有者的社会财富。在野蛮的

简单的商品所有者看来，甚至在西欧的农民看来，价值是同价值

形式分不开的，因而金银贮藏的增多就是价值的增多。当然，货

币的价值在变化，这或者是由于它本身的价值变化，或者是由于

商品的价值变化。但是一方面，这不会妨碍２００盎斯金始终比１００

盎斯金包含的价值多，３００盎斯金又比２００盎斯金包含的价值多

等等，另一方面，这也不会妨碍这种物的天然的金属形式仍旧是

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形式，是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化身。贮

藏货币的欲望按其本性是没有止境的。在质的方面，或按形式来

说，货币是无限的，也就是说，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因为它

能直接转化成任何商品。但是在量的方面，每一个现实的货币额

又是有限的，因而只是作用有限的购买手段。货币的这种量的有

限性和质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迫使货币贮藏者不断地从事息息

法斯式的积累劳动。他们同世界征服者一样，这种征服者把征服

每一个新的国家只看作是取得了新的国界。

要把金作为货币，从而作为贮藏货币的要素保存起来，就必

须阻止它流通，不让它作为购买手段化为消费品。因此，货币贮

藏者为了金偶像而牺牲自己的肉体享受。他虔诚地信奉禁欲的福

音书。另一方面，他能够从流通中以货币形式取出的，只是他以

（９３） “贪婪想把普路托从地心里拖出来。”（阿泰纳奥斯《学者们的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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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形式投入流通的。他生产的越多，他能卖的也就越多。因此，

勤劳、节俭、吝啬就成了他的主要美德。多卖少买就是他的全部

政治经济学。（９４）

除直接的贮藏形式以外，还有一种美的贮藏形式，即占有金

银制的商品。它是与资产阶级社会的财富一同增长的。“让我们成

为富人或外表象富人吧。”（狄德罗）７５这样，一方面，形成了一个

日益扩大的金银市场，这个市场不以金银的货币职能为转移，另

一方面，也形成了一个潜在的货币供应源泉，这个源泉特别在社

会大风暴时期涌现出来。

货币贮藏在金属流通的经济中执行着种种不同的职能。它的

第一个职能是从金银铸币的流通条件中产生的。我们已经知道，随

着商品流通在范围、价格和速度方面的经常变动，流通的货币量也

不断增减。因此，这个量必须能伸缩。有时货币必须当作铸币被吸

收，有时铸币必须当作货币被排斥。为了使实际流通的货币量总是

同流通领域的饱和程度相适应，一个国家的现有的金银量必须大

于执行铸币职能的金银量。这个条件是靠货币的贮藏形式来实现

的。货币贮藏的蓄水池，对于流通中的货币来说，既是排水渠，又是

引水渠；因此，货币永远不会溢出它的流通的渠道。（９５）

（９４） “尽量增加每一种商品的卖者的人数，尽量减少买者的人数，这是政治经

济学的一切措施的枢纽。”（维里《政治经济学研究》第５２、５３页）

（９５） “一个国家要进行贸易，必须有一定数量的金属货币，这个数量随着情况

的需要而变化，时而增多，时而减少…… 货币的这种涨落，无需政治家的任何协助，

能够自行调节…… 两只吊桶交替工作：货币不足时，用金属块来铸造；金属块不足

时，把货币熔化掉。”（达·诺恩爵士《贸易论》［附言］第３页）长期在东印度公司７６任职

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证实，在印度银饰品仍然直接起着贮藏货币的作用。“利率高

时，银饰品送往造币厂，利率低时，它又恢复原状。”（约·斯·穆勒的证词，１８５７年《银

行法报告》第２０８４、２１０１号）根据１８６４年关于印度金银输入和输出的议会文件７７，１８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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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支 付 手 段

在上面我们所考察的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中，同一价值量总

是双重地存在着，在一极上是商品，在另一极上是货币。所以，商

品所有者只是作为现存的互相等价的物的代表来接触。但是，随

着商品流通的发展，使商品的让渡同商品价格的实现在时间上分

离开来的关系也发展起来。这里我们只举出其中一些最简单的关

系。一些商品需要的生产时间较长，另一些商品需要的生产时间

较短。不同的商品的生产与不同的季节有关。一些商品在市场所

在地生产，另一些商品要旅行到远方的市场去。因此，一个商品

所有者可以在另一个商品所有者作为买者出现之前，作为卖者出

现。当同样一些交易总是在同一些人中间反复进行时，商品的出

售条件就按照商品的生产条件来调节。另一方面，有一些商品例

如房屋的使用权是出卖一定期限的。买者只是在期满时才真正取

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因而他先购买商品，后对商品支付。一个商

品所有者出售他现有的商品，而另一个商品所有者却只是作为货

币的代表或作为未来货币的代表来购买这种商品。卖者成为债权

人，买者成为债务人。由于商品的形态变化或商品的价值形式的

发展在这里起了变化，货币也就取得了另一种职能。货币成了支

付手段。（９６）

年金银入超１９３６７７６４镑。在１８６４年以前的８年间，贵金属入超１０９６５２９１７镑。在本

世纪中，印度铸造的货币远远超过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镑。

（９６） 路德把作为购买手段的货币和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区别开来。“你使我两

头受损失：这里我不能支付，那里我不能购买。”（马丁·路德《给牧师们的谕示：讲

道时要反对高利贷》１５４０年维登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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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人或债务人的身分在这里是从简单商品流通中产生的。

简单商品流通形式的改变，在卖者和买者身上打上了这两个新烙

印。最初，同卖者和买者的角色一样，这也是暂时的和由同一些

流通当事人交替扮演的角色。但是，现在这种对立一开始就不是

那样愉快，并且能够更牢固地结晶起来。（９７）而这两种角色还可

以不依赖商品流通而出现。例如，古代世界的阶级斗争主要是以

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斗争的形式进行的；在罗马，这种斗争以

负债平民的破产，沦为奴隶而告终。在中世纪，这种斗争以负债

封建主的破产，他们的政治权力随着它的经济基础一起丧失而告

终。但是在这里，货币形式——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具有货币

关系的形式——所反映的不过是更深刻的经济生活条件的对抗。

现在我们回到商品流通领域来。等价的商品和货币不再同时

出现在卖的过程的两极上。现在，第一，货币在决定所卖商品的

价格上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由契约规定的所卖商品的价格，计

量买者的债务，即买者到期必须支付的货币额。第二，货币执行

观念的购买手段的职能。虽然货币只是存在于买者支付货币的承

诺中，但它使商品的转手实现了。只是当支付日期到来时，支付手

段才真正进入流通，就是说，从买者手里转到卖者手里。流通手段

转化为贮藏货币，是因为流通过程在第一阶段中断，或商品的转化

形态退出了流通。支付手段进入流通，但这是在商品已经退出流通

之后。货币不再是过程的媒介。它作为交换价值的绝对存在，或作

为一般商品，独立地结束这一过程。卖者把商品变为货币，是为了

（９７） 下面一点可以说明十八世纪初期英国商人中的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关系：

“英国商人中间盛行的那种残酷精神，是在任何其他社会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所看

不到的。”（《论信贷和破产法》１７０７年伦敦版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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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货币来满足某种需要，货币贮藏者把商品变为货币，是为了

以货币形式保存商品，欠债的买者把商品变为货币，则是为了能

够支付。如果他不支付，他的财产就会被强制拍卖。因此，现在

由于流通过程本身的关系所产生的一种社会必要性，商品的价值

形态即货币就成了卖的目的本身。

买者在把商品变为货币之前，已经把货币再转化为商品，或

者说，他先完成商品的第二形态变化，后完成商品的第一形态变

化。卖者的商品在流通，但它只是靠私法的索债权实现它的价格。

它在转化为货币之前，已经转化为使用价值。它的第一形态变化

只是以后才完成的。（９８）

在流通过程的每一个一定的时期内，到期的债务代表着产生

这些债务的已售商品的价格总额。实现这一价格总额所必需的货

币量，首先取决于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它决定于两种情况：一

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的锁链，即Ａ从他的债务人Ｂ那里得到

的货币，付给他的债权人Ｃ等等；一是各种不同的支付期限的间

隔。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或事后进行的第一形态变化的锁链，

同我们前面考察的形态变化系列的交错，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流通

手段的流通中，卖者和买者的联系不仅仅被表现出来，而且这种联

系本身只是在货币流通中产生，并且是与货币流通一同产生。相反

（９８） 第２版注：从引自我在１８５９年出版的著作的如下一段话中可以看出，为

什么我在本文中没有谈到相反的形式：“相反，在Ｇ—Ｗ 过程中，货币可以在其使用价

值实现之前，或者说，在商品让渡之前，作为现实的购买手段转让出去，从而实现商

品的价格。例如通常的预付货款的形式就是如此。英国政府向印度农民购买鸦片时就

是采取这种形式…… 但是，这里货币不过是在我们已经知道的购买手段的形式上起

作用…… 诚然，资本也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 可是这个观点不属于简单流通的

范围。”（《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９年柏林版第１１９、１２０页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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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支付手段的运动则表现了一种在这种运动之前已经现成地存

在的社会联系。

若干卖的同时并行，使流通速度对铸币量的补偿作用受到了

限制。反之，这种情况却为节省支付手段造成了新的杠杆。随着

支付集中于同一地点，使这些支付互相抵销的专门机构和方法就

自然地发展起来。例如中世纪里昂的转账处就是如此。只要把Ａ

对Ｂ、Ｂ对Ｃ、Ｃ对Ａ等等所有的债权对照一下，就可以有一定的

数额作为正数和负数互相抵销。这样需要偿付的只是债务差额。支

付越集中，差额相对地就越小，因而流通的支付手段量也相对地

越小。

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在各种支

付互相抵销时，货币就只是在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的

职能。而在必须进行实际支付时，货币又不是充当流通手段，不

是充当物质变换的仅仅转瞬即逝的媒介形式，而是充当社会劳动

的单个化身，充当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充当绝对商品。这种矛

盾在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中称为货币危机（９９）的那一时刻暴露

得特别明显。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

销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当这一机构

整个被打乱的时候，不问其原因如何，货币就会突然直接地从计算

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变成坚硬的货币。这时，它是不能由平凡的商

品来代替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变得毫无价值，而商品的价值在它自

己的价值形式面前消失了。昨天，资产者还被繁荣所陶醉，怀着启

（９９） 本文所谈的货币危机是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

应同那种也称为货币危机的特种危机区分开来。后者可以单独产生，只是对工业和商

业发生反作用。这种危机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

和财政。（马克思在第３版上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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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的骄傲，宣称货币是空虚的幻想。只有商品才是货币。今天，他

们在世界市场上到处叫嚷，只有货币才是商品！象鹿渴求清水一

样，他们的灵魂渴求货币这唯一的财富。（１００）在危机时期，商

品和它的价值形态（货币）之间的对立发展成绝对矛盾。因此，货

币的表现形式在这里也是无关紧要的。不管是用金支付，还是用

银行券这样的信用货币支付，货币荒都是一样的。（１０１）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定时期内的流通货币的总额。假定流通手

段和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是已知的，这个总额就等于待实现的商

品价格总额加上到期的支付总额，减去彼此抵销的支付，最后减去

同一货币交替地时而充当流通手段、时而充当支付手段的流通次

数。例如，一个农民卖谷物得到２镑，在这里，这２镑起着流通手段

的作用。他在支付日把这２镑用来支付织布者先前交给他的麻布。

这时，这２镑起着支付手段的作用。接着织布者又拿现金去买圣

经，于是这２镑又重新充当流通手段，如此等等。因此，即使价格、

货币流通速度和支付的节省程度是既定的，一定时期内例如一天

（１００） “这种由信用主义突然转变到货币主义，使得实际恐慌又加上了理论恐

惧， 流通的当事人在他们自己的关系的深不可测的秘密面前瑟瑟发抖了。”（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９年柏林版第１２６页７９）“穷人没有工作，因为富人没有钱雇用

他们，虽然他们和过去一样，拥有同样的土地和劳动力，可以用来生产食物和衣服；正

是这些，而不是货币，构成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约翰·贝勒斯《关于创办一所劳

动学院的建议》１６９６年伦敦版第３—４页）

（１０１） 下面这段话可以说明“商业之友”是如何利用这种时机的：“一次〈１８３９

年〉，一位贪婪的老银行家〈西蒂区的〉在他的私人房间里，坐在写字桌前，揭开桌盖，

取出成捆的钞票给他的一位朋友看，并洋洋得意地说，这是６０万镑，收回这些钞票，

是为了使银根吃紧，在当天３点钟以后，再把它们全部投放出去。”（［亨·罗伊］《兑

换理论。１８４４年的银行法令》１８６４年伦敦版第８１页）１８６４年４月２４日，半官方报纸

《观察家报》报道：“现在流传着一种很奇怪的谣言，说已经有一种使银根吃紧的手段

…… 不论采用这类诡计看来是多么值得怀疑，但是这种谣言广为流传，确实值得一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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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流通的货币量和流通的商品量也不再相符。货币在流通，而它

所代表的是早已退出流通的商品。商品在流通，而它的货币等价

物只有在将来才出现。另一方面，每天订立的支付和同一天到期

的支付完全不是可通约的量。（１０２）

信用货币是直接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中产生的，而由

出售商品得到的债券本身又因债权的转移而流通。另一方面，随

着信用事业的扩大，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也在扩大。作为支

付手段的货币取得了它特有的各种存在形式，并以这些形式占据

了大规模交易的领域，而金银铸币则主要被挤到小额贸易的领域

之内。（１０３）

（１０２） “某日缔结的购买总额或契约总额不会影响该日流通的货币量，但是在

绝大多数场合，它会变为各种各样的票据，用来取得将来在或远或近的某日进入流通

的货币量…… 今天开的票据或今天提供的信贷无论在数目、总额或期限上都不必同

明天或后天开的票据或提供的信贷有什么相似之处。相反地，许多今天的票据和信贷

到期时会同以前在许多完全不定的日期欠下的债务相抵。以１２个月、６个月、３个月

或１个月为期的票据往往凑在一起，以致使某日到期的债务总额特别膨胀起来……”

（《通货论。给苏格兰人民的一封信》，英国一银行家著，１８４５年爱丁堡版，散见第２９、

３０页）

（１０３） 为了举例说明在真正的商业活动中所用的现实的货币是多么少，我们在

这里列出伦敦最大的贸易公司之一（莫里逊－狄龙公司）的全年的货币收支表。１８５６

年该公司的交易额达好几百万镑，现在折合成一百万镑计算。

  收  入 （单位：镑）   支  出 （单位：镑）

定期支付的银行家和 

 商人的票据

５３３５９６ 定期支付的票据 ３０２６７４

见票即付的银行支票等 ３５７７１５ 伦敦各银行支票 ６６３６７２

地方银行券 ９６２７ 英格兰银行券 ２２７４３

英格兰银行券 ６８５５４ 金 ９４２７

金 ２８０８９ 银和铜 １４８４

银和铜 １４８６

邮汇 ９３３

  
 总计：        １００００００镑    总计：      １００００００镑

（《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１８５８年７月第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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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商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和规模时，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

能就会越出商品流通领域。货币变成契约上的一般商品。（１０４）地

租、赋税等等由实物交纳转化为货币支付。这种转化在多大程度

上取决于生产过程的总的状态，可以由例如罗马帝国两次企图用

货币征收一切赋税都告失败来证明。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农民

极端贫困，这种受到布阿吉尔贝尔、沃邦元帅等人如此有力地斥

责的现象，不仅是由重税引起的，而且是由实物税改为货币税造

成的。（１０５）另一方面，在亚洲，地租的实物形式（它同时又是

国税的主要因素）是建立在象自然关系那样一成不变地再生产出

来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这种支付形式反过来又维护着这种古

老的生产形式。这种支付形式是土耳其帝国自身得以维持的秘密

之一。如果欧洲强加于日本的对外贸易使日本把实物地租改为货

币地租，日本的模范的农业就会崩溃。这种农业的狭隘的经济存

在条件也就会消失。

在每个国家，都规定一定的总的支付期限。撇开再生产的其

他周期不说，这些期限部分地是以同季节变化有关的生产的自然

条件为基础的。这些期限还调节着那些不是直接由商品流通产生

的支付，如赋税、地租等等。这些分散在社会上各个地方的支付

在一年的某些天所需的货币量，会在节省支付手段方面引起周期性

（１０４） “交易的性质在这里改变了，现在不是以货换货，不是供货和进货，而

是出售和支付，一切交易……都表现为纯粹的货币业务。”（［丹·笛福］《论公共信

贷》１７１０年伦敦第３版第８页）

（１０５） “货币成了万物的刽子手。”理财术是“一个蒸镏器，它使多得惊人的货

物和商品蒸发，以便取得这种致命的膏汁”。“货币向全人类宣战。”（布阿吉尔贝尔

《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德尔编《财政经济学家》１８４３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４１３、

４１９、４１７、４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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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完全是表面的混乱。（１０６）从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的规律中

可以看出，一切周期性的支付（不问其起因如何）所必需的支付

手段量，与支付期限的长短成正比①。（１０７）

由于充当支付手段的货币的发展，就必须积累货币，以便到

期偿还债务。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作为独立的致富形式的

货币贮藏消失了，而作为支付手段准备金的形式的货币贮藏却增

长了。

（１０６） 克雷格先生在１８２６年的议会调查委员会上说：“１８２４年圣灵降临节，在

爱丁堡，需要如此大量的钞票，以致到１１点钟，我们手里连一张钞票也没有了，我们

到一家一家银行去商借，但是都没有借到，许多交易都只好凭纸条付款。但是到了下

午３点钟，所有的钞票都回到了那些发行钞票的银行。这些钞票只不过转转手而已。”

在苏格兰，虽然钞票的实际平均流通量还不到３００万镑，但是到了一年的各个支付期

限，银行家手里所有的钞票（共约７００万镑）都要动用。在这种情况下，钞票只是履

行一种单一的特殊的职能，这个职能一经完成，它们立刻又各自回到那些发行钞票的

银行。（约翰·富拉顿《论流通手段的调整》１８４５年伦敦第２版第８６页注）为了便于

了解，这里附带说一下，在富拉顿写这本书的时候，在苏格兰支付存款，不是用支票，

而是用钞票。

（１０７） 有人问：“如果一年的贸易额必需有４０００万，那末这６００万〈金〉对于

贸易所需的周转和流通是否够用呢？”配第以他惯用的巧妙方法回答说：“我回答说够

用，如果周转期很短，只有一个星期，象贫苦的手工业者和工人每星期六收付货币那

样，那末要花费４０００万，有１００万的４０
５２
就够了；如果周转期是一季，按照我们交租纳

税的习惯，那就要有１０００万。因此，假定支付期限总起来说是从１个星期到１３个星

期之间的平均数，那末１０００万加上１００万的４０
５２
，再求其半数，约等于５５０万，就是说，

我们有５５０万就够了。”（威廉·配第《爱尔兰政治剖视。１６７２年》１６９１年伦敦版第１３、

１４页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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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世 界 货 币

货币一越出国内流通领域，便失去了在这一领域内获得的价

格标准、铸币、辅币和价值符号等地方形式，又恢复原来的贵金

属块的形式。在世界贸易中，商品普遍地展开自己的价值。因此，

在这里，商品独立的价值形态，也是作为世界货币与商品相对立。

只有在世界市场上，货币才充分地作为这样一种商品起作用，这

种商品的自然形式同时就是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实现形

式。货币的存在方式与货币的概念相适合了。

在国内流通领域内，只能有一种商品充当价值尺度，从而充

当货币。在世界市场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双重价值尺度，即金和

银。（１０８）

（１０８） 因此，法律规定国家银行只能贮藏那种在国内起货币作用的贵金属，是

荒唐的。例如，英格兰银行自己制造的那些“可爱的麻烦”，是众所周知的。关于金银

相对价值发生变动的几个大的历史时代，可参看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１３６页及以下各页。８１——第２版补注：罗伯特·皮尔爵士在他的１８４４年的银行法中，

力图摆脱这种困境，即允许英格兰银行发行以银块作准备金的银行券，但银储备不得

超过金储备的四分之一。同时，银的价值按照它在伦敦市场上的市场价格（以金计算

的）来估价。｛第４版注：现在我们又处在金银的相对价值剧烈变动的时代。大约２

５年以前，金银的比价＝１５１
２
：１，现在大约＝２２：１，而且与金相比，银的价值

还在继续跌落。其实，这主要是这两种金属的开采方法发生变革的结果。从前，

金几乎完全是从淘洗含金的冲积层即含金岩石的风化物中获得的。现在，这种

方法已经不够了，让位于开采含金石英矿脉的方法，后一种方法虽然古人早已

知道（狄奥多洛斯《史学丛书》第３卷第１２—１４章），但过去一直居于第二位

。另一方面，不仅美国落基山脉的西部发现了新的大银矿，而且还铺设铁路来

开发这个银矿和墨西哥银矿，这就有可能运去新式机器和燃料，使银的开采规

模空前扩大，开采费用大大降低。但是，这两种金属在矿脉中的存在方式是大

不相同的。金大都是天然的，但是它混杂在石英中，数量极少，因此必须把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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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货币执行一般支付手段的职能、一般购买手段的职能和

一般财富的绝对社会化身的职能。它的最主要的职能，是作为支付

手段平衡国际贸易差额。由此产生重商主义体系的口号——贸易

差额！（１０９）金银充当国际购买手段，主要是在各国间通常的物质

变换的平衡突然遭到破坏的时候。最后，它们充当财富的绝对社会

化身是在这样的场合：不是要买或是要支付，而是要把财富从一个

批矿石粉碎，而后淘金，或用水银提取金。从１００万克石英中，往往只能采到１—３克

金，难得采到３０—６０克金。银很少天然是纯的，但它存在于比较容易从矿脉中开采的

特殊的矿石中，这些矿石通常含银４０—９０％；或者它也少量地混在某些本身值得开采

的矿石如铜、铅等等中。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采金所耗费的劳动增多了，而采银所

耗费的劳动却大大减少了，所以银的价值降低是不言而喻的。假如现在不是用人为的

办法把银的价格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那末银的价值降低一定会表现为价格的更大的

跌落。目前美洲银矿还只开采了很少一部分，因此完全可以预料，银的价值在长时期

内还会继续降低。此外，用于制造日用品和奢侈品的银相对地减少，银制品为镀银品

和铝制品等等所代替，这也必然会促使银的价值降低。因此可以断定，复本位主义想

靠强制的国际行市来把银的价值比例提高到从前的１：１５１
２
是一种空想。银在世界市

场上将越来越失去它的货币属性。——弗·恩·｝

（１０９） 重商主义体系把通过金银来结算贸易顺差当作世界贸易的目的，而重商

主义体系的反对者也完全误解了世界货币的职能。我在评论李嘉图时曾详细说明，对

贵金属的国际运动的错误理解，不过是反映了对调节流通手段量的规律的错误理解。

（《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９年柏林版第１５０页及以下各页８２）他的错误教条是：“贸易

逆差只能是流通手段过剩的结果…… 铸币输出是因为它价值低廉，不是逆差的结

果，而是逆差的原因。”８３这个教条我们在巴尔本那里已经见过：“贸易差额，如果它存

在的话，不是货币从一国输出的原因。相反地，货币输出是由各国的贵金属价值之间

的差别引起的。”（尼·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第

５９页）麦克库洛赫在《政治经济学文献。各科分类书目》（１８４５年伦敦版）中，称赞

巴尔本的这种先见之明，但十分机智地避而不谈“通货原理”８４的荒谬前提在巴尔本那

里所表现的素朴形式。这篇书目没有批判性，甚至是不正直的，这种情况在他叙述货

币学说史的几章中达到了顶点，因为在这里，麦克库洛赫向奥维尔斯顿勋爵（前银行

家劳埃德）大献殷勤，把他捧为“银行界公认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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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同时，商品市场的行情或者要达到的目

的本身，不容许这种转移以商品形式实现。（１１０）

每个国家，为了国内流通，需要有准备金，为了世界市场的

流通，也需要有准备金。因此，货币贮藏的职能，一部分来源于

货币作为国内流通手段和国内支付手段的职能，一部分来源于货

币作为世界货币的职能。（１１０ａ）在后一种职能上，始终需要实在

的货币商品，真实的金和银。因此，詹姆斯·斯图亚特为了把金

银和它们的仅仅是地方的代表区别开来，就明确地指出金银的特

征是世界货币。

金银的流动是二重的。一方面，金银从产地分散到整个世界市

场，在那里，在不同程度上为不同国家的流通领域所吸收，以便进

入国内流通渠道，补偿磨损了的金银铸币，供给奢侈品的材料，并

且凝固为贮藏货币。（１１１）这第一种运动是以实现在商品上的一国

劳动和实现在贵金属上的金银出产国的劳动之间的直接交换为媒介

（１１０） 例如，在发放补助金，为进行战争或恢复银行现金支付而实行借款等等

情况下，价值正是要求具有货币形式。

（１１０ａ） 第２版注：“在金属本位的国家，有了货币贮藏的机构，即使没有普遍

流通的明显支持，也能够执行清偿国际债务的每种必要的职能，事实上，要证明这点，

我想再也没有比下面这个例子更有说服力了：法国在遭到外国侵略的毁灭性破坏后刚

刚开始恢复，就能够轻易地在２７个月内偿付了同盟国加在它身上的近２千万的战争赔

款，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金属货币偿付的，但是却没有引起国内货币流通的显著

缩减或混乱，也没有引起汇率的任何急剧的波动。”（富拉顿《论流通手段的调整》第

１４１页）｛第４版注：我们还可以举一个更明显的例子。同一个法国在１８７１—１８７３年中

的３０个月内，轻易地偿付了相当于上述数目１０倍多的巨额战争赔款，而且相当大一

部分也是用金属货币偿付的。——弗·恩·）

（１１１） “货币根据各国的需要在各国间分配……因为它总是被产品所吸引。”

（列特隆《就价值、流通、工业、国内外贸易论社会利益》第９１６页）“不断提供金银

的矿山足以向每个国家提供所需要的数量。”（杰·范德林特《货币万能》第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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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一方面，金银又不断往返于不同国家的流通领域之间，这

是一个随着汇率的不断变化而产生的运动。（１１２）

资产阶级生产发达的国家把大量集中在银行准备库内的贮藏

货币，限制在它执行各种特殊职能所必需的最低限度以内。

（１１３）除了某些例外，如果准备库内的货币贮藏大大超过平均水

平，那就表明商品流通停滞了，或者商品形态变化的流动中断了。

（１１４）

（１１２） “汇率每周都会涨落，在一年的某些时间内达到的比率对一国不利，而

在另一些时间内又对它有利。”（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

的意见》第３９页）

（１１３） 一旦加上兑换银行券的基金的职能，这些不同的职能彼此就会发生危险

的冲突。

（１１４） “超过国内贸易绝对需要的货币是死资本，不会给拥有这些货币的国家

带 来任何利润，除非把它们用于进出口贸易。”（约翰·贝勒斯《论贫民》第１３页）

“如果我们铸币过多，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把最重的铸币熔化，加工成上等餐具，金

银器皿；或者把它们作为商品输往需要或想要它们的地方；或者可以把它们拿到利率

高的地方去生息。”（威廉·配第《货币略论》第３９页）“货币不过是国家躯体的脂肪，

过多会妨碍这一躯体的灵活性，太少会使它生病……脂肪使肌肉的动作滑润，在缺乏

食物时供给营养，使肌肤丰满，身体美化，同样，货币使国家的活动敏捷，在国内歉

收时用来从国外进口食物，清偿债务……使一切美化；当然〈作者最后讽刺说〉，特别

是使那班富有货币的人美化。”（威廉·配第《爱尔兰政治剖视》第１４、１５页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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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篇

货币转化为资本

第 四 章

货币转化为资本

１．资本的总公式

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

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十六世纪揭

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

如果撇开商品流通的物质内容，撇开各种使用价值的交换，只

考察这一过程所造成的经济形式，我们就会发现，货币是这一过

程的最后产物。商品流通的这个最后产物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

式。

资本在历史上起初到处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

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１）然而，为了认识货币是

（１） 以人身的奴役关系和统治关系为基础的地产权力和非人身的货币权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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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不必回顾资本产生的历史。这个历史每

天都在我们眼前重演。现在每一个新资本最初仍然是作为货币出

现在舞台上，也就是出现在市场上——商品市场、劳动市场或货

币市场上，经过一定的过程，这个货币就转化为资本。

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的区别，首先只是在于它

们具有不同的流通形式。

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是Ｗ—Ｇ—Ｗ，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再

转化为商品，为买而卖。但除这一形式外，我们还看到具有不同

特点的另一形式Ｇ—Ｗ—Ｇ，货币转化为商品，商品再转化为货

币，为卖而买。在运动中通过后一种流通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成

为资本，而且按它的使命来说，已经是资本。

现在我们较仔细地研究一下Ｇ—Ｗ—Ｇ这个流通。和简单商

品流通一样，它也经过两个对立阶段。在第一阶段Ｇ—Ｗ（买）上，

货币转化为商品。在第二阶段Ｗ—Ｇ（卖）上，商品再转化为货币。

这两个阶段的统一是一个总运动：货币和商品交换，同一商品再

和货币交换，即为卖商品而买商品；如果不管买和卖的形式上的

区别，那就是用货币购买商品，又用商品购买货币。（２）整个过

程的结果，是货币和货币交换，Ｇ—Ｇ。假如我用１００镑买进２０００

磅棉花，然后又把这２０００磅棉花按１１０镑卖出，结果我就是用

１００镑交换１１０镑，用货币交换货币。

很清楚，假如Ｇ—Ｗ—Ｇ这个流通过程只是兜个圈子，是同样

间的对立，可以用两句法国谚语明白表示出来：“没有一块土地没有地主”，“货币没有

主人”。

（２） “人们用货币购买商品，用商品购买货币。”（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政治

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第５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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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货币价值相交换，比如说，１００镑和１００镑交换，那末这个流

通过程就是荒唐的、毫无内容的了。货币贮藏者的办法倒是无比

地简单，无比地牢靠，他把１００镑贮藏起来，不让它去冒流通中

的风险。另一方面，不论商人把他用１００镑买来的棉花卖１１０镑，

还是１００镑，甚至只是５０镑，他的货币总是经过一种独特和新奇

的运动，这种运动根本不同于货币在简单商品流通中的运动，例

如在农民手中的运动——出售谷物，又用卖得的货币购买衣服。因

此，首先我们应该说明Ｇ—Ｗ—Ｇ和Ｗ—Ｇ—Ｗ 这两种循环的形

式上的区别。这样，隐藏在这种形式上的区别后面的内容上的区

别同时也就暴露出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种形式的共同点。

这两种循环都分成同样两个对立阶段：Ｗ—Ｇ（卖）和Ｇ—Ｗ

（买）。在其中每一个阶段上，都是同样的两个物的因素即商品和

货币互相对立，都是扮演同样两种经济角色的两个人即买者和卖

者互相对立。这两个循环的每一个都是同样两个对立阶段的统一，

这种统一在这两种情形下都是通过三个当事人的登场而实现的：

一个只是卖，一个只是买，一个既买又卖。

但是，Ｗ—Ｇ—Ｗ 和Ｇ—Ｗ—Ｇ这两个循环从一开始就不同，

是由于同样两个对立的流通阶段具有相反的次序。简单商品流通

以卖开始，以买结束；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以买开始，以卖结

束。作为运动的起点和终点的，在前一场合是商品，在后一场合

是货币。在整个过程中起媒介作用的，在前一形式是货币，在后

一形式是商品。

在Ｗ—Ｇ—Ｗ 这个流通中，货币最后转化为充当使用价值的

商品。于是，货币就最终花掉了。而在Ｇ—Ｗ—Ｇ这个相反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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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买者支出货币，却是为了作为卖者收入货币。他购买商品，把

货币投入流通，是为了通过出卖这同一商品，从流通中再取回货

币。他拿出货币时，就蓄意要重新得到它。因此，货币只是被预

付出去。（３）

在Ｗ—Ｇ—Ｗ 形式中，同一块货币两次变换位置。卖者从买

者那里得到货币，又把它付给另一个卖者。整个过程以交出商品

收入货币开始，以交出货币得到商品告终。在Ｇ—Ｗ—Ｇ形式中，

情形则相反。在这里，两次变换位置的，不是同一块货币，而是

同一件商品。买者从卖者手里得到商品，又把商品交到另一个买

者手里。在简单商品流通中，同一块货币的两次变换位置，使货

币从一个人手里最终转到另一个人手里；而在这里，同一件商品

的两次变换位置，则使货币又流回到它最初的起点。

货币流回到它的起点同商品是否贱买贵卖没有关系。后者只

影响流回的货币额的大小。只要买进的商品再被卖掉，就是说，只

要Ｇ—Ｗ—Ｇ的循环全部完成，就发生货币流回的现象。可见，作

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和单纯作为货币的货币的流通之间，存在着

可以感觉到的区别。

一旦出卖一种商品所得到的货币又被用去购买另一种商品，

Ｗ—Ｇ—Ｗ 的循环就全部结束。如果货币又流回到起点，那只是由

于整个过程的更新或重复。假如我把一夸特谷物卖了３镑，然后

用这３镑买了衣服，对我来说，这３镑就是最终花掉了。我和这

３镑再没有任何关系。它是衣商的了。假如我又卖了一夸特谷

（３） “如果购买一物是为了再卖出去，这样用掉的钱叫做预付货币；如果购买

一物不是为了再卖出去，这样用掉的钱可以说是花掉了。”（《詹·斯图亚特著作集》，

由其子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将军汇编，１８０５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２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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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货币就又流回到我的手里，但这不是第一次交易的结果，而

只是这一交易重复的结果。一旦我结束了这第二次交易，又买了

东西，货币就又离开我。因此，在Ｗ—Ｇ—Ｗ 这个流通中，货币

的支出和货币的流回没有任何关系。相反，在Ｇ—Ｗ—Ｇ中，货币

的流回是由货币支出的性质本身决定的。没有这种流回，活动就

失败了，或者过程就中断而没有完成，因为它的第二阶段，即作

为买的补充和完成的卖没有实现。

在Ｗ—Ｇ—Ｗ 循环中，始极是一种商品，终极是另一种商品，

后者退出流通，转入消费。因此，这一循环的最终目的是消费，是

满足需要，总之，是使用价值。相反，Ｇ—Ｗ—Ｇ循环是从货币一

极出发，最后又返回同一极。因此，这一循环的动机和决定目的

是交换价值本身。

在简单商品流通中，两极具有同样的经济形式。二者都是商

品，而且是价值量相等的商品。但它们是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如

谷物和衣服。在这里，产品交换，体现着社会劳动的不同物质的

交换，是运动的内容。Ｇ—Ｗ—Ｇ这个流通则不同。乍一看来，它

似乎是无内容的，因为是同义反复。两极具有同样的经济形式。二

者都是货币，从而不是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因为货币正是商品的转

化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商品的一切特殊使用价值都已消失。先用

１００镑交换成棉花，然后又用这些棉花交换成１００镑，就是说，货

币兜了一个圈子又交换成货币，同样的东西又交换成同样的东西。

这似乎是一种既无目的又很荒唐的活动。（４）一个货币额和另一个

（４） 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驳重商主义者说：“人们不会用货币去交换货币。”（《政

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第４８６页）有一本专门论述“贸易”和“投机”的著作写道：“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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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额只能有量的区别。因此，Ｇ—Ｗ—Ｇ过程所以有内容，不是

因为两极有质的区别（二者都是货币），而只是因为它们有量的不

同。最后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多于起初投入的货币。例如，用

１００镑买的棉花卖１００镑＋１０镑，即１１０镑。因此，这个过程的

完整形式是Ｇ—Ｗ—Ｇ。其中的Ｇ＝Ｇ＋ Ｇ，即等于原预付货币

额加上一个增殖额。我把这个增殖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做剩

余价值。可见，原预付价值不仅在流通中保存下来，而且在流通

中改变了自己的价值量，加上了一个剩余价值，或者说增殖了。正

是这种运动使价值转化为资本。

诚然，在Ｗ—Ｇ—Ｗ 中，两极Ｗ 和Ｗ，如谷物和衣服，也可

能是大小不等的价值量。农民卖谷物的价钱可能高于谷物的价值，

或者他买衣服的价钱可能低于衣服的价值。他也可能受衣商的骗。

但是这种价值上的差异，对这种流通形式本身来说完全是偶然的。

即使这种流通形式的两极（如谷物和衣服）是等价的，它也丝毫

不会象Ｇ—Ｗ —Ｇ 过程一样丧失自己的意义。在这里，两

贸易都是不同种物品的交换；而利益〈商人的？〉正是由于这种不同而产生的。用一磅

面包交换一磅面包，这不会带来任何利益……因此，贸易同赌博相比形成有利的对照，

因为赌博只是用货币交换货币。”（托·柯贝特《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或贸

易和投机原理的解释》１８４１年伦敦版第５页）虽然柯贝特不知道，Ｇ—Ｇ，货币交换货

币，不仅是商业资本，而且是一切资本的特有的流通形式，但他至少承认，这个形式

是投机这种贸易与赌博共有的；但是后来出现了麦克库洛赫，他发现，为卖而买就是

投机，这样，投机和贸易的区别就消失了。“任何交易，只要一个人购买产品是为了再

卖出去，实际上就是投机。”（麦克库洛赫《商业及其航运的实践、理论和历史辞典》１８４７

年伦敦版第１００９页）品托，这个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品得，更是无比天真，他说：

“贸易是一种赌博〈这句话是从洛克那里抄袭来的〉，不过从乞丐那儿是赢不到任何东

西的。如果有人在长时间内赢了所有的人的所有的钱，那他只有心甘情愿地把赢得的

绝大部分钱退回去，才能再赌”（品托《关于流通和信用的论文》１７７１年阿姆斯特丹版

第２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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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的价值相等倒可以说是这种流通形式正常进行的条件。

为买而卖的过程的重复或更新，与这一过程本身一样，以达

到这一过程以外的最终目的，即消费或满足一定的需要为限。相

反，在为卖而买的过程中，开端和终结是一样的，都是货币，都是

交换价值，单是由于这一点，这种运动就已经是没有止境的了。诚

然，Ｇ变成了Ｇ＋ Ｇ，１００镑变成了１００镑＋１０镑。但是单从质

的方面来看，１１０镑和１００镑一样，都是货币。而从量的方面来看，

１１０镑和１００镑一样，都是有限的价值额。如果把这１１０镑当作货

币用掉，那它就不再起作用了。它不再成为资本。如果把它从流通

中取出来，那它就凝固为贮藏货币，即使藏到世界末日，也不会增

加分毫。因此，如果问题是要使价值增殖，那末１１０镑和１００镑一

样，也需要增殖，因为二者都是交换价值的有限的表现，从而具有

相同的使命：通过量的增大以接近绝对的富。不错，原预付价值

１００镑和它在流通中所增殖的剩余价值１０镑在一瞬间是有区别

的，但这个区别马上又消失了。过程终了时，不是１００镑原价值在

一边，１０镑剩余价值在另一边。得到的结果是一个１１０镑的价值。

这个价值和原先的１００镑一样，也完全适宜于开始价值增殖过程。

货币在运动终结时又成为运动的开端。（５）因此，每一次为卖而买

所完成的循环的终结，自然成为新循环的开始。简单商品流通——

为买而卖——是达到流通以外的最终目的，占有使用价值，满足需

要的手段。相反，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

（５） “资本……分为原有资本和利润，即资本……所获得的增殖，虽然实践立

刻又将这种利润加到资本上，并把它和资本一起投入周转中。”（弗·恩格斯《政治经

济学批判大纲》，载于阿尔诺德·卢格和卡尔·马克思编的《德法年鉴》１８４４年巴黎版

第９９页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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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的增殖。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

有限度的。（６）

作为这一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货币所有者变成了资本家。

他这个人，或不如说他的钱袋，是货币的出发点和复归点。这种流

通的客观内容——价值增殖——是他的主观目的；只有在越来越

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唯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

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因此，绝不能把

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７）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

（６） 亚里士多德拿经济同货殖作对比。他从经济出发。经济作为一种谋生术，只

限于取得生活所必要的并且对家庭或国家有用的物品。“真正的财富就是由这样的使

用价值构成的；因为满足优裕生活所必需的这类财产的量不是无限的。但是还有另一

种谋生术，把它叫做货殖是很适当、很贴切的。由于货殖，财富和财产的界限看来就

不存在了。商品交易〈《η
（
απηιη》，按字面意义是零售贸易，亚里士多德采用这个形

式，是因为在这个形式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使用价值〉按其性质来说不属于货殖范围，因

为在这里，交换只限于他们自己〈买者和卖者〉需要的物品。”他又说，因此，商品交

易的最初形式也是物物交换，但是随着它的扩大，必然产生货币。随着货币的发明，物

物交换必然发展成为商品交易，而后者一反它的最初的宗旨，成了货殖，成了赚钱术。

货殖与经济的区别是：“对货殖来说，流通是财富的源泉。货殖似乎是围绕着货币转，

因为货币是这种交换的起点和终点。因此，货殖所追求的财富也是无限的。一种技术，

只要它的目的不是充当手段，而是充当最终目的，它的要求就是无限的，因为它总想

更加接近这个目的；而那种只是追求达到目的的手段的技术，就不是无限的，因为目

的本身已给这种技术规定了界限。货殖则和前一种技术一样，它的目的也是没有止境

的，它的目的就是绝对的致富。有界限的是经济而不是货殖…… 前者的目的是与货

币本身不同的东西，后者的目的是增加货币…… 由于把这两种难以分清的形式混为

一谈，有人就以为，无限地保存和增加货币是经济的最终目的。”（散见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贝克尔编，第１篇第８、９章）

（７） “商品〈这里是指使用价值〉不是经商的资本家的最终目的……他的最终

目的是货币。”（托·查默斯《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的道德状况、道德远景的关系》１８３２

年格拉斯哥第２版第１６５、１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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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８）这种绝对的致富欲，这

种价值追逐狂（９），是资本家和货币贮藏者所共有的，不过货币

贮藏者是发狂的资本家，资本家是理智的货币贮藏者。货币贮藏

者竭力把货币从流通中拯救出来（１０），以谋求价值的无休止的增

殖，而精明的资本家不断地把货币重新投入流通，却达到了这一

目的。（１０ａ）

商品的价值在简单流通中所采取的独立形式，即货币形式，只

是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运动一结束就消失。相反，在Ｇ—Ｗ—Ｇ

流通中，商品和货币这二者仅仅是价值本身的不同存在方式：货币

是它的一般存在方式，商品是它的特殊的也可以说只是化了装的

存在方式。（１１）价值不断地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这个

运动中永不消失，从而变成一个自动的主体。如果把增殖中的价值

在其生活的循环中交替采取的各种特殊表现形式固定下来，就得

（８） “虽然商人并不轻视已经获得的利润，但他的目光却总是盯着未来的利润。”

（安·詹诺韦西《市民经济学讲义》（１７６５年版），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

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８卷第１３９页）

（９） “这种不可遏止的追逐利润的狂热，这种可诅咒的求金欲，始终左右着资

本家。”（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０年伦敦版第１７９页）当然，这种见解并

不妨碍麦克库洛赫之流，在理论上陷入困境的情况下，例如在考察生产过剩问题时，还

是把资本家变成了善良的市民，好象他关心的只是使用价值，好象他真正象狼一般贪

求的，只是皮靴、帽子、鸡蛋、印花布以及其他各种极为平常的使用价值。

（１０） 《 ωι》〔拯救〕是希腊人用来表示贮藏财宝的一种特别用语。同样，英

语《ｔｏｓａｖｅ》也是既有拯救，又有储蓄的意思。

（１０ａ） “事物在直进中没有无限性，在循环中却有。”（加利阿尼 ［货币论》第

１５６页］）

（１１） “构成资本的不是物质，而是这些物质的价值。”（让·巴·萨伊《论政治

经济学》１８１７年巴黎第３版第２卷第４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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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这样的说明：资本是货币，资本是商品。（１２）但是实际上，价值在

这里已经成为一个过程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断地交替采取

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改变着自己的量，作为剩余价值同作为原价

值的自身分出来，自行增殖着。既然它生出剩余价值的运动是它自

身的运动，它的增殖也就是自行增殖。它所以获得创造价值的奇

能，是因为它是价值。它会产仔，或者说，它至少会生金蛋。

价值时而采取时而抛弃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同时又在这种

变换中一直保存自己和扩大自己；价值作为这一过程的扩张着的

主体，首先需要一个独立的形式，把自身的同一性确定下来。它

只有在货币上才具有这种形式。因此，货币是每个价值增殖过程

的起点和终点。它以前是１００镑，现在是１１０镑，等等。但货币

本身在这里只是价值的一种形式，因为价值有两种形式。货币不

采取商品形式，就不能成为资本。因此，货币在这里不象在货币

贮藏的情况下那样，与商品势不两立。资本家知道，一切商品，不

管它们多么难看，多么难闻，在信仰上和事实上都是货币，是行

过内部割礼的犹太人，并且是把货币变成更多的货币的奇妙手段。

在简单流通中，商品的价值在与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对立中，至

多取得了独立的货币形式，而在这里，商品的价值突然表现为一个

处在过程中的、自行运动的实体，商品和货币只是这一实体的两种

形式。不仅如此。现在，它不是表示商品关系，而可以说同它自身

发生私自关系。它作为原价值同作为剩余价值的自身区别开来，作

为圣父同作为圣子的自身区别开来，而二者年龄相同，实际上只

（１２） “用于生产目的的流通手段〈！〉就是资本。”（麦克劳德《银行业的理论

与实践》１８５５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１章第５５页）“资本就是商品。”（詹姆斯·穆勒《政

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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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人。这是因为预付的１００镑只是由于有了１０镑剩余价值才

成为资本，而它一旦成为资本，一旦生了儿子，并由于有了儿子

而生了父亲，二者的区别又马上消失，合为一体——１１０镑。

因此，价值成了处于过程中的价值，成了处于过程中的货币，

从而也就成了资本。它离开流通，又进入流通，在流通中保存自

己，扩大自己，扩大以后又从流通中返回来，并且不断重新开始

同样的循环。（１３）Ｇ—Ｇ，生出货币的货币，——ｍｏｎｅｙｗｈｉｃｈ

ｂｅｇｅｔｓｍｏｎｅｙ，——资本的最初解释者重商主义者就是这样来描

绘资本的。

为卖而买，或者说得完整些，为了贵卖而买，即Ｇ—Ｗ—Ｇ，

似乎只是一种资本即商人资本所特有的形式。但产业资本也是这

样一种货币，它转化为商品，然后通过商品的出售再转化为更多

的货币。在买和卖的间歇，即在流通领域以外发生的行为，丝毫

不会改变这种运动形式。最后，在生息资本的场合，Ｇ—Ｗ—Ｇ 的

流通简化地表现为没有中介的结果，表现为一种简练的形式，Ｇ—

Ｇ，表现为等于更多货币的货币，比本身价值更大的价值。

因此，Ｇ—Ｗ—Ｇ 事实上是直接在流通领域内表现出来的资

本的总公式。

２．总公式的矛盾

货币羽化为资本的流通形式，是和前面阐明的所有关于商品、

价值、货币和流通本身的性质的规律相矛盾的。它和简单商品流

（１３） “资本……是不断增大的价值。”（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１卷第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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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不同的地方，在于同样两个对立过程（卖和买）的次序相反。但这

种纯粹形式上的区别，是用什么魔法使这一过程的性质改变的呢？

不仅如此。在互相进行交易的三个同行中间，只是对其中一

个人来说，次序才是颠倒过来了。作为资本家，我从Ａ手里购买

商品，再把商品卖给Ｂ；作为简单的商品所有者，我把商品卖给Ｂ，

然后从Ａ手里购买商品。对Ａ和Ｂ这两个同行来说，这个区别是

不存在的。他们只是作为商品的买者或卖者出现。我自己也总是

作为简单的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作为买者或卖者与他们相

对立。在这两个序列中，对于一个人我只是买者，对于另一个人

我只是卖者；对于一个人我只是货币，对于另一个人我只是商品，

不论对于这两个人中的哪一个，我都不是资本，不是资本家，不

是比货币或商品更多的什么东西的代表，或者能起货币或商品以

外的什么作用的东西的代表。对我来说，向Ａ购买商品和把商品

卖给Ｂ，构成一个序列。但是这两个行为之间的联系，只有对我来

说才是存在的。Ａ并不关心我同Ｂ的交易，Ｂ并不关心我同Ａ的

交易。假如我想向他们说明我把交易的序列颠倒过来而作出的特

殊功绩，他们就会向我指出，是我把序列本身弄错了，整个交易

不是由买开始和由卖结束，而是相反，由卖开始和由买结束。实

际上，我的第一个行为买，在Ａ看来是卖，我的第二个行为卖，在

Ｂ看来是买。Ａ和Ｂ并不满足于这一点，他们还会说，这整个序

列是多余的，是要把戏。Ａ可以直接把商品卖给Ｂ，Ｂ可以直接向

Ａ购买商品。这样，整个交易就缩短为普通商品流通的一个单方

面的行为：从Ａ看来只是卖，从Ｂ看来只是买。可见，我们把序

列颠倒过来，并没有越出简单商品流通领域，相反，我们倒应该

看一看：这个领域按其性质来说，是否允许进入这一领域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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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增殖，从而允许剩余价值的形成。

我们拿表现为单纯的商品交换的流通过程来说。在两个商品

所有者彼此购买对方的商品，并到支付日结算债务差额时，流通

过程总是表现为单纯的商品交换。在这里，货币充当计算货币，它

把商品的价值表现为商品价格，但不是用它的物体同商品本身相

对立。就使用价值来看，交换双方显然都能得到好处。双方都是

让渡对自己没有使用价值的商品，而得到自己需要使用的商品。但

好处可能不止是这一点。卖葡萄酒买谷物的Ａ，在同样的劳动时

间内，大概会比种植谷物的Ｂ酿出更多的葡萄酒，而种植谷物的

Ｂ，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大概会比酿酒的Ａ生产出更多的谷物。

可见，与两人不进行交换而各自都不得不为自己生产葡萄酒和谷

物相比，用同样的交换价值，Ａ能得到更多的谷物，Ｂ能得到更多

的葡萄酒。因此，就使用价值来看，可以说，“交换是双方都得到

好处的交易”（１４）。就交换价值来看，情况就不同了。

“一个有许多葡萄酒而没有谷物的人，同一个有许多谷物而没有葡萄酒

的人进行交易，在他们之间，价值５０的小麦和价值５０的葡萄酒相交换了。这

种交换不论对哪一方来说都不是交换价值的增多，因为每一方通过这次行为

得到的价值，是和他在交换以前握有的价值相等的。”（１５）

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出现在商品之间，以及买和卖的行为明显

地分离开来，这对事情毫无影响。（１６）商品的价值在商品进入流通以

（１４） “交换是一种奇妙的交易，交换双方总是〈！〉得到好处。”（德斯杜特·

德·特拉西《论意志及其作用》１８２６年巴黎版第６８页）该书也以《政治经济学概论》

的名称出版。

（１５） 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第５４４页。

（１６） “这两个价值中有一个是货币，还是两个都是普通商品，这件事本身是毫

无关系的。”（同上，第５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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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就表现为商品价格，因此它是流通的前提，不是流通的结果。（１７）

如果抽象地来考察，就是说，把不是从简单商品流通的内在规

律中产生的情况撇开，那末，在这种流通中发生的，除了一种使用

价值被另一种使用价值代替以外，只是商品的形态变化，即商品的

单纯形式变换。同一价值，即同量的物化社会劳动，在同一个商品

所有者手里，起初表现为他的商品的形式，然后是该商品转化成的

货币的形式，最后是由这一货币再转化成的商品的形式。这种形式

变换并不包含价值量的改变。商品价值本身在这一过程中所经历

的变化，只限于它的货币形式的变化。起初，这个货币形式是待售

商品的价格，然后是在价格中已经表现出来的货币额，最后是等价

商品的价格。这种形式变换，象一张５镑的钞票换成若干索维林、

若干半索维林和若干先令一样，本身并不包含价值量的改变。因

此，商品流通就它只引起商品价值的形式变换来说，在现象纯粹地

进行的情况下，就只引起等价物的交换。连根本不懂什么是价值的

庸俗经济学，每当它想依照自己的方式来纯粹地观察现象的时候，

也都假定供求是一致的，就是说，假定供求的影响是完全不存在

的。因此，就使用价值来看，交换双方都能得到利益，但在交换价值

上，双方都不能得到利益。不如说，在这里是：“在平等的地方，没有

利益可言。”（１８）诚然，商品可以按照和自己的价值相偏离的价格

出售，但这种偏离是一种违反商品交换规律的现象。（１９）商

（１７） “不是契约当事人决定价值；价值在成交以前就已经决定了。”（列特隆

《论社会利益》第９０６页）

（１８） 加利阿尼《货币论》，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

代部分，第４卷第２４４页。

（１９） “当某种外部情况使价格降低或提高时，交换就会对一方不利，于是平等

被破坏了，但这种破坏是由于外部原因，而不是由于交换造成的。”（列特隆《论社会

利益》第９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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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交换就其纯粹形态来说是等价物的交换，因此，不是增大价值

的手段。（２０）

因此，那些试图把商品流通说成是剩余价值的源泉的人，其

实大多是弄混了，是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混淆了。例如，孔狄

亚克说：

“认为在商品交换中是等量的价值相交换，那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当事

人双方总是用较小的价值去换取较大的价值…… 如果真的总是等量的价

值交换，那任何一方都不会得到利益。但双方都得到利益，或都应该得到利

益。为什么呢？物的价值只在于物和我们的需要的关系。某物对一个人来说

是多了，对另一人来说则不够，或者相反…… 不能设想，我们会把自己消

费所必需的物拿去卖…… 我们是要把自己用不着的东西拿去卖，以取得自

己需要的东西；我们是要以少换多…… 人们自然会认为，只要每个被交换

的物在价值上等于同一货币量，那就是等量的价值交换等量的价值…… 但

还必须考虑到另一方面；试问：我们双方不是都用剩余物来交换需要物吗？

（２１）

我们看到，孔狄亚克不但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混在一起，而

且十分幼稚地把商品生产发达的社会硬说成是这样一种状态：生

产者自己生产自己的生存资料，而只把满足自己需要以后的余额

即剩余物投入流通。（２２）然而，孔狄亚克的论据却经常为现代经济

（２０） “交换按其性质来说是一种契约，这种契约以平等为基础，也就是说，是

在两个相等的价值之间订立的。因此，它不是致富的手段，因为所付和所得是相等的。”

（列特隆《论社会利益》第９０３、９０４页）

（２１） 孔狄亚克《商业和政府》（１７７６年），载于德尔和莫利纳里编《政治经济学

文选》１８４７年巴黎版第２６７、２９１页。

（２２） 因此，列特隆在回答他的朋友孔狄亚克时说得很对：“在发达的社会中，根

本没有剩余的东西。”同时他还讽刺地解释说：“假如交换双方都以同样少的东西换得

同样多的东西，那末他们得到的也就同样多。”由于孔狄亚克对交换价值的性质一无所

知，所以，他是威廉·罗雪尔教授先生证实自己的幼稚概念的最好证明人。见罗雪尔

的《国民经济学原理》１８５８年第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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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所重复，当他们要说明商品交换的发达形式即贸易会产生剩

余价值的时候，更是如此。例如，有人说：

“贸易使产品增添价值，因为同一产品在消费者手里比在生产者手里具

有更大的价值，因此，严格说来，贸易应看作是一种生产活动。”（２３）

但是，人们购买商品不是付两次钱：一次是为了它的使用价

值，一次是为了它的价值。如果说商品的使用价值对买者比对卖

者更有用，那末商品的货币形式对卖者比对买者就更有用。不然

他何必出卖商品呢？因此，我们同样也可以说，例如，买者把商

人的袜子变成货币，严格说来，就是完成一种“生产活动”。

假如互相交换的是交换价值相等的商品，或交换价值相等的

商品和货币，就是说，是等价物，那末很明显，任何人从流通中

取出的价值，都不会大于他投入流通的价值。在这种情形下，就

不会有剩余价值形成。商品的流通过程就其纯粹的形式来说，要

求等价物的交换。但是在实际上，事情并不是纯粹地进行的。因

此，我们假定是非等价物的交换。

在任何情形下，在商品市场上，只是商品所有者与商品所有

者相对立，他们彼此行使的权力只是他们商品的权力。商品的物

质区别是交换的物质动机，它使商品所有者互相依赖，因为他们

双方都没有他们自己需要的物品，而有别人需要的物品。除使用

价值上的这种物质区别以外，商品之间就只有一种区别，即商品

的自然形式和它的转化形式之间的区别，商品和货币之间的区别。

因此，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卖者即商品所有者和买

者即货币所有者之间的区别。

（２３） 塞·菲·纽曼《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５年安多佛和纽约版第１７５页。

２８１ 第二篇 货币转化为资本



  假定卖者享有某种无法说明的特权，可以高于商品价值出卖

商品，把价值１００的商品卖１１０，即在名义上加价１０％。这样，卖

者就得到剩余价值１０。但是，他当了卖者以后，又成为买者。现

在第三个商品所有者作为卖者和他相遇，并且也享有把商品贵卖

１０％的特权。我们那位商品所有者作为卖者赚得了１０，但是作为

买者要失去１０。（２４）实际上，整个事情的结果是，全体商品所有

者都高于商品价值１０％互相出卖商品，这与他们把商品按其价值

出售完全一样。商品的这种名义上的普遍加价，其结果就象例如

用银代替金来计量商品价值一样。商品的货币名称即价格上涨了，

但商品间的价值比例仍然不变。

我们再反过来，假定买者享有某种特权，可以低于商品价值

购买商品。在这里，不用说，买者还要成为卖者。他在成为买者

以前，就曾经是卖者。他在作为买者赚得１０％以前，就已经作为

卖者失去了１０％。（２５）结果一切照旧。

因此，剩余价值的形成，从而货币的转化为资本，既不能用

卖者高于商品价值出卖商品来说明，也不能用买者低于商品价值

购买商品来说明。（２６）

（２４） “靠提高产品的名义价值……卖者不会致富……因为他们作为卖者所得的

利益，在他们作为买者时又如数付出。”（［约·格雷］《国民财富基本原理的说明》１７９７

年伦敦版第６６页）

（２５） “假如有人不得不把价值２４利弗尔的产品卖１８利弗尔，那末，当他用这

笔货币额再去购买时，这１８利弗尔同样能买到２４利弗尔的东西。”（列特隆《论社会

利益》第８９７页）

（２６） “因此，任何一个卖者通常不能提高自己商品的价格，否则他购买其他卖

者的商品时也必须付出高价。根据同样的理由，任何一个消费者通常不能以低价购买

商品，否则他也必须降低他出售的商品的价格。”（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政治社会天

然固有的秩序》第５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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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偷偷加进一些不相干的东西，如象托伦斯上校那样，问

题也绝不会变简单些。这位上校说：

“有效的需求在于，消费者通过直接的或间接的交换能够和愿意〈！〉付

给商品的部分，大于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资本的一切组成部分。”（２７）

在流通中，生产者和消费者只是作为卖者和买者相对立。说

生产者得到剩余价值是由于消费者付的钱超过了商品的价值，那

不过是把商品所有者作为卖者享有贵卖的特权这个简单的命题加

以伪装罢了。卖者自己生产了某种商品，或代表它的生产者，同

样，买者也是自己生产了某种已体现为货币的商品，或代表它的

生产者。因此，是生产者和生产者相对立。他们的区别在于，一

个是买，一个是卖。商品所有者在生产者的名义下高于商品价值

出卖商品，在消费者的名义下对商品付出高价，这并不能使我们

前进一步。（２８）

因此，坚持剩余价值来源于名义上的加价或卖者享有贵卖商

品的特权这一错觉的代表者，是假定有一个只买不卖，从而只消

费不生产的阶级。从我们上面达到的观点来看，即从简单流通的

观点来看，还不能说明存在着这样一个阶级。但是，我们先假定有

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不断用来购买的货币，必然是不断地、不

经过交换、白白地、依靠任何一种权利或暴力，从那些商品所有者

手里流到这个阶级手里的。把商品高于价值卖给这个阶级，不过是

（２７） 罗·托伦斯《论财富的生产》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３４９页。

（２８） “利润由消费者支付这种想法显然是十分荒谬的。消费者又是谁呢？”（乔

·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１８３６年爱丁堡版第１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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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回一部分白白交出去的货币罢了。（２９）例如，小亚细亚的城市

每年向古罗马缴纳贡款，就是如此。罗马则用这些货币购买小亚

细亚城市的商品，而且按高价购买。小亚细亚人通过贸易从征服

者手里骗回一部分贡款，从而欺骗了罗马人。但是，吃亏的还是

小亚细亚人。他们的商品仍旧是用他们自己的货币支付的。这决

不是发财致富或创造剩余价值的方法。

所以，我们还是留在卖者也是买者、买者也是卖者的商品交

换范围内吧。我们陷入困境，也许是因为我们只把人理解为人格

化的范畴，而不是理解为个人。

商品所有者Ａ可能非常狡猾，总是使他的同行Ｂ或Ｃ受骗，

而Ｂ和Ｃ无论如何也报复不了。Ａ把价值４０镑的葡萄酒卖给Ｂ，

换回价值５０镑的谷物。Ａ把自己的４０镑变成了５０镑，把较少的

货币变成了较多的货币，把自己的商品变成了资本。我们仔细地

来看一下。在交换以前，Ａ手中有价值４０镑的葡萄酒，Ｂ手中有

价值５０镑的谷物，总价值是９０镑。在交换以后，总价值还是９０

镑。流通中的价值没有增大一个原子，只是它在Ａ和Ｂ之间的分

配改变了。一方的剩余价值，是另一方的不足价值，一方的增加，

是另一方的减少。如果Ａ不用交换形式作掩饰，而直接从Ｂ那里

偷去１０镑，也会发生同样的变化。显然，流通中的价值总量不管其

分配情况怎样变化都不会增大，正象一个犹太人把安女王时代的

一法寻当作一基尼来卖，不会使本国的贵金属量增大一样。一个国

（２９） “假如有人感到商品滞销，那末马尔萨斯先生是否会劝他把钱付给别人，

让别人用这笔钱购买他的商品呢？”一个很气愤的李嘉图的信徒这样质问马尔萨斯，因
为后者及其门徒查默斯牧师从经济学的观点赞美了纯买者阶级，即消费者阶级。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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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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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整个资本家阶级不能靠欺骗自己来发财致富。（３０）

可见，无论怎样颠来倒去，结果都是一样。如果是等价物交

换，不产生剩余价值；如果是非等价物交换，也不产生剩余价值。

（３１）流通或商品交换不创造价值。（３２）

由此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们在分析资本的基本形式，分析决

定现代社会的经济组织的资本形式时，开始根本不提资本的常见

的、所谓洪水期前的形态，即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

Ｇ—Ｗ—Ｇ 的形式，为贵卖而买，在真正的商业资本中表现得

最纯粹。另一方面，它的整个运动是在流通领域内进行的。但是，

既然不能从流通本身来说明货币转化为资本，说明剩余价值的形

成，所以只要是等价物相交换，商业资本看来是不可能存在的。（３３）

（３０）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虽然是（或许正因为是）研究院院士８６，却持有相

反的观点。他说，产业资本家赚得利润，是因为“他们按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卖商

品。他们卖给谁呢？首先是彼此互卖”（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论意志及其作用》第

２３９页）。

（３１） “两个相等的价值相交换，既不增大也不减少社会上现有价值的量。两个

不相等的价值相交换……同样也改变不了社会上的价值总额，因为它给这一个人增添

的财富，是它从另一个人手中取走的财富。”（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１７年

巴黎第３版第２卷第４４３、４４４页）这个论点是萨伊几乎逐字逐句地从重农学派那里抄

袭来的，当然他并不关心从这个论点会得出什么结论。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他是怎

样利用当时已被人遗忘的重农学派的著作，来增加自己的“价值”的。萨伊先生“最

著名的”论点：“产品只能用产品来购买”（同上，第２卷第４３８页），用重农学派的原

话来说就是：“产品只有用产品来支付”（列特隆《论社会利益》第８９９页）。

（３２） “交换不会给产品以任何价值。”（弗·威兰德《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４３年

波士顿版第１６８页）

（３３） “在不变的等价物支配下，贸易是不可能的。”（乔·奥普戴克《论政治经

济学》１８５１年纽约版第６６页至６９页）“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间的差别就在于物品的价

值不等于人们在买卖中给予它的那个所谓等价物，就是说，这个等价物并不是等价

物。”（弗·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载于阿尔诺德·卢格和卡尔·马克思编的

《德法年鉴》１８４４年巴黎版第９５、９６页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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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商业资本只能这样来解释：寄生在购买的商品生产者和售

卖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商人对他们双方进行欺骗。富兰克林就是

在这个意义上说：“战争是掠夺，商业是欺骗。”（３４）如果不是单

纯用对商品生产者的欺骗来说明商业资本的增殖，那就必须举出

一长串的中间环节，但是在这里，商品流通及其简单要素是我们

唯一的前提，因此这些环节还完全不存在。

关于商业资本所说的一切，更加适用于高利贷资本。在商业

资本中，两极，即投入市场的货币和从市场取出的增大的货币，至

少还以买和卖，以流通运动为媒介。在高利贷资本中，Ｇ—Ｗ—Ｇ

形式简化成没有媒介的两极Ｇ—Ｇ，即交换成更多货币的货币。这

种形式是和货币的性质相矛盾的，因而从商品交换的角度是无法

解释的。所以，亚里士多德说：

“货殖有两种，一种属于商业方面，一种属于经济方面。后者是必要的，

值得称赞的，前者以流通为基础，理应受到谴责（因为它不以自然为基础，而

以互相欺骗为基础）。所以，高利贷受人憎恨完全理所当然，因为在这里，货

币本身成为赢利的源泉，没有用于发明它的时候的用途。货币是为商品交换

而产生的，但利息却使货币生出更多的货币。它的名称〈 ｏ
′
 ｏ ，利息和

利子〉就是由此而来的。利子和母财是相像的。但利息是货币生出的货币，因

此在所有的赢利部门中，这个部门是最违反自然的。”（３５）

在我们研究的进程中，我们将会发现，生息资本和商业资本

一样，也是派生的形式，同时会看到，为什么它们在历史上的出

现早于资本的现代基本形式。

上面已经说明，剩余价值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因此，在剩余价

（３４） 《本杰明·富兰克林全集》，斯巴克斯编第２卷《关于国民财富的有待研

究的几个问题》［第３７６页］。

（３５）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１篇第１０章 ［第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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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形成上，必然有某种在流通中看不到的情况发生在流通的背

后。（３６）但是，剩余价值能不能从流通以外的什么地方产生呢？

流通是商品所有者的全部相互关系①的总和。在流通以外，商品所

有者只同他自己的商品发生关系。就商品的价值来说，这种关系

只是：他的商品包含着他自己的、按一定社会规律计量的劳动量。

这个劳动量表现为他的商品的价值量，而价值量是表现在计算货

币上的，因此劳动量就表现为一个价格，例如１０镑。但是，他的

劳动不能表现为商品的价值和超过这个商品本身价值而形成的余

额，不能表现为等于１０镑又等于１１镑的价格，不能表现为一个

大于自身价值的价值。商品所有者能够用自己的劳动创造价值，但

是不能创造进行增殖的价值。他能够通过新的劳动给原有价值添

加新价值，从而使商品的价值增大，例如把皮子制成皮靴就是这

样。这时，同一个材料由于包含了更大的劳动量，也就有了更大

的价值。因此，皮靴的价值大于皮子的价值，但是皮子的价值仍

然和从前一样。它没有增殖，没有在制作皮靴时添加剩余价值。可

见，商品生产者在流通领域以外，也就是不同其他商品所有者接

触，就不能使价值增殖，从而使货币或商品转化为资本。

因此，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

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

这样，就得到一个双重的结果。

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根据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来加以说明，

（３６） “在通常的市场条件下，利润不是由交换产生的。如果利润不是先前就已

存在，那末，在这种交易以后也不会有。”（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第１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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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等价物的交换应该是起点。（３７）我们那位还只是资本家幼虫

的货币所有者，必须按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按商品的价值出卖

商品，但他在过程终了时必须取出比他投入的价值更大的价值。他

变为蝴蝶，必须在流通领域中，又必须不在流通领域中。这就是

问题的条件。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罢！８８

３．劳动力的买和卖

要转化为资本的货币的价值变化，不可能发生在这个货币本

身上，因为货币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只是实现它所购买或所

支付的商品的价格，而它如果停滞在自己原来的形式上，它就凝固

为价值量不变的化石了。（３８）同样，在流通的第二个行为即商品的

（３７） 根据以上说明，读者可以知道，这里的意思不过是：即使商品价格与商品

价值相等，资本也一定可以形成。资本的形成不能用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的偏离来说

明。假如价格确实与价值相偏离，那就必须首先把前者还原为后者，就是说，把这种

情况当作偶然情况撇开，这样才能得到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资本形成的纯粹现象，才

能在考察这个现象时，不致被那些起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程不相干的从属情况所

迷惑。而且我们知道，这种还原决不单纯是一种科学的手续。市场价格的不断波动，即

它的涨落，会互相补偿，彼此抵销，并且还原为平均价格，而平均价格是市场价格的

内在规则。这个规则是从事一切需要较长时间经营的企业的商人或工业家的指南。所

以他们知道，就整个一段较长的时期来看，商品实际上既不是低于也不是高于平均价

格，而是按照平均价格出售的。因此，如果撇开利害得失来考虑问题是符合他们的利

益的话，他们就应该这样提出资本形成的问题：既然价格是由平均价格即归根到底是

由商品的价值来调节的，那末资本怎么会产生呢？我说“归根到底”，是因为平均价格

并不象亚·斯密、李嘉图等人所认为的那样，直接与商品的价值量相一致。

（３８） “在货币形式上……资本是不产生利润的。”（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

第２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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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出卖上，也不可能发生这种变化，因为这一行为只是使商品

从自然形式再转化为货币形式。因此，这种变化必定发生在第一

个行为Ｇ—Ｗ 中所购买的商品上，但不是发生在这种商品的价值

上，因为互相交换的是等价物，商品是按它的价值支付的。因此，

这种变化只能从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即从这种商品的使用

上产生。要从商品的使用上取得价值，我们的货币所有者就必须

幸运地在流通领域内即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

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因此，它的实际使用本身

就是劳动的物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

了这种特殊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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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

但是，货币所有者要在市场上找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必须

存在各种条件。商品交换本身除了包含由它自己的性质所产生的

从属关系以外，不包含任何其他从属关系。在这种前提下，劳动

力只有而且只是因为被它自己的所有者即有劳动力的人当作商品

出售或出卖，才能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劳动力所有者要把劳

动力当作商品出卖，他就必须能够支配它，从而必须是自己的劳动

能力、自己人身的自由的所有者。（３９）劳动力所有者和货币所有者

在市场上相遇，彼此作为身分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所不同

的只是一个是买者，一个是卖者，因此双方是在法律上平等的人。

这种关系要保持下去，劳动力所有者就必须始终把劳动力只出卖

（３９） 在有关古希腊罗马的一些实用百科辞典中，可以看到一种谬论：在古代世

界，资本就有了充分的发展，“所缺少的只是自由工人和信用事业”。蒙森先生在他的

《罗马史》中也一再陷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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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时间，因为他要是把劳动力一下子全部卖光，他就出卖了自

己，就从自由人变成奴隶，从商品所有者变成商品。他作为人，必

须总是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财产，从而当作自己的商品。而

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始终让买者只是在一定期限内暂时支配他

的劳动力，使用他的劳动力，就是说，他在让渡自己的劳动力时

不放弃自己对它的所有权。（４０）

货币所有者要在市场上找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第二个基本

条件就是：劳动力所有者没有可能出卖有自己的劳动物化在内的

商品，而不得不把只存在于他的活的身体中的劳动力本身当作商

品出卖。

一个人要出卖与他的劳动力不同的商品，他自然必须占有生

产资料，如原料、劳动工具等等。没有皮革，他就不能做皮靴。此

外，他还需要有生活资料。任何人，即使是未来音乐的创作家，都

不能靠未来的产品过活，也不能靠尚未生产好的使用价值过活。人

从出现在地球舞台上的第一天起，每天都要消费，不管在他开始

生产以前和在生产期间都是一样。如果产品是作为商品生产的，

（４０） 因此，各种立法都规定了劳动契约的最长期限。在自由劳动的民族里，一

切法典都规定了解除契约的条件。在有些国家，特别是墨西哥（美国南北战争前，从

墨西哥夺去的领土也是这样，库扎政变８９前多瑙河地区实际上也是这样），奴隶制采取

债役这种隐蔽的形式。由于债务要以劳役偿还，而且要世代相传，所以不仅劳动者个

人，而且连他的家族实际上都成为别人及其家族的财产。胡阿雷斯废除了债役。所谓

的皇帝马克西米利安颁布一道敕令，又把它恢复了。华盛顿的众议院一针见血地谴责

这个敕令是恢复墨西哥的奴隶制的敕令。“我可以把我的体力上和智力上的特殊技能

和活动能力……在限定的时期内让渡给别人使用，因为根据这种限制，它们同我的整

体和全体取得一种外在的关系。如果我把我的由于劳动而具体化的全部时间和我的全

部生产活动都让渡给别人，那末，我就把这种活动的实体、我的普遍的活动和现实性、

我的人身，变成别人的财产了。”（黑格尔《法哲学》１８４０年柏林版第１０４页第６７节）

１９１第四章 货币转化为资本



在它生产出来以后就必须卖掉，而且只有在卖掉以后，它才能满

足生产者的需要。除生产时间外，还要加上出售所需要的时间。

可见，货币所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

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

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

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

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

为什么这个自由工人在流通领域中同货币所有者相遇，对这

个问题货币所有者不感兴趣。他把劳动市场看作是商品市场的一

个特殊部门。我们目前对这个问题也不感兴趣。货币所有者是在

实践上把握着这个事实，我们则是在理论上把握着这个事实。但

是有一点是清楚的。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

有者，而另一方面造成只是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这种关系既不

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

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

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

我们前面所考察的经济范畴，也都带有自己的历史痕迹。产

品成为商品，需要有一定的历史条件。要成为商品，产品就不应

作为生产者自己直接的生存资料来生产。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在

什么样的状态下，全部产品或至少大部分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我

们就会发现，这种情况只有在一种十分特殊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会发生。但是这种研究不属于商品分析的

范围。即使绝大多数产品直接用来满足生产者自己的需要，没有

变成商品，从而社会生产过程按其广度和深度来说还远没有为交

换价值所控制，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仍然能够产生。产品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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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商品，需要社会内部的分工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在直接的物物

交换中开始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离已经完成。但是，这样

的发展阶段是历史上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

如果考察一下货币，我们就会看到，货币是以商品交换发展

到一定高度为前提的。货币的各种特殊形式，即单纯的商品等价

物，或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贮藏货币和世界货币，按其中这

种或那种职能的不同作用范围和相对占优势的情况，表示社会生

产过程的极不相同的阶段。但是根据经验，不很发达的商品流通

就足以促使所有这些形式的形成。资本则不然。有了商品流通和

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

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

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

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４１）

现在应该进一步考察这个特殊商品——劳动力。同一切其他

商品一样，劳动力也具有价值。（４２）这个价值是怎样决定的

呢？    

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

再生产这种特殊物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就劳动力代表价

值来说，它本身只代表在它身上物化的一定量的社会平均劳动。劳

动力只是作为活的个体的能力而存在。因此，劳动力的生产要

（４１） 因此，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是，对工人本身来说，劳动力是归他所有的一

种商品的形式，他的劳动因而具有雇佣劳动的形式。另一方面，正是从这时起，劳动

产品的商品形式才普遍化。

（４２） “人的价值，和其他一切物的价值一样，等于他的价格，就是说，等于对

他的能力的使用所付的报酬。”（托·霍布斯《利维坦》，载于摩耳斯沃思编《托马斯·

霍布斯英文著作选》１８３９—１８４４年伦敦版第３卷第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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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活的个体的存在为前提。假设个体已经存在，劳动力的生产就

是这个个体本身的再生产或维持。活的个体要维持自己，需要有

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因此，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可化

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或者说，劳动力的价值，

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但是，劳动力

只有表现出来才能实现，只有在劳动中才能发挥出来。而劳动力

的发挥即劳动，耗费人的一定量的肌肉、神经、脑等等，这些消

耗必须重新得到补偿。支出增多，收入也得增多。（４３）劳动力所

有者今天进行了劳动，他应当明天也能够在同样的精力和健康条

件下重复同样的过程。因此，生活资料的总和应当足以使劳动者

个体能够在正常生活状况下维持自己。由于一个国家的气候和其

他自然特点不同，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也就不

同。另一方面，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

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

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

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４４）因此，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

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但是，在一定的

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必要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一定的。

劳动力所有者是会死的。因此，要使他不断出现在市场上（这

是货币不断转化为资本的前提），劳动力的卖者就必须“象任何活

的个体一样，依靠繁殖使自己永远延续下去”（４５）。因损耗和死亡

（４３） 古罗马的斐力卡斯，作为管理人居于农业奴隶之首，但“由于劳动比奴隶

轻，得到的报酬也比奴隶更微薄”（泰·蒙森《罗马史》１８５６年版第８１０页）。

（４４） 参看威·托·桑顿《人口过剩及其补救办法》１８４６年伦敦版。

（４５） 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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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退出市场的劳动力，至少要不断由同样数目的新劳动力来补充。

因此，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总和，要包括工人的补充

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只有这样，这种特殊商品所有者的种

族才能在商品市场上永远延续下去。（４６）

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

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而

这就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劳动力的教育费随着劳动力

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因此，这种教育费——对于普通劳动力

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

劳动力的价值可以归结为一定量生活资料的价值。因此，它

也随着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即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

间量的改变而改变。

一部分生活资料，如食品、燃料等等，每天都有新的消耗，因

而每天都必须有新的补充。另一些生活资料，如衣服、家具等等，

可以使用较长的时期，因而只是经过较长的时期才需要补充。有

些商品要每天购买或支付，有些商品要每星期购买或支付，还有

些商品要每季度购买或支付，如此等等。但不管这些支出的总和

在例如一年当中怎样分配，都必须由每天的平均收入来担负。假

如生产劳动力每天所需要的商品量＝Ａ，每星期所需要的商品量

＝Ｂ，每季度所需要的商品量＝Ｃ，其他等等，那末这些商品每天的

平均需要量＝３６５Ａ＋５２Ｂ＋４Ｃ＋其他等等
３６５

。假定平均每天所需要的这个

（４６） “它的〈劳动的〉自然价格……由一定量的生存资料和舒适品构成。这个

量是根据一个国家的气候和习惯，为维持工人并使他有可能抚养家庭，以保证市场上

劳动供应不致减少所必需的。”（罗·托伦斯《论谷物外销》１８１５年伦敦版第６２页）劳

动一词在这里错误地当作劳动力一词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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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量包含６小时社会劳动，那末每天物化在劳动力中的就是半

天的社会平均劳动，或者说，每天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是半个工

作日。生产劳动力每天所需要的这个劳动量，构成劳动力的日价

值，或每天再生产出的劳动力的价值。假定半天的社会平均劳动

又表现为３先令或１塔勒的金量，那末１塔勒就是相当于劳动力

日价值的价格。如果劳动力所有者按每天１塔勒出卖劳动力，劳

动力的出售价格就等于劳动力的价值，而且根据我们的假定，一

心要把自己的塔勒转化为资本的货币所有者是支付这个价值的。

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或最小限度，是劳动力的承担者即人

每天得不到就不能更新他的生命过程的那个商品量的价值，也就

是维持身体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假如劳动力的价格降

到这个最低限度，那就降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因为这样一来，劳

动力就只能在萎缩的状态下维持和发挥。但是，每种商品的价值

都是由提供标准质量的该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

认为这种由事物本性产生的劳动力的价值规定是粗暴的，并

且象罗西那样为之叹息，那是一种极其廉价的感伤主义：

“在考察劳动能力时，撇开生产过程中维持劳动的生存资料，那就是考察

一种臆想的东西。谁谈劳动，谈劳动能力，同时也就是谈工人和生存资料，工

人和工资”（４７）。

谁谈劳动能力并不就是谈劳动，正象谈消化能力并不就是谈

消化一样。谁都知道，要有消化过程，光有健全的胃是不够的。谁

谈劳动能力，谁就不会撇开维持劳动能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生

活资料的价值正是表现在劳动能力的价值上。劳动能力不卖出

（４７） 罗西《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４３年布鲁塞尔版第３７０、３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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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对工人就毫无用处，不仅如此，工人就会感到一种残酷的自

然必然性：他的劳动能力的生产曾需要一定量的生存资料，它的

再生产又不断地需要一定量的生存资料。于是，他就和西斯蒙第

一样地发现：“劳动能力……不卖出去，就等于零。”（４８）

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特性，使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在买者和

卖者缔结契约时还没有在实际上转到买者手中。和其他任何商品

的价值一样，它的价值在它进入流通以前就已确定，因为在劳动

力的生产上已经耗费了一定量的社会劳动，但它的使用价值只是

在以后的力的表现中才实现。因此，力的让渡和力的实际表现即

力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在时间上是互相分开的。但是，对于这

类先通过出售而在形式上让渡使用价值、后在实际上向买者转让

使用价值的商品来说，买者的货币通常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

（４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国家里，给劳

动力支付报酬，是在它按购买契约所规定的时间发挥作用

以后，例如在每周的周末。因此，到处都是工人把劳动力的

使用价值预付给资本家；工人在得到买者支付他的劳动力

价格以前，就让买者消费他的劳动力，因此，到处都是工人

给资本家以信贷。这种信贷不是什么臆想，这不仅为贷方碰

到资本家破产时失掉工资（５０）所证明，而且也为一系列远

（４８）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１卷第１１３页。

（４９） “一切劳动都是在它结束以后付给报酬的。”（《关于需求的性质的原理》

第１０４页）“商业信用必定是从这样的时刻开始的，那时工人，生产的最初的创造者，

有可能依靠自己的积蓄等待一两个星期、一个月、一季度等等，再领取自己劳动的工

资。”（沙·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１８２１年巴黎第２版第２卷第１５０页）

（５０） 施托尔希说，“工人贷出自己的勤劳”，但是——他又狡猾地补充说——他

们除了会“失掉自己的工资，不冒有任何风险……工人没有付出任何物质的东西”。

（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１５年彼得堡版第２卷第３６、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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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经常的影响所证明。（５１）但是，无论货币执行购买手段还是支

付手段的职能，商品交换本身的性质并不因此发生变化。劳动力的

价格已由契约确定下来，虽然它同房屋的出租价格一样，要在以后

才实现。劳动力已经卖出，虽然报酬要在以后才得到。但是，为了

在纯粹的形式上理解这种关系，我们暂且假定，劳动力所有者每次

（５１） 举个例子。在伦敦有两种面包房：一种是按面包的全份出售的，一种是按

低价出售的。后者占面包房总数的３
４
以上。（政府调查委员休·西·特里门希尔关于

《面包工人的申诉的报告》１８６２年伦敦版第３２页）这些按低价出售的面包房所出售的

面包，几乎无例外地都掺了明矾、肥皂、珍珠灰、白垩、得比郡石粉以及诸如此类的

其他一些颇为可口的、富有营养的而又合乎卫生的成分。（见上述蓝皮书和《１８５５年食

物掺假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哈塞耳医生《揭穿了的掺假行为》１８６１年伦敦第２

版）约翰·戈登爵士对１８５５年委员会说：“由于这种掺假，每天靠两磅面包度日的穷

人，现在实际上连１
４
的养料都得不到，且不说这种掺假对他们的健康的危害了。”特里

门希尔（《面包工人的申诉的报告》第４８页）认为，“工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明明

知道掺假，可是还得去买明矾、石粉这一类东西，其原因就在于，对工人阶级来说，

“面包房或杂货店爱给他们什么样的面包，他们就得买什么样的面包，这是必然的事

情”。因为他们只是在劳动周的周末才得到报酬，所以，他们也只有“在周末才能支付

全家一星期消费的面包钱”。特里门希尔还引用了一些证词：“众所周知，用这种混合

物制成的面包是特意为这种主题做的。”“在莫格兰〈特别是苏格兰〉的许多农业区，工

资是每两周、甚至每一个月发一次。支付期这样长，农业工人不得不赊购商品…… 

他必须付出较高的价钱，他实际上已被赊卖东西给他的店铺束缚住了。例如，在威尔

兹的浩宁汉，每月发一次工资，工人购买一 面粉要付２先令４便士，而在别的地方

则只要１先令１０便士。”（《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第６号报告》１８６４年版第２６４

页）“１８５３年，佩斯里和基耳马尔诺克〈苏格兰西部〉的手工印染工人，通过一次罢工

迫使支付期从一个月缩短为两周。”（《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３４

页）英国许多煤矿主采取的方法可以说明，工人给资本家的信贷获得了进一步的、奇

妙的发展。按照这种方法，工人到月底才领工资，在这期间从资本家那里得到预支，而

预支往往就是一些工人不得不高于市场价格支付的商品（实物工资制）。“煤矿主惯用

的一种办法就是，每月发一次工资，而在这一个月的每个周末给工人预支一次。预支

是在店铺进行的〈这个店铺就是老板自己开设的杂货店〉。工人在店铺的这一边拿到

钱，在另一边又把钱花掉。”（《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３号报告》１８６４年伦敦版第３８页

第１９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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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卖劳动力时就立即得到了契约所规定的价格。

现在我们知道了，货币所有者付给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所

有者的价值是怎样决定的。货币所有者在交换中得到的使用价值，

在劳动力的实际使用即消费过程中才表现出来。这个过程所必需

的一切物品，如原料等等，是由货币所有者在商品市场上买来并

且按十足的价格支付的。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同时就是商品和剩

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劳动力的消费，象任何其他商品的消费一样，

是在市场以外，或者说在流通领域以外进行的。因此，让我们同

货币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一道，离开这个嘈杂的、表面的、有

目共睹的领域，跟随他们两人进入门上挂着“非公莫入”牌子的

隐蔽的生产场所吧！在那里，不仅可以看到资本是怎样进行生产

的，还可以看到资本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赚钱的秘密最后

一定会暴露出来。

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

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

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

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

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

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

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

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

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

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

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

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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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庸俗的自由

贸易论者用来判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的那些观点、概念和标

准就是从这个领域得出的，——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

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

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

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象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

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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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篇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 五 章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１．劳 动 过 程

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劳动力的买者消费劳动力，就

是叫劳动力的卖者劳动。劳动力的卖者也就由此在实际上成为发

挥作用的劳动力，成为工人，而在此以前，他只不过在可能性上

是工人。为了把自己的劳动表现在商品中，他必须首先把它表现

在使用价值中，表现在能满足某种需要的物中。因此，资本家要

工人制造的是某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是一定的物品。虽然使用价

值或财物的生产是为了资本家，并且是在资本家的监督下进行的，

但是这并不改变这种生产的一般性质。所以，劳动过程首先要撇

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

１０２



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

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

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

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

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

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在这里，我们不谈最初的动物

式的本能的劳动形式。现在，工人是作为他自己的劳动力的卖者

出现在商品市场上。对于这种状态来说，人类劳动尚未摆脱最初

的本能形式的状态已经是太古时代的事了。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

于人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

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

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

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

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

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

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

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但是这

种服从不是孤立的行为。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

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

而且，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

越是不能把劳动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

这种意志。

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

象和劳动资料。

土地（在经济学上也包括水）最初以食物，现成的生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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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人类（１），它未经人的协助，就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而

存在。所有那些通过劳动只是同土地脱离直接联系的东西，都是

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例如从鱼的生活要素即水中，分离出来的

即捕获的鱼，在原始森林中砍伐的树木，从地下矿藏中开采的矿

石。相反，已经被以前的劳动可以说滤过的劳动对象，我们称为

原料。例如，已经开采出来正在洗的矿石。一切原料都是劳动对

象，但并非任何劳动对象都是原料。劳动对象只有在它已经通过

劳动而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才是原料。

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

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劳动者利用物的机

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

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２）劳动者直接掌握的东西，不

是劳动对象，而是劳动资料（这里不谈采集果实之类的现成的生活

资料，在这种场合，劳动者身上的器官是唯一的劳动资料）。这样，

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

器官上，不顾圣经的训诫，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土地是他的原

始的食物仓，也是他的原始的劳动资料库。例如，他用来投、磨、压、

切等等的石块就是土地供给的。土地本身是劳动资料，但是它在农

业上要起劳动资料的作用，还要以一系列其他的劳动资料和劳

（１） “土地的自然产品，数量很小，并且完全不取决于人，自然提供这点产品，

正象给一个青年一点钱，使他走上勤劳致富的道路一样。”（詹姆斯·斯图亚特《政治

经济学原理》１７７０年都柏林版第１卷第１１６页）

（２） “理性何等强大，就何等狡猾。理性的狡猾总是在于它的间接活动，这种

间接活动让对象按照它们本身的性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它自己并不直接参与这个

过程，而只是实现自己的目的。”（黑格尔《哲学全书》，第１部《逻辑》，１８４０年柏林

版第３８２页）

３０２第五章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动力的较高的发展为前提。（３）一般说来，劳动过程只要稍有一

点发展，就已经需要经过加工的劳动资料。在太古人的洞穴中，我

们发现了石制工具和石制武器。在人类历史的初期，除了经过加

工的石块、木头、骨头和贝壳外，被驯服的，也就是被劳动改变

的、被饲养的动物，也曾作为劳动资料起着主要的作用。（４）劳动

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

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所以富兰克林给人下

的定义是《ａｔｏｏｌｍａｋｉｎｇａｎｉｍａｌ》，制造工具的动物。动物遗骸的结

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

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

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

资料生产。（５）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

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在劳动资料中，机械性的劳动

资料（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比只是充当劳动

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如管、桶、篮、罐等，其总和一般可称为生

产的脉管系统）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

征。后者只是在化学工业上才起着重要的作用。（５ａ）

（３） 加尼耳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理论》（１８１５年巴黎版）从其他方面来说是贫乏

的，但针对重农学派，却恰当地列举了一系列构成真正的农业的前提的劳动过程。

（４） 杜尔哥在《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１７６６年）一书中，很好地说明

了被饲养的动物对于文化初期的重要性。

（５） 在从工艺上比较各个不同的生产时代时，真正的奢侈品在一切商品中意义

最小。

（５ａ） 第２版注，尽管直到现在，历史著作很少提到物质生产的发展，即整个社

会生活以及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但是，至少史前时期是在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而

不是在所谓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

时代和铁器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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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义地说，除了那些把劳动的作用传达到劳动对象、因而以

这种或那种方式充当活动的传导体的物以外，劳动过程的进行所

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都算作劳动过程的资料。它们不直接加入劳

动过程，但是没有它们，劳动过程就不能进行，或者只能不完全

地进行。土地本身又是这类一般的劳动资料，因为它给劳动者提

供立足之地，给他的过程提供活动场所。这类劳动资料中有的已

经经过劳动的改造，例如厂房、运河、道路等等。

可见，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

生预定的变化。过程消失在产品中。它的产品是使用价值，是经

过形式变化而适合人的需要的自然物质。劳动与劳动对象结合在

一起。劳动物化了，而对象被加工了。在劳动者方面曾以动的形

式表现出来的东西，现在在产品方面作为静的属性，以存在的形

式表现出来。劳动者纺纱，产品就是纺成品。

如果整个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

末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表现为生产资料（６），劳动本身则表现为

生产劳动。（７）

当一个使用价值作为产品退出劳动过程的时候，另一些使用

价值，以前的劳动过程的产品，则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劳动过程。同

一个使用价值，既是这种劳动的产品，又是那种劳动的生产资料。

所以，产品不仅是劳动过程的结果，同时还是劳动过程的条件。

在采掘工业中，劳动对象是天然存在的，例如采矿业、狩猎业、

（６） 例如，把尚未捕获的鱼叫做渔业的生产资料，好象是奇谈怪论。但是至今

还没有发明一种技术，能在没有鱼的水中捕鱼。

（７） 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

程是绝对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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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鱼业等等中的情况就是这样（在农业中，只是在最初开垦处女

地时才是这样）：除采掘工业以外，一切产业部门所处理的对象都

是原料，即已被劳动滤过的劳动对象，本身已经是劳动产品。例

如，农业中的种子就是这样。动物和植物通常被看作自然的产物，

实际上它们不仅可能是上年度劳动的产品，而且它们现在的形式

也是经过许多世代、在人的控制下、借助人的劳动不断发生变化

的产物。尤其是说到劳动资料，那末就是最肤浅的眼光也会发现，

它们的绝大多数都有过去劳动的痕迹。

原料可以构成产品的主要实体，也可以只是作为辅助材料参

加产品的形成。辅助材料或者被劳动资料消费，例如煤被蒸汽机

消费，机油被轮子消费，干草被挽马消费；或者加在原料上，使

原料发生物质变化，例如氯加在未经漂白的麻布上，煤加在铁上，

颜料加在羊毛上；或者帮助劳动本身的进行，例如用于劳动场所

的照明和取暖的材料。在真正的化学工业中，主要材料和辅助材

料之间的区别就消失了，因为在所用的原料中没有一种会作为产

品的实体重新出现。（８）

因为每种物都具有多种属性，从而有各种不同的用途，所以

同一产品能够成为很不相同的劳动过程的原料。例如，谷物是磨

面者、制淀粉者、酿酒者和畜牧业者等等的原料。作为种子，它

又是自身生产的原料。同样，煤作为产品退出采矿工业，又作为

生产资料进入采矿工业。

在同一劳动过程中，同一产品可以既充当劳动资料，又充当原

料。例如，在牲畜饲养业中，牲畜既是被加工的原料，又是制造肥

（８） 施托尔希把真正的原料和辅助材料区别开来，把前者叫做《ｍａｔｉèｒｅ》，把后

者叫做《ｍａｔéｒｉａｕｘ》９０；舍尔比利埃把辅助材料叫做《ｍａｔｉéｒｅｓ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ｅｓ》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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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手段。

一种已经完成可供消费的产品，能重新成为另一种产品的原

料，例如葡萄能成为葡萄酒的原料。或者，劳动使自己的产品具

有只能再作原料用的形式。这样的原料叫做半成品，也许叫做中

间成品更合适些，例如棉花、线、纱等等。这种最初的原料虽然

本身已经是产品，但还需要通过一系列不同的过程，在这些过程

中，它不断改变形态，不断重新作为原料起作用，直到最后的劳

动过程把它当作完成的生活资料或完成的劳动资料排出来。

可见，一个使用价值究竟表现为原料、劳动资料还是产品，完

全取决于它在劳动过程中所起的特定的作用，取决于它在劳动过

程中所处的地位，随着地位的改变，这些规定也就改变。

因此，产品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新的劳动过程，也就丧失产品

的性质。它们只是作为活劳动的物质因素起作用。在纺纱者看来，

纱锭只是纺纱用的手段，亚麻只是纺纱的对象。当然，没有纺纱

材料和纱锭是不能纺纱的。因此，在纺纱开始时，必须先有这两

种产品。但是，亚麻和纱锭是过去劳动的产品这件事，对这个过

程本身来说是没有关系的，正如面包是农民、磨面者、面包师等

等过去劳动的产品这件事，对营养作用来说是没有关系的一样。相

反，如果生产资料在劳动过程中显示出它是过去劳动的产品这种

性质，那是由于它有缺点。不能切东西的刀，经常断头的纱等等，

使人强烈地想起制刀匠Ａ和纺纱人Ｅ。就好的产品来说，它的使

用属性由过去劳动创造这一点就看不出来了。

机器不在劳动过程中服务就没有用。不仅如此，它还会由于

自然界物质变换的破坏作用而解体。铁会生锈，木会腐朽。纱不

用来织或编，会成为废棉。活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

７０２第五章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死复生，使它们从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变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

使用价值。它们被劳动的火焰笼罩着，被当作劳动自己的躯体，被

赋予活力以在劳动过程中执行与它们的概念和职务相适合的职

能，它们虽然被消费掉，然而是有目的地，作为形成新使用价值，

新产品的要素被消费掉，而这些新使用价值，新产品或者可以作

为生活资料进入个人消费领域，或者可以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新的

劳动过程。

因此，如果说，现有的产品不仅是劳动过程的结果，而且是

劳动过程的存在条件，那末另一方面，它们投入劳动过程，从而

与活劳动相接触，则是使这些过去劳动的产品当作使用价值来保

存和实现的唯一手段。

劳动消费它自己的物质要素，即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把它们

吞食掉，因而是消费过程。这种生产消费与个人消费的区别在于：

后者把产品当作活的个人的生活资料来消费，而前者把产品当作

劳动即活的个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的生活资料来消费。因此，个人

消费的产物是消费者本身，生产消费的结果是与消费者不同的产品。

只要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本身已经是产品，劳动就是为创造

产品而消耗产品，或者说，是把产品当作产品的生产资料来使用。

但是，正如劳动过程最初只是发生在人和未经人的协助就已存在

的土地之间一样，现在在劳动过程中也仍然有这样的生产资料，它

们是天然存在的，不是自然物质和人类劳动的结合。

劳动过程，就我们在上面把它描述为它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

来说，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

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

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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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因此，我们不

必来叙述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

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根据小麦的味道，我们尝不出

它是谁种的，同样，根据劳动过程，我们看不出它是在什么条件

下进行的：是在奴隶监工的残酷的鞭子下，还是在资本家的严酷

的目光下；是在辛辛纳图斯耕种自己的几亩土地的情况下，还是

在野蛮人用石头击杀野兽的情况下。（９）

我们再回头来谈我们那位未来的资本家吧。我们离开他时，他

已经在商品市场上购买了劳动过程所需要的一切因素：物的因素

和人的因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他用内行的狡黠的眼光物色

到了适合于他的特殊行业（如纺纱、制靴等等）的生产资料和劳

动力。于是，我们的资本家就着手消费他购买的商品，劳动力；就

是说，让劳动力的承担者，工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消费生产资

料。当然，劳动过程的一般性质并不因为工人是为资本家劳动而

不是为自己劳动就发生变化。制靴或纺纱的特定方式和方法起初

也不会因资本家的插手就发生变化。起初，资本家在市场上找到

什么样的劳动力就得使用什么样的劳动力，因而劳动在还没有资

本家的时期是怎样的，资本家就得采用怎样的劳动。由劳动从属

于资本而引起的生产方式本身的变化，以后才能发生，因而以后

再来考察。

劳动过程，就它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来说，显示出两个

（９） 根据这种非常合乎逻辑的理由，托伦斯上校在野蛮人用的石头上发现了资

本的起源。“在野蛮人用来投掷他所追逐的野兽的第一块石头上，在他用来打落他用手
摘不到的果实的第一根棍子上，我们看到占有一物以取得另一物的情形，这样我们就
发现了资本的起源。”（罗·托伦斯《论财富的生产》第７０、７１页）根据那第一根棍子
〔Ｓｔｏｃｋ〕也许还可以说明，为什么在英语中Ｓｔｏｃｋ和资本是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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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现象。

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资本家

进行监视，使劳动正常进行，使生产资料用得合乎目的，即原料

不浪费，劳动工具受到爱惜，也就是使劳动工具的损坏只限于劳

动使用上必要的程度。

其次，产品是资本家的所有物，而不是直接生产者工人的所有

物。资本家例如支付劳动力一天的价值。于是，在这一天内，劳动

力就象出租一天的任何其他商品（例如一匹马）一样，归资本家使

用。商品由它的买者使用；劳动力的所有者提供他的劳动，实际上

只是提供他已卖出的使用价值。从他进入资本家的工场时起，他的

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力的使用，劳动，就属于资本家了。资本

家购买了劳动力，就把劳动本身当作活的酵母，并入同样属于他的

各种形成产品的死的要素。从资本家的观点看来，劳动过程只是消

费他所购买的劳动力商品，而他只有把生产资料加到劳动力上才

能消费劳动力。劳动过程是资本家购买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是归

他所有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因此，这个过程的产品归他所有，正

象他的酒窖内处于发酵过程的产品归他所有一样。（１０）

（１０） “产品在转化为资本以前就被占有了；这种转化并没有使它们摆脱那种占

有。”（舍尔比利埃《富或贫》１８４１年巴黎版第５４页）“无产者为换取一定量的生活资

料出卖自己的劳动，也就完全放弃了对产品的任何分享。产品的占有还是和以前一样，

并不因上述的契约而发生变化。产品完全归提供原料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家所有。这是

占有规律的严格结果，相反地，这个规律的基本原则却是每个劳动者对自己产品拥有

专门的所有权。”（同上，第５８页）詹姆斯·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７０、７１页

上写道：“当工人是为工资而劳动时，资本家就不仅是资本的〈这里是指生产资料的〉

所有者，而且是劳动的所有者。如果人们象通常那样，把用来支付工资的东西也包括

在资本的概念中，那末撇开资本来谈劳动就是荒谬的。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一词包括

资本和劳动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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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价值增殖过程

产品——资本家的所有物——是一种使用价值，如棉纱、皮

靴等等。虽然例如皮靴在某种意义上构成社会进步的基础，而我

们的资本家也是一位坚决的进步派，但是他制造皮靴并不是为了

皮靴本身。在商品生产中，使用价值绝不是本身受人喜爱的东西。

在这里，所以要生产使用价值，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使用价值是

交换价值的物质基质，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我们的资本家所关

心的是下述两点。第一，他要生产具有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要生

产用来出售的物品，商品。第二，他要使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大

于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各种商品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为了购

买它们，他已在商品市场上预付了真正的货币——的价值总和。他

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

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

既然这里谈的是商品生产，所以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们显然只

考察了过程的一个方面。正如商品本身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

一样，商品生产过程必定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

现在我们就把生产过程作为价值形成过程来考察。

我们知道，每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物化在它的使用价值中的

劳动量决定的，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

一点也适用于作为劳动过程的结果而归我们的资本家所有的产

品。因此，首先必须计算物化在这个产品中的劳动。

假定这个产品是棉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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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棉纱，首先要有原料，例如１０磅棉花，而棉花的价值是

多少，在这里先用不着探究，因为资本家已经在市场上按照棉花

的价值例如１０先令把它购买了，在棉花的价格中，生产棉花所需

要的劳动已经表现为一般社会劳动。我们再假定，棉花加工时消

耗的纱锭量代表纺纱用掉的一切其他劳动资料，价值为２先令。如

果１２先令的金额是２４个劳动小时或２个工作日的产物，那末首

先可以得出，２个工作日物化在棉纱中。

棉花改变了它的形状，被消耗的纱锭量完全消失了，但我们

不应该受这种情况的迷惑。如果４０磅棉纱的价值＝４０磅棉花的

价值＋１个纱锭的价值，也就是说，如果生产这个等式两边的产品

需要同样的劳动时间，那末按照一般的价值规律，１０磅棉纱就是

１０磅棉花和
１
４
个纱锭的等价物。在这种情况下，同一劳动时间一

次体现在使用价值棉纱中，另一次体现在使用价值棉花和纱锭中。

因此，价值无论表现在棉纱、纱锭或者棉花中，都是一样的。纱

锭和棉花不再相安无事地并存着，而是在纺纱过程中结合在一起，

这种结合改变了它们的使用形式，把它们变成了棉纱。但这种情

况不会影响到它们的价值，就象它们通过简单的交换而换成等价

物棉纱一样。

生产棉花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生产以棉花为原料的棉纱所

需要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因而包含在棉纱中。生产纱锭所需要

的劳动时间也是如此，因为没有纱锭的磨损或消费，棉花就不能

纺成纱。（１１）

（１１） “影响商品价值的，不仅是直接花费在商品上的劳动，而且还有花费在协

助这种劳动的器具、工具和建筑物上的劳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１年伦

敦第３版第１章第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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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考察棉纱的价值，即生产棉纱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时，

可以把各种不同的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开的特殊劳动过程，即生产

棉花本身和生产所消耗的纱锭量所必须完成的劳动过程，以及最

后用棉花和纱锭生产棉纱所必须完成的劳动过程，看成是同一个

劳动过程的前后相继的不同阶段。棉纱中包含的全部劳动都是过

去的劳动。至于生产棉纱的各形成要素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早已

过去的，是过去完成的，而在纺纱这一最后过程中直接耗费的劳

动则是接近现在的，是现在完成的，这种情况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如果建筑一座房屋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例如３０个工作日，那末

体现在这座房屋中的劳动时间的总量，不会因为第３０个工作日比

第１个工作日晚２９天而有所改变。因此，包含在劳动材料和劳动

资料中的劳动时间，完全可以看成是在纺纱过程的早期阶段耗费

的，是在最后以纺纱形式加进的劳动之前耗费的。

因此，生产资料即棉花和纱锭的表现为１２先令价格的价值，

是棉纱价值或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

但是这里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棉花和纱锭必须实际上

用来生产使用价值。在我们所举的例子中，就是必须从棉花和纱

锭生产出棉纱。对于价值说来，它由什么样的使用价值来承担都

是一样的，但是它必须由一种使用价值来承担。第二，要假定所

用的劳动时间只是一定社会生产条件下的必要劳动时间。如果纺

１磅纱只需要１磅棉花，那末，纺１磅纱就只应当消耗１磅棉花，

纱锭也是这样。如果资本家异想天开，要用金锭代替铁锭，那末

在棉纱的价值中仍然只计算社会必要劳动，即生产铁锭所必要的

劳动时间。

现在，我们知道了，棉纱价值的哪一部分是由生产资料即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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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和纱锭构成的。这一部分价值等于１２先令，等于２个工作日的

化身。现在要考察纺纱工人本身的劳动加在棉花上的价值部

分。    

现在，我们要从与考察劳动过程时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考察这

种劳动。在考察劳动过程时，谈的是使棉花变为棉纱的有目的的

活动。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越合乎目的，棉纱就

越好。纺纱工人的劳动是一种和其他生产劳动不同的特殊生产劳

动。这种区别在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都表现出来，就是说，纺纱

工人有特殊的目的，有特殊的操作方式，他的生产资料有特殊的

性质，他的产品有特殊的使用价值。棉花和纱锭充当纺纱劳动的

生活资料，但是不能用它们制造线膛炮。相反，就纺纱工人的劳

动是形成价值的劳动，是价值源泉来说，它却和炮膛工人的劳动

毫无区别，或者用一个更切近的例子来说，同植棉者和纱锭制造

者体现在棉纱的生产资料中的劳动毫无区别。只是由于这种同一

性，植棉、制锭和纺纱才能成为同一个总价值即棉纱价值的只有

量的区别的各个部分。这里谈的不再是劳动的质，即劳动的性质

和内容，而只是劳动的量。劳动的量是容易计算的。我们假定纺

纱劳动是简单劳动，是社会平均劳动。以后我们会知道，相反的

假定也不会对问题有丝毫影响。

在劳动过程中，劳动不断由动的形式转为存在形式，由运动

形式转为物质形式。一小时终了时，纺纱运动就表现为一定量的

棉纱，于是一定量的劳动，即一个劳动小时，物化在棉花中。我

们说劳动小时，就是纺纱工人的生命力在一小时内的耗费，因为

在这里，纺纱劳动只有作为劳动力的耗费，而不是作为纺纱这种

特殊劳动才具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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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在过程的进行中，即在棉花变为

棉纱时，消耗的只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如果在正常的即平均的

社会的生产条件下，一个劳动小时内ａ磅棉花应该变为ｂ磅棉纱，

那末，只有把１２×ａ磅棉花变成１２×ｂ磅棉纱的工作日，才能算

是１２小时工作日。因为只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算是形成价值的

劳动时间。

同劳动本身一样，在这里，原料和产品也都与我们从本来意

义的劳动过程的角度考察时完全不同了。原料在这里只是当作一

定量劳动的吸收器。通过这种吸收，原料事实上变成了棉纱，因

为劳动力以纺纱形式耗费并加在原料中了。而产品棉纱现在只是

棉花所吸收的劳动的测量器。如果１小时内有１２
３
磅棉花被纺掉，

或者说，变成了１２
３
磅棉纱，那末１０磅棉纱就表示６个被吸收的

劳动小时。由经验确定的一定的产品量，现在只不过代表一定量

的劳动，代表一定量凝固的劳动时间。它们只是一小时、两小时、

一天的社会劳动的化身。

在这里，劳动是纺纱劳动、它的原料是棉花、它的产品是棉

纱这种情况，是没有关系的，正如劳动对象本身已经是产品、是

原料这种情况没有关系一样。如果工人不是在纺纱厂做工，而是

在煤矿做工，劳动对象煤就是天然存在的。但是，从矿床中开采

出来的一定量的煤，例如一 ，依然代表一定量被吸收的劳动。

在劳动力出卖时，曾假定它的日价值＝３先令，在３先令中体

现了６个劳动小时，而这也就是生产出工人每天平均的生活资料

量所需要的劳动量。现在，如果我们的纺纱工人在１个劳动小时

内把１２
３
磅棉花变成１２

３
磅棉纱（１２），他在６小时内就会把１０磅棉

（１２） 这里的数字完全是随意假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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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变成１０磅棉纱。因此，在纺纱过程中，棉花吸收了６个劳动小

时。这个劳动时间表现为３先令金额。这样，由于纺纱本身，棉

花就被加上了３先令的价值。

现在我们来看看产品即１０磅棉纱的总价值。在这１０磅棉纱

中物化着２１
２
个工作日：２日包含在棉花和纱锭量中，

１
２
日是在纺

纱过程中被吸收的。这个劳动时间表现为１５先令金额。因此，同

１０磅棉纱的价值相一致的价格是１５先令，一磅棉纱的价格是１

先令６便士。

我们的资本家楞住了。产品的价值等于预付资本的价值。预

付的价值没有增殖，没有产生剩余价值，因此，货币没有转化为

资本。这１０磅棉纱的价格是１５先令，而在商品市场上为购买产

品的各种形成要素或劳动过程的各种因素所花掉的也是１５先令：

１０先令购买棉花，２先令购买所消耗的纱锭，３先令购买劳动力。

棉纱的膨胀了的价值无济于事，因为棉纱的价值只是以前分配在

棉花、纱锭和劳动力上的价值的总和，已有价值的这种单纯相加，

永远也不能产生剩余价值。（１３）这些价值现在集中在一个物上面，

但是，在１５先令分开来购买三种商品以前，这些价值就已经集中

在一个１５先令的货币额上了。

（１３） 这是重农学派关于一切非农业劳动都是非生产劳动的学说借以建立起来

的根本命题，这个命题对于专业经济学家来说，是不容反驳的。“把许多其他东西的价

值加在一个物上〈例如，把织工的生活费用加在麻布上〉，也就是说，把若干价值一层

层地堆积在一个价值上，这种办法使价值有了相应的增加…… ‘加’这个词完美地

表达了劳动产品价格形成的方式；这种价格不过是许多被消耗的、加在一起的价值的

总和；‘加’并不意味着‘乘’。”（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

载于《重农学派》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２部第１章第５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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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结果本身是不足为奇的。一磅棉纱的价值是１先令６便

士，因此，我们的资本家在商品市场上买１０磅棉纱就得付出１５先

令。不管他是在市场上购买现成的房屋，还是自己建造一座房屋，

无论哪一种做法都不会使置备房屋支出的货币增加。

熟悉庸俗政治经济学的资本家也许会说：他预付自己货币的

意图是要由此生出更多的货币。但是，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由良好

的意图铺成的；他不进行生产，也同样可以有赚钱的意图。（１４）

他进行威胁。他说人们再也抓不住他的把柄了。以后他要在市场

上购买现成的商品，不再自己制造。但是，如果他的所有资本家弟

兄都这样做，他又怎能在市场上找到商品呢？而他又不能拿货币当

饭吃。他进行说教。要人们想到他的节欲。他本来可以把他的１５

先令挥霍掉。他没有这样做，他生产地消费它们，把它们制成了棉

纱。就算这样吧。可是他为此得到的是棉纱而不是后悔。他决不

应该再去当货币贮藏者，后者已经向我们表明，禁欲会得到什么结

果。而且，在一无所有的地方，皇帝也会丧失他的权力。不管他禁

欲的功劳有多大，也没有东西可以用来付给禁欲以额外的报偿，因

为退出生产过程的产品的价值只等于投入生产过程的商品价值的

总和。他应该以“德有德报”来安慰自己。然而资本家不这样，他纠

缠不休。说什么棉纱对他没有用处。他生产棉纱是为了出售。好，

那就让他出售吧！或者更简单一些，让他以后只生产自己需要的东

西吧，——这是他的家庭医生麦克库洛赫给他开的药方，作为防止

生产过剩这种流行病的灵丹妙药。他强硬起来。难道工人光用一

（１４） 例如，在１８４４—１８４７年，他从生产中抽出了一部分自己的资本，拿来在

铁路股票上投机。又如，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他关闭了工厂，把工人抛向街头，自

己到利物浦棉花交易所去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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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手就能凭空创造产品，生产商品吗？难道不是他给工人材料，工

人才能用这些材料并在这些材料之中来体现自己的劳动吗？社会

上大多数人一贫如洗，他不是用自己的生产资料，棉花和纱锭，对

社会和由他供给生活资料的工人本身进行了莫大的服务吗？难道

他的服务不应该得到报酬吗？但是，工人把棉花和纱锭变为棉纱，

不也就是为他服务了吗？而且这里的问题也不在于服务。（１５）服

务无非是某种使用价值发挥效用，而不管这种使用价值是商品还

是劳动。（１６）这里谈的是交换价值。他付给工人３先令价值。工

人还给他一个完全相当的等价物，即加在棉花上的３先令价值，工

人以价值偿还了价值。我们这位朋友刚才还以资本自傲，现在却

突然变得和自己的工人一样谦逊了。难道他自己没有劳动吗？难

道他没有从事监视和监督纺纱工人的劳动吗？他的这种劳动不也

形成价值吗？但是，他的监工和经理耸肩膀了。而他得意地笑了笑，

又恢复了他原来的面孔。他用一大套冗长无味的空话愚弄了我们。

为此他不费一文钱。他把这一类虚伪的遁词和空话都交给他为此

（１５） “你尽可以夸耀、粉饰和装扮…… 但是谁取得的〈比他供给的〉更多或

更好，那就是高利贷。也就是说，象偷盗和抢劫一样，他不是为别人服务，而是损害

别人。一切名为对别人服务和行善的事情，并非都是服务和行善。奸夫和淫妇也是互

相提供重大的服务和互相满足的。骑士帮助罪犯拦路行抢，打家劫舍，也是对罪犯的

重大服务。罗马教徒没有把我们全部淹死、烧死、杀死、囚死，而是让一些人活着，把

他们驱逐，或者夺去他们所有的东西，也是对我们的重大服务。魔鬼对于侍奉他的人

也提供重大的不可估量的服务…… 总之，世上到处都是重大的、卓越的、日常的服

务和行善。”（马丁·路德《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１５４０年维登堡

版）

（１６） 关于这一点，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１４页上说过：“‘服务’这个范

畴对于象让·巴·萨伊和弗·巴师夏那样的经济学家必然会提供怎样的‘服务’是不

难了解的。”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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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雇用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们去讲。他自己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

对于业务范围之外所说的话，虽然并不总是很好地考虑，但对于

业务范围之内所做的事，他始终是知道的。

让我们更仔细地来看一看。劳动力的日价值是３先令，因为

在劳动力本身中物化着半个工作日，就是说，因为每天生产劳动

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要费半个工作日。但是，包含在劳动力中的

过去劳动和劳动力所能提供的活劳动，劳动力一天的维持费和劳

动力一天的耗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前者决定它的交换价值，

后者构成它的使用价值。维持一个工人２４小时的生活只需要半个

工作日，这种情况并不妨碍工人劳动一整天。因此，劳动力的价

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增殖，是两个不同的量。资本家

购买劳动力时，正是看中了这个价值差额。劳动力能制造棉纱或

皮靴的有用属性，只是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劳动必须以有用的形

式耗费，才能形成价值。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个商品独

特的使用价值，即它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的价值的

源泉。这就是资本家希望劳动力提供的独特的服务。在这里，他

是按照商品交换的各个永恒规律行事的。事实上，劳动力的卖者，

和任何别的商品的卖者一样，实现劳动力的交换价值而让渡劳动

力的使用价值。他不交出后者，就不能取得前者。劳动力的使用

价值即劳动本身不归它的卖者所有，正如已经卖出的油的使用价

值不归油商所有一样。货币所有者支付了劳动力的日价值，因此，

劳动力一天的使用即一天的劳动就归他所有。劳动力维持一天只

费半个工作日，而劳动力却能劳动一整天，因此，劳动力使用一

天所创造的价值比劳动力自身一天的价值大一倍。这种情况对买

者是一种特别的幸运，对卖者也绝不是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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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资本家早就预见到了这种情况，这正是他发笑的原

因９３。因此，工人在工场中遇到的，不仅是６小时而且是１２小时

劳动过程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如果１０磅棉花吸收６个劳动小时，

变为１０磅棉纱，那末２０磅棉花就会吸收１２个劳动小时，变成２０

磅棉纱。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个延长了的劳动过程的产品。现在，在

这２０磅棉纱中物化着５个工作日，其中４个工作日物化在已消耗

的棉花和纱锭量中，１个工作日是在纺纱过程中被棉花吸收的。５

个工作日用金来表现是３０先令，或１镑１０先令。因此这就是２０

磅棉纱的价格。１磅棉纱仍然和以前一样值１先令６便士。但是，

投入劳动过程的商品的价值总和是２７先令。棉纱的价值是３０先

令。产品的价值比为了生产产品而预付的价值增长了
１
９
。２７先令

变成了３０先令，带来了３先令的剩余价值。戏法终于变成了。货

币转化为资本了。

问题的一切条件都履行了，商品交换的各个规律也丝毫没有

违反。等价物换等价物。作为买者，资本家对每一种商品——棉

花、纱锭和劳动力——都按其价值支付。然后他做了任何别的商

品购买者所做的事情。他消费它们的使用价值。劳动力的消费过

程（同时是商品的生产过程）提供的产品是２０磅棉纱，价值３０先

令。资本家在购买商品以后，现在又回到市场上来出售商品。他

卖棉纱是１先令６便士一磅，既不比它的价值贵，也不比它的价

值贱。然而他从流通中取得的货币比原先投入流通的货币多３先

令。他的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这整个过程，既在流通领域中进行，又

不在流通领域中进行。它是以流通为媒介，因为它以在商品市场

上购买劳动力为条件。它不在流通中进行，因为流通只是为价值

增殖过程作准备，而这个过程是在生产领域中进行的。所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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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十全十美”
９４
。

当资本家把货币变成商品，使商品充当新产品的物质形成要

素或劳动过程的因素时，当他把活的劳动力同这些商品的死的物

质合并在一起时，他就把价值，把过去的、物化的、死的劳动变

为资本，变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变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它用

“好象害了相思病”９５的劲头开始去“劳动”。

如果我们现在把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比较一下，就

会知道，价值增殖过程不外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

程。如果价值形成过程只持续到这样一点，即资本所支付的劳动

力价值恰好为新的等价物所补偿，那就是单纯的价值形成过程。如

果价值形成过程超过这一点，那就成为价值增殖过程。

其次，如果我们把价值形成过程和劳动过程比较一下，就会

知道，构成劳动过程的是生产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在这里，运

动只是从质的方面来考察，从它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从目的和

内容方面来考察。在价值形成过程中，同一劳动过程只是表现出

它的量的方面。所涉及的只是劳动操作所需要的时间，或者说，只

是劳动力被有用地消耗的时间长度。在这里，进入劳动过程的商

品，已经不再作为在劳动力有目的地发挥作用时执行一定职能的

物质因素了。它们只是作为一定量的物化劳动来计算。无论是包

含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或者是由劳动力加进去的劳动，都只按

时间尺度计算。它等于若干小时、若干日等等。

但是，被计算的，只是生产使用价值所耗费的社会必要时间。

这里包含下列各点。劳动力应该在正常的条件下发挥作用。如果

纺纱机在纺纱业中是社会上通用的劳动资料，那就不能让工人使

用手摇纺车。他所用的棉花也应该是正常质量的棉花，而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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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经常断头的坏棉花。否则，在这两种情况下，他生产一磅棉纱

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就会超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这些超过的时

间并不形成价值或货币。不过，劳动的物质因素是否具有正常性

质并不取决于工人，而是取决于资本家。再一个条件，就是劳动

力本身的正常性质。劳动力在它被使用的专业中，必须具有在该

专业占统治地位的平均的熟练程度、技巧和速度。而我们的资本

家在劳动市场上也买到了正常质量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必须以

通常的平均的紧张程度，以社会上通常的强度来耗费。资本家小

心翼翼地注视着这一点，正如他小心翼翼地注视着不让有一分钟

不劳动而白白浪费掉一样。他购买的劳动力有一定的期限。他要

从这上面得到属于他的东西。他不愿意被盗窃。最后，他不允许

不合理地消费原料和劳动资料，——为此我们这位先生有他自己

的刑法，——因为浪费了的原料或劳动资料是多耗费的物化劳动

量，不能算数，不加入形成价值的产品中。（１７）

我们看到，以前我们分析商品时所发现的创造使用价值的劳

动和创造价值的同一个劳动之间的区别，现在表现为生产过程的

（１７） 这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所以昂贵的原因之一。按照古人的恰当的说

法，劳动者在这里只是会说话的工具，牲畜是会发声的工具，无生命的劳动工具是无

声的工具，它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此。但劳动者本人却要让牲畜和劳动工具感觉到，他

和它们不一样，他是人。他虐待它们，任性地毁坏它们，以表示自己与它们有所不同。

因此，这种生产方式的经济原则，就是只使用最粗糙、最笨重、因而很难损坏的劳动

工具。正因如此，直到南北战争爆发之前，墨西哥湾沿岸各蓄奴州一直使用旧的中国

式的犁。这种犁象猪和鼹鼠那样掘地，但不能把地犁出沟来，不能把土翻过来。参看

约·埃·凯尔恩斯《奴隶劳力》１８６２年伦敦版第４６页及以下各页。奥姆斯特德在他的

《沿海各蓄奴州旅行记》［第４８、４７页］中也谈到：“我看到了这里使用的工具，在我们

中间，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也不会把这样的工具交给他雇用的工人使用。这种工具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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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方面的区别了。

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

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

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

我们在前面指出过，对于价值的增殖过程来说，资本家占有

的劳动是简单的、社会平均劳动，还是较复杂的、比重较高的劳

动，是毫无关系的。比社会平均劳动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是这

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

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

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

同样长的时间内物化为较多的价值。但是，无论纺纱工人的劳动和

珠宝细工的劳动在程度上有多大差别，珠宝细工用来补偿自己的

劳动力价值的那一部分劳动，与他用来创造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

追加劳动在质上完全没有区别。可见，在这两种场合，剩余价值都

只是来源于劳动在量上的剩余，来源于同一个劳动过程——在一

种场合是棉纱生产过程，在另一种场合是首饰生产过程——的延

常笨重，在我看来，使用起来至少要比我们通常使用的工具多费百分之十的劲。然而

人们却使我相信，由于奴隶使用工具不当心不仔细，就是给他们较轻便的或不太笨重

的工具，也不可能有好结果；我们经常让工人使用的并为我们带来优厚利益的那些工

具，在弗吉尼亚的麦田里用不上一天就会损坏，尽管那里的土地比我们的土地松软，而

且没有那么多石块。当我问为什么各个农庄都普遍地用骡子代替马的时候，我听到的

第一个最令人信服的理由，就是马受不住黑人的经常不断的虐待。马要是受到虐待，很

快就会垮，变成残废，而骡子即使挨鞭子，饿一两次，也不会造成身体上的伤害。骡

子在照料不周或劳累过度时，也不会受凉生病。我用不着走远，只要从我执笔写作的

房间的窗户望出去，就几乎随时可以看到虐待牲畜的情形，而在北方，如果这样虐待

牲畜，几乎每个农场主都会马上把工人解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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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１８）

另一方面，在每一个价值形成过程中，较高级的劳动总是要

化为社会平均劳动，例如一日较高级的劳动化为Ｘ日简单的劳

动。（１９）因此，只要假定资本使用的工人是从事简单的社会平均

劳动，我们就能省却多余的换算而使分析简化。

（１８） 较高级劳动和简单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区别，一部分是根

据单纯的幻想，或者至少是根据早就不现实的、只是作为传统惯例而存在的区别；一

部分则是根据下面这样的事实：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处于更加贫困无靠的地位，比别

人更难于取得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在这方面，偶然的情况起着很大的作用，以致这两

种劳动会互换位置。例如，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中，工人阶级的体质已日

趋孱弱和相当衰竭，因此，同很轻巧的细活相比，需要很多力气的粗活常常成为较高

级劳动，而细活倒降为简单劳动。如瓦匠的劳动在英国要比锦缎工人的劳动高得多。另

一方面，剪毛工人的劳动虽然体力消耗大，而且很不卫生，但仍被看作“简单”劳动。

而且，不要以为所谓“熟练劳动”在国民劳动中占着相当大的数量。掘兰格计算，英

格兰（和威尔士）有１１００多万人靠简单劳动为生。当时的人口总数是１８００万，其中

要减去１００万贵族和１５０万需要救济的贫民、流浪汉、罪犯、娼妓等，还要减去４６５万

中等阶级，其中包括小食利者、官吏、作家、艺术家、教员等等。为了凑足这４６５万

的数目，除银行家等等之外，他还把所有工资较高的“工厂工人”列为中等阶级中从

事劳动的部分！甚至瓦匠也被列为“复杂劳动者”。这样剩下来的，便是上面说的１１００

万了。（赛·兰格《国家的贫困，贫困的原因及防止办法》１８４４年伦敦版［散见第４９—

５２页］）“除自己的普通劳动拿不出任何别的东西来换取食物的一个庞大阶级，占人口

的大多数。”（詹姆斯·穆勒《殖民地》，载于《英国百科全书附册》１８３１年版）

（１９） “当人们说到作为价值尺度的劳动时，必定指一定种类的劳动……别种劳

动对这种劳动的比例，是容易确定的。”（［约·卡泽诺夫］《政治经济学大纲》１８３２年

伦敦版第２２、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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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劳动过程的不同因素在产品价值的形成上起着不同的作用。

工人把一定量的劳动——撇开他的劳动所具有的特定的内

容、目的和技术性质——加到劳动对象上，也就把新价值加到劳

动对象上。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被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又成了

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例如，棉花和纱锭的价值包含在棉纱的价

值中。可见，生产资料的价值由于转移到产品上而被保存下来。这

种转移是在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时发生的，是在劳动过程中发生

的。它是通过劳动实现的。然而是怎样实现的呢？

工人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内劳动两次：一次由自己的劳动把价

值加到棉花上；另一次保存棉花的旧价值，或者说，把他所加工

的棉花和使用的纱锭的价值转移到产品棉纱上。他只是由于加进

新价值而保存了旧价值。但是，把新价值加到劳动对象上和把旧

价值保存在产品中，是工人在同一时间内达到的两种完全不同的

结果（虽然工人在同一时间内只劳动一次），因此很明显，这种结

果的二重性只能用他的劳动本身的二重性来解释。在同一时间内，

劳动就一种属性来说必然创造价值，就另一种属性来说必然保存

或转移价值。

每个工人怎样加进劳动时间，从而加进价值呢？始终只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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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他特有的生产劳动方式。纺纱工人只有通过纺纱，织布工人只

有通过织布，铁匠只有通过打铁，才能加进劳动时间。而通过他

们借以加进一般劳动、从而加进新价值的有目的的形式，通过纺

纱、织布、打铁，生产资料棉花和纱锭，棉纱和织机，铁和铁砧

也就成了产品即新的使用价值的形成要素。（２０）生产资料的使用

价值的旧形式消失了，但只是为了以新的使用价值形式出现。我

们在考察价值形成过程时已经看到，只要使用价值是有目的地用

来生产新的使用价值，制造被用掉的使用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

就成为制造新的使用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也就是说，

这部分劳动时间从被用掉的生产资料转移到新产品上去。可见，工

人保存被用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或者说，把它们作为价值组成

部分转移到产品上去，并不是由于他们加进一般劳动，而是由于

这种追加劳动的特殊的有用性质，由于它的特殊的生产形式。劳

动作为这种有目的的生产活动，纺纱、织布、打铁，只要同生产

资料接触，就使它们复活，赋予它们活力，使它们成为劳动过程

的因素，并且同它们结合为产品。

如果工人的特殊的生产劳动不是纺纱，他就不能使棉花变成

棉纱，因而也就不能把棉花和纱锭的价值转移到棉纱上。不过，如

果这个工人改行当木匠，他仍然会用一个工作日把价值加到他的

材料上。可见，他通过自己的劳动加进价值，并不是由于他的劳动

是纺纱劳动或木匠劳动，而是由于他的劳动是一般的抽象的社会

劳动；他加进一定的价值量，并不是因为他的劳动具有特殊的有用

的内容，而是因为他的劳动持续了一定的时间。因此，纺纱工人的

（２０） “劳动创造一种新物来代替被消灭的物。”（《论国民政治经济学》１８２１年

伦敦版第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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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就它的抽象的一般的属性来说，作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把

新价值加到棉花和纱锭的价值上；而就它的具体的特殊的有用的

属性来说，作为纺纱的过程，把这些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

上，从而把这些价值保存在产品中。由此就产生了劳动在同一时

间内所得出的结果的二重性。

新价值的加进，是由于劳动的单纯的量的追加；生产资料的旧

价值在产品中的保存，是由于所追加的劳动的质。同一劳动由于它

的二重性造成的这种二重作用，清楚地表现在种种不同的现象上。

假定由于某种发明，纺纱工人６小时纺的棉花同过去３６小时

纺的棉花一样多。作为有目的的有用的生产活动，他的劳动的能

力增加为６倍。他的劳动的产品也增加为６倍，从６磅棉纱增加

到３６磅棉纱。但是，现在３６磅棉花吸收的劳动时间只和过去６磅

棉花吸收的劳动时间一样多。加在每磅棉花上的新劳动比用旧方

法时少５
６
，因此，加进的价值也只是过去的

１
６
。另一方面，现在

在产品３６磅棉纱中包含６倍的棉花价值。纺纱６小时，保存并转

移到产品上去的原料价值是过去的６倍，虽然加到同量原料上的

新价值小５
６
。这说明，在同一不可分割的过程中，劳动保存价值

的属性和创造价值的属性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纺同量的棉花所必

要的劳动时间越多，加到棉花上的新价值就越大；在同一劳动时

间内纺的棉花磅数越多，保存在产品内的旧价值就越大。

相反，假定纺纱劳动的生产率不变，就是说，纺纱工人把一

磅棉花变成棉纱所需的时间同过去一样。但是假定棉花本身的交

换价值变了，一磅棉花的价格提高到原来的６倍，或降低为原来

的１
６
。在这两种情况下，纺纱工人都是把同一劳动时间，因而也

是把同一价值加到同量的棉花上；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是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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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时间内生产同样多的棉纱。然而，他从棉花转移到棉纱上即

产品上的价值，在一种情况下是原来的１
６
，在另一种情况下是原

来的６倍。当劳动资料涨价或跌价，而它在劳动过程中始终发挥

相同的效用时，情况也是如此。

如果纺纱过程的技术条件不变，而且它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也

不变，那末纺纱工人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就仍旧消耗同等数量的、

价值不变的原料和机器。在这种情况下，纺纱工人保存在产品中

的价值就同他加进的新价值成正比。他两星期加进的劳动比一星

期多一倍，因而价值也多一倍；同时，他用掉的材料及其价值也多

一倍，他损耗的机器及其价值也多一倍，因而，他在两星期的产品

中保存的价值比在一星期的产品中多一倍。在已定的不变的生产

条件下，工人加进的价值越多，他保存的价值就越多。但是，他能保

存更多的价值，并不是因为他加进了更多的价值，而是因为他在不

变的和不以他自己的劳动为转移的条件下加进这些价值。

当然，从某种相对的意义上可以说，工人保存的旧价值同他

加进的新价值总是保持同一比例。不管棉花从１先令涨到２先令

或者跌到６便士，不管它的价值怎样变动，工人保存在一小时产

品中的棉花价值总是只有保存在两小时产品中的一半。其次，如

果他本身的劳动的生产率发生了变化，提高了或者降低了，那末，

他例如一个劳动小时纺的棉花就会比过去增多或减少，与此相应，

他保存在一个劳动小时产品中的棉花价值也会增多或减少。但是

不管怎样，他两个劳动小时保存的价值总是一个劳动小时的两倍。

把价值的纯粹象征性的表现——价值符号撇开，价值只是存

在于某种使用价值中，存在于某种物中。（人本身单纯作为劳动力

的存在来看，也是自然对象，是物，不过是活的有意识的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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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本身则是这种力的物质表现。）因此，如果使用价值丧失，价

值也就丧失。生产资料在丧失自己的使用价值的同时并不丧失价

值，因为它们通过劳动过程失掉自己原来的使用价值形态，实际

上只是为了在产品上获得另一种使用价值形态。虽然价值存在于

某种使用价值中是很重要的，但是商品的形态变化表明，它存在

于哪一种使用价值中是没有关系的。由此可见，在劳动过程中，只

有生产资料失掉它的独立的使用价值同时也失掉它的交换价值，

价值才从生产资料转移到产品上。生产资料转给产品的价值只是

它作为生产资料而失掉的价值。但是在这方面，劳动过程的各种

物质因素的情况是不同的。

为发动机器而燃烧的煤消失得无影无踪，为润滑轮轴而上的

油等等也是这样。染料和其他辅助材料消失了，但是又在产品的

属性中表现出来。原料形成产品的实体，但是改变了自己的形式。

可见，原料和辅助材料丧失了它们作为使用价值进入劳动过程时

所具有的独立形态。真正的劳动资料却不是这样。工具、机器、厂

房、容器等等，只有保持原来的形态，并且明天以同昨天一样的

形式进入劳动过程，才能在劳动过程中发挥作用。它们在生前，在

劳动过程中，与产品相对保持着独立的形态，它们在死后也是这

样。机器、工具、厂房等等的尸骸同在它们帮助下形成的产品仍

旧是分开的。如果我们考察某个这类的劳动资料从进入工作场所

那天起到被扔进废品库那天止发挥作用的整个时期，就会看到，在

这个时期中，它的使用价值已经完全被劳动消耗了，因此它的交

换价值也完全转移到产品上去了。例如，一台纺纱机的寿命为１０

年，在１０年的劳动过程中，它的全部价值就转移到１０年的产品

上去。因此，一种劳动资料的生存期，包括若干不断重新用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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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进行的劳动过程。在这方面，劳动资料同人的情况一样。每

人每天都死掉生命的２４小时。但无论从谁身上都不能确切地看

出，他已经死掉了生命的多少天。然而，这并不妨碍人寿保险公

司从人的平均寿命中得出非常准确、非常有利（这重要得多）的

结论。劳动资料也是这样。根据经验可以知道，一种劳动资料，例

如某种机器，平均能用多少时间。假定这种劳动资料的使用价值

在劳动过程中只能持续６天，那末它平均每个工作日丧失它的使

用价值的
１
６
，因而把它的价值的

１
６
转给每天的产品。一切劳动资

料的损耗，例如它们的使用价值每天的损失，以及它们的价值每

天往产品上相应的转移，都是用这种方法来计算的。

这十分清楚地表明，生产资料转给产品的价值决不会大于它

在劳动过程中因本身的使用价值的消灭而丧失的价值。如果生产

资料没有价值可以丧失，就是说，如果它本身不是人类劳动的产

品，那末，它就不会把任何价值转给产品。它的作用只是形成使

用价值，而不形成交换价值。一切未经人的协助就天然存在的生

产资料，如土地、风、水、矿脉中的铁、原始森林中的树木等等，

都是这样。

在这里，我们遇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假定一台机器价值

１０００镑，并且在１０００天内损耗掉。在这种情况下，机器的价值每

天有
１
１０００
从机器本身转移到它的日产品上。同时，尽管机器的生命

力日益减弱，但整个机器仍然不断地在劳动过程中起作用。由此

可见，劳动过程的一个因素，一种生产资料，是全部进入劳动过

程，但只是部分地进入价值增殖过程。在这里，劳动过程和价值

增殖过程的区别反映在它们的物质因素上：同一生产资料，作为

劳动过程的要素，是全部加入同一生产过程；作为价值形成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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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则只是部分加入同一生产过程。（２１）

另一方面正相反，一种生产资料能够全部进入价值增殖过程，

而只是部分进入劳动过程。假定在把棉花纺成棉纱的时候，每天

１１５磅棉花中有１５磅没有变成棉纱，而是变成了飞花。如果损失

这１５磅棉花是正常的，在棉花的平均加工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

那末这１５磅棉花虽然不是棉纱的要素，但它的价值同形成棉纱实

体的１００磅棉花的价值完全一样，也加入棉纱的价值中。为了生

产１００磅棉纱，１５磅棉花的使用价值必须化为飞花。因此，这些

棉花的损失是棉纱的一个生产条件。正因为如此，它们才把自己

的价值转给棉纱。劳动过程中的一切排泄物都是这样，至少在这

些排泄物不再形成新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再形成新的独立的使用

价值的情况下是这样。例如我们在曼彻斯特的大机器制造厂内可

以看到，被庞大的机器象刨花一样削下的铁屑堆积如山，傍晚用大

（２１） 这里不包括劳动资料即机器、建筑物等等的修理。正在修理中的机器不是

充当劳动资料，而是充当劳动材料。不是用它来劳动，而是对它本身进行加工，以便

修复它的使用价值。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设想，这种修理劳动总是包括在生产

劳动资料所必要的劳动中。正文中所说的那种损耗是任何医生都不能医治的，它逐渐

导致死亡。“这种磨损有时是不可能补偿的，例如，它会使一把刀最后弄到这种地步，

连磨刀匠也会说，这把刀子不值得再开刃了。”我们在正文中看到，例如机器是全部进

入每一个劳动过程，但只是部分进入同时进行的价值增殖过程。根据这一点，我们可

以判断下述概念的混乱了：“李嘉图说，机器制造工人制造织袜机时耗费的劳动的一部

分”，包含在例如一双袜子的价值内。“可是制造每一双袜子的全部劳动……包含机器

制造工人的全部劳动，而不只是他的一部分劳动。因为，虽然一台机器织出许多双袜

子，但是缺少机器的任何一部分，连一双袜子也制造不出来。”（《评政治经济学上若

干用语的争论，特别是有关价值、供求的争论》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５４页）这位作者，这

位极端自负的“自作聪明的人”，他的混乱，从而他的论战，只有从下面这一点来说是

对的：无论李嘉图，还是在他以前或以后的其他任何经济学家，都没有把劳动的两个

方面准确地区分开来，自然更没有对这两方面在价值形成上所起的不同作用作出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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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运到炼铁厂去，第二天变成铁锭再运回来。

生产资料只有在劳动过程中丧失掉存在于旧的使用价值形态

中的价值，才把价值转移到新形态的产品上。它们在劳动过程中

所能丧失的最大限度的价值量，显然是以它们进入劳动过程时原

有的价值量为限，或者说，是以生产它们自身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为

限。因此，生产资料加到产品上的价值决不可能大于它们在自己参

加的劳动过程之外所具有的价值。不管一种劳动材料，一种机器，

一种生产资料怎样有用，如果它值１５０镑，值５００个工作日，那末

它加到用它制造的总产品上去的价值就决不会大于１５０镑。它的

价值不是由它作为生产资料进入的劳动过程决定的，而是由它作

为产品被生产出来的劳动过程决定的。它在劳动过程中只是作为

使用价值，作为具有有用属性的物起作用，因此，如果它在进入劳

动过程之前没有价值，它就不会把任何价值转给产品。（２２）

（２２） 我们可以由此了解庸俗的让·巴·萨伊的荒诞无稽了：他想从生产资料

（土地、工具、皮革等等）的使用价值在劳动过程中所提供的“生产服务”，引出剩余

价值（利息、利润、地租）。决不轻易放过机会把精巧的辩护思想用黑字写在白纸上的

威廉·罗雪尔先生则喊道：“让·巴·萨伊在《论政治经济学》第一卷第四章中非常正

确地指出，‘榨油机所生产的价值扣除一切费用后，还留下一种同制造榨油机本身所费

的劳动有本质区别的新东西’。”（《国民经济学原理》１８５８年第３版第８２页注）非常

正确！榨油机所生产的“油”同制造榨油机所费的劳动是很不相同的。罗雪尔先生所

说的“价值”是指“油”这种东西，因为“油”有价值；但“自然界”有石油，尽管

相对来说不“很多”，他大概针对这一点在另一个地方说道：“它〈自然界！〉几乎完全

不生产交换价值。”［同上，第７９页］罗雪尔的自然界同交换价值有关系，就象一个愚

蠢的姑娘同一个只有“一点点大的”孩子有关系一样。这位“学者”还借这次引证的

机会说道：“李嘉图学派通常把资本当作‘积蓄的劳动’包括在劳动概念内，这是不高

明的〈！〉，因为〈！〉资本所有者〈！〉不单纯是〈？！〉生产〈？〉和〈？？〉保存它〈什

么东西？〉，而且的确〈！〉还〈！〉做了更多的事情〈！〉：就是〈？！〉节制了自己的享

受，为此，比如说〈！！！〉，他要求得到利息。”（同上，［第８２页］）这种单纯从“要

求”中得出“价值”的政治经济学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方法”是多么“高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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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生产劳动把生产资料变为新产品的形成要素时，生产资料

的价值也就经过一次轮回。它从已消耗的躯体转到新形成的躯体。

但是这种轮回似乎是在现实的劳动背后发生的。工人不保存旧价

值，就不能加进新劳动，也就不能创造新价值，因为他总是必须

在一定的有用的形式上加进劳动；而他不把产品变为新产品的生

产资料，从而把它们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上去，他就不能在有用

的形式上加进劳动。可见，由于加进价值而保存价值，这是发挥

作用的劳动力即活劳动的自然恩惠，这种自然恩惠不费工人什么，

但对资本家却大有好处，使他能够保存原有的资本价值。（２２ａ）当

生意兴隆的时候，资本家埋头赚钱，觉察不到劳动的这种无偿的

恩惠。但当劳动过程被迫中断的时候，当危机到来的时候，资本

家对此就有切肤之感了。（２３）

就生产资料来说，被消耗的是它们的使用价值，由于这种使

用价值的消费，劳动制成产品。生产资料的价值实际上没有被消

（２２ａ） “在农业的一切手段中，人类劳动……是农场主用来补偿自己资本的最

可靠的东西。其他两类东西——役畜和……车、犁、铲等等——没有一定量的人类劳

动，就毫无用处。”（艾德蒙·伯克《关于贫困的意见和详情，原系１７９５年１１月向最

尊敬的威廉·皮特提出的报告》１８００年伦敦版第１０页）

（２３） 有一个工厂主，他的纺纱厂共雇用８００个工人，每周平均消耗１５０包东印

度棉花或约１３０包美国棉花。他在１８６２年１１月２６日的《泰晤士报》上曾为了他的工

厂每年停工的花费向公众诉苦。他估计这笔花费达６０００镑。在这些非生产费用中，有

许多项目同我们这里无关，如地租、税款、保险费以及按年雇用的人员——经理、会

计、工程师的薪金等等。然后，依他计算，为了购买工厂有时取暖和偶而开动蒸汽机

所用的煤共需１５０镑。此外还要支付临时雇来保养机器的工人的工资。最后，机器的

折旧为１２００镑，因为“天气和自然的腐蚀力并不因蒸汽机停止运转就不再发挥作用”。

他明白地说，折旧所以只估计为１２００镑这样一个很小的数目，是因为机器已经很破旧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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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２４），因而也不可能再生产出来。这个价值被保存下来，但不

是因为在劳动过程中对这个价值本身进行了操作，而是因为这个

价值原先借以存在的那种使用价值虽然消失，但只是消失在另一

种使用价值之中。因此，生产资料的价值是再现在产品的价值中，

确切地说，不是再生产。所生产出来的是旧交换价值借以再现的

新使用价值。（２５）

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即发挥作用的劳动力，却不是这样。当

劳动通过它的有目的的形式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并保

存下来的时候，它的运动的每时每刻都形成追加的价值，形成新价

值。假设生产过程在工人生产出他自己的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以

后就停下来，例如，他劳动６小时加进３先令价值。这个价值是产

品价值超过其中由生产资料价值构成的部分而形成的余额。它是

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唯一的新价值，是产品中由这个过程本身生

产的唯一的价值部分。当然，它只是补偿资本家在购买劳动力时

（２４） “生产消费：在生产消费中，商品的消费是生产过程的一部分…… 在这

种情况下价值没有被消费。”（赛·菲·纽曼《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５年安多佛和纽约

版第２９６页）

（２５） 在一本也许已经出到２０版的美国教本中，有这样的话：“资本以什么形式

再现是无关紧要的。”该书在罗列了一切可能在产品中再现自己价值的生产成分之后，

得出结论说：“人们生存和安乐所必需的各种食物、衣服和住房同样会发生变化。它们

时时被消费掉，而它们的价值则作为它们给予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新力量再现出来，从

而形成新的资本，再用于生产过程。”（弗·威兰德《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４３年波士顿

版第３１、３２页）我们撇开所有其他的奇怪说法不谈，只须指出，例如在新力量中再现

的，并不是面包的价格，而是形成血液的面包的实体。相反，作为这个力量的价值再

现的，也并不是生活资料，而是生活资料的价值。同样一些生活资料，如果它的费用

减少一半，仍然产生同样多的肌肉、骨骼等等，总之，仍然产生同等的力量，但不是

同等价值的力量。这种把“价值”换成“力量”，以及全部伪善的含糊其辞，掩盖着这

样一种显然徒劳的企图：想从预付价值的单纯再现中得出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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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的，工人自身在生活资料上花费的货币。就已花费的３先令

来说，这３先令的新价值只是表现为再生产。但它是真正的再生

产，不象生产资料的价值只是表面上的再生产。在这里，一个价

值用另一个价值来补偿是通过创造新价值来实现的。

然而我们已经知道，劳动过程在只是再生产出劳动力价值的

等价物并把它加到劳动对象上以后，还越过这一点继续下去。要

再生产出这一等价物，６小时就够了，但是劳动过程不是持续６小

时，而是比如说持续１２小时。这样，劳动力发挥作用的结果，不

仅再生产出劳动力自身的价值，而且生产出一个超额价值。这个

剩余价值就是产品价值超过消耗掉的产品形成要素即生产资料和

劳动力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

我们叙述了劳动过程的不同因素在产品价值的形成中所起的

不同作用，事实上也就说明了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在资本本身的

价值增殖过程中所执行的不同职能。产品的总价值超过产品的形

成要素的价值总额而形成的余额，就是价值已经增殖的资本超过

原预付资本价值而形成的余额。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另一方面是

劳动力，它们不过是原有资本价值在抛弃货币形式而转化为劳动

过程的因素时所采取的不同的存在形式。

可见，变为生产资料即原料、辅助材料、劳动资料的那部分

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因此，我把它称为

不变资本部分，或简称为不变资本。

相反，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

价值。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

额，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本身是可以变化的，是可大可小的。

这部分资本从不变量不断变为可变量。因此，我把它称为可变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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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或简称为可变资本。资本的这两个组成部分，从劳动过

程的角度看，是作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

力相区别的；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角度看，则是作为不变资本和可

变资本相区别的。

不变资本这个概念决不排斥它的组成部分发生价值变动的可

能性。假定１磅棉花今天值６便士，明天由于棉花歉收而涨到１先

令。仍在加工中的原有的棉花，是按６便士的价值买进的，但现

在加到产品上的价值部分却是１先令。已经纺完，也许已经变成

棉纱在市场上流通的棉花，加到产品上的价值同样也比它原来的

价值大一倍。然而我们知道，这种价值变动是同纺纱过程中棉花

价值的增殖没有关系的，即使原有的棉花还根本没有进入劳动过

程，它现在也能按１先令而不是按６便士再卖出去。不仅如此，棉

花经历的劳动过程越少，这种结果就越可靠。因此，投机的规律

是：在价值发生这种变动的情况下，要在加工最少的原料上进行

投机，就是说，棉布不如棉纱，棉纱不如棉花。在这里，价值的

变动是发生在生产棉花的过程中，而不是发生在棉花作为生产资

料，从而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的过程中。商品的价值固然是由

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量决定的，但这个劳动量本身是社会地决定的。

如果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改变了，例如，同一数量的棉

花在歉收时比在丰收时代表更多的劳动量，那就会反过来对原有

的商品发生影响，因为原有的商品始终只是本类商品的一个样品

（２６），它的价值总是由社会必要劳动计量的，因而也总是由现有

的社会条件下的必要劳动计量的。

（２６） “全部同类产品其实只是一个量，这个量的价格是整个地决定的，而不以

特殊情况为转移。”（列特隆《论社会利益》第８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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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原料的价值一样，已经用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资料即机器

等等的价值，也可以发生变化，因此它们转移到产品上去的那部

分价值也会发生变化。例如，由于一种新发明，同种机器可由较

少的劳动再生产出来，那末旧机器就要或多或少地贬值，因而转

移到产品上去的价值也要相应地减少。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价

值变动也是在机器作为生产资料执行职能的生产过程以外发生

的。机器在这个过程中转移的价值决不会大于它在这个过程之外

所具有的价值。

生产资料的价值变动，虽然使已经进入生产过程的生产资料

受到影响，但不会改变生产资料作为不变资本的性质。同样，不

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的变化也不会影响它们在职能上的

区别。例如，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大大革新了，过去１０个工人用

１０件价值很小的工具只能加工比较少量的原料，现在１个工人用

１台昂贵的机器就能加工一百倍的原料。在这种情况下，不变资本

即被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量大大增加了，而资本的可变部分即

预付劳动力的部分则大大减少了。但是，这种变动只改变不变资

本和可变资本的量的关系，或者说，只改变总资本分为不变部分

和可变部分的比例，而不影响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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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章

剩 余 价 值 率

１．劳动力的剥削程度

预付资本Ｇ在生产过程中生出的剩余价值，或预付资本价值

Ｇ的价值增殖额，首先表现为产品价值超过它的各种生产要素的

价值总和而形成的余额。

资本Ｇ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购买生产资料而支出的货币

额ｃ，另一部分是为购买劳动力而支出的货币额ｖ；ｃ代表转化为

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ｖ代表转化为可变资本的价值部分。因此，

最初是Ｃ＝ｃ＋ｖ，例如，预付资本５００镑＝４１０

ｃ

镑＋９０

ｖ

镑。在生产

过程结束时得到商品，它的价值＝ｃ＋ｖ＋ｍ（ｍ是剩余价值），例

如，４１０

ｃ

镑＋９０

ｖ

镑＋９０

ｍ

镑。原来的资本Ｃ变为Ｃ′，由５００镑变为

５９０镑。二者的差额＝ｍ，即９０镑剩余价值。因为各种生产要素

的价值等于预付资本的价值，所以，说产品价值超过它的各种生

产要素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等于预付资本的价值增殖额，或等

于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实际上是同义反复。

然而，对这个同义反复需要作进一步的规定。这里同产品价

值相比较的，是它形成过程中消耗的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但是

８３２



我们已经知道，由劳动资料构成的那部分被使用的不变资本只是

把自己价值的一部分转给产品，而其余的部分仍然保留在原来的

存在形式中。既然这后一部分在价值形成中不起任何作用，在这

里就可以把它抽去。即使把它计算进去，也不会引起任何改变。假

定ｃ＝４１０镑，由原料３１２镑、辅助材料４４镑和在过程中磨损的机

器５４镑组成，而实际使用的机器的价值是１０５４镑。我们只把机

器因执行职能而失掉的并因而转给产品的５４镑价值，算作为生产

产品价值而预付的价值。如果我们把仍然保留在原来形式（如蒸

汽机等等）中的１０００镑计算进去，就必须在预付价值和产品价值

这两边都加上１０００镑。（２６ａ）这样，一边就是１５００镑，另一边就

是１５９０镑。差额或剩余价值仍然是９０镑。因此，凡从上下文联

系中得不出相反意思的地方，我们谈到为生产价值而预付的不变

资本时，总只是指在生产中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根据这样的假定，我们再回头来谈Ｃ＝ｃ＋ｖ这个公式，这个

公式现在变成了Ｃ′＝ｃ＋ｖ＋ｍ，并且正因为这样，Ｃ变成了Ｃ′。我

们知道，不变资本的价值只是再现在产品中。可见，在生产过程中

实际新生产的价值产品，是和从这个过程中得到的产品价值不同的。因

此，它不象乍一看来那样，仿佛是ｃ＋ｖ＋ｍ，或４１０

ｃ

镑＋９０

ｖ

镑＋９０

ｍ

镑，而是ｖ＋ｍ，或９０

ｖ

镑＋９０

ｍ

镑，不是５９０镑，而是１８０镑。如果不

变资本ｃ＝０，换句话说，如果有这样一些产业部门，它们的资本家

可以不使用经过生产的生产资料，不使用原料、辅助材料，也不使

（２６ａ） “如果我们把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价值算作预付资本的一部分，我们就

必须在年终时把这种资本的残余价值算作年收入的一部分。”（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

原理》１８３６年伦敦第２版第２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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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劳动工具，而只是使用天然存在的材料和劳动力，那末，就不

会有不变价值部分转移到产品上去。产品价值的这个要素，即我

们例子中的４１０镑，就会消失，但是包含９０镑剩余价值的１８０镑

的价值产品仍然同ｃ代表最大的价值额时一样大。现在，Ｃ＝０＋ｖ

＝ｖ，而已经增殖的资本Ｃ′＝ｖ＋ｍ，Ｃ′－Ｇ仍然＝ｍ。相反，如果

ｍ＝０，换句话说，假定劳动力（其价值是在可变资本上预付的）只

是生产了自己的等价物，那末Ｃ＝ｃ＋ｖ，Ｃ（产品价值）＝ｃ＋ｖ＋

０，因此，Ｃ＝Ｃ′。预付资本没有增殖。

实际上我们已经知道，剩余价值只是ｖ这个变为劳动力的资

本部分发生价值变动的结果，因此，ｖ＋ｍ＝ｖ＋ ｖ（ｖ加ｖ的增

长额），但是现实的价值变化和价值变化的比率却是被这样的事实

掩盖了：由于资本可变部分的增加，全部预付资本也增加了。全

部预付资本以前是５００，现在变成了５９０。可见，要对这个过程进

行纯粹的分析，必须把产品价值中只是不变资本价值的再现的那

一部分完全抽去，就是说，必须使不变资本ｃ＝０。为此，这里要

运用数学上的一条定律，就是数学上运算变量和常量的定律，即

运算常量同变量相加减的定律。

另一个困难是由可变资本的原有形式产生的。比如在上述例

子中，Ｃ′＝４１０镑不变资本＋９０镑可变资本＋９０镑剩余价值。９０

镑是已知量，因而是不变量，因此把它当作可变量似乎是不合理的。

但９０

ｖ

镑或９０镑可变资本，在这里实际上只是这个价值所经过的

过程的符号。购买劳动力所预付的资本部分是一定量的物化劳动，

因而同购买来的劳动力的价值一样，是一个不变的价值量。但是，

在生产过程本身中，预付的９０镑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所代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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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为活劳动所代替，静止量为流动量所代替，不变量为可变量

所代替。结果是ｖ的再生产加ｖ的增长额。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

点来看，这全部进程是转化为劳动力的那个原来不变的价值的自

行运动。过程及其结果都要归因于这个价值。因此，如果说９０镑

可变资本或自行增殖的价值这个说法看来是矛盾的，那末它只是

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矛盾。

乍一看来，假定不变资本等于０是很奇怪的。但在日常生活

中人们经常这样做。例如，有人要计算英国棉纺织业的利润，他

首先就会扣除付给美国、印度、埃及等国的棉花价格，就是说，使

在产品价值中只是再现出来的资本价值＝０。

当然，不仅剩余价值同直接产生它并由它来表示其价值变化

的那部分资本的比率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剩余价值同全部

预付资本的比率也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因此我们将在第三卷中

详细讨论后一比率。要使资本的一部分变成劳动力而增殖，就必

须使资本的另一部分变成生产资料。要使可变资本起作用，就必

须根据劳动过程的一定的技术性质，按相应的比例来预付不变资

本。一定的化学过程固然需要蒸馏器及其他容器，但这并不妨碍

我们在分析时把蒸馏器抽去。如果仅仅就价值创造和价值变化本

身进行考察，也就是说，进行纯粹的考察，那末生产资料，这些

不变资本的物质形态，就只是提供一种物质，使流动的、形成价

值的力得以固定在上面。因此，这种物质的性质如何是没有关系

的，无论它是棉花还是铁都一样。这种物质的价值如何也是没有

关系的。它只须有足够的量，以便能吸收生产过程中要消耗的劳

动量。只要有了足够的量，不管它的价值提高或是降低，或者象

土地和大海那样没有价值，都不会影响价值创造和价值变化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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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２７）

这样，我们先假定不变资本部分等于零。于是，预付资本就

从ｃ＋ｖ简化为ｖ，产品价值ｃ＋ｖ＋ｍ就简化为价值产品ｖ＋ｍ。假

定价值产品＝１８０镑，代表整个生产过程期间流动的劳动，那我们

从中扣除９０镑可变资本的价值，就可得到９０镑剩余价值。９０镑

（ｍ）这个数字在这里表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剩余价值

的相对量，即可变资本价值增殖的比率，显然由剩余价值同可变

资本的比率来决定，或者用
ｍ
ｖ
来表示。在上述例子中，它是

９０
９０
＝

１００％。我把可变资本的这种相对的价值增殖或剩余价值的相对

量，称为剩余价值率。（２８）

我们已经知道，工人在劳动过程的一段时间内，只是生产自己

劳动力的价值，就是说，只是生产他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因为

他是在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状态下进行生产，所以他不是直接生

产自己的生活资料，而是在某种特殊的商品形式（如棉纱）上生产

出同他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相等的价值，或者说，同他用来购买生活

资料的货币相等的价值。他为此需用的工作日部分是大小不同的，

这取决于他每天平均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也就是取决于每天生产

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平均劳动时间。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资料

的价值平均代表６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

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６小时。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

（２７） 第２版注：卢克莱修说，“无中不能生有”９６，这是不言而喻的。“价值创
造”是劳动力转化为劳动。而劳动力首先又是已转化为人的机体的自然物质。
（２８） 这是仿照英国人的“利润率”、“利息率”等等说法。读者在第三卷中会看

到，只要知道了剩余价值的各个规律，利润率是容易理解的。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则
既不能了解前者，也不能了解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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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

劳动这么多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

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既然工人在生产

劳动力日价值（如３先令）的工作日部分内，只是生产资本家已

经支付（２８ａ）的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就是说，只是用新创造的

价值来补偿预付的可变资本的价值，所以，这种价值的生产只是

表现为再生产。因此，我把进行这种再生产的工作日部分称为必

要劳动时间，把在这部分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必要劳动。（２９）

这种劳动对工人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不以他的劳动的社会形

式为转移。这种劳动对资本和资本世界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工

人的经常存在是它们的基础。

劳动过程的第二段时间，工人超出必要劳动的界限做工的时

间，虽然耗费工人的劳动，耗费劳动力，但并不为工人形成任何

价值。这段时间形成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以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

引诱着资本家。我把工作日的这部分称为剩余劳动时间，把这段

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剩余劳动。把价值看作只是劳动时间的凝

结，只是物化的劳动，这对于认识价值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样，

（２８ａ） ｛第３版注：在这里，作者沿用了流行的经济学用语。我们记得，在第

１３７页①已经说明，实际上不是资本家“预付”给工人，而是工人“预付”给资本家。——

弗·恩·｝

（２９） 我们在本书的前面一直是用“必要劳动时间”这个词泛指生产一般的商品

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现在起，我们也用这个词指生产特殊的商品即劳动力的必要

劳动时间。用同一术语表示不同的意思是容易发生误会的，但这种现象在任何科学中

都不能完全避免。例如，我们可以用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作一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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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剩余价值看作只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剩余劳动，

这对于认识剩余价值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各种社会经济形态

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

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３０）

因为可变资本的价值等于它所购买的劳动力的价值，因为这

个劳动力的价值决定工作日的必要部分，而剩余价值又由工作日

的剩余部分决定，所以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剩余价值和可变资

本之比等于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或者说，剩余价值率
ｍ
ｖ
＝

剩余劳动
必要劳动

。这两个比率把同一种关系表示在不同的形式上：一种是

物化劳动的形式，另一种是流动劳动的形式。

因此，剩余价值率是劳动力受资本剥削的程度或工人受资本

家剥削的程度的准确表现。（３０ａ）

按照我们的假定，产品的价值＝４１０

ｃ

镑＋９０

ｖ

镑＋９０

ｍ

镑，预付

资本＝５００镑。因为剩余价值＝９０，预付资本＝５００，所以按照通

（３０） 威廉·修昔的底斯·罗雪尔先生９７以真正哥特谢德９８的天才发现，在今天，

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形成，以及与此相联的积累，是由于资本家的“节俭”，为此，

资本家“比如说，要求得到利息”，相反，“在极低的文化阶段……是强者迫使弱者节

俭”。（《国民经济学原理》１８５８年第３版第８２、７８页）是节约劳动呢？还是节约尚不

存在的剩余产品呢？罗雪尔之流除了确实无知之外，他们又是辩护士，不敢对价值和

剩余价值作出诚实的分析，不敢得出可能是危险的违背警章的结论，就是这个原因，迫

使罗雪尔之流把资本家用来辩护自己占有已存在的剩余价值时表面上多少能说得过

去的理由，歪曲成剩余价值产生的原因。

（３０ａ） 第２版注：剩余价值率虽然是劳动力剥削程度的准确表现，但并不是剥

削的绝对量的表现。例如，假定必要劳动＝５小时，剩余劳动＝５小时，则剥削程度＝

１００％，这里剥削量是５小时。但是如果必要劳动＝６小时，剩余劳动＝６小时，剥削

程度仍然是１００％，剥削量却增加了２０％，由５小时增加到６小时。

４４２ 第三篇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常的计算方法，人们就说：剩余价值率（人们把它同利润率混为

一谈）＝１８％。这样低的比率是会使凯里先生及其他调和论者感

动的。但实际上剩余价值率不是＝ ｍ
Ｃ
或
ｍ
ｃ＋ｖ
，而是＝

ｍ
ｖ
，也就是说，

不是９０
５００
，而是

９０
９０
＝１００％，比表面的剥削程度的５倍还要多。在这

里，虽然我们不知道工作日的绝对量，不知道劳动过程的期间

（日、周等等），也不知道９０镑可变资本同时推动的工人人数，但

剩余价值率ｍ
ｖ
由于可以转化为

剩余劳动
必要劳动

，从而精确地向我们表明

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比率。这个比率为１００％。因此，工人是

半天为自己劳动，半天为资本家劳动。

这样，计算剩余价值率的方法可以简述如下：我们把全部产

品价值拿来，使其中只是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等于零。余下的价

值额就是在商品形成过程中实际生产出来的唯一的价值产品。如

果剩余价值已定，我们从这个价值产品中减去剩余价值，就可得

出可变资本。如果可变资本已定，我们从这个价值产品中减去可

变资本，就可得出剩余价值。如果这二者已定，那就只须进行最

后的运算，计算剩余价值同可变资本的比率
ｍ
ｖ
。

这种方法虽然很简单，但它所依据的看法对读者并不习惯。看

来，举几个例子使读者熟悉一下是适当的。

我们先举一家纺纱厂的例子，该厂拥有１００００个走锭精纺纱

锭，用美国棉花纺３２支纱，每个纱锭一周生产１磅棉纱。飞花占

６％。因此，每周有１０６００磅棉花被加工成１００００磅棉纱和６００磅

飞花。１８７１年４月，这种棉花每磅花费７３
４
便士，因此１０６００磅

棉花约为３４２镑。１００００个纱锭（包括粗纺机和蒸汽机在内），按

每个花费１镑计算，共为１００００镑。它们的损耗率是１０％＝１０００

镑，或每周２０镑。厂房的租金是３００镑，或每周６镑。煤每周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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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１小时１马力用煤４磅，１周６０小时１００马力（按示功器）的

用煤量，外加房屋取暖用煤），每吨按８先令６便士计算，每周约

花费４１
２
镑，煤气每周１镑，机油每周４１

２
镑，因此，以上所有的

辅助材料每周共需１０镑。总之，不变价值部分每周是３７８镑。工

资每周是５２镑。棉纱的价格是每磅１２１
４
便士，或１００００磅＝５１０

镑，因此剩余价值是５１０镑－４３０镑＝８０镑。我们使不变价值部

分３７８镑＝０，因为它在每周的价值形成中不起作用。这样，每周的价值

产品１３２镑＝５２

ｖ

镑＋８０

ｍ

镑。因此，剩余价值率＝
８０
５２
＝１５３

１１
１３
％。在

１０小时的平均工作日内，必要劳动＝３３１
３３
小时，剩余劳动＝６２

３３
小

时。（３１）

杰科布曾为１８１５年做过如下的计算９９，他假定每夸特小麦的

价格是８０先令，每英亩平均收小麦２２蒲式耳，所以从每英亩得

到的是１１镑。这个计算预先把不同的项目互相抵销了，因而很不

完备，但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用了。

每英亩的价值生产

种子（小麦） １镑 ９先令……

肥料 ２镑１０先令………………

工资 ３镑１０先令………………

什一税、地方税和国税 １镑１先令…

地租 １镑８先令………………………

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和利息 １镑２先令…

总计 ７镑 ９先令……………… 总计 ３镑１１先令………………………

  在这里（我们始终假定产品的价格＝它的价值），剩余价值是

分为利润、利息、什一税等等不同项目的。这些项目与我们无关。

（３１） 第２版注：第一版所举的１８６０年一家纺纱厂的例子，有些事实上的错误。

本文列举的材料非常精确，它是曼彻斯特的一位工厂主向我提供的。这里要指出一点，

英国的旧马力是根据汽缸的直径计算的，而新马力则是根据示功器指示的实际马力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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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它们加在一起，就得到剩余价值３镑１１先令。我们把买种

子和肥料的３镑１９先令作为不变资本部分，使它等于零。预付的

可变资本就是３镑１０先令，代替它而被生产出来的新价值是

３镑１０先令＋３镑１１先令。这样，
ｍ
ｖ
＝
３镑１１先令
３镑１０先令

，在１００％以上。

工人用他的工作日的一半以上生产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被各

种人用各种借口瓜分掉。（３１ａ）

２．产品价值在产品相应部分上的表现

现在我们再回头谈谈资本家是怎样把货币转化为资本的那个

例子。他的纺纱工人的必要劳动是６小时，剩余劳动也是６小时，

因此劳动力的剥削程度是１００％。

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产品是２０磅棉纱，价值３０先令。这些

棉纱价值至少有
８
１０
（２４先令）是由已消耗的生产资料的只是再现

的价值（２０磅棉花２０先令，纱锭等等４先令）构成的，或者说，是

由不变资本构成的。其余的２
１０
是在纺纱过程中产生的６先令新价

值，其中一半补偿预付的劳动力的日价值或可变资本，另一半形成

３先令剩余价值。可见，这２０磅棉纱的总价值是依下列方式构成的：

３０先令棉纱价值＝２４

ｃ

先令＋３

ｖ

先令＋３

ｍ

先令

因为这个总价值表现在总产品２０磅棉纱上，所以各个不同的

价值要素也必定可以表现在产品的相应部分上。

（３１ａ） 我们引用的这个计算材料只是作为例解。同时假定价格＝价值。我们在

第三卷中会看到，即使拿平均价格来说，也不会这样简单地得出这个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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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３０先令的棉纱价值存在于２０磅棉纱中，那末，这个价

值的８
１０
或其不变部分２４先令，就存在于

８
１０
的产品或１６磅棉纱中。

在这当中，１３１
３
磅棉纱代表原料的价值，即纺掉的棉花的价值２０先令，２

２
３
磅棉纱代表已消耗的辅助材料和劳动资料纱锭等等的价值４先令。

因此，１３１
３
磅棉纱代表总产品２０磅棉纱中纺掉的全部棉花，

即总产品的原料，此外再也不代表别的东西。虽然１３１
３
磅棉纱中

只包含价值１３１
３
先令的１３１

３
磅棉花，但它们的追加价值６２

３
先令

形成其余６２
３
磅棉纱中纺掉的棉花的等价物。结果好象其余的６

２
３
磅棉纱被抽掉了棉花，而总产品中的全部棉花都塞到１３１

３
磅棉

纱中了。另一方面，在这１３１
３
磅棉纱中，现在既不包含已消耗的

辅助材料和劳动资料的价值的任何一个原子，也不包含纺纱过程

中创造的新价值的任何一个原子。

同样，剩下的包含不变资本余额（＝４先令）的２２
３
磅棉纱，只

是代表总产品２０磅棉纱中所用掉的辅助材料和劳动资料的价值。

因此，８
１０
的产品或１６磅棉纱，虽然从物体来看，从作为使用

价值棉纱来看，它们同产品的其余部分一样，也是纺纱劳动的创

造物，但从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意义上来看，它们并不包含纺纱劳

动，并不包含在纺纱过程本身中吸收的劳动。好象它们没有经过

纺就变成了棉纱，好象它们的棉纱形态纯粹是骗人的。其实，当

资本家按２４先令把这些棉纱卖出，又用这２４先令买回生产资料

时就会表明，这１６磅棉纱不过是化了装的棉花、纱锭、煤炭等等。

反之，其余２
１０
的产品或４磅棉纱，现在只是代表１２小时纺纱

过程中生产的６先令新价值。其中包含的已用掉的原料和劳动资

料的价值已经被剔除了，同前１６磅棉纱合并在一起了。体现在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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磅棉纱中的纺纱劳动都集中在
２
１０
的产品上。好象这４磅棉纱是纺

纱工人用空气纺成的，好象所用的棉花和纱锭是未经人类加工而

天然存在的，因而不会把任何价值加到产品中去。

这４磅棉纱包含一天纺纱过程所生产的全部价值产品，其中

２磅棉纱只代表已用掉的劳动力的补偿价值，即３先令可变资本，

其余２磅棉纱则只代表３先令剩余价值。

因为纺纱工人的１２个劳动小时物化在６先令中，所以在３０

先令的棉纱价值中就物化着６０个劳动小时。它们存在于２０磅棉

纱内，其中
８
１０
或１６磅棉纱是纺纱过程以前的４８个劳动小时的化

身，也就是物化在棉纱的生产资料中的劳动的化身，而
２
１０
或４磅

棉纱则是纺纱过程本身中消耗的１２个劳动小时的化身。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棉纱的价值等于棉纱生产中创造的新价

值加棉纱的生产资料中原先已有的价值之和。现在我们又看到，产

品价值在职能上或在概念上不同的组成部分，怎样能够表现在产

品本身的相应部分上。

我们把产品——生产过程的结果——分成几个量。一个量只

代表生产资料中包含的劳动，或不变资本部分。另一个量只代表

生产过程中加进的必要劳动，或可变资本部分。最后一个量的产

品只代表同一过程中加进的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这种划分很

简单，但又很重要，这一点在以后把它应用到复杂的尚未解决的

问题上时就可以看出。

上面我们把总产品当作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完成结果来考

察。但是我们还可以伴随总产品的产生过程来看，仍然把各个部

分产品当作职能上不同的各个产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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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纱工人１２小时生产２０磅棉纱，因此１小时生产１
２
３
磅，８

小时生产１３１
３
磅，也就是生产一个部分产品，其价值等于整个工

作日纺掉的棉花的总价值。同样，往后的１小时３６分生产的部分

产品＝２２
３
磅棉纱，因而代表１２个劳动小时所用掉的劳动资料的

价值。再往后的１小时１２分，纺纱工人生产２磅棉纱＝３先令，这

部分产品价值等于他在６小时必要劳动中所创造的全部价值产

品。最后的６
５
小时，他又生产２磅棉纱，其价值等于他半天剩余

劳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这是英国工厂主日常应用的计算方法，例

如他会说，他在最初８小时或２
３
的工作日中把棉花赚回来，如此

等等。我们知道，这个公式是正确的，其实它就是上面的第一个

公式，不过把现成产品的各部分同时并存的空间变成了它们依次

出现的时间。但是，伴随这个公式也可能产生极野蛮的想法，特

别是在那些实际上关心价值的增殖过程，但在理论上又有意曲解

这一过程的头脑中会产生这种想法。例如这些人可能这样想：我

们的纺纱工人在他的工作日的最初８小时是生产或补偿棉花的价

值，往后的１小时３６分是生产或补偿已消耗的劳动资料的价值，

再往后的１小时１２分是生产或补偿工资的价值，而只有那非常著

名的“最后一小时”才是献给工厂主生产剩余价值的。这样一来，

纺纱工人就得创造双重奇迹：一方面，他在用棉花、纱锭、蒸汽

机、煤炭、机油等等纺纱的时候同时又生产这些东西；另一方面，

他把一个有一定强度的工作日变成五个这样的工作日。就我们的

例子来说，生产原料和劳动资料需要２４
６
＝４个十二小时工作日，而

把它们变成棉纱还需要１个十二小时工作日。掠夺的贪欲相信这

种奇迹，并且总是找得到发空论的献媚者来证明这种奇迹，下面

这个历史上著名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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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西尼耳的“最后一小时”

１８３６年的一个早晨，以经济学识和文体优美著称的纳骚·威

·西尼耳，这位在英国经济学家中相当于克劳伦的人，从牛津被

召往曼彻斯特。他在牛津教授政治经济学，现在被召到这里来学

习政治经济学。工厂主选中了他，要他充当斗士去反对新颁布的

工厂法１００和比工厂法更激进的争取十小时工作日运动。工厂主以

通常具有的实际敏感看出，这位教授先生“还需要好好地最后雕

琢一番”。因此他们写信叫他到曼彻斯特来。这位教授先生把他在

曼彻斯特从工厂主那里学到的课业，加以润色，写成一本小册子：

《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１８３７年伦敦版）。在这本

小册子里，我们可以读到下面一段很有教益的话：

“按照现行法律，凡雇用不满１８岁的人的工厂，每天的劳动时间都不得

超过１１１
２
小时，就是说，一周的前５天每天劳动１２小时，星期六劳动９小

时。下面的分析〈！〉说明，这种工厂的全部纯利润是由最后一小时提供的。

假定工厂主投资１０００００镑，其中用在厂房和机器上的是８００００镑，用在原料

和工资上的是２００００镑。假定资本每年周转一次，总利润是１５％，该厂全年

的商品销售额应该是价值１１５０００镑…… 一个工作日是２３个
１
２
劳动小时，

每个
１
２
劳动小时生产１１５０００镑的

５
１１５或

１
２３。在构成总额１１５０００镑的

２３
２３中，

２０
２３即１１５０００镑中的１０００００镑只是补偿资本，

１
２３即总利润〈！〉１５０００镑中的

５０００镑补偿工厂和机器的磨损。其余
２
２３即每天最后两个

１
２小时才生产１０％

的纯利润。因此，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工厂不是劳动１１
１
２
小时，而是

可以劳动１３小时，那末，只要增加大约２６００镑流动资本，就能使纯利润增

加一倍以上。反之，劳动时间每天缩短１小时，纯利润就会消失，缩短１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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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总利润也会消失。”（３２）

这位教授先生竟把这种东西叫做“分析”！如果他真的相信工

厂主的怨言，认为工人把一天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生产从而再生产

或补偿建筑物、机器、棉花、煤炭等等的价值，那末，任何分析都是

多余的。他只须回答：诸位先生！如果你们把劳动时间从１１１
２

小时减为１０小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每天棉花、机器等等

的消耗也会减少１１
２
小时。因此，你们正好得失相当。以后你们的

工人用来再生产或补偿预付资本价值的时间也将少１１
２
小时。如

果西尼耳不相信工厂主所说的话，而是作为内行认为必须作一番

（３２） 西尼耳《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１８３７年伦敦版第１２、１３

页。我们且不谈那些和我们的目的无关的奇谈怪论，例如，说工厂主把补偿磨损的机

器等等的金额，即补偿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金额，算在总利润或纯利润里面。我们

也不去谈这些数据是否正确。莱昂纳德·霍纳在《给西尼耳先生的一封信》（１８３７年伦

敦版）中已指明，这些数据除了供所谓“分析”外没有什么别的价值。莱昂纳德·霍

纳是１８３３年的工厂调查委员会的委员，在１８５９年前，一直是工厂视察员——其实是

工厂检查官。他对英国工人阶级有不朽的贡献。他终生不仅同激怒的工厂主作斗争，而

且同大臣作斗争，对于这些大臣来说，计算工厂主在下院的“票数”比计算“人手”在

工厂内的劳动小时不知要重要多少倍。

注（３２）的补充：且不谈西尼耳说的内容如何荒唐，他的叙述方法也是混乱的。其

实，他想说的是：工厂主使工人每天劳动１１１
２
小时或

２３
２小时。正象一个工作日的情

形一样，全年的劳动也是由１１１
２
小时或

２３
２小时（乘以一年的工作日数）构成。按照

这个假定，
２３
２
个劳动小时生产的年产品为１１５０００镑；

１
２
个劳动小时生产的年产品为

１
２３
×１１５０００镑；

２０
２
个劳动小时生产

２０
２３
×１１５０００镑＝１０００００镑．也就是说，它们只补

偿预付资本。余下的
３
２
个劳动小时生产

３
２３
×１１５０００镑＝１５０００镑，即总利润。在这

３
２

个劳动小时中，
１
２个劳动小时生产

１
２３×１１５０００镑＝５０００镑，即只补偿工厂和机器的

损耗。最后的两个
１
２劳动小时，即最后一个劳动小时，生产

２
２３×１１５０００镑＝１００００镑，

即纯利润。在本文中，西尼耳把最后的
２
２３
的产品转化为工作日本身的各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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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他首先就得请求工厂主先生们，在专门涉及纯利润同工作

日长度的关系的问题上，不要把机器和厂房、原料和劳动混杂在

一起，而把包含在厂房、机器、原料等等中的不变资本放在一边，

把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放在另一边。在这之后，如果按照工厂主

的计算，工人是用
２
２
个劳动小时或１小时再生产或补偿工资，那

末这位分析家就应该接着说：

根据你们的说法，工人是在倒数第二小时生产自己的工资，在

最后一小时生产你们的剩余价值或纯利润。因为工人在同样的时

间内生产同样的价值，所以倒数第二小时的产品和最后一小时的

产品具有同样的价值。其次，工人只有耗费劳动，才生产价值，而

他的劳动量是由他的劳动时间来计量的。按照你们的说法，工人

的劳动时间是每天１１１
２
小时。他用这１１１

２
小时的一部分来生产或

补偿自己的工资，用另一部分来生产你们的纯利润。在这个工作

日内他再也没有做别的事情。既然按照你们的说法，工人的工资

和他提供的剩余价值是同样大的价值，那末工人显然是在５３
４
小

时内生产自己的工资，在其余５３
４
小时内生产你们的纯利润。其

次，因为两小时棉纱产品的价值等于他的工资的价值额加上你们

的纯利润，所以这一棉纱的价值必然等于１１１
２
个劳动小时，也就

是说，倒数第二小时的产品必然等于５３
４
个劳动小时，最后一小时

的产品也必然等于５３
４
个劳动小时。现在我们到了棘手的地方了。

请注意！倒数第二个劳动小时同最初一个劳动小时一样，都是一

个通常的劳动小时。不多也不少。因此，纺纱工人怎么能在１个

劳动小时内生产出代表５３
４
个劳动小时的棉纱价值呢？实际上，他

并没有创造这个奇迹。他在１个劳动小时内生产的使用价值是一

定量的棉纱。这些棉纱的价值等于５３
４
个劳动小时，其中４３

４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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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他的协助就已包含在１小时消耗的生产资料棉花、机器等等

内，而
４
４小时或１小时才是由他自己加进的。因为他的工资是在

５
３
４
小时内生产的，而１小时纺出的棉纱产品也包含５３

４
个劳动小

时。所以，他５３
４
个劳动小时纺纱劳动的价值产品等于１小时纺纱

劳动的产品价值，这并不是什么魔法妖术。如果你们以为他用了

他的工作日的哪怕一个时间原子来再生产或“补偿”棉花、机器

等等的价值，那你们就完全错了。正由于他的劳动把棉花和纱锭

变成棉纱，正由于他纺纱，棉花和纱锭的价值才自行转移到棉纱

上去。这种结果是靠他的劳动的质，而不是靠他的劳动的量造成

的。当然，他１小时转移到棉纱上去的棉花等等的价值比
１
２小时

多，但这只是因为他１小时纺掉的棉花比
１
２小时多。现在你们懂

了吧，你们所谓工人在倒数第二小时生产他的工资的价值，在最

后一小时生产纯利润，只不过是说，他的工作日的２小时（不管

是最初２小时或是最后２小时）的棉纱产品，体现着１１１
２
个劳动小

时，正好等于他的整个工作日。所谓工人在前５
３
４
小时生产他的工资，在

后５３
４
小时生产你们的纯利润，又只不过是说，前５３

４
小时你们给

了报酬，后５３
４
小时你们没有给报酬。这里我说劳动的报酬，而不

说劳动力的报酬，是为了用你们的行话。诸位先生，现在请把你

们付给报酬的劳动时间和你们没有付给报酬的劳动时间比较一

下，你们就会发现，二者的比率是半天比半天，也就是１００％。这

当然是一个很高的百分比。毫无疑问，如果你们使你们的“人

手”不是劳动１１１
２
小时，而是劳动１３小时，并且象你们会做的那

样，把额外的１１
２
小时也归入纯粹的剩余劳动，那末剩余劳动就会

从５３
４
小时增加到７１

４
小时，从而剩余价值率就会从１００％增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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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６
２
２３
％。如果你们期望，加上１１

２
小时就能使剩余价值率从１００％

增加到２００％，甚至２００％以上，即“增加一倍以上”，那未免太

乐观了。另一方面——人的心是很奇怪的东西，特别是当人们把

心放在钱袋里的时候——如果你们担心，工作日从１１１
２
小时缩减

为１０１
２
小时会使你们的全部纯利润化为乌有，那又未免太悲观

了。事情决不是这样的。假设其他一切条件相同，即使剩余劳动

从５３
４
小时降为４３

４
小时，仍然会得出一个很好的剩余价值率，即

８２
１４
２３
％。但是这个致命的“最后一小时”——你们为它编造的神

话比锡利亚信徒１０１为世界末日编造的神话还要多——是“十足的

胡说”。失掉这最后一小时，你们并不会丧失“纯利润”，而你们

使用的童男童女也不会失去“灵魂的纯洁”。（３２ａ）

（３２ａ）西尼耳证明，工厂主的纯利润、英国棉纺织业的存在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

的地位都决定于“最后一个劳动小时”；而安德鲁·尤尔博士则又证明１０２，如果不是把

童工和不满１８岁的青工在工厂的温暖而纯洁的道德气氛里关上整整１２小时，而是提

早“一小时”把他们赶到冷酷无情、放荡不羁的外界去，他们就会因懒惰和邪恶而使

灵魂不能得救。从１８４８年起，工厂视察员在半年一次的《报告》中一直拿“最后的”、“致

命的一小时”来嘲弄工厂主。例如，豪威耳先生在１８５５年５月３１日的工厂视察报告中

说：“假如下面这种巧妙的计算〈他引证西尼耳〉是正确的，联合王国的所有棉纺织厂从

１８５０年起就已经赔本了。”（《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１８５５年４月３０日为止的半年》第

１９、２０页）当１８４８年议会通过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时，分散在多尔塞特和索美塞特两郡

交界处的农村麻纺厂的工厂主们，强迫一些正规工人接受一份反对这项法案的请愿

书，请愿书中有这样的话：“我们这些向你们请愿的人，作为父母，认为增加一小时闲荡

的时间，结果只会使我们的孩子道德败坏，因为懒惰是万恶之源。”关于这一点，１８４８年

１０月３１日的工厂视察员报告指出：“在这些敦厚善良的父母们的子女做工的麻纺厂

里，空气中充满着原料的尘埃和碎屑，即使只在纺纱车间呆上１０分钟，也会感到非常

难受，因为眼睛、耳朵、鼻孔、嘴巴里会立刻塞满亚麻的碎屑，根本无法躲避，这不能不

使你感到极度的痛苦。同时，由于机器飞速地转动，这种劳动本身需要全神贯注，需要

一刻不停地运用技巧和动作，这些儿童在这样的空气里除了吃饭时间外整整劳动１０

小时，现在还要他们的父母说自己的子女‘懒惰’，这未免太残酷了…… 这些儿童的

劳动时间比附近农村里雇工的劳动时间还要长…… 所谓‘懒惰和邪恶’这种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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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们的“最后一小时”真的敲响的时候，请你们想起牛津

的这位教授吧。好了，但愿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里再同诸位相会。

再见！（３３）…… 西尼耳１８３６年发现的“最后一小时”这个信

号，在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５日，又被经济学界的一位大官老爷詹姆斯

·威尔逊在伦敦《经济学家》杂志上重新吹奏起来，以反对十小

时工作日的法律。

的胡说必须斥之为十足的假仁假义和最无耻的伪善…… 大约在十二年以前，当有人

在最高权威的批准下，十分自信地、郑重其事地公开宣布工厂主的全部‘纯利润’来

源于‘最后一小时’劳动，从而工作日缩短一小时就会消灭纯利润的时候，一部分公

众曾对这种自信程度感到惊讶；而现在，当这部分公众看到下面的事实时恐怕会不相

信自己的眼睛了，这就是：关于充满善行的‘最后一小时’的原始发现，从那时以来

已经大大完善，不仅包括‘利润’，而且还包括‘道德’；因此，如果儿童的劳动时间

减为整整１０小时，儿童的道德会和他们的雇主的纯利润一道化为乌有，因为二者都取

决于这最后的致命的一小时。”（《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１０１页）接

着，这份工厂视察员报告举出了一些实例，说明这些工厂主先生的“道德”和“善

行”，说明他们怎样施用阴谋、诡计、利诱、威胁、伪造等手段，迫使少数完全不会反

抗的工人在这种请愿书上签名，然后把这种请愿书冒充整个产业部门和整个郡的请愿

书提交议会。——无论是后来热心拥护工厂立法而值得赞扬的西尼耳本人，还是先后

反对他的人，都不知道怎样说明这一“原始发现”的错误结论。这个事实最能说明所

谓经济“科学”的现状。他们只是诉诸实际经验。而理由和原因仍然是秘密。

（３３） 这位教授先生总算从这次曼彻斯特的旅行中得到了一些好处！在《关于工

厂法的书信》中，全部纯利润，即“利润”、“利息”和甚至“更多的东西”取决于工

人的一小时无酬劳动！而在一年前，西尼耳在他那本为牛津的大学生和有教养的庸人

写的《政治经济学大纲》一书中，还反对李嘉图提出的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论点，

“发现”利润来源于资本家的劳动，利息来源于资本家的禁欲主义，来源于他的《Ａｂｓｔｉ

ｎｅｎｚ》〔“节欲”〕。这一派胡言本身是陈旧的，但“节欲”这个词是新鲜的。罗雪尔先

生把这个词正确地译成德文的《Ｅｎｔｈａｌｔｕｎｇ》〔“节制”〕。但他的不大懂拉丁文的同胞

维尔特们、舒耳茨们以及别的米歇尔们却把这个词变成了僧侣用语《Ｅｎｔｓａｇｕｎｇ》

〔“禁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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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剩 余 产 品

我们把代表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在第２节举的例子中，是

２０磅棉纱的
１
１０
或２磅棉纱）称为剩余产品。决定剩余价值率的，不

是剩余价值同资本总额的比率，而是剩余价值同资本的可变部分

的比率，同样，决定剩余产品的水平的，也不是剩余产品同总产

品的其余部分的比率，而是剩余产品同代表必要劳动的那部分产

品的比率。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的目的，同样，

富的程度不是由产品的绝对量来计量，而是由剩余产品的相对量

来计量。（３４）

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和，工人生产他的劳动力的补偿价值

和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之和，构成他的劳动时间的绝对量——工

作日。

（３４）“对于一个拥有２００００镑资本，每年获得利润２０００镑的人来说，只要他的利

润不低于２０００镑，不管他的资本是雇１００个工人还是雇１０００个工人，不管生产的商

品是卖１００００镑还是卖２００００镑，都是一样的。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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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地租和利润不变，这个国家的人口有１０００万还是有

１２００万，都是无关紧要的。”（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４１６

页）早在李嘉图之前，有一位剩余产品的狂热的崇拜者阿瑟·杨格——他还是一个喜

欢空谈而缺乏批判精神的作家，他的名声和他的功绩适成反比——就曾说过：“在一个

现代王国里，如果象古罗马那样把整个省区的土地分给独立的小农耕种，即使他们耕

种得很好，又有什么用呢？除了繁殖人口别无其他目的，而人口繁殖本身是最没有用

处的”（阿瑟·杨格《政治算术》１７７４年伦敦版第４７页）。

注（３４）的补充：奇怪的是，“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把纯收入说成是对工人阶级有

利的……但是很明显，它之所以有利，并不因为它是纯的”（托·霍普金斯《论地租》

１８２８年伦敦版第１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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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章

工 作 日

１．工作日的界限

我们已经假定劳动力是按照它的价值买卖的。它的价值，和

其他各种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

因此，如果工人平均一天生活资料的生产需要６小时，那末工人

平均每天就要劳动６小时来逐日生产他的劳动力，或者说，再生

产出他出卖劳动力得到的价值。这样，他的工作日的必要部分就

是６小时，因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是一个一定量。但

是由此还不能确定工作日本身的量。

我们用ａ—————ｂ线表示必要劳动时间的持续或长度，假

定是６小时。再假定劳动分别超过ａｂ线１小时、３小时、６小时

不等，我们就得到３条不同的线：

工作日Ⅰ       工作日Ⅱ

ａ—————ｂ—ｃ  ａ—————ｂ———ｃ

工作日Ⅲ

ａ—————ｂ—————ｃ

这３条线表示三种不同的工作日：七小时工作日、九小时工作日

和十二小时工作日。延长线ｂｃ表示剩余劳动的长度。因为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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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ａｂ＋ｂｃ，即ａｃ，所以它随着变量ｂｃ一同变化。因为ａｂ是已

定的，所以ｂｃ与ａｂ之比总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它在工作日Ⅰ中是

１
６
，在工作日Ⅱ中是

３
６
，在工作日Ⅲ中是

６
６
。又因为

剩余劳动时间
必要劳动时间

这个比率决定剩余价值率，所以已知这两段线之比，就可以知道

剩余价值率。就上述三种不同的工作日来说，剩余价值率分别等

于１６２
３
％、５０％和１００％。相反，仅仅知道剩余价值率，却不能

断定工作日的长度。例如，假定剩余价值率是１００％，可是工作日

可以是８小时、１０小时、１２小时等等。这个剩余价值率只表明工

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即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是同样大的，但并不

表明每一部分各有多大。

所以，工作日不是一个不变量，而是一个可变量。它的一部

分固然是由不断再生产工人本身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但是

它的总长度随着剩余劳动的长度或持续时间而变化。因此，工作

日是可以确定的，但是它本身是不定的（３５）。

另一方面，工作日虽然不是固定的量，而是流动的量，但是

它只能在一定的界限内变动。不过它的最低界限是无法确定的。当

然，假定延长线ｂｃ或剩余劳动＝０，我们就得出一个最低界限，即

工人为维持自身而在一天当中必须从事必要劳动的那部分时间。

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必要劳动始终只能是工人的

工作日的一部分，因此，工作日决不会缩短到这个最低限度。可

是工作日有一个最高界限。它不能延长到超出某个一定的界限。这

个最高界限取决于两点。第一是劳动力的身体界限。人在一个２４

小时的自然日内只能支出一定量的生命力。正象一匹马天天干

（３５）“工作日是个不定量，可长可短。”（《论手工业和商业。兼评赋税》１７７０年

伦敦版第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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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每天也只能干８小时。这种力每天必须有一部分时间休息、睡

觉，人还必须有一部分时间满足身体的其他需要，如吃饭、盥洗、穿

衣等等。除了这种纯粹身体的界限之外，工作日的延长还碰到道德

界限。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这种需要的范围

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因此，工作日是在身体界限和社会

界限之内变动的。但是这两个界限都有极大的伸缩性，有极大的变

动余地。例如我们看到有８小时、１０小时、１２小时、１４小时、１６小

时、１８小时的工作日，也就是有各种各样长度的工作日。

资本家按照劳动力的日价值购买了劳动力。劳动力在一个工

作日内的使用价值归资本家所有。因此，资本家有权要工人在一日

之内为他做工。但什么是一个工作日呢？（３６）当然比一个自然的

生活日短。短多少呢？关于这个极限，即工作日的必要界限，资本

家有他自己的看法。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

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

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

劳动。（３７）资本是死劳动，它象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

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工人劳动的时间就

是资本家消费他所购买的劳动力的时间。（３８）如果工人利用他的

（３６） 这个问题比罗伯特·皮尔爵士向北明翰商会提出的有名的问题“什么是一

镑？”不知要重要多少。皮尔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和北明翰的“小先令派”１０３一

样，不理解货币的本质。

（３７） “资本家的任务是：靠所支出的资本来取得尽量多的劳动。”（让·古·库尔

塞尔－塞纳伊《工商企业、农业企业的理论和实践概论》１８５７年巴黎第２版第６３页）

（３８） “每天损失一个劳动小时，会给一个商业国家造成莫大的损害。”“我国的

劳动贫民大量地消费奢侈品；制造业中的平民尤其如此；他们同时还消费自己的时间

——这是各种消费中最有害的一种消费。”（《论手工业和商业》１７７０年伦敦版第４７页

和第１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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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支配的时间来为自己做事，那他就是偷窃了资本家。（３９）

可见，资本家是以商品交换规律作根据的。他和任何别的买

者一样，想从他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中取得尽量多的利益。但是，突

然传来了在疾风怒涛般的生产过程中一直沉默的工人的声音：

我卖给你的商品和其他的普通商品不同，它的使用可以创造

价值，而且创造的价值比它本身的价值大。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你

才购买它。在你是资本价值的增殖，在我则是劳动力的过多的支

出。你和我在市场上只知道一个规律，即商品交换的规律。商品

不归卖出商品的卖者消费，而归买进商品的买者消费。因此，我

一天的劳动力归你使用。但是我必须依靠每天出卖劳动力的价格

来逐日再生产劳动力，以便能够重新出卖劳动力。如果撇开由于

年老等等原因造成的自然损耗不说，我明天得象今天一样，在体

力、健康和精神的正常状态下来劳动。你经常向我宣讲“节俭”和

“节制”的福音。好！我愿意象个有理智的、节俭的主人一样，爱

惜我唯一的财产——劳动力，不让它有任何荒唐的浪费。我每天

只想在它的正常耐力和健康发展所容许的限度内使用它，使它运

动，变为劳动。你无限制地延长工作日，就能在一天内使用掉我

三天还恢复不过来的劳动力。你在劳动上这样赚得的，正是我在

劳动实体上损失的。使用我的劳动力和劫掠我的劳动力完全是两

回事。假定在劳动量适当的情况下一个中常工人平均能活３０年，

那你每天支付给我的劳动力的价值就应当是它的总价值的
１

３６５×３０或
１

１０９５０。但是如果你要在１０年内就消费尽我的劳动力，可

是每天支付给我的仍然是我的劳动力总价值的
１
１０９５０

，而不

（３９） “贪婪的吝啬鬼不放心地监视着自由短工，只要他休息一下，就硬说是偷

窃了他。”（尼·兰盖《民法论》１７６７年伦敦版第２卷第４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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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１
３６５０，那就只支付了我的劳动力日价值的

１
３，因而每天就偷走了

我的商品价值的
２
３
。你使用三天的劳动力，只付给我一天的代价。

这是违反我们的契约和商品交换规律的。因此，我要求正常长度的

工作日，我这样要求，并不是向你求情，因为在金钱问题上是没有

情面可讲的。你可能是一个模范公民，也许还是禁止虐待动物协会

的会员，甚至还负有德高望重的名声，但是在你我碰面时你所代表

的那个东西的里面是没有心脏跳动的。如果那里面仿佛有什么东

西在跳动的话，那不过是我自己的心。我要求正常的工作日，因为

我和任何别的卖者一样，要求得到我的商品的价值。（４０）

我们看到，撇开伸缩性很大的界限不说，商品交换的性质本

身没有给工作日规定任何界限，因而没有给剩余劳动规定任何界

限。资本家要坚持他作为买者的权利，他尽量延长工作日，如果

可能，就把一个工作日变成两个工作日。可是另一方面，这个已

经卖出的商品的特殊性质给它的买者规定了一个消费的界限，并

且工人也要坚持他作为卖者的权利，他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

的正常量内。于是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

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在平等的权利之间，

力量就起决定作用。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

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这是全体资本家即资

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

（４０） １８６０—１８６１年，伦敦建筑工人举行大罢工，要求把工作日缩短到９小时，

当时他们的委员会发表了一项声明，这项声明同我们这位工人的辩护词几乎完全一

样。声明讽刺地指出，一位最贪婪的“建筑业老板”——某个摩·佩托爵士——负有

“德高望重的名声”。（这位佩托在１８６７年以后得到了和施特鲁斯堡一样的结局！）

２６２ 第三篇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２．对剩余劳动的贪欲。工厂主和领主

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

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

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

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４１），不论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

族，伊特剌斯坎的僧侣，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

瓦拉几亚的领主，现代的地主，还是资本家（４２）。但是很明显，如果

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

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

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因此，在古

代，只有在谋取具有独立的货币形式的交换价值的地方，即在金银

的生产上，才有骇人听闻的过度劳动。在那里，累死人的强迫劳动

是过度劳动的公开形式。这只要读一读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的记

载就可以知道。（４３）但是在古代，这只是一种例外。不过，那些还在

（４１） “那些劳动的人……实际上既养活自己，也养活那些称为富人的领年金

者。”（艾德蒙·伯克《关于贫困的意见和详情》１８００年伦敦版第２、３页）

（４２） 尼布尔在他的《罗马史》中非常天真地指出：“象伊特剌斯坎人的这种建

筑，虽然仅存遗迹，但仍令人惊异；这样的建筑，毋庸讳言，在小〈！〉国是以奴隶主

和奴隶的存在为前提的。”西斯蒙第说得深刻得多：“布鲁塞尔的花边”是以雇主和雇

工的存在为前提的。

（４３） “这些不幸者〈在埃及、埃塞俄比亚和阿拉伯之间的金矿中做工的人〉不

仅总是肮脏不堪，而且不得不赤身露体，谁看到他们，都不能不同情他们的悲惨命运。

在这种地方，对于老弱病残和妇女没有任何的照顾和怜悯。所有的人都在皮鞭的逼迫

下不断地做工，直到死亡才结束他们的痛苦和贫困生活。”（狄奥多洛斯（西西里的）

《史学丛书》第３卷第１３章 ［第２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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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劳动或徭役劳动等较低级形式上从事生产的民族，一旦卷入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而这个市场又使它们的产

品的外销成为首要利益，那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灾祸

之上，再加上一层过度劳动的文明灾祸。因此，在美国南部各州，

当生产的目的主要是直接满足本地需要时，黑人劳动还带有一种

温和的家长制的性质。但是随着棉花出口变成这些州的切身利益，

黑人所从事的有时只要七年就把生命耗尽的过度劳动，就成为事

事都要加以盘算的那个制度的一个因素。问题已经不再是从黑人

身上榨取一定量的有用产品，现在的问题是要生产剩余价值本身

了。徭役劳动，例如多瑙河各公国的徭役劳动，也有类似的情形。

把多瑙河各公国对剩余劳动的贪欲和英国工厂对剩余劳动的

贪欲比较一下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徭役制度下的剩余劳动具有独

立的、可以感觉得到的形式。

假定工作日由６小时必要劳动和６小时剩余劳动组成。在这

种情况下，自由工人每周为资本家提供６×６小时即３６小时的剩

余劳动。这和他每周为自己劳动３天，又为资本家白白地劳动３

天，完全一样。但是这种情形是觉察不出来的。剩余劳动和必要

劳动融合在一起了。因此，我也可以用另外的说法来表示同样的

关系，例如说工人在每分钟内为自己劳动３０秒，为资本家劳动３０

秒，等等。而徭役劳动就不是这样。例如瓦拉几亚的农民为维持

自身生活所完成的必要劳动和他为领主所完成的剩余劳动在空间

上是分开的。他在自己的地里完成必要劳动，在主人的领地里完

成剩余劳动。所以，这两部分劳动时间是各自独立的。在徭役劳

动形式中，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截然分开。这种表现形式上的差

别，显然丝毫不会改变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间的量的比率。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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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天的剩余劳动，无论是叫做徭役劳动还是叫做雇佣劳动，都

是劳动者自己的无代价的三天劳动。不过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贪

欲表现为渴望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而领主的贪欲则较简单地表

现为直接追求徭役的天数。（４４）

在多瑙河各公国，徭役劳动是同实物地租和其他农奴制义务

结合在一起的，但徭役劳动是交纳给统治阶级的最主要的贡赋。凡

是存在这种情形的地方，徭役劳动很少是由农奴制产生的，相反，

农奴制倒多半是由徭役劳动产生的。（４４ａ）罗马尼亚各州的情形就

是这样。那里原来的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公社所有制的基础上的，但

这种公社所有制不同于斯拉夫的形式，也完全不同于印度的形式。

一部分土地是自由的私田，由公社成员各自耕种，另一部分土地

是公田，由公社成员共同耕种。这种共同劳动的产品，一部分作

为储备金用于防灾备荒和应付其他意外情况，一部分作为国家储

备用于战争和宗教方面的开支以及其他的公用开支。久而久之，军

队的和宗教的头面人物侵占了公社的地产，从而也就侵占了花在

公田上的劳动。自由农民在公田上的劳动变成了为公田掠夺者而

进行的徭役劳动。于是农奴制关系随着发展起来，但这只是

（４４） 以下所述，是指罗马尼亚各州在克里木战争后发生政变８９以前的情形。

（４４ａ）｛第３版注：这种情形也适用于德国，特别是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在十五

世纪，德国的农民虽然几乎都要担负一定的实物贡赋和劳役，但是除此之外，他们至

少在事实上是自由的人。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等地的德国移

民，甚至在法律上被认为是自由人。贵族在农民战争中的胜利，结束了这种状况。不

但战败的德国南部的农民又沦为农奴，而且从十六世纪中叶以后，东普鲁士、勃兰登

堡、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的自由农民，以及紧跟着还有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自

由农民也都降到了农奴的地位。（毛勒《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第４卷。

麦岑《一八六六年以前普鲁士国家边陲地带的土地和农业关系》。汉森《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的农奴制》）——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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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实上，还没有反映到法律上，直到后来，要解放全世界的俄

罗斯才借口废除农奴制而把这种农奴制用法律固定下来。１８３１年

俄国将军基谢廖夫颁布的徭役劳动法，当然是由领主们口授的。俄

罗斯由此一举征服了多瑙河各公国的显贵，并博得了整个欧洲的

自由派白痴们的喝采。

按照这个称为“组织规程”１０４的徭役劳动法，瓦拉几亚的每个

农民除交纳详细规定的大量实物贡赋之外，还必须为所谓地主完

成：１．十二个一般工作日；２．一个田间工作日；３．一个搬运木

材的工作日。一年共１４日。不过，由于制定该法令的人谙熟政治

经济学，所以规定的不是通常意义的工作日，而是生产某种平均

日产品所必需的工作日，而这个平均日产品又规定得非常狡猾，连

塞克洛普在２４小时之内也完成不了。因此，“组织规程”本身以

道地的俄罗斯式讽刺的露骨语言解释说，１２个工作日应该理解为

３６日体力劳动的产品，一个田间工作日应理解为３日，一个搬运

木材的工作日也应理解为３日。合计是４２日徭役。此外还要加上

所谓《Ｊｏｂａｇｉｅ》，就是当地主在生产上有特殊需要时所服的劳役。

每个村每年要按照人口的多寡出一定人力为领主服这种徭役。每

个瓦拉几亚的农民估计要担负１４日这种额外徭役劳动。这样，已

经规定的徭役劳动每年就有５６个工作日。在瓦拉几亚，由于气候

不好，每年只有２１０日可以从事农活。其中有４０日是星期天和节

日，平均还有３０日坏天气，加起来就去掉了７０日。剩下的只有

１４０个工作日。徭役劳动同必要劳动之比是
５６
４８或６６

２
３
％，这表明

剩余价值率比英国农业工人或工厂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率要小得

多。但这只是法定的徭役劳动。“组织规程”比英国的工厂立法有

更多的“自由主义”精神，它有意让人更容易去钻空子。它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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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１２日变成５６日之外，又把５６日徭役中每日的名义上的劳动额

规定得非拖到以后的日子去完成不可。例如一日的锄草定额，特

别是玉米地的锄草定额，实际上要加倍的时间才能完成。某些农

活的法定的一日劳动定额，甚至可以解释成所谓这一日是从五月

开始一直到十月为止。对于莫尔达维亚，规定更加苛刻。有一个

为胜利所陶醉的领主喊道：

“‘组织规程’规定的１２日徭役，等于一年３６５日！”（４５）

如果说，通过一项项条文使对剩余劳动的贪欲合法化的多瑙

河各公国“组织规程”是这种贪欲的积极表现，那末，英国的工

厂法是这种贪欲的消极表现。英国的工厂法是通过国家，而且是

通过资本家和地主统治的国家所实行的对工作日的强制的限制，

来节制资本无限度地榨取劳动力的渴望。即使撇开一天比一天更

带威胁性地高涨着的工人运动不说，也有必要把工厂劳动限制一

下，这正象有必要用海鸟粪对英国田地施肥一样。同是盲目的掠

夺欲，在后一种情况下使地力枯竭，而在前一种情况下使国家的

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残。英国的周期复发的流行病和德法两国士

兵身长的降低，都同样明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４６）

（４５） 详见埃·雷尼奥《多瑙河各公国政治社会史》１８５５年巴黎版［第３０４页及

以下各页］。

（４６） “一般说来，一个生物体超过它的同类的平均长度，这在某种限度内表示

这个生物体的强健。如果人的发育由于自然条件或社会条件而受到妨害，人体就会缩

小。在欧洲所有实行征兵制的国家里，自从实行这种制度以来，成年男子的平均身长

和整个应征条件都降低了。法国在革命（１７８９年）以前，步兵身长的最低标准是１６５

厘米，１８１８年（根据３月１０日的法令）是１５７厘米，根据１８３２年３月２１日的法令是

１５６厘米。在法国，应征者平均有一半以上因身长不够和体质孱弱而被淘汰。在萨克森，

１７８０年军人的身长标准是１７８厘米，目前是１５５厘米。在普鲁士目前是１５７厘米。根

据１８６２年５月９日《巴伐利亚报》刊载的迈耶尔博士的报告，普鲁士按９年平均计算，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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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５０年制定的现行（１８６７年）工厂法规定，一周平均每个工

作日为１０小时，即一周的前５天为１２小时，从早晨６时至晚上

６时，其中包括法定的半小时早饭时间和一小时午饭时间，做工时

间净剩１０１
２
小时；星期六为８小时，从早晨６时至午后２时，其

中有半小时早饭时间。每周净剩６０小时，前５天为１０１
２
小时，星

期六为７１
２
小时。（４７）为了监督法律的执行，设置了专门的工厂

视察员，直属内务部，他们的报告由议会每半年公布一次。这些

报告不断地提供关于资本家对剩余劳动贪欲的官方统计材料。

让我们听一听这些工厂视察员的报告吧。（４８）

“狡猾的工厂主在早晨６点前１刻就开工，有时还要早些，有时稍晚些，

晚上６点过１刻才收工，有时稍早些，有时还要晚些。他把名义上规定的半

小时早饭时间前后各侵占５分钟，一小时午饭时间前后各侵占１０分钟。星期

六下午到２点过１刻才收工，有时稍早些，有时还要晚些。这样他就赚到：

１０００个应征者当中有７１６人不合格：其中３１７人因身长不够，３９９人因体质孱弱……

１８５８年，柏林就没有征足兵额，差１５６人。”（尤·冯·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

中的应用》１８６２年第７版第１卷第１１７、１１８页）

（４７） 关于１８５０年工厂法的历史，将在本章以后的段落叙述。

（４８） 英国从大工业产生到１８４５年这段时期，我只在某些地方提到，详细情况，

请阅读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１８４５年莱比锡版）。１８４５年以后

发表的工厂视察员报告、矿山视察员报告等等，都说明了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精神了解得多么深刻；把他的著作和过了１８—２０年以后才发表的童工调查委员会

（１８６３—１８６７年）的官方报告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出，他对工人阶级状况的详细入微的描

写是多么令人惊叹。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所谈的恰好是１８６２年以前尚未实施工厂

法的那些工业部门的情形，其中有些部门直到现在还没有实施工厂法。因此，恩格斯

所描写的状况在这些部门内并没有受外因影响而发生多大变化。我所举的例子主要属

于１８４８年以后的自由贸易时期，也就是不学无术而又象孚赫那样吹牛的自由贸易贩

子们神话般地向德国人大吹特吹的那个极乐时期。——这里所以把英国摆在首要地

位，是因为英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代表，而且对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来说，只有

英国才有不断公布的官方统计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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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６时前 １５分钟…………………

晚６时后 １５分钟…………………

早饭 １０分钟………………………

午饭 ２０分钟………………………

６０分钟

５日共计：３００分钟

       星 期 六

早６时前 １５分钟…………………

早饭 １０分钟………………………

下午２时后 １５分钟………………

１周共计：３４０分钟

  就是说，每周多出来５小时４０分钟，每年以５０个劳动周计算（除掉２

周作为节日或因故停工），共为２７个工作日。”（４９）

“如果每个工作日比标准时间延长５分钟，一年就等于２１
２
个生产日。”

（５０）“这里捞一点时间，那里捞一点时间，一天多出一小时，一年１２个月就

变成１３个月了。”（５１）

在危机时期，生产中断，“开工不足”，每周只开工几天。这

当然不影响延长工作日的欲望。营业越不振，就越要从已有的营

业中取得更大的利润。开工的时间越少，就越要使剩余劳动时间

延长。工厂视察员关于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的危机时期报告说：

“在生意这样不景气的时候还有过度劳动现象，人们也许会认为是矛盾

的；可是生意不景气却刺激那些无所顾忌的人去犯法。他们这样就保证自己

能取得额外利润……”莱昂纳德·霍纳说：“我的管区有１２２家工厂倒闭，１４３

家停工，所有其余的工厂也都开工不足，但是就在这个时期，超过法定时间

的过度劳动仍然存在。”（５２）豪威耳先生说：“虽然大多数工厂由于营业不

（４９） 《工厂视察员莱·霍纳先生的建议》，载于《工厂法》（根据下院决定于１８５９

年８月９日刊印）第４、５页。

（５０） 《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１８５６年１０月为止的半年》第３５页。

（５１）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８年４月３０日》第９页。

（５２） 同上，第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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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只开半工，但我和以前一样仍旧接到同样多的控告，说由于侵占法定的吃

饭时间和休息时间，工人每天被夺去半小时或３刻钟。”（５３）

在１８６１年至１８６５年的可怕的棉业危机时期，也发生了同样

的现象，不过规模比较小。（５４）

“如果我们在吃饭时间或者在其他违法时间查到有的工人在做工，有人

有时就出来辩解，说工人怎样也不愿意离开工厂，要他们停止工作〈擦洗机

器等等〉，非得使用强制办法不可，特别在星期六下午更是如此。其实，在机

器停止转动以后仍然有‘人手’留在工厂里，那只是因为在早晨６时至晚上

６时的法定劳动时间内没有拨出时间让他们干这类事情。”（５５）

（５３）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８年４月３０日》第２５页。

（５４） 《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１８６１年４月３０日为止的半年》。见附录２；《工

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２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７、５２、５３页。１８６３年的下半年违法事件又增

多，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１８６３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第７页。

（５５）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０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２３页。根据工厂主在法庭上

的供述，他们工厂的工人狂热地反对工厂劳动的任何中断，关于这一点，有下列奇闻

为证。１８３６年６月初，杜斯伯里（约克郡）的治安法官接到控告，说巴特里附近有８

个大工厂的厂主违反了工厂法。其中有几位先生雇用１２—１５岁的儿童５人，迫使他们

从星期五早晨６点一直劳动到星期六下午４点，除了吃饭和半夜一小时睡眠外，不让

有任何休息。这些孩子在那种叫做“再生毛料洞”的小屋里一连劳动３０小时，他们在

那里把破旧毛织物撕成碎片，洞里弥漫着灰尘和毛屑，连成年工人都要经常用手帕捂

着嘴来保护自己的肺！这些被告先生虽然没有发誓（他们这些战栗教徒都是谨小慎微

的信教者，是不发誓的），但是硬说他们怀有怜悯之心，本来允许这些可怜的孩子睡４

个小时，但是这些固执的孩子偏偏不肯睡！这几位战栗教徒先生被判处罚金２０镑。德

莱登对这些战栗教徒颇有先见之明，他写道：

   “狐狸装出一副

     道貌岸然的面孔，

   它不敢发誓，

     一味妖言惑众，

   它一双贼眼四处探索，

     佯作忏悔者的神情，

   它想破戒，

     不先祈祷一番，不成！”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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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靠超过法定时间的过度劳动获得额外利润，对许多工厂主来说

是一个难于抗拒的巨大诱惑。他们指望不被发觉，而且心中盘算，即使被发

觉了，拿出一笔小小的罚款和诉讼费，也仍然有利可图。”（５６）“如果额外时

间是在一天之内零敲碎打地偷窃来的，那末，视察员要想找出违法的证据就

很困难了。”（５７）

资本“零敲碎打地偷窃”工人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的这种行

为，又被工厂视察员叫做“偷占几分钟时间”（５８），“夺走几分钟

时间”（５９），工人中间流行的术语，叫做“啃吃饭时间”（６０）。

我们看到，在这种气氛中，剩余价值由剩余劳动形成已经不

是什么秘密。

“有一位很可敬的工厂主对我说：如果你允许我每天只让工人多干１０分

钟的话，那你一年就把１０００镑放进了我的口袋。”（６１）“时间的原子就是利

润的要素。”（６２）

在这一点上，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人们把那些全天劳动的工

人叫做“全日工”，把１３岁以下的只准劳动６小时的童工叫做

“半日工”（６３）。在这里，工人不过是人格化的劳动时间。一切个

人之间的区别都化成“全日工”和“半日工”的区别了。

（５６）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６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３４页。

（５７） 同上，第３５页。

（５８） 同上，第４８页。

（５９） 同上。

（６０） 同上。

（６１） 同上。

（６２）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０年４月３０日》第５６页。

（６３） 这个术语无论在工厂或工厂报告中，都取得了正式的公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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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在剥削上不受法律
  限制的英国工业部门

以上我们考察了一些部门中竭力延长工作日的情况，考察了

对剩余劳动的狼一般的贪欲，在这些部门中，无限度的压榨，正

如一个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的，比西班牙人对美洲红种人

的暴虐有过之而无不及（６４），因此，资本终于受到法律的约束。

现在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些生产部门，在那里，直到今天，或者直

到不久以前，还在毫无拘束地压榨劳动力。

“１８６０年１月１４日，郡治安法官布罗顿先生在诺定昂市会议厅主持的

一次集会上说，从事花边生产的那部分城市居民过着极其贫穷痛苦的生活，

其困苦程度是文明世界的其他地方所没有见过的…… ９岁到１０岁的孩

子，在大清早２、３、４点钟就从肮脏的床上被拉起来，为了勉强糊口，不得不

一直干到夜里１０、１１、１２点钟。他们四肢瘦弱，身躯萎缩，神态呆痴，麻木得象

石头人一样，使人看一眼都感到不寒而栗。马勒特先生和别的工厂主起来抗

议讨论这类事情，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这种制度，正象蒙塔古·瓦尔皮

牧师所描写的那样，是无拘无束的奴隶制，是社会的、肉体的、道德的和智力

的奴隶制…… 如果一个城市竟举行公众集会，请求把男子每天的劳动时间

限制为１８小时，那我们将作何感想呢！…… 我们抨击弗吉尼亚和加罗林的

种植园主。然而，他们买卖黑奴、鞭笞黑奴、贩卖人肉的行为，比起为资本家的

利益而制造面纱和硬领的过程中发生的那种慢性杀人的暴行，难道更可恶

（６４） “工厂主贪得无厌，他们追逐利润时的暴虐行为，同西班牙人征服美洲追

逐黄金时犯下的暴行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约翰·威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

历史》１８３５年伦敦第３版第１１４页）这本书的理论部分，是政治经济学概论的一种，在

当时有它独到之处，如对于商业危机的论述就是一例。至于历史部分，则是无耻地从

摩·伊登爵士的《贫民的状况》（１７９７年伦敦版）中抄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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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６５）

斯泰福郡的陶器业，在最近２２年来，曾三度成为议会调查的

对象。调查的结果，第一次见斯克里文先生１８４１年向童工调查委

员会提出的报告，第二次见奉枢密院１０６医官命令公布的格林豪医

生１８６０年的报告（《公共卫生。第３号报告》第１部分第１０２—

１１３页），最后一次见朗格先生１８６３年的报告，载于１８６３年６月

１３日的《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１号报告》。在这里，我只要从１８６０

年和１８６３年的报告中摘录一些受剥削的儿童本人的证词就够了。

根据儿童的情况也就可以推知成年人的情况，特别是少女和妇女

的情况。同这一工业部门比较起来，棉纺织业之类的部门还算是

很愉快很卫生的职业呢。（６６）

威廉·伍德，９岁，“从７岁零１０个月就开始做工”。一直是

“运模子”（把已经入模的坯子搬到干燥房，再把空模搬回来）。他

每周天天早晨６点上工，晚上９点左右下工。“我每周天天都干到

晚上９点钟。例如最近七八个星期都是这样。”就是说，一个７岁

的孩子竟劳动１５小时！詹·默里，１２岁，他说：

“我干的是运模子和转辘轳。我早晨６点钟上工，有时４点钟上工。昨天，

我干了一整夜，一直干到今天早晨６点钟。我从前天夜里起就没有上过床。除

我以外，还有八九个孩子昨天都干了一整夜。除了一个没有来，其余的孩子

今天早晨又都上工了。我一个星期挣３先令６便士。我整整干了一夜，也没

多得到一个钱。上星期我就整整干了两夜。”

费尼霍，１０岁，他说：

“我不总是能够得到十足一小时的吃饭时间，而往往只有半小时，每星期

（６５） １８６０年１月１７日的伦敦《每日电讯》。

（６６） 参看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２４９—２５１页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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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星期五、星期六都是这样。”（６７）

格林豪医生指出，在特伦特河畔的斯托克和在沃尔斯坦登这

两个陶业区，人的寿命特别短。２０岁以上的男子从事陶业生产的，

在斯托克区虽然只占３６．６％，在沃尔斯坦登只占３０．４％，但是

在这类年龄的男子死亡人数中，死于胸腔病的陶工在斯托克区占

一半以上，在沃尔斯坦登区约占
２
５。在亨莱行医的布思罗伊德医

生说：

“陶工一代比一代矮，一代比一代弱。”

另一个医生麦克贝恩先生也说：

“我在陶工中间行医２５年了，我发觉这个阶级在身长和体重方面显著退

化。”

以上这些证词是从格林豪医生１８６０年的报告（６８）中摘录的。

下面我们从几个调查委员１８６３年的报告中摘录几段。北斯泰

福郡医院主任医生约·特·阿尔莱兹说：

“陶工作为一个阶级，不分男女……代表着身体上和道德上退化的人口。

他们一般都是身材矮小，发育不良，而且胸部往往是畸型的。他们未老先衰，

寿命短促，迟钝而又贫血；他们常患消化不良症、肝脏病、肾脏病和风湿症，

表明体质极为虚弱。但他们最常患的是胸腔病：肺炎、肺结核、支气管炎和

哮喘病。有一种哮喘病是陶工特有的，通称陶工哮喘病或陶工肺结核。还有

侵及腺、骨骼和身体其他部分的瘰疬病，患这种病的陶工占三分之二以上。只

是由于有新的人口从邻近的乡村地区补充进来，由于同较为健康的人结婚，

这个地区的人口才没有发生更严重的退化。”

不久前还是该医院外科医生的查理·帕森斯先生在给调查委

员朗格的信中写道：

“我所能说的只是我个人的观察，并没有什么统计材料作根据。但是我

（６７）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１号报告。１８６３年》，证词第１６、１９、１８页。

（６８） 《公共卫生。第３号报告》第１０３、１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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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每当我看到这些为满足父母和雇主的贪心而牺牲了健康

的不幸孩子们的时候，激愤的心情怎样也平静不下来。”

他列举陶工患病的种种原因，最后指出，最重要的原因是

“劳动时间过长”。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希望：

“一个在全世界人们的心目中占有如此卓越地位的行业，不能再容忍这

种可耻的现象：它依靠工人的劳动和技巧，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但伴随而来

的是，工人身体退化，遭受种种折磨，早期死亡。”（６９）

这里所说的英格兰陶器业的情况，也适用于苏格兰的陶器业。

（７０）

火柴制造业是从１８３３年发明用木梗涂磷的办法之后出现的。

自１８４５年起，它在英国迅速地发展起来，并由伦敦人口稠密的地

区传到曼彻斯特、北明翰、利物浦、布利斯托尔、诺里奇、新堡、

格拉斯哥等地，它同时也使牙关锁闭症蔓延到各地。维也纳的一

位医生早在１８４５年就发现这种病是火柴工人的职业病。工人中有

一半是１３岁以下的儿童和不满１８岁的少年。谁都知道，这种制造

业有害健康，令人生厌，所以只有工人阶级中那些最不幸的人，饿

得半死的寡妇等等，才肯把“衣衫褴褛、饿得半死、无人照管、未受

教育的孩子”（７１）送去干这种活。在委员怀特１８６３年询问过的证

人当中，有２７０人不满１８岁，４０人不满１０岁，１０人只有８岁，５

人只有６岁。工作日从１２到１４或１５小时不等，此外还有夜间劳

动，吃饭没有固定时间，而且多半是在充满磷毒的工作室里吃饭。

如果但丁还在，他一定会发现，他所想象的最残酷的地狱也赶不上

（６９） 《童工调查委员会。１８６３年》第２４、２２页和第Ⅺ页。

（７０） 同上，第ＸＬＶＩＩ页。

（７１） 同上，第ＬＩ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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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制造业中的情景。

在壁纸工厂中，粗糙的壁纸用机器印刷，精致的壁纸用手工

印刷。生产的旺季是从十月初到第二年四月底。在这段时期内，劳

动往往从早晨６时一直持续到晚上１０时，甚至到深夜，中间几乎

没有休息。

詹·李奇说：

“去年〈１８６２年〉冬天，１９个女孩子中，有６个因为劳动过度，害了病，

不能上工。为了不让她们打瞌睡，我必须对她们大声喊叫。”伍·达菲说：

“孩子们往往疲倦得睁不开眼睛，其实，我们自己往往也是勉强地支撑着。”詹

·莱特伯恩说：“我１３岁…… 去年冬天我们干到晚上９点，前年冬天干到

晚上１０点。去年冬天我的脚有伤，差不多每天晚上都疼得哭起来。”格·阿

蒲斯登说：“我这个孩子７岁的时候，我就常常背着他在雪地里上下工，他常

常要做１６个钟头的工！…… 当他在机器旁干活的时候，我往往得跪下来喂

他饭，因为他不能离开机器，也不能把机器停下来。”曼彻斯特一家工厂的股

东兼经理斯密说：“我们〈他是指那些为“我们”做工的“人手”〉一直做工，

中间不停下来吃饭，所以一天１０
１
２
小时的劳动到下午４点半就干完了，以后

的时间都是额外时间（７２）。〈难道这位斯密先生在这１０
１
２
小时内也不吃一顿

饭吗？〉我们〈还是那位斯密〉很少在晚上６点以前停工〈他是指停止消费

“我们的”劳动力这些机器〉，所以我们〈又是克里斯平１０８〉实际上整年都有

额外时间…… 在过去１８个月当中，无论孩子或成年人〈１５２个儿童和１８

岁以下的少年，１４０个成年人〉平均每周至少要干７天零５小时即７８１２小

时。在今年〈１８６３年〉５月２日以前的６周内，平均时间更长了，每周达８

天即８４小时！”

（７２） 不要把这种时间理解为我们所说的剩余劳动时间。这些先生把１０１
２
小时

的劳动看作正常工作日，因而其中包含正常的剩余劳动。在此之外是“额外时间”，它

的报酬稍高一些。往后我们就会知道，在所谓正常日中使用劳动力，报酬是低于价值

的，所以“额外时间”不外是资本家用来榨取更多的“剩余劳动”的诡计；而且，即

使对“正常日”中使用的劳动力确实支付了足够的报酬，情况仍然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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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这位如此爱用君主口吻以“我们”自称的斯密先生，微

笑着补充说：“机器劳动是轻松的。”采用手工印刷的工厂主却说：

“手工劳动比机器劳动要合乎卫生。”但是工厂主先生们全都愤愤

不平地反对“至少在吃饭时间使机器停下来”的建议。巴勒区

（伦敦）一家壁纸厂的经理奥特利先生说道：

“要是法律准许的劳动时间是从早晨６点到晚上９点，对我们〈！〉倒很

合适，可是工厂法规定的时间是从早晨６点到晚上６点，这对我们〈！〉可不

合适…… 在午饭时间我们的机器总是停下来〈何等宽宏大量！〉。这样做在

纸张和颜料方面不会造成大不了的损失。”接着他满怀同情地补充说：“但是，

我可以理解，因此而造成的损失是人们所不喜欢的。”

委员会的报告坦率地认为，某些“大公司”担心丧失时间，即

担心丧失占有别人劳动的时间，并从而“丧失利润”。这不能成为

“充足的理由”，让１３岁以下的儿童和不满１８岁的少年在长达

１２—１６小时的时间内“丧失”吃午饭的时间，或者象给蒸汽机添

煤加水，给羊毛加肥皂水，给机轮上油等等那样，把午饭仅仅当

作劳动资料的辅助材料在生产过程进行中加给他们。（７３）

在英国，没有一个工业部门象面包业（刚刚兴起的机制面包

业不算在内）那样，直到今天还保持着如此古老的、只有从罗马

帝国时代的诗人作品里才可以看到的纪元前的生产方式。不过，前

面已经说过，资本起初并不关心它所征服的劳动过程的技术性质。

起初，它是遇到什么样的劳动过程就采用什么样的劳动过程。

面包掺假的情况，令人难以置信，尤其在伦敦更为厉害。这种

现象，最先是由下院“食物掺假”调查委员会（１８５５—１８５６年）和哈

（７３） 《童工调查委员会。１８６３年》，证词第１２３、１２４、１２５、１４０页和第ＬＸＩ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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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耳医生《揭穿了的掺假行为》一书揭发出来的。（７４）揭发的结

果是１８６０年８月６日颁布了“防止饮食品掺假”法，这是一项无

效的法律，因为它对每个企图靠买卖假货“赚正当钱”的自由贸

易者当然是极端宽容的。（７５）委员会本身也相当坦率地承认，自

由贸易实质上是假货贸易，或者用英国人的俏皮说法，是“诡辩

品”贸易。事实上，这种“诡辩”比普罗塔哥拉更会颠倒黑白，比

埃利亚派１０９更能当面证明一切真实都只不过是假象。（７６）

不管怎样，委员会把公众的目光引向了他们“每日的面包”，

从而引向了面包业。与此同时，伦敦面包工人在群众大会上和在

向议会的请愿中，发出了反对过度劳动等等的呼声。这种呼声如

此急迫，以致当局把我们上面屡次提到的１８６３年委员会的委员休

·西·特里门希尔先生，任命为皇家调查专员。他的报告（７７）和

列举的证词激动了公众，不过不是激动了公众的心，而是激动了

公众的胃。熟读圣经的英国人虽然清楚地知道，一个人除非由于上

（７４） 把明矾磨成细粉，或与盐混合，这是一种常见的商品，名为“面包素”。

（７５） 大家知道，煤烟是碳的一种高效形态，可作肥料，资本主义的烟囱扫除业

者都是把煤烟卖给英格兰租地农民。１８６２年，一个英国陪审员审理了这样一件案子：卖

者瞒着买者在煤烟中掺了９０％的灰尘和沙，这样的煤烟究竟算是“商业上”的“真正

的”煤烟呢，还是“法律上”的“掺假的”煤烟。“商业之友”判决说，这是商业上的

“真正的”煤烟。于是原告租地农民的官司打输了，并且还要负担诉讼费用。

（７６） 法国化学家舍伐利埃在一篇论商品“掺假”的文章中说，他所检查过的６００

多种商品中，很多商品都有１０、２０甚至３０种掺假的方法。他又说，很多掺假方法他

还不知道，而且他知道的也并没有全部列举出来。他指出，糖有６种掺假方法，橄榄

油有９种，奶油有１０种，盐有１２种，牛奶有１９种，面包有２０种，烧酒有２３种，面

粉有２４种，巧克力有２８种，葡萄酒有３０种，咖啡有３２种，等等。甚至仁慈的上帝

也不能逃脱这种命运。见卢阿尔·德·卡尔《论伪造圣物》１８５６年巴黎版。

（７７） 《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１８６２年伦敦版，以及

《第２号报告》１８６３年伦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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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恩赐而成为资本家、大地主或领干薪者，否则必须汗流满面

来换取面包，但是他不知道，他每天吃的面包中含有一定量的人

汗，并且混杂着脓血、蜘蛛网、死蟑螂和发霉的德国酵母，更不

用提明矾、砂粒以及其他可口的矿物质了。因此，不管“贸易自

由”多么神圣，这个一向“自由”的面包业终于受到国家视察员

的监督（１８６３年议会会议快结束时），同时，这次会议通过的法令

还禁止１８岁以下的面包工人在晚上９点至第二天早晨５点这段

时间内做工。上面这项条款充分说明了这个带有古代遗风的工业

部门中过度劳动的情形。

“伦敦的面包工人通常在夜里１１点开始干活。他先发面，这是一种极费

力气的活。根据烤制面包的数量和精粗程度，需要半小时到三刻钟。然后他

躺在那块兼作发面盆盖子的面板上，拿一个面袋枕在头下，再拿一个面袋盖

在身上，睡几个钟头。随后他一连紧张地忙上５个小时，把面揉好，分成一

块一块，做成面包的样子，放到炉里去烤，再从炉里取出，等等。烤炉房的

温度达７５度到９０度，小烤炉房的温度还要高些。各种各样的面包做成后，分

送面包的工作又开始了。短工中的一大部分人，刚刚结束了上述繁重的夜间

劳动，又要在白天提着篮子或推着车子挨户送面包，有时，他们还要再在烤

炉房里干些别的活。根据季节和营业范围的不同，劳动在下午１点到６点之

间结束，而另一部分工人则在烤炉房里一直忙到晚上。”（７８）“在伦敦社交季

节，伦敦西区烤制‘全价’面包的工人通常是在夜里１１点开始干活，一直忙到

第二天早晨８点，中间只稍微休息一两次。然后就叫他们运送面包，或有时在

烤炉房烤面包干，一直干到下午４点、５点、６点甚至７点。活全干完了才睡６

个小时，有时只睡５个或４个小时。到了星期五，总是提前上工，大约从晚上

１０点开始，不停地烤制面包或发送面包，一直忙到星期六晚上８点，而在大

多数情况下，要一直干到星期日早晨４点或５点。就连出售‘全价’面包的第

一流面包房，到了星期天，也要为第二天做４—５小时的准备工作…… 在‘卖

（７８） 《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１８６２年伦敦版，以及

《第１号报告》第ＶＩ—ＶＩ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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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价面包的老板’那里（前面已经说过，这种人在伦敦面包业主中占
３
４），面

包工人的劳动时间更长，不过几乎全是在烤炉房里做工，因为他们的老板除

把面包供应一些小铺子外，只在自己的店铺里出售。每当临近周末……就是

说从星期四起，晚上１０点就开始干活，一直干到星期六深夜，中间只有很少

的休息。”（７９）

至于这些“卖低价面包的老板”，连资产阶级人士也懂得：

“工人的无酬劳动是他们进行竞争的基础”（８０）。而“卖全价面包

的老板”则向调查委员会揭发说，他的“卖低价面包”的竞争者

盗窃别人的劳动，并在面包中掺假。

“他们所以走运，全靠欺骗公众，压榨工人，要工人劳动１８小时，而只

给１２小时的工资。”（８１）

在英国，面包掺假和卖低价面包的面包业主阶层的形成，都

是从十八世纪初发展起来的，那时，这一行业的行会性质刚刚消

失，而资本家以面粉厂厂主或面粉代理商的面目，出现在名义上

的面包房老板的背后。（８２）这就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为无限度地

延长工作日和为夜间劳动奠定了基础，虽然夜间劳动甚至在伦敦

也只是在１８２４年才真正站稳脚跟。（８３）

（７９） 《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１８６２年伦敦版，以及

《第１号报告》第ＬＸＸＩ页。

（８１） 乔治·里德《面包业的历史》１８４８年伦敦版第１６页。

（８１） 《（第１号）报告。证词部分》。“卖全价面包的老板”齐斯曼的证词，第

１０８页。

（８２） 乔治·里德《面包业的历史》。在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打入各种行

业的代理商还被官方认为是“社会之害”。例如在索美塞特郡，在治安法官季度法庭开

庭期间，大陪审团１１０曾向下院递送一份“呈文”，其中说：“布莱克韦耳商馆中的这些

代理商是社会之害，他们危害织布业，必须予以铲除。”（《我们英国羊毛业的诉讼

案》１６８５年伦敦版第６、７页）

（８３） 《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第１号报告》第ＶＩＩ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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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委员会的报告把面

包工人列为短命的工人；这些工人即使幸运地逃脱了工人阶级的

各个部分通常都难免的夭折，他们也很少活到４２岁。可是，等着

去面包业做工的人总是非常之多。就伦敦来说，这种“劳动力”的

来源是苏格兰、英格兰西部农业区以及德国。

１８５８—１８６０年，爱尔兰的面包工人自己筹款组织了多次群众

大会，来反对做夜工和星期日劳动。公众怀着爱尔兰人的热情表

示站在工人一边，例如在都柏林１８６０年的五月大会上就是这样。

由于这一运动，只做日工的规定才在威克斯弗德、基尔肯尼、克

郎梅尔、瓦特福德等地真正有效地得到执行。

“在雇佣工人苦不堪言的里美黎克，由于面包房老板，特别是面包房兼磨

坊老板的反抗，运动遭到了失败。里美黎克的失败引起了恩尼斯和梯培雷里

两郡的倒退。在公众的不满情绪表现得最强烈的科克郡，老板们利用他们解

雇工人的权力，把运动压了下去。在都柏林，老板们进行了最坚决的反抗，他

们用迫害领导运动的工人的办法，迫使其余的工人让步，同意做夜工和星期

日劳动。”（８４）

在爱尔兰武装到牙齿的英国政府所属的委员会，竟痛切地规

劝都柏林、里美黎克、科克等地那些铁石心肠的面包房老板：

“委员会认为，劳动时间受自然规律的限制，若有违反，必受惩罚。老板

们用解雇来威胁工人，迫使他们违背宗教信仰，违反国家法律，冒犯社会舆论

〈这些全是指星期日劳动〉，这样老板们就播下劳资敌对的种子，做出了有害

宗教、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先例…… 委员会认为，把工作日延长到１２小时以

上，是横暴地侵犯工人的家庭生活和私人生活，这会破坏一个男人的家庭，使

他不能履行他作为一个儿子、兄弟、丈夫和父亲所应尽的家庭义务，以致造成

道德上的非常不幸的后果。１２小时以上的劳动会损害工人的健康，使他们早

（８４） 《１８６１年爱尔兰面包业委员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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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早死，因而造成工人家庭的不幸，恰好在最必要的时候，失去家长的照料

和扶持。”（８５）

以上是爱尔兰的情形。在海峡彼岸的苏格兰，农业工人（即

庄稼汉）揭露，他在最寒冷的天气里，每天要劳动１３—１４小时，

星期日还要从事４小时的额外劳动（这还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国家

里呢！）。（８６）就在这个时候，伦敦一个大陪审团面前站着三个铁

路员工：一个列车长，一个司机，一个信号员。一次惨重的车祸

把几百名旅客送到了另一个世界。这几个铁路员工的疏忽大意是

造成这次不幸事件的原因。他们在陪审员面前异口同声地说，１０—

１２年以前，他们每天只劳动８小时。但是在最近５—６年内，劳动

时间延长到了１４、１８甚至２０小时，而在旅客特别拥挤的时候，例

如在旅行季节，他们往往要连续劳动４０—５０小时。可是他们都是

些普通人，并不是塞克洛普。他们的劳动力使用到一定限度就不中

用了。他们浑身麻木，头发昏，眼发花。但是最“可尊敬的不列颠陪

审员”对他们的回答，是定为“杀人罪”，交付巡回审判庭审理，并只

在一项温和的附录中表示良好的愿望，希望铁路大亨们将来在购

买必要数量的“劳动力”时大方一些，在榨取所购买的劳动力时“节

（８５） 《１８６１年爱尔兰面包业委员会的报告》。

（８６） １８６６年１月５日，农业工人在格拉斯哥附近的拉斯威德举行群众大会。

（见１８６６年１月１３日《工人辩护士报》）１８６５年底，在苏格兰的农业工人中首先成立

了一个工联，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事件。在英格兰最受压迫的一个农业区白金汉郡，雇

佣工人于１８６７年３月举行一次大罢工，要求把周工资从９—１０先令提高到１２先

令。——（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英国农业无产阶级的运动，自从１８３０年后他们的强

大示威运动遭到镇压，特别是实行新的济贫法以来，虽然遭到了彻底破坏，可是到了

六十年代，这个运动又重新抬头，并终于在１８７２年进入了新的时代。在第二卷我还要

回过来谈谈这个问题，并且谈一谈１８６７年以后发表的关于英国农业工人状况的蓝皮

书。第３版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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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节欲”或“节俭”一些。（８７）

一大群不同职业、年龄、性别的各色各样的工人，争先恐后

地向我们拥来，简直比被杀者的鬼魂向奥德赛拥去还要厉害。即

使他们腋下没有夹着蓝皮书，我们也可以一眼看出他们从事过度

劳动的情形。现在让我们从这一大群人当中再挑出两种人来，一

种是女时装工，一种是铁匠。这两种人的鲜明的对照表明，在资

本面前一切人都是平等的。

１８６３年６月下旬，伦敦所有的日报都用《一个人活活累死》这

一“耸人听闻”的标题登载着一条消息，报道一个２０岁的女时装工

玛丽·安·沃克利是怎样死的。她在一家很有名的宫廷时装店里

做工，受一位芳名爱丽丝的老板娘的剥削。这里又碰到我们常常讲

的那一类老故事了。（８８）店里的女工平均每天劳动１６１
２
小时，在

忙季，她们往往要一连劳动３０小时，要不时靠喝雪莉酒、葡萄酒或

咖啡来维持她们已经不听使唤的“劳动力”。当时正是忙季的最高

（８７） 见１８６６年１月 ［２１日］《雷诺新闻》。这家周报每周都以“耸人听闻的标

题”，如《可怕的横祸》、《惊人的惨剧》等等，报道一连串新发生的铁路惨祸。北斯泰

福郡铁路线上的一个工人对此议论说：“谁都知道，司机和司炉稍一失神，就会造成严

重的后果。天气这么冷，还要拚命延长劳动时间，不让有片刻休息，那又怎能不造成

这样的后果呢？我们可以举一个每天都在发生的例子：上星期一，有一个司炉一清早

就上工，干了１４小时５０分钟才下工。他还没有来得及喝口茶，就又被叫去做工了。就

这样他一连做工２９小时１５分钟。这一周的其余几天，他的工作情形是这样：星期三

１５小时，星期四１５小时３５分，星期五１４１
２
小时，星期六１４小时１０分，一周共工作

８８小时３０分。不难设想，当他只得到６个工作日的工资时会感到多么惊异。这个人是

个新手，他问什么叫一个工作日，得到的回答是：１３个小时算一个工作日，也就是说，

７８小时算一周。而多做的１０小时３０分钟又怎么算呢？争吵了很久，最后才给他加了

１０个便士。”（１８６６年２月４日《雷诺新闻》）

（８８） 参看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２５３、２５４页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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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为了迎贺刚从国外进口的威尔士亲王夫人，女工们要为高贵

的夫人小姐立即赶制参加舞会的华丽服装。玛丽·安·沃克利同

其他６０个女工一起连续干了２６１
２
小时，一间屋挤３０个人，空气

少到还不及需要量的
１
３，夜里睡在用木板隔成的一间间不透气的

小屋里，每两人一张床。（８９）这还是伦敦一家较好的时装店。玛

丽·安·沃克利星期五得病，星期日就死了，而使老板娘爱丽丝

大为吃惊的是，她竟没有来得及把最后一件礼服做好。医生基斯

先生被请来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他直率地向验尸陪审团作证说：

“玛丽·安·沃克利致死的原因，是在过分拥挤的工作室里劳动时间过

长，以及寝室太小又不通风。”

为了教医生讲话得体，验尸陪审团却说：

“死者是中风死的，但是也有理由担心，在过分拥挤的工作室里劳动过度

等等，可能加速了她的死亡。”

（８９） 卫生局的里特比医生当时说：“成年人的寝室至少要有３００立方呎空气，而

住房至少要有５００立方呎。”伦敦一家医院的主任医生理查逊说：“各种女缝纫工——

女时装工、女服装工、普通女裁缝，都有三种灾难，这就是劳动过度，空气不足，营

养不够或消化不良。一般说来，这种劳动对于妇女无论如何要比男子更为适宜。这种

行业的不幸，特别在首都，是在于它被２６个资本家所垄断，这些资本家利用资本所产

生的权势，硬要从劳动里实现节约〈他的意思是说：靠浪费劳动力来节约费用〉。在整

个女缝纫工阶级中都感受到了资本家的这种权力。如果一个女服装工揽到了一些顾

客，那末由于竞争，她必须在家里拚死命地干，才能把顾客维持住，而且她必然要让

她的助手同样从事过度的劳动。如果她抢不到生意，或者不能再独立经营下去，她就

到一家裁缝店去做工，在那里，活并不轻，但是收入有保障。处于这样的地位，她就

变成了纯粹的奴隶，随着社会的动荡而飘泊不定；她时而呆在家里的小房间里挨饿或

近乎挨饿；时而又要在一昼夜劳动１５、１６甚至１８小时，而她们劳动的场所空气闷得

几乎令人喘不过气来，同时她们吃下的东西，哪怕吃得还不坏，由于缺乏新鲜空气，也

消化不了。纯粹由于空气不良而造成的肺病，就是靠这些牺牲者而存在的。”（理查逊

医生《劳动与过度劳动》，载于１８６３年７月１８日《社会科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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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贸易论者科布顿和布莱特的机关报《晨星报》叫喊道：“我

们的白色奴隶劳作到坟墓里去了，无声无臭地憔悴而死了。”（９０）

“累死——这是目前普遍存在的现象，不仅在时装店是如此，在很多地

方，在一切生意兴隆的地方都是如此…… 我们试以铁匠为例。如果可以相

信诗人的话，那末世界上再没有象铁匠那样强健、那样快活的人了。他大清

早就起来，太阳还没有出来，就丁当丁当地打起铁来。他比谁都吃得多，喝

得足，睡得好。单就身体条件来说，如果劳动适度，铁匠的情况确实是属于

最好的了。但是，我们到城里去，看看这些健壮的汉子所担负的劳动重担，看

看他们在我国的死亡表上所占据的位置吧。在梅里勒榜区〈伦敦最大的市区

之一〉，铁匠每年的死亡率为
３１
１０００

，比英国成年男子的平均死亡率高
１１
１０００
。打

铁几乎是人的天生的技能，本来是无可非议的，只是由于过度劳动才成为毁

灭人的职业。他每天能打这么多锤，迈这么多步，呼吸这么多次，干这么多

活，平均能活比方说５０年。现在强迫他每天多打这么多锤，多迈这么多步，

多呼吸这么多次，而这一切加在一起就使他的生命力每天多耗费
１
４。他尽力

做了，结果在一个有限的时期内多干了
１
４的活，但是他活不到５０岁，他３７

岁就死了。”（９１）

（９０） 见１８６３年６月２３日《晨星报》。《泰晤士报》曾利用这件事反对布莱特等

人而为美国奴隶主辩护。该报写道：“我们中间很多人认为，只要我们自己是用饥饿的

折磨来代替皮鞭的抽打，使我们本国的年轻妇女累死，我们就很难有权利用火和剑攻

击那些生来就是奴隶主的家族，他们至少是好好地养活他们的奴隶，并让奴隶进行适

度的劳动。”（１８６３年７月２日《泰晤士报》）托利党的报纸《旗帜报》也同样地申斥纽

曼·霍尔牧师说：“他把奴隶主开除教籍，可是却同那些用养一只狗的价钱驱使伦敦公

共马车夫和售票员等等每天劳动１６小时的正人君子在一起祈祷。”最后，预言家托马

斯·卡莱尔先生发言了。关于这位先生，还在１８５０年我就写过：“天才已经消失，剩

下的只是崇拜。”１１２这位卡莱尔先生在一篇简短的寓言中把现代史上的唯一重大事件，

美国南北战争，说成是北方的彼得拚命要打破南方保罗的头，因为北方的彼得“逐

日”雇用工人，而南方的保罗却“终生”雇用。（《萌芽中的美国伊利亚特》，载于１８６３

年８月《麦克米伦杂志》）这样，托利党同情城市雇佣工人（决不是农村雇佣工人！）的

肥皂泡终于破灭了。问题的核心还是奴隶制！

（９１） 理查逊医生《劳动与过度劳动》，载于１８６３年７月１８日《社会科学评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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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日工和夜工。换班制度

从价值增殖过程来看，不变资本即生产资料的存在，只是为

了吮吸劳动，并且随着吮吸每一滴劳动吮吸一定比例的剩余劳动。

如果它们不这样做，而只是闲置在那里，就给资本家造成消极的

损失，因为生产资料闲置起来就成了无用的预付资本；如果恢复

中断的生产必须追加开支，那末这种损失就变成积极的损失了。把

工作日延长到自然日的界限以外，延长到夜间，只是一种缓和的

办法，只能大致满足一下吸血鬼吮吸劳动鲜血的欲望。因此，在

一昼夜２４小时内都占有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要求。但是

日夜不停地榨取同一劳动力，从身体上说是不可能的，因此，要

克服身体上的障碍，就得使白天被吸尽的劳动力和夜里被吸尽的

劳动力换班工作。换班有各种办法，例如可以使一部分工人这个星

期做日班，下个星期做夜班，等等。大家知道，这种换班制度，这种

换班制的经营方法，在英国棉纺织业等部门方兴未艾的青春时期

是很盛行的，今天，在莫斯科省的纺纱厂中也很流行。这种２４小时

连续不停的生产过程，作为一种制度，直到今天还存在于大不列颠

的许多依然“自由”的工业部门中，其中如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

的炼铁厂、锻冶厂、压延厂以及其他金属工厂。在这里，劳动过程除

了６个工作日每天２４小时，在大多数工厂还包括星期日２４小时。

工人中有男有女，有成年人有儿童。儿童和少年从８岁（有时是６

岁）直到１８岁年龄不等。（９２）在某些部门中，少女和妇女也整夜

（９２）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３号报告》１８６４年伦敦版第Ⅳ、Ｖ、Ⅵ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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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男工一道做工。（９３）

我们且不说夜工的一般害处。（９４）昼夜２４小时不断的生产

过程，为打破名义上的工作日界限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例如在上

述那些劳动繁重的工业部门中，每个工人公认的工作日大多为１２

小时，无论夜工或日工都是如此。但是在很多场合，那种超出这

一界限的过度劳动，用英国官方报告的话来说，“实在可怕”。

（９５）报告说：

“任何有感情的人想到证词中提到的９—１２岁儿童所担负的劳动量，都

不能不得出结论说，再也不能容许父母和雇主这样滥用权力。”（９６）

（９３） “在斯泰福郡和南威尔士，少女和妇女不但白天而且夜里都在煤矿和焦炭

堆上做工。送交议会的报告经常指出，这种现象是造成尽人皆知的严重弊端的原因。这

些妇女同男子一道做工，从衣服上很难区别出来；她们浑身是污泥和煤灰。这种不适

于妇女的职业几乎必然使妇女丧失自尊心，因而使她们品行堕落。”（《童工调查委员

会。第３号报告》第１９４号第ＸＸＶＩ页，参看《第４号报告》（１８６５年）第６１号第ＸＩＩＩ

页）玻璃厂的情况也是如此。

（９４） 有一个雇儿童做夜工的钢厂老板说：“做夜工的少年在白天也不能睡觉，不

能得到必要的休息，他们只好在第二天不停地到处乱跑，看来这是很自然的。”（《童

工调查委员会。第４号报告》第６３号第ＸＩＩＩ页）一位医生谈到日光对身体的维护和发

育的重要性时说道：“日光还直接影响身体的各部组织，使其强健而富有弹性。动物的

肌肉缺少适量的光照就会松软，失去弹力，神经也会因缺乏刺激而失去应有的紧张度，

各个部分的发育就会受到阻碍…… 至于儿童，经常有充足的阳光，并且每天有一部

分时间受到日光的直接照射，对于他们的健康是特别重要的。日光可以促使食物变成

良好的成形血液，并使新形成的纤维组织强固起来。它还可以刺激视觉器官，从而加

强大脑各部分的机能。”这一段话摘自伍斯特总医院主任医生威·斯特兰吉先生论述

“健康”的著作（１８６４年）１１３。这位医生在给调查委员怀特先生的信中写道：“我从前在

郎卡郡有机会观察过夜工对工厂儿童的影响。和某些雇主通常的说法相反，我肯定认

为，这种劳动很快就使孩子的健康受到损害。”（《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４号报告》第

２８４号第５５页）这类事物也成为认真争论的对象，这就再好不过地表明，资本主义生

产是怎样影响着资本家及其仆从们的“大脑机能”。

（９５） 同上，第５７号第ＸＩＩ页。

（９６） 同上，第５８号第ＸＩ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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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昼夜轮班做工的办法，无论在忙时或平时，都会使工作日极度延

长。这种延长在许多场合不仅骇人听闻，而且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有时难免

有的儿童因某种原因不能上工接班。这时，一个或几个该下工的儿童就得留

下来填补空位。这个办法是人人皆知的，有一次，我问一个压延厂的经理，没

有上工的儿童由谁代替，他竟回答说：‘我知道，你心里和我一样明白。’他

毫不犹豫地承认了上述事实。”（９７）

“有一个压延厂，名义上的工作日是从早晨６点到晚上５点半。有一个儿

童，每星期有４个夜晚，至少要干到第二天晚上８点半……这样一直继续了

６个月。”“另一个儿童，９岁时，有时一连做３班，每班１２小时，１０岁时，

有时一连干两天两夜。”“第三个儿童，今年１０岁，每星期有三天都是从早晨

６点一直干到夜间１２点，在其余几天干到晚上９点。”“第四个儿童，今年１３

岁，整个星期都是从下午６点干到第二天中午１２点，有时接连做３班，例如

从星期一早晨一直干到星期二夜晚。”“第五个儿童，今年１２岁，在斯泰夫利

铸铁厂做工，他一连１４天都是从早晨６点干到夜间１２点，他已经不能再这

样干下去了。”９岁的乔治·阿林斯沃思说：“我是上星期五来的。我们应当

在第二天清早３点上工。所以我就留在这里过夜。我家离这里有５哩路。我

睡在地板上，铺一条皮围裙，盖一件短外衣。以后的两天我早晨６点来上工。

唉！这个地方真热！来这儿以前，我有整整一年的时间也是在高炉上做工。那

是在乡下的一家非常大的工厂，在那里，星期六也是清早３点上工，不过好

歹还能回家睡觉，因为离家不远。在别的日子里，我早晨６点上工，到晚上

６点或者７点下工。”如此等等。（９８）

（９７）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４号报告》（１８６５年）第５８号第ＸＩＩ页。

（９８） 同上，第ＸＩＩＩ页。当然，这些“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必然会象他们和一

位调查委员进行下述谈话时表现出来的那样！耶利米·海恩斯，１２岁，他说：“４的４倍

是８，而４个４是１６…… 国王是有一切金钱和黄金的人。我们有个国王，据说他是个

女王，他们叫她亚历山得拉公主。据说她嫁给了女王的儿子。公主是男人。”威廉·特

纳，１２岁，他说：“我不是住在英国。我想，是有这么一个国家，但以前根本不知道。”约翰

·莫利斯，１４岁，他说：“听说上帝造了世界，又听说所有的人都淹死了，只有一个人活

着；听说，这个人是一只小鸟。”威廉·斯密斯，１５岁，他说：“上帝造了男人，男人造了女

人。”爱德华·泰勒，１５岁，他说：“我根本不知道伦敦。”亨利·马特曼，１７岁，他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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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来听听资本自己是怎样解释这种２４小时制度的。当

然，对于这种制度的极端形式，对于它滥用这种制度，以致把工

作日延长到“骇人听闻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它是避而不谈

的。它所谈的只是这种制度的“正常”形式。

内勒和维克斯公司炼钢厂老板，雇有６００至７００个工人，其

中只有１０％未满１８岁，这些未满１８岁的工人当中又只有２０个

男孩是做夜班的。这个公司说：

“这些男孩根本不感到酷热难熬。温度大约介于８６°至９０°之间…… 锻

冶车间和压轧车间分昼夜两班劳动，其他各车间就只有日班，从早晨６点到

有时到教堂去…… 他们讲道时提到一个名字，叫耶稣基督，其他的名字我都说不上

来了，就连耶稣基督是怎么回事，我也说不上来。他不是被杀死的，而是象平常人那

样死去的。他和别人有些不同，因为他有些信教，别人不信。”（《童工调查委员会。第

４号报告》（１８６５年）第７４号第ＸＶ页）“魔鬼是好人。我不知道他住在哪儿。基督是

坏蛋。”“这个女孩（１０岁）把Ｇｏｄ〔上帝〕念成Ｄｏｇ〔狗〕，而且不知道女王的名字。”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５号报告》１８６６年第５５页第２７８号）在上述金属工厂中实行

的制度，在玻璃厂和造纸厂也很盛行。在用机器生产的造纸厂中，除了挑选破布以外，

所有其他工序照例都实行夜工。有的地方借助于换班制，通常从星期日晚上起直到下

星期六午夜１２点止，整个星期当中始终都有夜工。日班每星期有５天做１２小时，有

１天做１８小时。夜班每星期有５夜做１２小时，有１夜做６小时。有的地方是每班工人

一连做２４小时，隔一天一换班。其中一班在星期一做６小时，不过到星期六要做１８小

时以补足２４小时。有的地方实行介于这二者之间的制度，例如所有在造纸机上工作的

工人，一个星期中每天都做１５—１６小时。调查委员洛德说：这种制度看来兼有十二小

时换班制和二十四小时换班制的一切害处。在这种夜班制度下做工的，有１３岁以下的

儿童，有１８岁以下的少年，还有妇女。在实行十二小时换班制的情况下，有时接班的

人没有来，他们就不得不连干两班，干２４小时，证人的证词说明，男孩和女孩经常要

加班加点，往往是连续干２４小时，甚至３６小时。从事“连续不断而又单调乏味的”抛

光作业的，有１２岁的小姑娘，她们整月都是每天工作１４小时，“只有两次至多是三次

半小时的吃饭时间，此外没有任何正规的休息时间”。有些工厂完全取消了正规的夜

工，可是额外劳动却长得可怕，而且“往往是发生在那些最脏最热最单调的工序上”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４号报告》１８６５年第ＸＸＸＶＩＩＩ和ＸＸＸＩ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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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６点。锻冶车间的劳动是从１２点到１２点。有一些人只做夜工，不日夜

换班…… 我们没有发现日工和夜工对健康〈内勒和维克斯公司老板的健康

吗？〉有什么不同的影响。而且，休息时间固定不变比昼夜改变恐怕要睡得好

些…… 约有２０个未满１８岁的少年做夜班…… 不叫１８岁以下的少年做

夜工，我们就应付不下去。我们所以反对，是因为这会增加生产费用。熟练

工人和工头不容易找，而少年工要多少有多少…… 当然，我们使用的少年

工的比例是比较小的，所以限制夜工同我们并没有多大的利害关系。”（９９）

约翰·布朗公司钢铁厂有３０００名成年男工和少年工，一部分

制钢制铁的重活是“昼夜换班”的。该公司的约·埃利斯先生说，

在劳动繁重的制钢厂，每两个成年男工配一个或两个少年工。在

他们公司里，１８岁以下的少年工有５００名，其中约
１
３
即１７０名不

满１３岁。关于拟议中的法律修正案，埃利斯先生说：

“禁止未满１８岁的人在２４小时内劳动１２小时以上，我并不认为是特别

值得谴责的。但是我不认为，人们可以划一条线来规定１２岁以上的少年免做

夜工。我们宁可接受完全禁止未满１３岁甚至１５岁的少年做工的法律，而不

愿接受不让我们已有的少年做夜工的禁令。做日班的少年也必须轮换做夜

班，因为成年男工不能老是做夜班；这会毁掉他们的健康。不过我们认为，做

一星期夜工，又做一星期日工，不会有什么害处。〈而内勒和维克斯公司为了

维护他们自己的工厂的利益，却相反地认为，连续做夜工并没有害处，定期

轮换做夜工倒可能有害处。〉我们看到，轮换做夜工的人同专做日工的人同样

健康…… 我们反对禁止１８岁以下的少年做夜工，因为这会增加费用。这就

是唯一的理由。〈多么无耻的坦率！〉我们认为，为此增加的费用，会超出企

业正常的负担能力，如果适当地考虑到营业的成效的话。〈多么拐弯抹角！〉这

里劳力很少，进行这种调整，就会使劳力不够用。〈这就是说，埃利斯—布朗

公司就会陷入不得不如数支付劳动力价值的不幸境地。〉”（１００）

（９９）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４号报告》１８６５年第７９号第ＸＶＩ页。

（１００） 同上，第８０号第ＸＶＩ和ＸＶＩ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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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麦尔公司的“塞克洛普”钢铁厂同上述约翰·布朗公司的

规模不相上下。该厂的经理曾把他的一份书面证词亲手递交给政

府委员怀特，但是后来把证词退给他修改时，他又觉得最好还是

把这个手稿隐藏起来。但怀特先生的记忆力很强。他非常清楚地

记得，在塞克洛普公司看来，禁止儿童和少年做夜工是“行不通

的事情；这无异于关闭他们的工厂”，虽然在他们工厂中未满１８岁

的少年只占６％强，未满１３岁的只占１％！（１０１）

关于这个问题，亚特克利夫的炼钢、压延、锻铁工厂，桑德

森兄弟钢铁公司的伊·弗·桑德森先生说：

“禁止未满１８岁的少年做夜工会引起很大的困难；主要的困难是，用成

年男工代替少年工必然使费用增加。增加多少，我说不上，但是看来不会增

加到使工厂主能够提高钢的价格，因此，这种损失就落在工厂主身上，因为

成年男工〈多么固执的人！〉当然会拒绝承担这种损失”。

桑德森先生不知道他究竟付给儿童多少工资，不过，

“大概每人每周得到４—５先令…… 少年工干的活，一般地说来〈当然不总

是“特殊地说来”〉，有少年工的力气就足够用了，用成年男工的较大力气是

得不偿失，只有在很少的场合，如金属制件很重时，使用这种较大的力气才

合算。成年男工也喜欢有个少年工当下手，因为成年男工不那么听话。此外，

儿童也应当从小就开始学手艺。只许少年做日工，就达不到这个目的”。

为什么呢？为什么少年不能在白天学手艺呢？你的理由是什

么呢？

“因为这样一来，成年男工一周做日工，一周做夜工，就会有一半时间和

同班的少年工分开，从而把他们从少年工那里得到的利益丧失一半。成年男

（１０１）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４号报告》１８６５年第８２号第ＸＶＩ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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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教少年工学手艺，就算作少年工劳动报酬的一部分，这就使成年男工能够

得到廉价的少年劳动。所以，只准少年做日工，就会使每个成年男工的利益

丧失一半。”

换句话说，桑德森公司就得自己掏腰包，而不能再用少年工

的夜间劳动来支付成年男工的这部分工资了。这样一来，桑德森

公司的利润就会减少一些，而这就是桑德森公司所谓少年工不能

在白天学手艺的好理由（１０２）。此外，现在同少年工换班的成年

男工就得担负起全部的夜工，这是他们不能忍受的。总之，困难

是太大了，也许会使夜工完全停下来。伊·弗·桑德森说：“至于

说到钢的生产本身，那倒不会有什么差别。但是！”但是桑德森公

司不单是生产钢而已。生产钢只是赚钱的借口。熔炉、轧钢设备

等等，厂房、机器、铁、煤等等，除了变成钢，还有别的任务。它

们的存在是为了吸取剩余劳动，而２４小时吸取的剩余劳动当然比

１２小时多。事实上，按照上帝旨意和人间法律，桑德森公司有了

它们也就有了一张证书，可以在一天全部２４小时内支配一定数量

人手的劳动时间；而它们吸取劳动的职能一旦中断，它们也就丧

失了资本的性质，从而给桑德森公司造成纯粹的损失。

“这时，在这些有一半时间停着不用的非常贵重的机器上，必然会受到损

失。并且，为了生产在目前这种制度下所能生产的同样数量的产品，就得把

厂房和机器增加一倍，而这样就会使费用增加一倍。”

其他资本家都只准在白天开工，他们的厂房、机器、原料到夜

（１０２） “在我们这个富于思考的和论辩的时代，假如一个人不能对于任何事物，

即使是最坏的最无理的事物说出一些好理由，那他还不是一个高明的人。世界上一切

腐败的事物之所以腐败，无不有其好理由。”（黑格尔《哲学全书》，第１部《逻辑》，１８４０

年柏林版第２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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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就“停着不用”，可是为什么这个桑德森公司偏偏要求特权呢？

伊·弗·桑德森代表全体桑德森回答说：

“是的，凡是只在白天开工的工厂，都会遭受到这种由于机器停着不用而

造成的损失。但是我们使用熔炉，损失就更大。如果熔炉不停火，就会浪费

燃料〈现在却是浪费工人的生命材料〉，如果熔炉停火，就要重新生火并等待

烧到必要的热度，这就损失了时间〈而睡眠时间——甚至是８岁孩子的睡眠

时间——的损失，正是桑德森家族捞到的劳动时间〉，而且一冷一热会使熔炉

受到损害〈而昼夜换班劳动却不会使熔炉受到损害了〉”（１０３）。

（１０３）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４号报告》１８６５年第８５号第ＸＶＩＩ页。玻璃厂老

板先生也有类似的忧虑，他认为规定童工的“正规吃饭时间”是不可能的，因为熔炉

由此失散的一定热量是“纯粹的损失”或“浪费”。调查委员怀特对此作了答复。怀特

完全不象尤尔、西尼耳等人以及他们的可怜的德国应声虫罗雪尔等人那样，为资本家

花费他们的货币时的“节制”、“禁欲”和“节俭”以及他们对人的生命的帖木儿－塔

梅尔兰式的“浪费”而大为感动，他回答说：“定出正规的吃饭时间会比现在多浪费一

些热量，但是这种浪费同现在各玻璃厂中正在发育的儿童由于没有时间舒舒服服吃顿

饭和没有时间进行消化而给王国造成的生命力的浪费相比较，即使折合成货币价值，

也是算不了什么的”（同上，第ＸＬＶ页）。这还是在“进步年”１８６５年！在制造玻璃瓶

和燧石玻璃的工厂中做工的儿童，且不说他们搬运时要费多少气力，他们不停地做工，

６小时就得走１５—２０（英）里路！而劳动往往长达１４—１５小时！在许多这种玻璃厂，

象在莫斯科的纺纱厂那样，盛行六小时换班制。“在从事劳动的一周中，六小时已经是

连续得最长的休息时间了。而其中还包括往返工厂、盥洗、穿衣、吃饭所需要的时间。

这样一算，实际剩下的休息时间就极少了。如果不牺牲些睡眠时间，那就没有时间游

戏和呼吸点新鲜空气，而对于在如此高温下担负如此繁重劳动的儿童来说，睡眠又是

绝对不可少的…… 但是就连短短的睡眠也睡不稳，在夜间他们担心睡过时间，在白

天又被外面的喧闹声吵醒。”怀特先生曾列举事实，说明有个少年连续做了３６小时工，

有些１２岁的男孩一直干到夜里２点钟，然后在厂里睡到早晨５点钟（只睡３个小时！），

就又开始白天的工作！总报告起草人特里门希尔和塔夫耐尔说：“男女童工和女工在日

班或夜班中所担负的劳动量是惊人的。”（同上，第ＸＬＩＩＩ页和第ＸＬＩＶ页）可是“异常

禁欲”的玻璃业资本家，也许正喝醉了酒，在深夜里东倒西歪地从俱乐部走回家去，一

边走一边象个傻瓜似地哼着：“不列颠人永远永远不会当奴隶！”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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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十四

  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末叶关于

  延长工作日的强制性法律  

“什么是一个工作日呢？”资本支付劳动力的日价值，可以在多

长的时间内消费劳动力呢？在劳动力本身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

时间以外，可以把工作日再延长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知道，资本对

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工作日就是一昼夜２４小时减去几小时休息时

间。没有这种休息时间，劳动力就根本不能重新工作。首先，不言

而喻，工人终生不外就是劳动力，因此他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时间，

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应当用于资本的自行

增殖。至于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

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

星期日的休息时间（即使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国家里）（１０４），——这

全都是废话！但是，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象狼一

（１０４） 例如，在英格兰农村，有的地区直到目前为止，工人还常常因为在安息

日在自己房前的园圃里干点活，亵渎了安息日，而受到拘禁的处分。但是同一个工人

如果在星期日不去金属厂、造纸厂或玻璃厂干活，那末即使是出于宗教的癖性，也要

按违反契约论处。如果对于安息日的亵渎是发生在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内，正统

教徒的议会就充耳不闻了。伦敦鱼店和家禽店的短工，在一份要求废除星期日劳动的

呈文（１８６３年８月）中说，他们在一星期的前６天，每天平均劳动１５小时，星期日劳

动８—１０小时。从这份呈文还可以看出，这种“星期日劳动”正是埃克塞特会堂１１５的

饕餮而伪善的贵族所鼓励的。这些如此热心“追求肉体享受”的“圣徒”，是通过他们

容忍第三者的过度劳动、贫困和饥饿来表明自己的基督徒精神的。美餐对他们（工

人）是非常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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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

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

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

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因此对待工人

就象对待单纯的生产资料那样，给他饭吃，就如同给锅炉加煤、给

机器上油一样。资本把积蓄、更新和恢复生命力所需要的正常睡

眠，变成了恢复精疲力尽的机体所必不可少的几小时麻木状态。在

这里，不是劳动力的正常状态的维持决定工作日的界限，相反地，

是劳动力每天尽量的耗费（不论这是多么强制和多么痛苦）决定

工人休息时间的界限。资本是不管劳动力的寿命长短的。它唯一

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它靠缩短劳动

力的寿命来达到这一目的，正象贪得无厌的农场主靠掠夺土地肥

力来提高收获量一样。

可见，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

剩余劳动的吸取——通过延长工作日，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

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的正常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

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死亡。（１０５）它靠缩短工人的

寿命，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

但是，劳动力的价值包含再生产工人或延续工人阶级所必需

的商品的价值。既然资本无限度地追逐自行增殖，必然使工作日

延长到违反自然的程度，从而缩短工人的寿命，缩短他们的劳动

力发挥作用的时间，因此，已经消费掉的劳动力就必须更加迅速地补

（１０５） “我们在以前的报告中曾提到，许多有经验的工厂主确认，过度的劳动

……无疑具有过早地耗尽人的劳动力的危险。”（《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４号报告》１８６５

年第６４号第ＸＩＩ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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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这样，在劳动力的再生产上就要花更多的费用，正象一台机

器磨损得越快，每天要再生产的那一部分机器价值也就越大。因

此，资本为了自身的利益，看来也需要规定一种正常工作日。

奴隶主买一个劳动者就象买一匹马一样。他失去奴隶，就是

失去一笔资本，必须再花一笔钱到奴隶市场上去买，才能得到补

偿。但是，

“尽管乔治亚州的稻田和密西西比州的沼泽地对人体组织具有致命的危害，

这种对人的生命的破坏，总不会大到连靠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的黑人众多

的‘自然保护区’也补充不了的程度。当经济上的考虑使奴隶主的利益同保

存奴隶相一致时，这种考虑还可以成为奴隶受到人的待遇的某种保证，但在

实行奴隶贸易以后，同样的经济上的考虑却成了把奴隶折磨致死的原因，因

为奴隶一旦可以从外地的黑人‘自然保护区’得到补充，他们的寿命也就不

如他们活着时的生产率那样重要了。因此，在奴隶输入国，管理奴隶的格言

是：最有效的经济，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当牛马的人身上榨出最多的劳动。

在种植热带作物的地方，种植园的年利润往往与总资本相等，正是在这些地

方，黑人的生命被视同草芥。正是这个几世纪来成为巨大富源的西印度农业，

曾吞没了几百万非洲人。拿现在的古巴来说，那里每年的收入总是以百万计

算，种植园主俨然就是王公，但是我们看到，那里的奴隶阶级饮食最坏，劳

动最累最重，甚至每年都有一大批人直接由于劳动过度、睡眠和休息不足等

慢性折磨而丧命”（１０６）。

只要换一个名字，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４试把奴隶贸易换

成劳动市场，把肯塔基和弗吉尼亚换成爱尔兰以及英格兰、苏格

兰和威尔士的农业区，把非洲换成德国再看看罢！我们已经听到，

过度劳动使伦敦的面包工人不断丧生，可是伦敦的劳动市场总是

挤满来自德国和其他地方的人，等着去面包房送死。我们已经看

到，陶器业是工人寿命最短的行业之一。但是陶工是不是因此就缺少

（１０６） 凯尔恩斯《奴隶劳力》１８６２年伦敦版第１１０、１１１页。

６９２ 第三篇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呢？普通工人出身的、现代陶器业的创始人约瑟亚·威季伍德，

１７８５年曾向下院说，陶器业共有１５０００到２００００人。（１０７）到了

１８６１年，单是大不列颠的陶器业市镇人口就有１０１３０２人。

“棉纺织业有９０年的历史…… 在英国经历了三代人，却吞没了九代纺

织工人。”（１０８）

诚然，在个别的热病式的繁荣时期，劳动市场上曾严重缺乏

劳动力。例如１８３４年就是这样。当时工厂主先生们向济贫法委员

会建议，把农业区的“过剩人口”送往北方，并表示“工厂主们

将吸收和消费这批人”（１０９）。这是他们的原话。

“在济贫法委员会的同意下，在曼彻斯特成立了代办所。农业工人的名单

造好以后交给了代办所。工厂主们纷纷赶到代办所，挑选自己需要的人，然

后就把这些家庭从英国南部运出来。这些人体包裹就象一包包货物一样，挂

上签条，装上船或货车运走了；也有人步行，很多人迷了路，在工业区流浪，

濒于饿死的境地。这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贸易部门。下院几乎不相信会

有这样的事。但是这种经常的贸易，这种贩卖人肉的行当继续存在，曼彻斯

特代办所不断把这些人买来，卖给曼彻斯特的工厂主，就象把黑人经常不断

地卖给美国南部各州的植棉主一样…… １８６０年，棉纺织业空前繁荣……

 人手又不够了。工厂主们又向贩卖人肉的代办所求援……于是代办所便到

多尔塞特郡的沙丘地带、戴文郡的高地、威尔兹郡的平原去搜罗，但过剩的

人口已经被吸收光了。”

《贝里卫报》抱怨说，英法通商条约签订以后，本来还会吸收

１万人，而且马上还需要３—４万人。但是从事人肉买卖的大小代

办所１８６０年在农业区几乎没有搜罗到什么人，于是

“工厂主们派了代表去求见济贫法委员会主席维利尔斯先生，请求他再次准

（１０７） 约翰·华德《特伦特河畔的斯托克城》１８４３年伦敦版第４２页。

（１０８） １８６３年４月２７日费兰德在下院的演说。

（１０９） “工厂主们将吸收和消费这批人。这是棉纺织厂主们的原话。”（同上）

７９２第八章 工 作 日



许贫民习艺所的穷孩子和孤儿进工厂去做工”（１１０）。

一般说来，经验向资本家表明：过剩人口，即同当前资本增

殖的需要相比较的过剩人口，是经常存在的，虽然这些人发育不良，

（１１０） １８６３年４月２７日费兰德在下院的演说。尽管维利尔斯有最良好的愿望，

但“根据法律”他不得不拒绝工厂主们的要求。可是由于地方贫民管理局的甘愿效劳，

这些先生们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工厂视察员亚·雷德格雷夫先生硬说，这一次，这

种 “根据法律”把孤儿和贫民的孩子当作学徒看待的制度，“没有带来以前的弊病”

（关于这些“弊病”，参看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不过确实在一种情况下，也

就是“在那些从苏格兰农业区被送到郎卡郡和柴郡的少女和年轻妇女的身上，这种制

度是被滥用了”。工厂主根据这个“制度”同济贫院当局订立了有一定期限的契约。工

厂主供给这些儿童衣食住，还给一点补贴。１８６０年是英国棉纺织业最繁荣的一年，而

且工资也高，因为对工人的需求量特别大，可是这时爱尔兰的人口却减少了，英格兰

和苏格兰农业区的人口空前大量地迁往澳洲和美洲了，同时英格兰某些农业区的人

口，由于生命力大受摧残以及可利用的人口早已被人肉贩子搜罗走而大大减少了。如

果注意到这些事实，再来听听雷德格雷夫先生的下面一段话，就会感到奇怪了。他说：

“但是这种劳动〈济贫院儿童的劳动〉只有在找不到别的劳动时才有人去找，因为这是

一种昂贵的劳动。一个１３岁的少年每周的普通工资大约是４先令；但是要供给５０个

或１００个这样的少年的衣食住，再加上医药补助费和一定的监管费，此外再加上少量

的补贴，这样每人每周４先令是不够的。”（《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０年４月３０日》第

２７页）雷德格雷夫先生忘记说明，既然工厂主以每人４先令的费用都无法把５０个或

１００个孩子放在一起养活和监管，那末工人自己又怎能靠自己孩子的４先令工资来做

到这一点呢。为了避免从正文中引出错误的结论，在这里我还应当指出，英国棉纺织

业自从施行１８５０年工厂法，因而对劳动时间等进行调整以后，已应看作是英国的模范

工业。英国棉纺织工人的处境，从各方面来说都比大陆上的命运相同的伙伴好些。“普

鲁士的工厂工人每星期至少比他们的英国对手多劳动１０小时，而如果他们是在自己

家里用自己的织机工作，那末连这个追加劳动时间的界限也要突破了。”（《工厂视察

员报告。１８５５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１０３页）上面提到的工厂视察员雷德格雷夫，在１８５１

年工业博览会以后，曾到大陆上，特别是到法国和普鲁士调查工厂状况。关于普鲁士

的工厂工人，他说，“他们得到的工资仅够购买简单的食品和少量他们习惯用的生活舒

适品…… 与他们的英国对手相比，他们生活更苦，劳动更重”（《工厂视察员报告。

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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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短促，更替迅速，可以说未成熟就被摘掉。（１１１）另一方面，经

验向有理解力的观察者表明：虽然从历史的观点看，资本主义生产

几乎是昨天才诞生的，但是它已经多么迅速多么深刻地摧残了人

民的生命根源；工业人口的衰退只是由于不断从农村吸收自然生

长的生命要素，才得以缓慢下来；甚至农业工人，尽管他们可以吸

到新鲜空气，尽管在他们中间自然选择的规律（按照这个规律，只

有最强壮的人才能生存）起着无限的作用，也已经开始衰退了

（１１２）。有如此“好理由”来否认自己周围一代工人的苦难的资本，

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不理会人类将退化并将不免终于灭种的前

途，就象它不理会地球可能和太阳相撞一样。在每次证券投机中，

每个人都知道暴风雨总有一天会到来，但是每个人都希望暴风雨

在自己发了大财并把钱藏好以后，落到邻人的头上。我死后哪怕洪

水滔天！１１６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因此，资

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

（１１３）人们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资

本却回答说：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利润），我们又何必为此苦

（１１１） “从事过度劳动的人死得惊人地快；但死者的空位，马上又有人补充上，

人物频频更换，但舞台上并不因而发生任何变化。”（《英国和美国》１８３３年伦敦版第

１卷第５５页；爱·吉·威克菲尔德著）

（１１２） 见《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第６号报告。１８６３年》１８６４年伦敦版。

这个报告特别谈到农业工人。“人们认为萨特伦德郡是一个有很大改进的郡，但最近的

调查发现，在这个曾经以出美男子和勇敢士兵而闻名的地方，居民已退化成瘦弱的种

族了。尽管这个地区背山临海，环境极其有益于健康，但儿童的面容异常消瘦苍白，竟

同在伦敦小巷的污秽空气中才能遇到的那种面容一样。”（桑顿《人口过剩及其补救办

法》１８４６年伦敦版第７４、７５页）他们实际上同那些和娼妓、小偷挤住在格拉斯哥的小

街陋巷的３万个“英武的山地居民”相似。

（１１３） “尽管居民的健康是国民资本的一个重要成分，但恐怕必须承认，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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恼呢？
１１７
不过总的说来，这也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

意。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

每个资本家起作用。（１１４）

正常工作日的规定，是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斗争

的结果。但在这个斗争的历史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倾向。例如，

我们对照一下英国现行的工厂立法和从十四世纪起一直到十八世

纪中叶的劳工法（１１５）。现代的工厂法强制地缩短工作日，而当

时的劳工法力图强制地延长工作日。资本在它的萌芽时期，由于刚

刚出世，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

才能确保自己榨取足够的剩余劳动的权利，它在那时提出的要求，

同它在成年时期不得不忍痛做出的让步比较起来，诚然是很有限

的。只是过了几个世纪以后，“自由”工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根本不想保持和珍惜这个财富…… 工厂主关心工人的健康状况是被迫的。”（《泰晤

士报》１８６１年１１月５日）“西莱丁的男人成了人类的织工……工人的健康被断送了，再

过几代这个种族就会退化下去，但发生了反作用。儿童劳动的时间受到了限制……”

（《中央注册局局长第２２号年度报告》１８６１年）

（１１４） 例如，我们看到，１８６３年初，在斯泰福郡拥有大规模陶器厂的２６家公司，

其中包括约·威季伍德父子公司，提出呈文，请求“国家进行强制干涉”。他们说，同

“别的资本家的竞争”使他们不能“自愿地”限制儿童的劳动时间等等。“因此，虽然

我们对上述弊病深恶痛绝，但依靠工厂主之间的某种协议是不可能制止这种弊病的

…… 鉴于所有这些情况，我们确信，制定一种强制的法律是必要的。”（《童工调查

委员会。第１号报告》１８６３年第３２２页）

注（１１４）的补充：最近有一个更突出的例子。在热病式的繁荣时期，棉价很高，于是

布莱克本的棉织业主们达成协议，在一定时期内缩短自己工厂的劳动时间。这个期限

大约到十一月底（１８７１年）为止。然而兼营纺和织的富裕厂主利用这个协议所造成的生

产缩减的机会，扩大自己的营业，从而靠牺牲小厂主获得了大量利润。这些小厂主迫于

困难就向工厂工人呼吁，要他们大力鼓吹九小时工作日，并答应为此给以资助！

（１１５） 在英国，这些劳工法（在法国、尼德兰等国同时也有这种法令）是在１８１３

年，在生产关系早已使它们失效以后，才正式废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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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才自愿地，也就是说，才在社会条件的逼迫下，按照自

己的日常生活资料的价格出卖自己一生的全部能动时间，出卖自

己的劳动能力本身，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自己的长子继承权１１８。因

此，从十四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末，资本借国家政权的力量力图

迫使成年工人接受的工作日的延长程度，同十九世纪下半叶国家

在某些地方为了限制儿童血液变成资本而对劳动时间规定的界限

大体相一致，这是很自然的了。例如，在马萨诸塞州，这个直到

最近还是北美共和国最自由的州，今天国家规定的１２岁以下儿童

的劳动时间的界限，在十七世纪中叶还曾经是英国的健壮的手工

业者、结实的雇农和大力士般的铁匠的正常工作日。（１１６）

第一个劳工法（爱德华三世二十三年即１３４９年）的颁布，其直

接借口（是借口，而不是原因，因为这种法律在这个借口不再存在

的情况下继续存在了几百年）是鼠疫猖獗１１９，死了很多人，用一个

托利党著作家的话来说，当时“要用合理的价格〈即能保证雇主得

到合理的剩余劳动量的价格〉雇用工人，已经困难到了实在难以忍

受的地步”（１１７）。因此，在法律上强制地规定了“合理”工资和工

（１１６） “１２岁以下的儿童在工厂中每天不得劳动１０小时以上。”（《马萨诸塞州

普通法》第６０章第３节。这些法令是１８３６—１８５８年颁布的。）“在所有棉纺织厂、毛

织厂、丝织厂、造纸厂、玻璃厂、亚麻厂或铁工厂和其他金属加工厂实行的每天１０小

时劳动，应视为法定的日劳动量。又规定，对于不论在任何工厂做工的未成年人，今

后皆不得鼓励或强迫他们每天劳动１０小时以上，或每周劳动６０小时以上；其次，本

州任何工厂今后皆不得雇用１０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当工人。”（《新泽西州。限制工作日

的长度的法令》第１、２节。１８５１年３月１８日法令）“１２岁至１５岁的未成年人，不论

在任何工厂，每天不得劳动１１小时以上，并且不得在早晨５点以前和晚上７点半以后

做工。”（《罗得岛州修订条例》第１３９章第２３节。１８５７年７月１日）

（１１７） ［约·巴·拜耳斯］《自由贸易的诡辩》１８５０年伦敦第７版第２０５页。这位

托利党人还承认：“议会通过的不利于工人而有利于雇主的调整工资的法令，维持了

４６４年之久。人口增长了。这些法令现在已经成为多余，成为累赘了。”（同上，第２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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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日界限。后面这一点，即我们在这里唯一关心的一点，在１４９６

年（亨利七世时期）的法令中又提到了。依照法令（虽然始终没

有实现），所有手艺人和农业工人的工作日，从三月到九月，应该

是从早晨５点到晚上７—８点，其中吃饭时间是早饭１小时，午饭

１
１
２
小时，午后小餐

１
２小时，正好比现行工厂法规定的吃饭时间多

一倍。（１１８）冬季，是从早晨５点劳动到天黑，中间的休息时间

不变。１５６２年的伊丽莎白法令，没有触动“按日领工资或按周领

工资”的所有工人的工作日长度，不过它设法把夏季的休息时间

限制为２１
２
小时，冬季限制为２小时。午饭时间只有１小时，“

１
２

小时午睡制”只准在五月中至八月中这段时间内实行。旷工１小

时扣工资１便士。但实际上，工人所受的待遇要比法令规定的好

得多。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

人威廉·配第，在十七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发表的一部著作中说：

“工人〈当时是指农业工人〉一天做工１０小时，一星期吃饭２０次，就是

说，平日每天３次，星期天两次。可见，只要他们星期五晚上节食，午饭时

间不象现在这样用两小时即从１１时到１时，而用一个半小时，从而劳动增加

１
２０，消费减少

１
２０，那末，上述税收的

１
１０就可以筹集出来了”（１１９）。

安得鲁·尤尔博士抨击１８３３年的十二小时工作日法案是倒

（１１８） 关于这项法令，约·威德公正地指出：“从１４９６年的法令可以看出，当

时的伙食费等于手工业者收入的１
３
，等于农业工人收入的

１
２
。这说明，当时的工人比

现在的工人有更大的独立性，因为现在农业工人和工场手工业工人的伙食费在他们工

资中所占的比重大得多了。”（约·威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第２４、２５、５７７

页）有人认为，这种差别是由于现在的食品和衣服的比价和那时的比价不同造成的，但

只要略为看一下弗利特伍德主教的《行情表》（１７０７年伦敦第１版及１７４５年伦敦第２

版），这种意见就不攻自破了。

（１１９） 威·配第《爱尔兰政治剖视。１６７２年》１６９１年版第１０页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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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到黑暗时代，不是说得很公平吗？当然，劳工法中列举的并为

配第所提到的各项规定对学徒也是适用的。至于直至十七世纪末

儿童劳动的情况究竟怎样，我们从下面的怨言中可以看出：

“我们英国少年在当学徒以前，什么都不干，因此，他们当然需要７年这

样长的时间，才能成为熟练的手艺人”。

相反地，德国值得夸耀的是，那里的儿童在摇篮里就至少

“受到一点职业训练”（１２０）。

在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直到大工业时期以前，英国资

本还不能靠支付劳动力一星期的价值而占有工人的整个星期，只

有农业工人是例外。当时工人靠四天的工资可以生活一星期，在

他们看来，这一事实并不能成为其余两天也要为资本家做工的充分

（１２０） 《论促进机械工业发展的必要性》１６９０年伦敦版第１３页。为了讨好辉格

党和资产阶级，马考莱伪造了英国历史，他宣称：“让儿童过早地从事劳动的做法，在

十七世纪十分盛行，这从当时的工业状况来看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在毛织业的中心诺

里奇，６岁的儿童就被看作是有劳动能力的。当时有许多著作家，其中包括有些被认为

是心地非常正直的著作家，曾以‘惊喜若狂’的心情谈到，单是在这座城市，男女童

工一年所创造的财富就比他们的生活费要多１２０００镑。我们对过去的历史研究得越仔

细，就越有理由驳斥那种认为我们时代充满了新的社会弊病的见解。新东西不过是发

现这些弊病的智慧和医治这些弊病的人道精神”（《英国史》第１卷第４１７页）。马考

莱本来还可以告诉我们：十七世纪的“心地非常正直”的商业之友，曾以“惊喜若

狂”的心情叙述荷兰的一所济贫院曾怎样雇用一个４岁的儿童做工，而且这种“应用

于实际的道德”的例子，直到亚·斯密时代为止，在一切马考莱式人道主义者的著作

中都有过。诚然，随着那种和手工业有区别的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剥削儿童的踪迹也

就显现出来了。这种剥削在一定程度上从来就存在于农民中间，并且农民身上的枷锁

越沉重，这种剥削就越厉害。资本的趋势是很明显的，但事实本身却象双头婴儿一样，

是极为罕见的。因此，富于预感的“商业之友”就以“惊喜若狂”的心情把这些事实

当作特别值得重视、值得惊异的事情记录下来，以垂教同时代的和后代的人们，并让

他们去摹仿。这位喜欢献媚和爱说漂亮话的苏格兰人马考莱还说：“我们现在听到的只

是退步，但看到的只是进步。”这是什么眼睛，尤其是，这是什么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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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英国有一派经济学家为了替资本效劳，猛烈攻击工人顽固

不化；另一派经济学家则为工人辩护。例如，我们就来听听波斯

耳思威特（当时他编的商业辞典，就象现在麦克库洛赫和麦克格

莱哥尔的同类著作一样受到好评）和前面引述过的《论手工业和

商业》的作者之间的争论吧（１２１）。

波斯耳思威特说道：

“我在结束这几点评述的时候，不能不提到从许多人那里听来的这样一

种陈腐论调：如果工人（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ｏｕｓｐｏｏｒ）做５天工就足够维持生活，他就

不想做满６天工。他们因此做出结论说，必须用税收或任何其他办法提高那

些甚至是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来迫使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每星期不

间断地劳动６天。请原谅，我的见解和这些要王国的劳动人口永远做奴隶的

大政治家们不同。他们忘记了这样一句谚语：‘只管干活不玩耍，头脑迟钝人

变傻’。难道英国人没有因为他们多才多艺的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一

向为不列颠的商品争得普遍声誉而感到自豪吗？这是怎样得来的呢？或许就

是由于我们生性活泼的劳动大众善于休息娱乐吧。如果硬要他们终年劳碌，

每星期干满６天，而且老是干同样的活，那他们的才能不会退化吗？他们不

会由活泼的灵巧的人变为笨拙的迟钝的人吗？我们的工人由于这种长期的奴

隶制，不是会丧失自己的声誉而不是保持自己的声誉吗？…… 还能指望受

着这种残酷折磨的动物有什么熟练的技艺吗？…… 他们中间许多人４天干

的活，抵得上法国人干５—６天。但是，如果英国人长期做苦力，恐怕他们就会

（１２１） 非难工人最凶的就是本文提到的《论手工业和商业》（１７７０年伦敦版）的

匿名作者。他早在《论赋税》（１７６５年伦敦版）一书中就进行了这样的非难。站在这一

方的，还有妙不可言的饶舌统计家普隆涅斯－阿瑟·杨格。为工人辩护的，最出色的

当推：杰科布·范德林特《货币万能》（１７３４年伦敦版）；神学博士纳萨涅尔·福斯特

牧师《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１７６７年伦敦版）；普莱斯博士，特别是波斯耳思威特

（对自己的《工商业大辞典》一书的增补以及他的《阐明并增进大不列颠商业利益》１７５９

年伦敦第２版）。至于事实本身，当时的许多别的著作家都是确认的，例如约瑟亚·塔

克尔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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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落在法国人后面。我国人民在战争中素以勇敢闻名，我们不是常说，这

是因为一方面有美味的英国牛排和布丁来果腹，另一方面有立宪的自由精神

吗？我国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所以有高超的才能、精力和技巧，怎能说

不是因为他们享有可以随意休息娱乐的自由呢？但愿他们永远不会丧失这种

特权，不会失去成为他们劳动技巧和英勇精神的来源的优越生活！”（１２２）

关于这个问题，《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却回答说：

“假如每周的第七天休息是上帝的安排，那就是说，其余６天属于劳动

〈下面我们就会看到，他的意思是说属于资本〉，所以强制实行上帝的这一命

令，决不能说是残忍的行为…… 人一般说来天生是好逸恶劳的，我们从我

国工场手工业工人的行为就不幸地体验到这一点。除非生活资料涨价，不然

他们每周平均顶多干４天活…… 假定１蒲式耳小麦代表一个工人的全部

生活资料，价格为５先令，工人一天挣１先令。这样，他一周只需要劳动５

天，如果１蒲式耳小麦为４先令，他就只需要劳动４天…… 但是王国的工

资比生活资料的价格高得多，因此工场手工业工人劳动４天，就可以有余钱

维持一周其余几天的闲适生活…… 我希望，我说的这些已足以表明，一周

进行６天适度的劳动并不是什么奴隶制。我国农业工人就是一周干６天活

的，看来他们是工人（ｌａｂｏｕｒｉｎｇｐｏｏｒ）中最幸福的人（１２３）；荷兰人在手工

工场每周也是劳动这么多天，而且看来是一个很幸福的民族。法国人也是这

样劳动，只要不是中间插了许多假日的话（１２４）…… 但是我们的民众却有

一种成见，好象他们作为英国人生来就有一种特权，应该比欧洲任何一国的

〈工人大众〉都享有更大的自由和独立。这种思想使我们的士兵勇敢起来，就

这点说，它可能有些好处；但是工场手工业工人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越小，他

们本身和国家得到的好处就越大。工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当认为自己可以

不依靠自己的上司而独立…… 在我们这样一个大概占总人口
７
８
的人只有一

（１２２） 波斯耳思威特《工商业大辞典》，《第一篇绪论》第１４页。

（１２３） 《论手工业和商业》。他自己在第９６页上就说明，还在１７７０年，英国农

业工人的“幸福”已经成了什么样子。“他们的劳动力总是紧张到极点；他们的生活坏

得不能再坏，他们的劳动重得不能再重。”

（１２４） 新教几乎把所有传统的假日都变成了工作日，光是这一点，它在资本的

产生上就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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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财产或没有财产的商业国家里，怂恿不良分子是非常危险的（１２５）…… 

只有我们的工业贫民情愿做６天工而依旧领取现在做４天工所得的工资，情

况才能根本好转。（１２６）”

为了这种目的，也为了“根除懒惰、放荡和对自由的奢望”，

同时也为了“减轻济贫税、鼓励勤勉精神和压低手工工场的劳动

价格”，我们的忠于资本的埃卡尔特提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就是把这些依赖社会慈善事业的工人，一句话，把需要救济的贫

民关进“理想的习艺所”。 “这种习艺所应当成为恐怖之所。

“（１２７）在这种“恐怖之所”，这种“理想的习艺所”里，“每

天”应当劳动“１４小时，不过其中包括适当的吃饭时间，因此净

剩的劳动时间是整整１２小时”。（１２８）

在１７７０年的“理想的习艺所”，在这恐怖之所，工作日是１２小

时！而经过了六十三年，到了１８３３年，当英国议会把四种工业部门

的１３—１８岁的儿童的工作日缩短为整整１２小时的时候，似乎英

国工业的末日就到来了！１８５２年，当路易·波拿巴为了巩固自己

在资产阶级心目中的地位，打算修改法定的工作日时，法国工人大

众异口同声地高呼：“把工作日缩短为１２小时的法令，是共和国立法

留给我们的唯一福利！”（１２９）在苏黎世，１０岁以上的儿童的劳动限制

（１２５） 《论手工业和商业》第４１、１５、９６、９７、５５、５６、５７页。

（１２６） 同上，第６９页。早在１７３４年，杰科布·范德林特就说过，资本家抱怨

工人懒惰，其秘密不过在于，他们想用同样的工资使４个工作日变成６个工作日。

（１２７） 同上，第２４２、２４３页：“这种理想的习艺所应当成为‘恐怖之所’，而不

应当成为贫民收容所，让他们在那里吃得饱，穿得好，而只做极少的工作。”

（１２８） 同上，［第２６０页］。他说：“法国人嘲笑我们的狂热的自由思想。”（同上，

第７８页）

（１２９） “他们所以特别反对每天工作１２小时以上，是因为规定这种工时的法令

是共和国立法留给他们的唯一福利。”（《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５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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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１２小时，在阿尔高，１３—１６岁的儿童的劳动在１８６２年从１２
１
２

小时减为１２小时；在奥地利，１４—１６岁的儿童的劳动在１８６０年

也缩短为１２小时。（１３０）如果马考莱还在的话，一定会以“惊喜

若狂”的心情大叫“１７７０年以来的巨大进步”！

需要救济的贫民的“恐怖之所”在１７７０年还只是资本灵魂的

梦想，几年以后，它却作为工场手工业工人自身的庞大的“习艺

所”矗立起来了。它叫做工厂。但是这一次，理想在现实面前大

为逊色。

６．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对劳动时间的强制

 的法律限制。１８３３—１８６４年英国的工厂立法

资本经历了几个世纪，才使工作日延长到正常的最大极限，然

后越过这个极限，延长到１２小时自然日的界限。（１３１）此后，自十八

页）法国１８５０年９月５日的十二小时工作日法令是临时政府１８４８年３月２日法令的

资产阶级化的翻版；这个法令适用于一切作坊。在这项法令颁布以前，法国的工作日

是不受限制的。工厂的工作日长达１４—１５小时或者还要多些。见布朗基先生的《１８４８

年法国的工人阶级》。这位布朗基先生是经济学家，而不是那位革命家，他曾受政府的

委托调查过工人的状况。

（１３０） 比利时在调整工作日方面也显示出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模范国家。英国驻

布鲁塞尔的全权大使霍华德·德·华尔登勋爵，１８６２年５月１２日向外交部报告说：

“罗日埃大臣对我说，无论是普遍的法令还是地方性的调整，都没有使儿童劳动受到什

么限制：近３年来，政府在每次会议上都想向两院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法案，但总是

遇到无法克服的障碍，因为人们猜忌不安，唯恐出现一种同劳动完全自由的原则相抵

触的法令！”

（１３１） “无论哪一阶级的人，如果每天必须劳作１２小时，那确实是十分令人遗

憾的事情。如果把吃饭和往返工厂的时间都计算在内，实际上这就在一天２４小时中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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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大工业出现以来，就开始了一个象雪崩一样猛

烈的、突破一切界限的冲击。道德和自然、年龄和性别、昼和夜

的界限，统统被摧毁了。甚至在旧法规中说得十分简单明了的关

于昼夜的概念，也变得如此模糊不清，以致１８６０年一位英国法官

为了对昼和夜做出“有判决力的”解释，竟不得不使出真正学究

式的聪明。（１３２）资本则狂欢痛饮来庆祝胜利。

被生产的轰隆声震晕了的工人阶级一旦稍稍清醒过来，就开

始进行反抗，首先是在大工业的诞生地英国。但是三十年来，工

人所争得的让步完全是有名无实的。从１８０２年到１８３３年，议会

颁布了５个劳动法，但是议会非常狡猾，它没有批准一文钱用于

强制地实施这些法令，用于维持必要的官员等等。（１３３）这些法

令只是一纸空文。

１４小时…… 我想，即使不谈健康问题，单从道德观点来着，谁也不会否认，从１３岁

这么小的年龄开始（而在“自由的”工业部门甚至是从更小的年龄开始），就不断地把

劳动阶级的时间全部侵吞，这是非常有害的，是一种可怕的弊端…… 为了公共道德，

为了培育出健壮的居民，为了使广大人民能有合理的生活享受，应当坚决要求在一切

营业部门中把每个工作日的一部分留出来作为休息和余暇时间。”（莱昂纳德·霍纳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４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１３２） 见《１８６０年１月庭期安特里姆州拜尔法斯特法庭庭长约·亨·奥特韦先

生的判决》。

（１３３） 很能说明路易－菲力浦这个资产者国王的制度的特点的是，他在位时颁

布的唯一的工厂法（１８４１年３月２２日）从来就没有兑现过。而且这个法令也只是涉及

到儿童劳动。它规定８—１２岁的儿童劳动８小时，１２—１６岁的儿童劳动１２小时，等等，

并且还附有许多例外，以至竟准许８岁的儿童做夜工。在一个连每只老鼠都要受警察

监视的国家里，却把对这项法令的监督和推行寄托在“商业之友”的善良愿望上。只

是从１８５３年起，才仅仅在诺尔省设置了一个领薪水的政府视察员。同样能很好说明法

国社会一般发展的特点的是，路易－菲力浦的法令在１８４８年革命前竟是拥有各种各

样法律的法国立法工厂中独一无二的工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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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是，在１８３３年的法令以前，儿童和少年被迫整夜、整日或整昼夜

从事劳动。”（１３４）

现代工业中的正常工作日，只是从１８３３年颁布了有关棉、毛、

麻、丝等工厂的工厂法起才出现的。１８３３年到１８６４年的英国工厂

立法史，比任何东西都更能说明资本精神的特征！

１８３３年的法令规定，工厂的普通工作日应从早晨５点半开

始，到晚上８点半结束。在这１５小时的界限内，在白天的任何时

间使用少年（从１３岁到１８岁）做工都是合法的，但是有一个条

件：除某些特别规定的情况外，每个少年每天不得做工１２小时以

上。法令的第６节规定：“在限制的劳动时间内，每人每天至少应

有１１
２
小时的吃饭时间”。除开下面要谈到的例外情况，禁止雇用

未满９岁的儿童；９岁至１３岁的儿童的劳动每天限制为８小时。

禁止９岁至１８岁的少年做夜工，也就是在该法令所说的晚上８点

半至早晨５点半之间做工。

立法者根本不想触犯资本榨取成年劳动力的自由，即他们所

说的“劳动自由”，于是想出一种别出心裁的制度来防止工厂法造

成这种令人发指的后果。１８３３年６月２５日委员会中央评议会的

第１号报告说道：

“现时工厂制度的大弊病，在于它必然把儿童劳动延长到成年人工作日

的极限。克服这种弊病的唯一的方法，看来就是实行儿童分两班做工的方案，

而不是去限制成年人的劳动，因为那样造成的弊病比要消除的弊病更

大。”１２０

这个“方案”于是就以“换班制度”（《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Ｒｅｌａｙｓ》；在英

（１３４）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０年４月３０日》第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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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和法语中，Ｒｅｌａｙ都指到驿站换马）的名义实施了。例如，９岁

到１３岁的儿童分成两班，一班从早晨５点半到午后１点半，另一

班从午后１点半到晚上８点半，等等。

工厂主先生们极端厚颜无耻地无视最近２２年来所公布的一

切有关儿童劳动的法律，为了奖赏他们，如今又给他们吞服的药

丸涂上一层金色。议会决定，未满１１岁的儿童从１８３４年３月１日

起，未满１２岁的儿童从１８３５年３月１日起，未满１３岁的儿童从

１８３６年３月１日起，不得在工厂从事８小时以上的劳动！这种对

“资本”如此宽厚的“自由主义”，理应得到更多的赞赏，因为法

尔医生、安·卡莱尔爵士、本·布罗迪爵士、查·贝尔爵士、加

思里先生等等，一句话，当时伦敦最著名的内科和外科医生，在

下院作证时都曾经说过，“危险在于迟缓！”１２１。关于这个问题，法

尔医生说得更尖锐：

“为了防止由任何原因引起的早死，立法同样是必要的。这种方法〈工厂

方法〉无疑应看作是引起早死的最残酷的方法之一。”（１３５）

同一个“经过改革”的议会，一方面出于对工厂主先生们的

温情，迫使未满１３岁的儿童在几年内继续在工厂地狱里每周劳动

７２小时；另一方面却在那也是一点一滴地给予自由的解放法令

中，一开始就禁止种植园主强迫黑奴每周劳动４５小时以上！

但是资本毫不体谅，却掀起了一个叫嚷了好几年的鼓动运动。

运动主要是围绕着儿童的年龄标准问题，因为法律规定，儿童每

天做工不得超过８小时，并且要受到一定的义务教育。根据资本主

（１３５）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ｅｑｕａｌｌｙ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ａｔｈ，ｉｎａｎｙｆｏｒｍ
ｉｎｗｈｉｃｈｉｔｃａｎｂｅ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ｌｙｉｎｆｌｉｃｔｅｄ，ａｎｄ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ｔｈｉｓｍｕｓｔｂｅｖｉｅｗｅｄａｓａｍｏｓｔ
ｃｒｕｅｌｍｏｄｅｏｆｉ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ｇｉｔ．》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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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人类学的说法，儿童时代到１０岁，或者至多到１１岁就结束了。

工厂法完全生效的日期——不祥的１８３６年——越接近，工厂主这

帮恶棍就越猖狂。他们确实把政府吓住了，于是政府在１８３５年建

议把儿童年龄的界限从１３岁降为１２岁。但这时外界的压力也越

来越带有威胁性。下院没有勇气这样做了。它拒绝把１３岁的儿童

扔在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１２３每天被压榨８小时以上。１８３３年的

法令完全生效了。直到１８４４年６月一直没有变动。

在工厂劳动先是局部后是全部受到这项法令约束的十年间，

工厂视察员的官方报告充满了关于这项法令无法实施的抱怨。

１８３３年的法令规定，在早晨５点半到晚上８点半这十五小时内，

每个“少年”和“儿童”究竟什么时候开始、中断和停止他的十二小

时或八小时劳动，完全由资本家先生们去决定，并且他们还可以为

不同的人规定不同的吃饭时间，这样一来，这班先生很快就找到一

种新的“换班制度”，让驿马不是在一定的驿站换班，而是在不固定

的驿站上一次又一次地被套上跑下去。我们不来进一步谈论这个

制度的妙处，因为后面我们还要谈到。但是一眼就看得很清楚，这

个制度不仅使整个工厂法的精神，而且使它的条文都落空了。既然

每个儿童和少年的帐册如此复杂，工厂视察员有什么办法迫使工

厂主遵守法定的劳动时间和吃饭时间呢？以前那种残酷的不法行

为很快地又在许多工厂中畅行无阻。工厂视察员在同内务大臣的

一次会见（１８４４年）时证明说，在新发明的换班制度下不可能实行

任何监督。（１３６）但这时情况毕竟有了很大变化。特别是从１８３８年

以来，工厂工人把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当作自己经济上的竞选口号，

（１３６）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４９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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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象他们把宪章
１２４
当作自己政治上的竞选口号一样。甚至一部分

按照１８３３年法令来经营工厂的工厂主，也上书议会，控告某些

“口是心非的弟兄”进行不道德的“竞争”，因为这些人由于更加

厚颜无耻或拥有较有利的地方条件就违反法律。此外，尽管一个

个的工厂主仍然可以为所欲为，工厂主阶级的代言人和政治领袖

却要求对工人采取另一种态度和使用另一种语言。他们已经发动

了废除谷物法的运动，为了取得胜利，需要工人的帮助！因此，他

们不仅答应把大圆面包加大一倍１２５，而且答应在自由贸易的千年

王国内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法案。（１３７）所以，他们就更不能去反

对那种只以实行１８３３年法令为目的的措施了。最后，托利党人由

于自己的最神圣的利益即地租受到威胁，也用博爱家的口吻大骂

他们的敌人的“可耻行为”（１３８）。

于是就出现了１８４４年６月７日的补充工厂法案。它从１８４４

年９月１０日开始生效。它又把另一类工人，即１８岁以上的妇女，

置于法律保护之下。她们在各方面都受到与少年工相同的待遇，她

们的劳动时间限制为１２小时，禁止做夜工，等等。立法第一次被

迫对成年人的劳动也进行直接的正式的监督。１８４４—１８４５年的工

厂报告讽刺地说：

“就我们所知，成年妇女还从未抱怨过这种侵犯她们权利的行为。”

（１３９）

１３岁以下的儿童的工作日缩短为每天６１
２
小时，在有些条件

（１３７）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９８页。

（１３８） 莱昂纳德·霍纳还正式使用了“可耻行为”一语（《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９

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７页）。

（１３９）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４４年９月３０日》第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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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是７小时。（１４０）

为了防止滥用虚假的“换班制度”，法律又规定了下列重要的

细则：

“儿童和少年的工作日，应该从有任何一个儿童或少年早晨在工厂里开

始劳动的时候算起”。

按照这个规定，如果Ａ是从早晨８点开始劳动，Ｂ是从１０点

开始劳动，那末，Ｂ的工作日仍然要和Ａ的工作日一样，应在同

一时间结束。开工时间应以某个公共时钟为准，例如，以附近的

铁路时钟为准，工厂的钟要和这个铁路时钟保持一致。工厂主必

须在工厂张贴大字印刷的时间表，说明上工、下工、休息的时间。

１２点以前上工的儿童不得在下午１点钟以后又做工。这样，下午

班就不能再有上午班的儿童。受法律保护的全体工人都要有１１
２

小时的吃饭时间，并应在同一时间吃饭，其中至少有１小时应在

下午３点以前。儿童或少年至少应有半小时的吃饭时间，否则不

得让他们在下午１点以前做工５小时以上。儿童、少年和妇女不

得留在某种劳动过程正在进行的厂房中吃饭，等等。

我们看到，这些按照军队方式一律用钟声来指挥劳动的期间、

界限和休息的详尽的规定，决不是议会设想出来的。它们是作为

现代生产方式的自然规律从现存的关系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它们

的制定、被正式承认以及由国家予以公布，是长期阶级斗争的结

果。它们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这些规定的实施使工厂的成年男

工的工作日也受到同样的限制，因为在大多数生产过程中，必须有

儿童、少年和妇女的协作。所以总的说来，在１８４４—１８４７年期间，

（１４０） 法令允许使用儿童劳动１０小时，只要他们不是天天做工，而是隔一天做

一天工。总的说来，后面这项附带条款始终没有发生过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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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工厂立法约束的一切工业部门，都普遍一致地实行了十二小时

工作日。

但是，工厂主如果没有得到某种“退步”作补偿，是不会容

忍这种“进步”的。在他们的敦促下，下院把可以雇用的儿童的

最低年龄从９岁减为８岁，以保证资本按照上帝旨意和人间法律

得到“工厂儿童的追加供给”（１４１）。

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在英国经济史上划了一个时代。谷物法废除

了，棉花和其他原料的进口税取消了，自由贸易被宣布为立法的

指路明灯！一句话，千年王国出现了。另一方面，宪章运动和争

取十小时工作日运动在这期间达到了顶点。它们在渴望报仇的托

利党人那里找到了同盟者。尽管以布莱特和科布顿为首的言而无

信的自由贸易派疯狂反抗，争取了多年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终于

由议会通过了。

１８４７年６月８日的新工厂法规定，从１８４７年７月１日起，

“少年”（从１３岁到１８岁）和所有女工的工作日先缩短为１１小时，

从１８４８年５月１日起，再最终限制为１０小时。在其他方面，这

个法令只是１８３３年和１８４４年的法令的修正补充。

资本先发制人，想使这个法令在１８４８年５月１日不能完全实

行。而且，似乎由于取得经验教训而变得聪明的工人自己应当来

帮助再一次破坏自己的事情。时机是选择得很巧妙的。

“必须记住，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爆发了可怕的危机，工厂工人深受其害，因

为很多工厂开工不足，有些工厂完全停工。大量工人的生活非常窘迫，很多工

（１４１） “由于他们的劳动时间的缩短会引起雇用人数〈儿童数〉的增加，有人

就认为，这种增长了的需求可由８—９岁的儿童的追加供给来满足。”（《工厂视察员报

告。１８４４年９月３０日》第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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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负有债务。因此，可以有把握地断定，他们宁愿劳动时间更长一些，以便

弥补过去的亏损，偿还债务，或者从当铺赎回自己的家具，或者把卖掉的东

西再补充进来，或者为自己和家属添制新衣。”（１４２）

工厂主先生们普遍把工资降低了１０％，企图以此来助长这种

状况的自然作用。而这就是所谓向自由贸易新纪元的献礼。后来，

工作日缩短为１１小时，工资又降低８１
３
％，最后工作日缩短为１０

小时，工资降低的百分比再增加一倍。因此，凡是在情况允许的

地方，工资至少降低了２５％。（１４３）在这样准备妥当的时机下，就

在工人中间展开了废除１８４７年法令的鼓动。欺骗、诱惑、威胁的

手段全都用了，但都是枉费心机。虽然在工人中间征集到了半打

请愿书，诉说“他们深受这个法令的压迫”，但是在口头询问这些

请愿者的时候，他们说是被迫签名的。“他们是受压迫，但不是受

工厂法而是受某种人的压迫。”（１４４）工厂主们既然无法使工人说

出他们工厂主想说的话，于是自己就以工人的名义在报刊上和议

会里大叫大嚷。他们指责工厂视察员是一种国民公会委员１２６，说他

们要靠残酷无情地牺牲不幸的工人，来实现他们改善世界的奇想。

但是这一招也没有得逞。工厂视察员莱昂纳德·霍纳本人以及通

过他的助手在郎卡郡的工厂中询问了很多证人。在被询问的工人

中，赞成十小时工作日的将近７０％，赞成十一小时的百分比要小得

（１４２）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１６页。

（１４３） “我发现，每周领取１０先令的人因为工资普遍减少１０％而少得１先令，

又因为工作时间缩短而少得１先令６便士，总共少得２先令６便士，尽管如此，大多

数人还是坚决拥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同上）

（１４４） “当我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时候，我就说我做了一件坏事。——那你为什

么要签名呢？——因为拒绝签名就会被开除。——请愿者觉得自己确实‘受压迫’，但

不是受工厂法的压迫。”（同上，第１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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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赞成原来的十二小时的只占极少数。（１４５）

另一个“友好的”花招是使成年男工劳动１２—１５小时，然后

宣布这是无产阶级内心愿望的最好的表达。但是“残酷无情的”工

厂视察员莱昂纳德·霍纳马上又出现了。大多数“加班加点工

人”声称：

“他们宁愿劳动１０小时而少拿些工资，但是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

有很多人失业，有很多纺纱工人被迫去做零工，如果他们拒绝延长劳动时间，

别人马上就会把他们挤走。所以，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或者把劳动时间

延长一些，或者流落街头。”（１４６）

资本想先发制人，但是失败了。十小时工作日法令于１８４８年

５月１日生效。但同时，宪章派也失败了。他们的领袖被关进监狱，

他们的组织遭到破坏。宪章派的失败已经动摇了英国工人阶级的

自信心。不久，巴黎的六月起义和对起义的血腥镇压，使欧洲大

陆和英国的统治阶级的一切派别——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交易

所豺狼和小商人，保护关税论者和自由贸易论者，政府和反对派，

教士和自由信仰者，年轻的娼妇和年老的修女——都在拯救财产、

宗教、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口号下联合起来了！工人阶级到处被排

除在法律保护之外，被革出教门，受到“嫌疑犯处治法”１２７的迫害。

工厂主先生们可以为所欲为了。他们不仅公开起来反对十小时工

作日法令，而且反对１８３３年以来企图对劳动力的“自由”榨取

（１４５）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１７页。在霍纳先生的管区，

曾询问了１８１个工厂的１０２７０个成年男工。他们的证词都载于截至１８４８年１０月为止

的半年工厂视察报告的附录中。这种询问在其他方面也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１４６） 同上。见《附录》中列举的莱昂纳德·霍纳本人收集的第６９、７０、７１、７２、

９２、９３号证词，以及他的助手亚·收集的第５１、５２、５８、５９、６２、７０号证词。有一个

工厂主自己讲出了全部真相。见该报告第２６５号以后的第１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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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加限制的一切立法。这是一次缩小型的“维护奴隶制的叛乱”
２０
，

这次叛乱蛮横无耻，疯狂已极，持续了两年多，而这样做是十分

便宜的，因为叛乱的资本家只是用自己工人的生命进行冒险。

为了便于了解以后的事情，应当记住：１８３３年、１８４４年和

１８４７年的各个工厂法，凡是在后者没有对前者做修改的地方，都

保留了法律效力；这三个法令都没有限制１８岁以上的男工的工作

日；从１８３３年以来，早晨５点半至晚上８点半这１５小时的时间

始终是法定“日”，在这个界限以内，少年和妇女可以在法律规定

的条件下，起先劳动１２小时，后来劳动１０小时。

某些地方的工厂主开始把他们雇用的少年工和女工解雇一部

分，有时甚至解雇一半，同时却把几乎已经绝迹的夜工在成年男

工当中恢复了。他们叫嚷说，十小时工作日法令使他们别无出路！

（１４７）

第二步是针对法定的吃饭时间，让我们听听工厂视察员是怎

样说的：

“自从工作日限制为１０小时以来，工厂主们就说（虽然实际上他们还没

有完全实现他们所说的东西），如果劳动是从早晨９点到晚上７点，那末他们

在早晨９点以前拿出１小时，在晚上７点以后拿出半小时，总共用１１
２
小时

作为吃饭时间，这也就是充分地执行法令的规定了。现在，在某些场合，他

们准许有半小时或１小时的午饭时间，但是他们坚持说，他们没有义务把这

１
１
２
小时的任何部分包括在十小时工作日之内”（１４８）。

因此，工厂主先生们硬说，１８４４年法令关于吃饭时间的十分

详细的规定，只是允许工人在进厂以前和离厂以后，即在自己家

里吃饭喝水！工人为什么不应当在早晨９点以前吃午饭呢？但是皇

（１４７）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１３３、１３４页。

（１４８）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４８年４月３０日》第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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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法官裁决说，法律规定的吃饭时间

“必须安排在实际工作日的休息时间内。让工人从早晨９点到晚上７点连续

不停地劳动１０小时是不合法的”（１４９）。

经过这几场愉快的示威后，资本采取了与１８４４年法令条文相

适应的即合法的步骤来进行反叛。

诚然，１８４４年的法令规定，上午１２点以前做工的８—１３岁的

儿童不准在下午１点以后继续做工。但是在中午１２点或下午开始

做工的儿童的６１
２
小时劳动，法令却未作任何规定！因此，可以使

中午１２点开始做工的８岁儿童在１２点至１点之间干１小时，在

下午２点至４点之间干２小时，在５点至晚上８点半之间干３１
２

小时，总共是法定的６
１
２
小时！甚至还有更妙的办法。为了使儿童

的劳动同干到晚上８点半的成年男工的劳动配合起来，工厂主只

要在下午２点以前不给儿童活干，就可以使他们在工厂中连续不

停地干到晚上８点半！

“现在人们公开承认，近来由于工厂主拚命使机器开动１０小时以上，在

所有的少年和妇女都离开工厂以后，８—１３岁的男女儿童被留下来和成年男

工一起干到晚上８点半，这种办法已在英国实行。”（１５０）

工人和工厂视察员从卫生和道德的角度提出抗议。但资本回

答说：

“我的行为没有越轨，我要求我的权利！

那就是我的契约上规定的罚金和抵押品！”１２８

事实上，１８５０年７月２６日向下院提出的统计材料表明，尽管

（１４９）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１３０页。

（１５０） 同上，第１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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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各种抗议，到１８５０年７月１５日为止，还有２５７家工厂的３７４２

个儿童受着这种“办法”的折磨。（１５１）不仅如此！资本的山猫

眼睛发现，１８４４年的法令规定，在上午连续劳动５小时至少要休

息３０分钟，但是关于下午的劳动却没有任何类似的规定。因此，

资本要求而且确实也迫使８岁的童工不仅从下午２点一直拚命干

到晚上８点半，而且还要挨饿！

“对了，他的胸部，

契约上是这么说的！”（１５２）１２８

对于１８４４年法令限制儿童劳动的条款，资本家象夏洛克那样

死抓住法令条文不放，但这只是为了对该法令限制“少年和妇

女”的劳动的这同一项条款进行公开的反叛。我们记得，消灭

“虚假的换班制度”是这个法令的主要目的和主要内容。工厂主开

始反叛这个法令的时候，只是简单地声明说，１８４４年法令禁止在

十五小时工厂日内任意分小段时间来使用少年和妇女的条款，

“在劳动时间限制为１２小时的时候，还是比较没有妨害的。而在实行十小时

工作日法令的情况下，它们就是难以忍受的不公平了”（１５３）。

因此，他们用最冷静的态度向视察员宣称，他们将不理睬法律

（１５１）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０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５、６页。

（１５２） 资本无论在其发达的形式上或不发达的形式上，性质都是一样的。在美

国南北战争爆发前不久，由于奴隶主的影响，有一项法典被强加在新墨西哥的领土上

了，其中写道：只要资本家购买了工人的劳动力，工人就“成为他的〈资本家的〉货

币”。在罗马的贵族中也流行过这种看法。他们借给平民债务人的钱，先变成债务人的

生活资料，然后变成债务人的血和肉。因此，这种“血和肉”是“他们的货币”。由此

就产生了夏洛克式的十表法１２９！兰盖关于贵族债权人时常在台伯河彼岸用煮熟了的债

务人的肉来大张筵席的臆说１３０，和道梅尔关于基督教圣餐的臆说１３１一样，始终是未解

之谜。

（１５３）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１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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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文，他们打算自行恢复旧的制度。（１５４）据说，这将符合于

听了不良劝告的工人本身的利益，

“使他们能够得到较高的工资”。“这是在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法令下保持大不

列颠的工业优势的唯一可能的办法。”（１５５）“在换班制度下要发现违法情况

也许有些困难，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为使工厂视察员及其助手省掉一

些小小的麻烦，就可以把这个国家的巨大的工厂利益看成是次要的东西吗？”

（１５６）

当然，所有这些遁辞都无济于事。工厂视察员向法庭提出诉

讼。但是工厂主的请愿书立即象雪片似地飞向内务大臣乔治·格

雷爵士，以致他在１８４８年８月５日的通令中晓谕视察员：

“只要还没有证实换班制度被滥用来使少年和妇女劳动１０小时以上，一

般不要按违背法令条文来追究”。

在这以后，工厂视察员约·斯图亚特就准许苏格兰全境在十

五小时工厂日内实行所谓换班制度，于是这种制度很快就象以前

那样盛行起来。而英格兰的工厂视察员则声明，内务大臣没有权

力自作主张中止法律的实施，并且继续向法庭控告那些维护奴隶

制的叛乱者。

但是，既然法庭，郡治安法官（１５７）宣判他们无罪，那传讯

又有什么用呢？法庭上坐的是工厂主先生，他们是自己审问自己。

举一个例子。克肖—莱塞公司的纺纱厂主，一个叫埃斯克里奇

（１５４） 例如，慈善家艾释华特在写给莱昂纳德·霍纳的一封战栗教徒式的令人

作呕的信中，就是这样说的。（《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４９年４月》第４页）

（１５５）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１３８页。

（１５６） 同上，第１４０页。

（１５７） 这些“郡治安法官”，即被威·科贝特称为“伟大的不领薪水的人”，是

由各郡绅士组成的不领薪水的治安法官。事实上，他们形成统治阶级的世袭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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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曾把他的工厂准备实施换班制度的计划提交本区的工厂视

察员。在他的计划被拒绝以后，他起初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几个

月以后，一个叫鲁滨逊的人——也是纺纱厂主，他如果不是埃斯

克里奇的星期五，至少也是他的亲戚——由于实行一种与埃斯克

里奇想出的换班制度相同的制度而被控告到斯托克波尔特市治安

法官。庭上坐着４位法官，其中３位是纺纱厂主，而以那位必不

可少的埃斯克里奇为首。埃斯克里奇宣判鲁滨逊无罪，并且过，对

鲁滨逊来说是合法的事，对埃斯克里奇也是合理的。于是，他根

据他自己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马上就在自己的工厂里实行这

种制度。（１５８）不用说，这种法庭的组成本身就是对法律的公然

违反。（１５９）工厂视察员豪威耳叫道：

“这种审判把戏急须改革……或者是使法律适应这种宣判，或者是让一

个犯错误较少、在一切这样的场合都能使判决适应法律的……法院去执行。

多么需要领薪水的法官啊！”（１６０）

皇家法官宣布工厂主对１８４８年法令的解释是荒谬的，但是社

会的救主们坚持原来的想法。莱昂纳德·霍纳报告说：

“我在７个审判区中提出１０件诉讼，试图强制人们执行法律，可是只有

一件诉讼得到治安法官的支持……我认为再对违法行为提出诉讼是徒劳无

益的。法令中规定劳动时间要整齐划一的那一部分条文……在郎卡郡已经不

发生效力。我和我的助手没有任何办法能使自己确信，在实行所谓换班制度

的工厂里，确实不让少年和妇女劳动１０小时以上…… １８４９年４月底，在我

（１５８）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４９年４月３０日》第２１、２２页。参看该报告第４、

５页上类似的例子。

（１５９） 根据威廉四世元年和二年法令，即叫做约翰·霍布豪斯爵士工厂法的第

二十九章第十节，在与工厂法有关的问题上，棉纺织厂厂主及其父子兄弟一律不得担

任治安法官的职务。

（１６０）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４９年４月３０日》［第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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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区里已经有１１４家工厂采用这种方法，近来这种工厂的数目还在急剧增

加。一般说来，现在工厂的劳动是１３
１
２
小时，从早晨６点到晚上７点半；也

有劳动１５小时的，从早晨５点半到晚上８点半。”（１６１）

还在１８４８年１２月，莱昂纳德·霍纳就列举出６５个工厂主和

２９个工厂监工，说他们一致认为，在这种换班制度下，任何监督

制度都不能阻止过度劳动的广泛流行。（１６２）同一批儿童和少年

时而由纺纱车间调到织布车间，时而在１５小时之内由这个工厂调

到那个工厂。（１６３）这样一种制度怎能加以监督呢，

“它滥用换班之名，把工人象纸牌一样按无限多样的方式混杂起来，并且天天

变更各人的劳动和休息时间，以致同组的全体工人永远不能在同一时间同一

地点做工！”（１６４）

但是，完全撇开现实的过度劳动不说，这种所谓换班制度是

资本幻想的产物，连傅立叶关于“短时工作”１３２的幽默描写都相形

见绌，所不同的只是，劳动的吸引力变成了资本的吸引力。我们

来看看工厂主所编造的那些计划吧，它们被有声望的报纸誉为

“在相当精细和适当的安排下才能做出的事物”的典范。工人有时

被分为１２至１５个类别，各类别本身的组成部分不断改变。在十

五小时工厂日内，资本一会儿把工人拉来干３０分钟，一会儿拉来

干１小时，然后又把他推开，接着又把他拉来，然后再把他推开，

就这样一小段一小段时间地把他赶来赶去，但是在他未做满１０小

时之前，决不把他放掉。就象在舞台上一样，同样一些人物要在各

（１６１）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４９年４月３０日》第５页。

（１６２）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４９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６页。

（１６３）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４９年４月３０日》第２１页。

（１６４）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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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戏的各个场次轮流出场。但是也正象演员在整个戏的演出中是

属于舞台一样，现在，工人在１５小时之内是属于工厂，其中还不

包括上下工走路的时间。于是，休息时间变成了强制闲逛的时间，

它把少年男工赶进酒店，把少年女工赶进妓院。资本家力图不增

加工人而使自己的机器开动１２小时或１５小时，为此他们每天都

想出新的妙法，这就使工人不得不抓住零碎时间把饭吞下去。在

争取十小时工作日运动期间，工厂主大喊大叫，说工人歹徒们请

愿的目的是想用１０小时的劳动取得１２小时的工资。现在他们是

反过来了。他们支配劳动力１２小时或１５小时，而只支付１０小时

的工资！（１６５）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工厂主所解释的十小

时工作日法令！正是这些假献殷勤、满嘴博爱的自由贸易论者，在

宣传反对谷物法的整整十年中，一分一毫地算给工人听，说如果

可以自由输入粮食，那末按照英国工业的能力，只要实行十小时

的劳动就足以使资本家发财致富了。（１６６）

资本进行了两年的叛乱终于取得了胜利：英国四个高等法院

之一，高等控诉院，于１８５０年２月８日判决一件案子时宣布，虽

然工厂主违反了１８４４年法令的精神，但是这个法令本身的某些词

句已经使法令变得毫无意义。“这种判决废除了十小时工作日法

令。”（１６７）很多以前不敢对少年和女工实行换班制度的工厂主，现

（１６５） 见《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４９年４月３０日》第６页，以及工厂视察员豪威

耳和桑德斯在《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３１日》中对“换班制度”的详细剖析。

还可参看埃士顿市及其附近地区的牧师于１８４９年春为反对“换班制度”而向女王〔维

多利亚〕呈交的请愿书。

（１６６） 例如可参看罗·海·格莱格《工厂问题和十小时工作日法案》１８３７年版。

（１６７） 弗·恩格斯《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载于我主编的《新莱茵报。政

治经济评论》１８５０年４月号第１３页１３３）。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这所“高等”法院又

发现，由于语义含糊，取缔海盗船只武装的法律竟成了正好相反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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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都双手抓住换班制度不放了。（１６８）

但是，随着资本获得表面上的最后胜利，情况立即又发生了

变化。在此以前，工人虽然日复一日地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抗，但

是这种反抗一直采取守势。现在他们在郎卡郡和约克郡召开声势

浩大的集会表示抗议。他们提出，所谓十小时工作日法令只是一

场骗局，只是议会的欺诈行为，根本就未存在过！工厂视察员严

重地警告政府说，阶级对抗已经达到难以置信的紧张程度。甚至

一部分工厂主也抱怨起来：

“治安法官的互相矛盾的判决，势必造成十分不正常的、无政府的状态。

在约克郡是一种法律，在郎卡郡又是一种法律，在郎卡郡的某一教区是一种

法律，在邻近的教区又是一种法律。大城市的工厂主可以逃避法律，小地方

的工厂主找不到必要的人手来实行换班制度，更不必说把工人从一个工厂调

到另一个工厂……”

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

在这种情况下，工厂主和工人之间取得了某种妥协，这种妥协

被议会在１８５０年８月５日新的补充工厂法中固定下来。“少年和

妇女”的工作日，在一周的前５天从１０小时延长为１０１
２
小时，星

期六限制为７１
２
小时。劳动时间应从早晨６点至晚上６点（１６９），

其中休息１１
２
小时作为吃饭时间，吃饭时间应当统一，并且要符合

１８４４年的规定等等。这样，换班制度就永远结束了。（１７０）关于儿童劳

（１６８）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０年４月３０日》。

（１６９） 在冬季，这段时间可以改为早晨７点至晚上７点。

（１７０） “现行法律〈１８５０年〉是一种妥协，其结果是工人放弃了十小时工作日

法令的利益，而得到的好处是，凡在劳动时间上受到限制的人都能同时上工和下工。”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２年４月３０日》第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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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１８４４年的法令仍然有效。

有一类工厂主，这一次也和以往一样，保全了自己对无产阶

级儿童的特殊的领主权。他们是丝厂厂主。１８３３年他们曾咄咄逼

人地喊叫：“如果剥夺他们让各种年龄的儿童每天劳动１０小时的

自由，那就等于让他们的工厂停工。”他们说，他们无法买到足够

数量的１３岁以上的儿童。他们强行取得了想要取得的特权。后来

的调查表明，他们的借口纯系捏造（１７１），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

们在整整１０年内，每天用１０小时从那些必须靠人放到凳子上才

能干活的幼童的血中抽出丝来。（１７２）１８４４年的法令虽然“抢走

了”他们让不满１１岁的儿童每天劳动６１
２
小时以上的“自由”，但

是保证了他们让１１—１３岁的儿童每天劳动１０小时的特权，并且

取消了儿童在其他工厂本来可以受到的义务教育。这一次的借口

是：

“细巧的织物需要灵巧的手指，而这只有年幼时进工厂才能做到。”（１７３）

儿童们由于手指细巧而被杀戮，正如俄国南部的牛羊由于身

上的皮和油而被屠宰一样。最后，１８４４年准许的这种特权，到１８５０

年又受到限制而只适用于捻丝和缫丝部门了；但是，为了补偿资本

失掉这种“自由”而遭到的损失，１１—１３岁儿童的劳动时间从１０

小时延长到１０１
２
小时。借口是：“丝厂的劳动比其他工厂轻，对健

康损害较少。”（１７４）后来，官方医生的调查表明，情况正好相反，

“丝业区的平均死亡率异常高，人口中妇女部分的平均死亡率甚至比郎卡郡

（１７１）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４４年９月３０日》第１３页。

（１７２） 同上。

（１７３）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４６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２０页。

（１７４）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１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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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纺织业区还高”（１７５）。

尽管工厂视察员每半年提出一次抗议，但是这种恶劣现象一

直继续到现在。（１７６）

１８５０年的法令只是把“少年和妇女”的劳动时间从１５小时改

为１２小时，即从早晨５点半至晚上８点半改为从早晨６点至晚上

６点。就是说，这种改变不适用于儿童，他们照旧可以在开工前半

小时和完工后２１
２
小时内被使用，尽管他们劳动的总时间不得超

过６１
２
小时。在讨论法案的时候，工厂视察员曾向议会提出

（１７５）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１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２７页。一般说来，工厂法影

响所及的劳动居民的体格都大大增强了。医生的所有证词在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我

根据自己在各个不同时期的亲身观察，也确信这一点。尽管如此，并且即使撇开初生

婴儿的惊人的死亡率不说，格林豪医生的正式报告还是表明，同“具有正常健康状况

的农业区”相比，工厂区的健康状况是不良的。我引用他１８６１年报告中的下列统计表

作为证明：

在工业中做
工的成年男
子的百分比

每１０万个
男子中死于
肺病的人数

地 区 名 称
每１０万个
妇女中死于
肺病的人数

在工业中做
工的成年妇
女的百分比

妇 女 职

业 类 别

１４．９

４２．６

３７．３

４１．９

３１．０

１４．９

３６．６

３０．４

－

５９８

７０８

５４７

６１１

６９１

５８８

７２１

７２６

３０５

威根

布莱克本

哈里法克斯

布莱得弗德

麦克尔士菲尔德

利克

特伦特河畔的斯托克

沃尔斯坦登

８个健康的农业区

６４４

７３４

５６４

６０３

８０４

７０５

６６５

７２７

３４０

１８．０

３４．９

２０．４

３０．０

２６．０

１７．２

１９．３

１３．９

－

棉业

同上

毛业

同上

丝业

同上

瓦器业

同上

  （１７６） 大家知道，英国的“自由贸易派”曾多么不愿意放弃丝织业的保护关税。

现在限制法国进口的保护关税是取消了，取而代之的却是英国的工厂儿童也不加保护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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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材料，说明这种反常现象造成了可耻的滥用。但是毫无效果。

因为在这背后隐藏着一种企图，就是想借助于儿童在繁荣年代重

新把成年男工的工作日延长到１５小时。以后３年的经验表明，这

种企图由于成年男工的反抗必定遭到失败。（１７７）因此，１８５０年

法令终于在１８５３年作了补充：禁止“在少年和妇女早晨上工前和

晚上下工后使用童工”。从那时起，除了少数例外情况，１８５０年的

工厂法把受它约束的工业部门的全体工人的工作日都纳入法律限

制之内了。（１７８）从第一个工厂法颁布以来，到这时已经过去半

个世纪了。（１７９）

１８４５年公布的“印染工厂法”，使立法第一次超出了它原有的

范围。资本容许这种新的“狂暴行为”时的不悦心情，贯穿法令

的每一行！这个法令把８—１３岁的儿童和妇女的工作日限制为１６

小时，从早晨６点到晚上１０点，并且没有规定任何法定的吃饭时

间。它容许人们任意使１３岁以上的男工日夜劳动。（１８０）这是议会

（１７７）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３年４月３０日》第３０页。

（１７８） 在１８５９年和１８６０年英国棉纺织业的鼎盛时期，有些工厂主企图以额外

时间付高工资为诱饵，促使成年男纺工等延长工作日。使用手摇骡机和自动纺机的纺

工向雇主提出意见书，这才打消了这种尝试。意见书中写道：“坦白地说，我们的生活

对我们来说已成为一种负担。只要我们每周被关在工厂中的时间仍比别的工人几乎多

两天〈２０小时〉，我们就觉得自己好象是国内的奴隶，并且我们责备自己竟容忍一种对

我们自己的和我们后代的身心有害的制度长期存在下去…… 所以，我们郑重通知，

从新年起，我们每周劳动将决不多于６０小时，从６点至６点，其中还包括法定的１１
２

小时的休息时间。”（《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０年４月３０日》第３０页）

（１７９） 关于利用这个法律的词句来破坏法律的手法，参看议会报告《工厂法》

（１８５９年８月９日），以及该报告所载莱昂纳德·霍纳《关于修改工厂法以使工厂视察

员能够制止目前盛行的非法劳动的建议》。

（１８０） “最近半年〈１８５７年〉在我的管区内，８岁和８岁以上的儿童事实上是

从早晨６点一直被折磨到晚上９点。”（《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７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３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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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次流产。（１８１）

但是，原则战胜了，它在作为现代生产方式的特殊产物的大

工业部门中胜利了。１８５３—１８６０年时期这些部门的惊人发展，以

及同时出现的工厂工人体力和精神的复活，连瞎子也看得清清楚

楚。连那些经过半个世纪的内战才被迫逐步同意在法律上限制和

规定工作日的工厂主，也夸耀这些工业部门与那些仍旧是“自由

的”剥削领域所形成的对照。（１８２）“政治经济学”上的伪善者现

在也宣称，认识在法律上规定工作日的必要性，是他们这门“科

学”的突出的新成就。（１８３）不难了解，在工厂大亨们被迫服从

不可避免的东西并且同它和解之后，资本的抵抗力量就逐渐削弱

了，而同时，工人阶级的进攻力量则随着他们在没有直接利害关

系的社会阶层中的同盟者的增加而大为加强。这就是从１８６０年以

来进步较快的原因。

染厂和漂白厂（１８４）在１８６０年，花边厂和织袜厂在１８６１年分

（１８１） “印染工厂法关于教育以及劳动保护的规定被认为是一种失败。”（《工

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２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５２页）

（１８２） 例如，艾·波特尔１８６３年３月２４日写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就是

这样说的。《泰晤士报》提醒他不要忘记反对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的工厂主叛乱。

（１８３） 同图克一起编写并出版《价格史》的威·纽马奇先生就是这样认为的。难

道怯懦地向舆论让步也是科学上的进步么？

（１８４） １８６０年颁布的关于漂白厂和染厂的法令规定，从１８６１年８月１日起，工

作日暂时缩短了１２小时，从１８６２年８月１日起，最后缩短为１０小时，也就是说，平日

为１０１
２
小时，星期六７

１
２
小时。但是不祥的１８６２年一到来，旧把戏又重演了。工厂主

先生们向议会请愿，要求把准许少年和妇女劳动１２小时的规定仅仅再延长一年……

“在现今的营业状况下〈棉荒时期〉，如果允许工人每天劳动１２小时，赚得尽可能多的

工资，那对他们将是十分有利的…… 一项根据这种精神拟定的法案也已经提交下

院。由于苏格兰漂白厂工人的鼓动，这项法案被撤销了。”（《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２年

１０月３１日》第１４、１５页）盗用工人名义说话的资本遭到工人回击后，又借助法学家的

眼镜发现，１８６０年的法令和议会的一切有关“劳动保护”的法令一样，措词含糊，从中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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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受１８５０年工厂法的约束。由于有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１号报告

（１８６３年），一切瓦器业（不仅是陶器业）、火柴厂、雷管厂、弹药

厂、壁纸厂、天鹅绒厂以及许多统称为“最后整饰”的作业，都遭

受同样的命运。１８６３年，“露天漂白厂”（１８５）和面包房分别受专门

这样的借口：该法令的有效范围不包括“轧光工”和“整理工”。英国的审判权始终是

资本的忠实奴仆，它通过“普通法法院”批准了这种强词夺理的解释。“这引起工人极

大的不满，并且深为遗憾的是，立法的明确意图，竟由于字义不明而化为泡影。”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２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１８页）

（１８５） “露天漂白业者”撒谎说，他们没有使用妇女做夜工，以此逃避了１８６０

年漂白工厂法。但谎言被工厂视察员揭穿了，同时，工人的请愿书使议会打消了“露

天漂白厂”座落在芳香、凉爽的草地上的印象。在这些露天漂白厂里，干燥室的温度

高达华氏９０°—１００°，其中做工的主要是少女。“冷却”这个词已经成了她们从干燥室

偶尔跑到户外喘口气的专门用语。“在干燥室里有１５个少女，烘烤麻布的温度是８０°—

９０°，烘烤细麻布的温度是１００°和１００°以上。一间约有１０平方呎的小屋，中间放着密

闭火炉，１２个少女在那里〈把细麻布等〉熨平和叠齐。少女们围着发出炽热的火炉，细

麻布很快就被烘干，然后由她们熨平。这些人的劳动时间是没有限制的。在忙的时候，

他们要接连许多天干到晚上９点或１２点”。（同上，第５６页）一个医生说：“没有规定

专门的时间让人们凉快一下，不过当温度高得实在受不了，或者女工的手被汗水弄脏

了，便允许她们出去几分钟…… 我在这些女工中行医的经验使我断定，她们的健康

状况比纺纱女工坏得多〈而资本在递交给议会的请愿书中，竟用卢本斯的笔法把她们

描画成非常健康！〉。她们中间最常见的病是：肺病、支气管炎、子宫病、恶性歇斯底

里和风湿症。我认为，造成所有这些病症的直接或间接的原因，就是她们的工作室温

度太高，并且她们缺少足够的舒适的衣服，不能在冬季回家时抵御寒冷潮湿空气的袭

击。”（同上，第５６、５７页）关于后来才从快活的“露天漂白业者”那里争得来的１８６３

年法令，工厂视察员指出：“这个法令看起来是保护工人的，但它不仅没有达到保护工

人的目的……按照法令的条文，只有当儿童和妇女在晚上８点以后被发现做工时才应

受到保护，就是在这种时候，因法令所规定的证明方法有种种保留条件，以致很少有

人会受到处罚。”（同上，第５２页）“作为一个具有人道的和教育的目的的法令来说，该

法令是彻底失败了。允许同样也可以说强迫妇女和儿童每天劳动１４小时（包括或不包

括吃饭时间，要看情况而定），或许还要劳动更长的时间，并且不管他们的年龄、性别

如何，不管漂白厂邻近地区的家庭有怎样的社会习惯，这能说是人道的吗？”（《工厂

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３年４月３０日》第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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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的约束，在前一种工厂中禁止在夜间（从晚上８点至早晨６

点）使用儿童、少年和妇女做工，在面包房中禁止在晚上９点至

早晨５点使用１８岁以下的面包工人。根据童工调查委员会以后的

各次建议，英国一切重要工业部门，除农业、采矿业和运输业以

外，都有被夺去“自由”的危险，关于这些建议我们以后还要谈

到。（１８５ａ）

７．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英国

工厂立法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读者会记得，不管生产方式本身由于劳动隶属于资本而产生

了怎样的变化，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

的特定内容和目的。读者还会记得，从我们到目前为止所阐明的

观点看来，只有独立的、因而在法律上是成年的工人，作为商品

出卖者与资本家缔结契约。因此，如果说在我们的历史的概述中，

起主要作用的一方面是现代工业，另一方面是身体上和法律上未

成年的人的劳动，那末我们只是把前者看作榨取劳动的特殊领域，

把后者看作这种榨取的最鲜明的例子。但是，即使暂不涉及以后

的阐述，仅仅根据历史事实的联系，也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第一，在最早依靠水力、蒸汽和机器而发生革命的工业部门

中，即在现代生产方式的最初产物——棉、毛、麻、丝等纺织业

中，资本无限度地、放肆地延长工作日的欲望首先得到了满足。物质

（１８５ａ） 第２版注：自从１８６６年我写这些话以来，倒退的现象又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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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式的改变和生产者的社会关系的相应的改变（１８６），先是

造成了无限度的压榨，后来反而引起了社会的监督，由法律来限

制、规定和划一工作日及休息时间。因此，这种监督在十九世纪

上半叶只是作为例外情况由法律规定的。（１８７）但是，当这种监

督刚刚征服了新生产方式的已有领域时，却发现，不仅许多别的

生产部门采用了真正的工厂制度，而且那些采用或多或少陈旧的

生产方式的手工工场（如陶器作坊、玻璃作坊等）以及老式的手

工业（如面包房），甚至那些分散的所谓家庭劳动（如制钉业等）

（１８８），也都象工厂一样早已处于资本主义剥削之下了。因此，立

法不得不逐渐去掉它的例外性，或者在象英国这样在立法上仿效

罗马决疑法的地方，把有人在里面劳动的任何房屋都任意称为工

厂。（１８９）

第二，某些生产部门中规定工作日的历史以及另一些生产部

门中还在继续争取这种规定的斗争，清楚地证明：孤立的工人，

“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定成熟阶段上，是

无抵抗地屈服的。因此，正常工作日的确立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

级之间长期的多少隐蔽的内战的产物。斗争是在现代工业范围内

（１８６） “这两个阶级〈资本家和工人〉各自的行为，是它们当时所处地位的结

果。”（《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１１３页）

（１８７） “受限制的行业都与使用蒸汽力或水力生产纺织品有关。一种行业必须

具备两个条件才受工厂视察制度的保护，这就是：使用蒸汽力或水力，并且加工某种

特定的纤维。”（《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４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８页）

（１８８） 关于这种所谓家庭工业的情况，童工调查委员会最近的报告提供了非常

丰富的材料。

（１８９） “最近这次会期〈１８６４年〉通过的法令……涉及到习惯异常不同的各种

行业。使用机械力开动机器，已不象以前那样是一个企业在法律上被当作工厂的必要

条件了。”（《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４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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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所以它最先发生在现代工业的发源地英国。（１９０）英国

的工厂工人不仅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而且是整个现代工

人阶级的先进战士，最先向资本的理论挑战的也正是他们的理论

家。（１９１）所以，工厂哲学家尤尔咒骂说，英国工人阶级洗不掉

的耻辱就是，他们面对勇敢地为“劳动的完全自由”而奋斗的资

本，竟把“工厂法的奴隶制”写在自己旗帜上。（１９２）

法国在英国后面慢慢地跟了上来。在那里，十二小时工作日

法律（１９３）曾不得不由二月革命来催生，但是这个法律同它的英国

（１９０） 在比利时这个大陆自由主义的乐园，连这种运动的影子都没有。甚至那

里的煤矿和金属矿山，各种年龄的男女工人都被完全“自由地”消费着，而不论消费

时间多长以及什么时候被消费。那里所雇用的每１０００人中，有７３３个男人，８８个妇女，

１３５个１６岁下的男孩，４４个１６岁以下的女孩。在炼铁厂等处，每１０００人中，有６６８

个男人，１４９个妇女，９８个１６岁以下的男孩，８５个１６岁以下的女孩。此外，对成熟

的或末成熟的劳动力虽然都剥削得很厉害，但工资很低，每日平均的工资，男人为２先

令８便士，妇女为１先令８便士，少年为１先令２１
２
便士。不过，与１８５０年相比，１８６３

年比利时输出的煤、铁等等的数量和价值几乎增加了一倍。

（１９１） 本世纪头十年刚刚结束，罗伯特·欧文就不仅在理论上鼓吹限制工作日

的必要性，而且在实际上在新拉纳克他自己的工厂内实行了十小时工作日。这种主张

正同他的“生产劳动与儿童教育相结合”一样，同他创办的工人合作企业一样，被讥

笑为共产主义的空想。现在，第一个空想成了工厂法，第二个空想成了一切“工厂

法”中的正式用语，第三个空想甚至成了进行反动欺骗的外衣。

（１９２） 尤尔《工厂哲学》（法译本）１８３６年巴黎版第２卷第３９、４０、６７、７７等

页。

（１９３） “１８５５年巴黎国际统计会议”的报告说：“法国的法律把工厂和作坊每天

的劳动时间限制为１２小时。但它不是把这一劳动限制在固定的钟点内〈即一段时间

内〉，而只是规定儿童在早晨５点至晚上９点这段时间内做工。因此一部分工厂主就利

用这一不幸的沉默给予他们的权利，让工人每天（也许除开星期日）不停地劳动。他

们为此使用两班工人，每班在作坊内的劳动时间都不超过１２小时，但企业的生产却昼

夜不停。法律得到了遵守，但是合乎人道吗？”除了“做夜工对人体有破坏性的影响”

外，报告还着重指出，“夜晚男女工人挤在同一个灯光暗淡的车间内会产生严重的后

果”。

２３３ 第三篇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原版比起来更加不完备。虽然如此，法国的革命方法还是显示了

它的独特的优点。它一下子就给所有的作坊和工厂毫无区别地规

定了同样的工作日界限，而英国立法却时而在这一点上，时而在

那一点上被迫向环境的压力屈服，并且极容易制造出一起又一起

的诉讼纠纷。（１９４）另一方面，法国法律作为原则宣布的东西，在

英国则只是以儿童、少年和妇女的名义争取的东西，并且这些东

西直到最近才作为普遍的权利提了出来。（１９５）

在北美合众国，只要奴隶制使共和国的一部分还处于残废状

态，任何独立的工人运动都是瘫痪的。在黑人的劳动打上屈辱烙

印的地方，白人的劳动也不能得到解放。但是，从奴隶制的死亡

中，立刻萌发出一个重新变得年青的生命。南北战争的第一个果

实，就是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运动，这个运动以特别快车的速度，从

大西洋跨到太平洋，从新英格兰跨到加利福尼亚。在巴尔的摩召

开的全国工人代表大会１３４（１８６６年８月）宣布：

“为了把我国的劳动从资本主义的奴隶制下解放出来，当务之急是颁布

一项法律，规定八小时工作日为美利坚联邦各州的正常工作日。我们誓以全

（１９４） “例如，在我这个地区内，在同一家工厂建筑物内，同一个工厂主既是

要受‘漂白厂和染厂法’约束的漂白业者和染色业者，又是要受‘印染工厂法’约束

的印染业者，并且还是受‘工厂法’约束的上浆业者……”（贝克先生的报告，载于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１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２０页）贝克先生在列举这些法令的不同规

定以及由此引起的种种纠纷以后说：“可见，如果工厂主存心回避法律，那末要保证执

行议会的这三个法令是多么困难。”［同上，第２１页］不过这倒保证法学家先生有案子

可办了。

（１９５） 因此，工厂视察员终于大胆地说出：“这种异议〈资本对在法律上限制劳

动时间的异议〉必将在劳动权利的伟大原则面前屈服……到一定的时候，雇主使用工

人劳动的权利就终止，工人就可以自行支配自己的时间，即使他还没有精疲力尽。”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２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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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取这一光荣的结果。”（１９６）

与此同时（１８６６年９月初），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

大会”，根据伦敦总委员会的建议，通过决议：“限制工作日是一

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进一步谋求工人解放的尝试都

将遭到失败…… 我们建议通过立法手续把工作日限制为８小

时。”１３５

这样，大西洋两岸从生产关系本身中本能地成长起来的工人

运动，就证实了英国工厂视察员罗·约·桑德斯的话：

“如果不先限制工作日，不严格地强制贯彻工作日的法定界限，要想在社

会改革方面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是决不可能有任何成功希望的”（１９７）。

必须承认，我们的工人在走出生产过程时同他进入生产过程

时是不一样的。在市场上，他作为“劳动力”这种商品的所有者与

其他商品的所有者相遇，即作为商品所有者与商品所有者相遇。他

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时所缔结的契约，可以说象白纸黑字

一样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后却发现：他不是“自

由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

力的时间（１９８）；实际上，他“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

（１９６） “我们，丹克尔克的工人，特此声明：现行制度所规定的劳动时间太长，

没有给工人休息和发展的时间，相反，倒是把工人贬低到比在奴隶制下好不了多少的

受奴役地位。因此我们通过决议：一个工作日有８小时就够了，而且法律也应该承认

这一点；我们呼吁报刊这个强有力的杠杆来支持我们……凡拒绝给予这种支持的人，

将被看作是劳动改良和工人权利的敌人。”（纽约州丹克尔克工人的决议，１８６６年）

（１９７）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１１２页。

（１９８） “此外，这种诡计〈例如资本在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采取的手法〉提供了一个

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一种经常有人提出的看法是多么错误，这种看法是：工人不需

要任何保护，而应被看作是他们的唯一财产即他们双手的劳动和额头上的汗水的自由

支配者。”（《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０年４月３０日》第４５页）“自由劳动（如果还可以

这样称呼的话），即使在自由的国家也需要法律的强有力的臂膀来保护。”（《工厂视察

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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榨取”（１９９），吸血鬼就决不罢休。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
１３７
，

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

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

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２００）从法律

上限制工作日的朴素的大宪章１３８，代替了“不可剥夺的人权”这种

冠冕堂皇的条目，这个大宪章“终于明确地规定了，工人出卖的

时间何时结束，属于工人自己的时间何时开始”（２０１）。多么大的

变化啊！１３９

１８６４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３４页）“允许每天劳动１４小时，包括或不包括吃饭时间……就

等于强迫这样做。”（《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３年４月３０日》第４０页）

（１９９）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载于我主编的《新莱

茵报。政治经济评论》１８５０年４月号第５页１３６。

（２００） 在受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约束的工业部门，该法令“使工人免于完全退化

下去，并使他们的健康状况有了保障”。（《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９年１０月３１日》第

４７页）“资本〈在工厂中〉超过限定时间仍使机器转动，就必定损害它所雇用的工人的

健康和道德；而工人是不能自己保护自己的。”（同上，第８页）

（２０１） “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这就是把属于工人自己的时间和属于雇主的时

间终于明显地区分开来。工人现在知道，他出卖的时间何时结束，他自己的时间何时

开始，由于他预先准确地知道了这一点，他就能够依照自己的目的事先安排好自己的

时间了。”（同上，第５２页）“它〈工厂法〉使工人成了自己时间的主人，这就赋予工

人一种道义力量，使他们也许有可能掌握政治权力。”（同上，第４７页）工厂视察员以

有节制的讥讽和经过斟酌的语言暗示，现在的十小时工作日法令，在某种程度上也使

资本家摆脱了他作为单纯的资本化身而自然带有的那种野蛮性，并给了他受少许“教

养”的时间。从前，“雇主除了搞钱以外再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而工人除了劳动以外

也再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同上，第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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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章

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在这一章里，也同前面一样，假定劳动力的价值，从而再生

产或维持劳动力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是一个已知的不变的量。

根据这个假设，知道剩余价值率，同时也就知道一个工人在

一定的时间内为资本家提供的剩余价值量。例如，假设必要劳动

每天是６小时，表现为金额３先令或１塔勒，那末，１塔勒就是一

个劳动力的日价值，或者说，是购买一个劳动力所预付的资本价

值。再假设剩余价值率是１００％，那末，这１塔勒的可变资本就生

产１塔勒的剩余价值量，或者说，工人每天提供６小时的剩余劳

动量。

但是，可变资本是资本家同时使用的全部劳动力的总价值的

货币表现。因此，可变资本的价值，等于一个劳动力的平均价值

乘以所使用的劳动力的数目。因此，在已知劳动力价值的情况下，

可变资本的量与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成正比。如果一个劳动力的

日价值＝１塔勒，那末，每天要剥削１００个劳动力，就必须预付１００

塔勒的资本，要剥削ｎ个劳动力，就必须预付ｎ塔勒的资本。

同样，如果１塔勒的可变资本，即一个劳动力的日价值，每

天生产１塔勒的剩余价值，那末，１００塔勒的可变资本每天就生产

１００塔勒的剩余价值，ｎ塔勒的可变资本每天就生产１塔勒×ｎ的

剩余价值。可见，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等于一个工人一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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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所提供的剩余价值乘以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又因为在劳动力价

值已定的情况下，一个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是由剩余价值率

决定的，由此就得出如下第一个规律：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等

于预付的可变资本量乘以剩余价值率，或者说，是由同一个资本

家同时剥削的劳动力的数目与单个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之间的复

比例决定的。①

因此，如果我们用Ｍ 表示剩余价值量，用ｍ表示一个工人每

天平均提供的剩余价值，用ｖ表示购买一个劳动力每天预付的可

变资本，用Ｖ表示可变资本的总数，用ｋ表示一个平均劳动力的

价值，用
ａ′
ａ（

剩余劳动
必要劳动

）表示一个平均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用

ｎ表示所使用的工人人数，我们就得出：

Ｍ＝

ｍ
ｖ×Ｖ

ｋ×
ａ′
ａ×ｎ

这里继续假定，不仅一个平均劳动力的价值不变，而且一个资本

家所使用的工人已经化为平均的工人。也有例外的情况，就是所

生产的剩余价值并不与受剥削的工人人数按比例增长，但这时劳

动力的价值也就不是不变的了。

因此，在一定量剩余价值的生产上，一种因素的减少可以由

另一种因素的增加来补偿。如果可变资本减少，同时剩余价值率

却按同一比例提高，那末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仍然不变。按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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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假定，如果一个资本家每天要剥削１００个工人，必须预付１００

塔勒，而剩余价值率如果是５０％，那末，这１００塔勒的可变资本

就提供５０塔勒的剩余价值，或１００×３个劳动小时的剩余价值。如

果剩余价值率提高一倍，或者说，工作日不是从６小时延长到９小

时，而是从６小时延长到１２小时，那末减少了一半的可变资本５０

塔勒，也同样提供５０塔勒的剩余价值，或５０×６个劳动小时的剩

余价值。可见，可变资本的减少，可以由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的

按比例的提高来抵偿，或者说，所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减少，可以

由工作日的按比例的延长来抵偿。因此在一定限度内，资本所能

榨取的劳动的供给，并不取决于工人的供给。（２０２）反过来说，如

果剩余价值率降低了，那末，只要可变资本量或雇用的工人人数

按比例增加，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就仍然不变。

但是，靠提高剩余价值率或延长工作日来补偿工人人数或可

变资本量的减少，是有不能超越的界限的。无论劳动力的价值如

何，无论维持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是２小时还是１０小时，一个工

人每天所能生产的总价值，总是小于２４个劳动小时所物化的价

值，如果这２４个物化劳动小时的货币表现是１２先令或４塔勒，那

就总是小于１２先令或４塔勒。我们前面假定，要再生产劳动力本

身，或者说，要补偿购买劳动力所预付的资本价值，每天需要６个

劳动小时。根据这个假定，５００塔勒的可变资本，使用５００个工人，

在剩余价值率为１００％，或工作日为１２小时的时候，每天生产５００

塔勒的剩余价值，或６×５００个劳动小时的剩余价值。１００塔勒的

（２０２） 这个基本规律看来是庸俗经济学的先生们所不知道的。他们与阿基米德

相反，认为在需求和供给决定劳动的市场价格这一点上，发现了一个不是使世界运动

而是使世界静止的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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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每天使用１００个工人，在剩余价值率为２００％，或工作日为

１８小时的时候，只生产２００塔勒的剩余价值量，或１２×１００个劳

动小时的剩余价值量。它的总价值产品，即预付的可变资本的等

价物加剩余价值，在任何一天都决不能达到４００塔勒或２４×１００

个劳动小时的数额。平均工作日（它天然总是小于２４小时）的绝

对界限，就是可变资本的减少可以由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来补偿的

绝对界限，或者说，就是受剥削的工人人数的减少可以由劳动力

受剥削的程度的提高来补偿的绝对界限。这个非常明白的第二个

规律，对于解释资本要尽量减少自己所雇用的工人人数即减少转

化为劳动力的可变资本部分的趋势（以后将谈到这种趋势）所产

生的许多现象，是十分重要的，而这种趋势是同资本要生产尽可

能多的剩余价值量的另一趋势相矛盾的。反过来说，如果所使用

的劳动力数量增加了，或可变资本量增加了，但是它的增加和剩

余价值率的降低不成比例，那末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就会减少。

第三个规律是从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取决于剩余价值率和预

付的可变资本量这两个因素而得出来的。如果剩余价值率或劳动

力受剥削的程度已定，劳动力价值或必要劳动时间量已定，那末

不言而喻，可变资本越大，所生产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也就越

大。如果工作日的界限及其必要部分的界限已定，那末，一个资

本家所生产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显然就只取决于他所推动的

劳动量。但根据以上假设，他所推动的劳动量取决于他所剥削的

劳动力的数量，或他所剥削的工人人数，而工人的人数又是由他

所预付的可变资本量决定的。可见，在剩余价值率和劳动力价值

已定的情况下，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同预付的可变资本量成正比。

但是我们知道，资本家把他的资本分成两部分。他把一部分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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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资料上，这是他的资本的不变部分。他把另一部分转化为活

的劳动力，这一部分形成他的可变资本。在同一生产方式的基础

上，在不同生产部门中，资本划分为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比例

是不同的。在同一生产部门内，这一比例是随着生产过程的技术

基础和社会结合的变化而变化的。但是，无论一定量的资本是怎

样分为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无论后者与前者之比是１∶２或是１

∶１０，还是１∶ｘ，刚才确定的规律都不会受到影响。因为根据前

面的分析，不变资本的价值虽然再现在产品价值中，但是并不加

入新形成的价值产品。使用１０００个纺纱工人，当然比使用１００个

纺纱工人需要更多的原料、纱锭等等。但是不管这些待追加的生

产资料的价值是提高，降低，还是不变，也不管是大是小，都不

会对推动这些生产资料的劳动力的价值增殖过程有任何影响。因

此，上面确认的规律就具有这样的形式：在劳动力的价值已定和

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资本所生产的价值量

和剩余价值量，同这些资本的可变部分即转化为活劳动力的部分

的量成正比。

这一规律同一切以表面现象为根据的经验显然是矛盾的。每

个人都知道，就所使用的总资本两个部分各占的百分比来说，纺

纱厂主使用的不变资本较多，可变资本较少，面包房老板使用的

可变资本较多，不变资本较少，但前者获得的利润或剩余价值并

不因此就比后者少。要解决这个表面上的矛盾，还需要许多中项，

就象从初等代数的角度来看，要了解
０
０
可以代表一个真实的量需

要很多中项一样。尽管古典经济学从来没有表述过这一规律，但

是它却本能地坚持这一规律，因为这个规律是一般价值规律的必

然结果。古典经济学企图用强制的抽象法把这个规律从现象的矛

０４３ 第三篇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盾中拯救出来。以后（２０３）我们会看到，李嘉图学派是怎样被这

块拦路石绊倒的。“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１４０的庸俗经济学，在这里

也象在其他各处一样，抓住了现象的外表来反对现象的规律。它

与斯宾诺莎相反，认为“无知就是充足的理由”１４１。

我们可以把社会总资本每天所使用的劳动看成一个唯一的工

作日。例如，假设工人人数为１００万，一个工人的平均工作日为１０

小时，那末社会工作日就是１０００万小时。在这个工作日的长度已

定时，不管它的界限是由生理条件还是由社会条件决定，只有工人

人数即工人人口增加，剩余价值量才能增加。在这里，人口的增加

形成社会总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数学界限。反之，在人口数量已定

时，这种界限就由工作日的可能的延长来决定。（２０４）在下一章我

们会看到，这个规律只适用于以上所考察的剩余价值形式。

从以上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考察中可以看出，不是任何一个货

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单

个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

价值。可变资本的最低限额，就是为取得剩余价值全年逐日使用

的一个劳动力的成本价格。假设这个工人自己占有生产资料，并

且满足于工人的生活，那末只要有再生产他的生活资料的必要劳

动时间，比如说每天８小时，对他来说就够了。因而他也只需要

够８个劳动小时用的生产资料。但是，资本家除这８小时外还要工

人再进行比如说４小时剩余劳动，这样，他就需要一个追加的货币

（２０３） 详见第四卷。

（２０４） “社会的劳动，即用在经济上的时间，表现为一个定量，比如说，１００万

人每人每天１０小时，或１０００万小时…… 资本的增长是有限度的。在任何一定的时

期内，这个限度就是用在经济上的时间的实际数量。”（《论国民政治经济学》１８２１年

伦敦版第４７、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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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来购置追加的生产资料。按照我们的假设，他必须使用两个

工人，才能靠每天占有的剩余价值来过工人那样的生活，即满足

他的必要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生产的目的就只是维持生

活，不是增加财富；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增加财富是前提。为

了使他的生活只比一个普通工人好一倍，并且把所生产的剩余价

值的一半再转化为资本，他就必须把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额和工人

人数都增加为原来的８倍。诚然，他自己也可以和他的工人一样，

直接参加生产过程，但这时他就不过成了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

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高度，就

要求资本家能够把他充当资本家即人格化的资本的全部时间，都

用来占有从而控制别人的劳动，用来出售这种劳动的产品。（２０５）

中世纪的行会力图用强制的办法防止手工业师傅变为资本家，限

定每个师傅可以雇用的劳动者的人数不得超过一个极小的最高限

额。货币或商品的所有者，只有当他在生产上预付的最低限额大大

超过了中世纪的最高限额时，才真正变为资本家。在这里，也象在

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所发现的下列

规律的正确性，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转化为质的区

（２０５） “租地农场主不能指靠自己的劳动，如果他这样做，我认为他会受到损

失。他的事务应该是全面照料：他必须监督打谷人，否则粮食打不干净，工钱很快就

浪费了；他还必须监督割草人、割麦人等等；他必须经常巡视自己的篱笆；他必须查

看是否有疏忽的地方，如果他只局限在一处，那末别处就难免有疏忽。”（［约·阿伯

思诺特］《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一个租地农场主著，１７７３年伦

敦版第１２页）这本书非常有趣，从中可以研究“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或他明确地称

之为“商人租地农场主”的起源，可以听到这种租地农场主在那些主要是为生存而挣

扎的“小租地农民”面前是怎样自我吹嘘的。“资本家阶级最初部分地摆脱了体力劳动

的必要性，最后完全摆脱了体力劳动的必要性。”（理查·琼斯牧师《国民政治经济学

教程》１８５２年哈特福版第３讲第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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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２０５ａ）

单个的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要蛹化为资本家而必须握有

的最低限度价值额，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是不同的，

而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在不同的生产部门内，也由于它们的特

殊的技术条件而各不相同。还在资本主义生产初期，某些生产部

门所需要的最低限额的资本就不是在单个人手中所能找到的。这

种情况一方面引起国家对私人的补助，如柯尔培尔时代的法国和

直到目前的德意志若干邦就是这样。另一方面，促使对某些工商

业部门的经营享有合法垄断权的公司（２０６）的形成，这种公司就

是现代股份公司的前驱。

我们不详细谈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关系在生产过程的进行中

的变化，也不谈资本本身的更进一步的规定。这里只着重指出少

数要点。

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发展成为对劳动，即对发挥作用的劳动

力或工人本身的指挥权。人格化的资本即资本家，监督工人有规

则地并以应有的强度工作。

（２０５ａ） 现代化学上应用的、最早由罗朗和热拉尔科学地阐明的分子说，正是以

这个规律作基础的。｛第３版补注：这个注解对于不大懂化学的人来说是不十分明了

的。所以我们对它作如下的解释：作者在这里所指的是最初由沙·热拉尔在１８４３年命

名的碳氢化合物的“同系列”，其中每一个系列都有自己的代数组成式。例如：烷烃系

列是ＣｎＨ２ｎ＋２；正醇系列是ＣｎＨ２ｎ＋２Ｏ；正脂肪酸系列是ＣｎＨ２ｎＯ２以及其他等等。在上

面的例子中，ＣＨ２在分子式中单纯的量的增加，每次都形成一个不同质的物体。关于

罗朗和热拉尔在确定这个重要事实上的贡献（马克思对他们的贡献估计过高），可参看

柯普《化学的发展》１８７３年慕尼黑版第７０９、７１６页和肖莱马《有机化学的产生及其发

展》１８７９年伦敦版第５４页。——弗·恩·｝

（２０６） 马丁·路德把这种机构称为“垄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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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

生活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作为别人辛勤劳动的制

造者，作为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资本在精力、贪

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

产制度。

资本起初是在历史上既有的技术条件下使劳动服从自己的。

因此，它并没有直接改变生产方式。所以我们上面所考察的、单

靠延长工作日这种形式的剩余价值的生产，看来是与生产方式本

身的任何变化无关的。它在旧式面包业中和在现代棉纺业中同样

有效。

如果我们从劳动过程的观点来考察生产过程，那末工人并不

是把生产资料当作资本，而只是把它当作自己有目的的生产活动

的手段和材料。例如在制革厂，工人只是把皮革当作自己的劳动

对象。他不是鞣资本家的皮。可是，只要我们从价值增殖过程的

观点来考察生产过程，情形就不同了。生产资料立即转化为吮吸

他人劳动的手段。不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使用

工人了。不是工人把生产资料当作自己生产活动的物质要素来消

费，而是生产资料把工人当作自己的生活过程的酵母来消费，并

且资本的生活过程只是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运动。夜间停

止不用、不吮吸活劳动的熔炉和厂房，对资本家说来是一种“纯

粹的损失”。因此，熔炉和厂房就造成了要劳动力“做夜工的要

求”。货币单纯地转化为生产过程的物质因素，转化为生产资料，

就使生产资料变成了榨取他人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合法权和强制

权。最后还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所固有的并成为

其特征的这种颠倒，死劳动和活劳动、价值和创造价值的力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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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的倒置，是如何反映在资本家头脑中的。在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

英国工厂主叛乱时期，“佩斯里的一家棉麻纺纱厂（卡莱尔父子公

司，这是苏格兰西部资格最老、声誉最好的公司之一，它自１７５２

年开办以来，世世代代由同一家族经营）的老板”，这位非常有学

识的绅士，在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５日《格拉斯哥每日邮报》上发表了

一封信（２０７）。标题是《换班制度》，其中有一段天真可笑的

话：    

“现在让我们看看，把劳动时间由１２小时缩减到１０小时会产生怎样的

祸害…… 这些祸害‘合计起来’给工厂主的前途和财产带来极其严重的损

害。如果他〈即他的“人手”〉以前工作１２小时，而现在限制为１０小时，那

就等于他的企业内每１２台机器或１２个纱锭缩减为１０台机器或１０个纱锭，

如果工厂被卖掉，那它们就只能按１０来计价。于是全国每家工厂的价值都会

减少六分之一。”（２０８）

在苏格兰西部这个世袭的资本的头脑中，生产资料即纱锭等

的价值同它们的自行增殖或每天吸取他人一定量的无偿劳动的资

本属性这样紧密地溶合在一起，以致卡莱尔公司的老板真的以为，

在出卖工厂时，要支付给他的不仅是纱锭的价值，而且还有它们

的价值增殖，不仅是包含在纱锭内的劳动或生产同种纱锭所必需

的劳动，而且还有借助于纱锭每天从佩斯里的健壮的西苏格兰人

身上榨取的剩余劳动。正因为如此，他才认为，如果工作日缩短

两小时，每１２台纺纱机的出售价格就会缩减为１０台的出售价格！

（２０７）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４９年４月３０日》第５９页。

（２０８） 同上，第６０页。工厂视察员斯图亚特本人是一个苏格兰人，他与英格兰

的工厂视察员相反，已完全为资本主义思维方式所俘虏。他把这封信附在他的报告中，

并明确地指出，这“是某一位采用换班制度的工厂主所写的最有用的一封信，它特别

可以用来消除对这种制度的偏见和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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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篇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 十 章

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

工作日的一部分只是生产出资本所支付的劳动力价值的等价

物。到现在为止，工作日的这一部分被看作不变量，而在一定的

生产条件下，在社会现有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它实际上也是这样

的。在这个必要劳动时间之外，工人还能劳动２小时、３小时、４

小时、６小时等。剩余价值率和工作日的长度就取决于这个延长的

量。如果说必要劳动时间是不变的，那末相反，整个工作日是可

变的。现在假定有一个工作日，它的总长度以及它的必要劳动和

剩余劳动的划分是已定的。例如ａｃ线ａ—————————

ｂ——ｃ代表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ａｂ段代表１０小时必要劳动，ｂｃ

段代表２小时剩余劳动。现在，如果没有ａｃ的进一步延长，或者

说不依靠ａｃ的进一步延长，怎样才能增加剩余价值的生产呢？也

就是说，怎样才能延长剩余劳动呢？

７４３



  尽管工作日的界限ａｃ已定，看来ｂｃ仍然可以延长，不过不是

越过它的终点ｃ（同时也是工作日ａｃ的终点）延长，而是由它的

起 点 ｂ 以 相 反 的 方 向 向 ａ 端 推 移 而 延 长。假 定 在

ａ—————————ｂ′—ｂ——ｃ中，ｂ′—ｂ等于ｂｃ的一半，或一

个劳动小时。假定在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ａｃ中，ｂ移到ｂ′，ｂｃ就

延长到ｂ′ｃ，剩余劳动就增加了一半，从２小时增加到３小时，虽

然工作日仍旧是１２小时。但是很明显，如果必要劳动不同时从ａｂ

缩短到ａｂ′，从１０小时缩短到９小时，要使剩余劳动这样从ｂｃ延

长到ｂ′ｃ，从２小时延长到３小时是不可能的。必要劳动的缩短要

与剩余劳动的延长相适应，或者说，工人实际上一直为自己耗费

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要变成为资本家耗费的劳动时间。这里，改

变的不是工作日的长度，而是工作日中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划

分。

另一方面，知道工作日的量和劳动力的价值，显然也就知道剩

余劳动量本身。劳动力的价值，即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决定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如果一个劳动小时用

金量来表示是半先令或６便士，劳动力的日价值是５先令，那末工

人每天就必须劳动１０小时，才能补偿资本支付给他的劳动力的日

价值，或者说，才能生产出他每天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的等价物。

知道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也就知道工人劳动力的价值（１），知道

工人劳动力的价值，也就知道他的必要劳动时间的量。从整个工作

（１） 每天平均工资的价值是由工人“为了生活、劳动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东

西决定的。（威廉·配第《爱尔兰政治剖视》１６７２年版第６４页）“劳动的价格总是由必

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的。”“如果……工人所得的工资不能依照他作为一个工人的低

下的身分和地位，维持他们当中许多人注定会有的大家庭”，那他就没有得到适当的工

资。（杰·范德林特《货币万能》弟１５页）“只凭双手和勤劳的普通工人，除了能够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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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减去必要劳动时间，就得到剩余劳动的量。１２小时减去１０小

时，还剩２小时，这里看不出，在这种条件下剩余劳动怎么能够

延长到２小时以上。当然资本家可以不付给工人５先令，而只付

给４先令６便士，或者更少。再生产这４先令６便士价值，有９个

劳动小时就够了，这样，在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中，剩余劳动就

不是２小时，而是３小时了，剩余价值本身也就从１先令提高到

１先令６便士了。但是这个结果的获得，只是由于把工人的工资压

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工人只得到他在９小时内生产的４先令６

便士，他所支配的生活资料比以前少
１
１０，因此，他的劳动力只能

有萎缩的再生产。在这里，剩余劳动的延长，只是由于打破剩余

劳动的正常界限，剩余劳动的范围的扩大，只是由于侵占了必要

劳动时间的范围。虽然这种方法在工资的实际运动中起着重要的

作用，但是在这里它应该被排除，因为我们假定，一切商品，包

括劳动力在内，都是按其十足的价值买卖的。既然作了这样的假

定，那末劳动力的生产或劳动力价值的再生产所必要的劳动时间，

就不能因为工人的工资低于他的劳动力的价值而减少，而只有当

这个价值本身降低时才减少。在工作日长度已定的情况下，剩余

劳动的延长必然是由于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而不是相反，必要

劳动时间的缩短是由于剩余劳动的延长。就我们的例子来说，劳

动力的价值必需在实际上降低
１
１０
，必要劳动时间才能减少

１
１０
，从

１０小时减到９小时，从而使剩余劳动从２小时延长到３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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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

察》，德尔编《全集》第１卷第１０页）“生存资料的价格实际上等于劳动的生产费用。”

（马尔萨斯《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及其调整原则的研究》１８１５年伦敦版第４８页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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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劳动力的价值要这样降低
１
１０，同量的生活资料，从前

用１０小时生产出来，现在要求用９小时生产出来。不过，要做到

这一点，不提高劳动生产力是不可能的。例如，一个鞋匠使用一

定的手段，在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内可以做一双皮靴。如果他要

在同样的时间内做两双皮靴，他的劳动生产力就必须提高一倍。不

改变他的劳动资料或他的劳动方法，或不同时改变这二者，就不

能把劳动生产力提高一倍。因此，他的劳动生产条件，也就是他

的生产方式，从而劳动过程本身，必须发生革命。劳动生产力的

提高，在这里一般是指劳动过程中的这样一种变化，这种变化能

缩短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需的劳动时间，从而使较小量的劳动

获得生产较大量使用价值的能力。（２）在研究我们上面考察的那

种形式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时，我们曾假定生产方式是既定的。而

现在，对于由必要劳动变成剩余劳动而生产剩余价值来说，资本

只是占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或者说现存形态的劳动过程，并且只

延长它的持续时间，就绝对不够了。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

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通

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缩短再生产劳动力

价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

我把通过延长工作日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绝对剩余价值；

相反，我把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

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相对剩余价值。

要降低劳动力的价值，就必须提高这样一些产业部门的生产

（２） “改进手艺，不外是发现一种新方法，可以比以前用更少的人或者（也就

是）用更短的时间制成产品。”（加利阿尼《货币论》，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

集》现代部分，１８０３年米兰版第１５８、１５９页）“生产费用的节约，不外是用于生产的

劳动量的节约。”（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第１卷第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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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这些部门的产品决定劳动力的价值，就是说，它们或者属于

日常生活资料的范围，或者能够代替这些生活资料。但是，商品

的价值不仅取决于使商品取得最终形式的那种劳动的量，而且还

取决于该商品的生产资料所包含的劳动量。例如皮靴的价值不仅

取决于鞋匠的劳动，而且还取决于皮革、蜡、线等等的价值。因

此，那些为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提供不变资本物质要素（劳动资料

和劳动材料）的产业部门中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它们的商品相应

的便宜，也会降低劳动力的价值。相反，那些既不提供必要生活

资料、也不为制造必要生活资料提供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中生产

力的提高，并不会影响劳动力的价值。

便宜的商品当然只是相应地，即只是按照该商品在劳动力的

再生产中所占的比例，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例如，衬衫是一种必要

生活资料，但只是许多种必要生活资料中的一种。这种商品变得便

宜只会减少工人购买衬衫的支出。但是必要生活资料的总和是由

各种商品、各个特殊产业部门的产品构成的，其中每种商品的价值

总是劳动力价值的相应部分。劳动力价值随着劳动力再生产所必

要的劳动时间的减少而降低，这种劳动时间的全部减少等于所有

这些特殊生产部门劳动时间减少的总和。在这里我们把这个总结

果看成好象是每个个别场合的直接结果和直接目的。当一个资本

家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例如衬衫便宜的时候，他决不是必然抱有

相应地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减少必要劳动时间的目的；但是只

要他最终促成这个结果，他也就促成一般剩余价值率的提高。（３）

（３） “如果工厂主通过机器的改良使他的产品增加一倍……那他（最终）会得

到利益，不过是由于他可以使工人的衣着更便宜……从而使工人在总收益中所得的份

额更小。”（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１８２１年爱丁堡版第１６８、１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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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把资本的一般的、必然的趋势同这种趋势的表现形式区别开

来。

这里不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怎样表现为资本的外部

运动，怎样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发生作用，从而怎样成为单个资

本家意识中的动机。然而有一点一开始就很清楚：只有了解了资

本的内在本性，才能对竞争进行科学的分析，正象只有认识了天

体的实际的、但又直接感觉不到的运动的人，才能了解天体的表

面运动一样。但是，为了理解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并且只根据

已经得出的结果，要作如下的说明。

如果一个劳动小时用金量来表示是６便士或
１
２先令，一个十

二小时工作日就会生产出６先令的价值。假定在一定的劳动生产

力的条件下，在这１２个劳动小时内制造１２件商品；每件商品用

掉的生产资料、原料等的价值是６便士。在这种情况下，每件商

品花费１先令，即６便士是生产资料的价值，６便士是加工时新加

进的价值。现在假定有一个资本家使劳动生产力提高一倍，在一

个十二小时工作日中不是生产１２件这种商品，而是生产２４件。在

生产资料的价值不变的情况下，每件商品的价值就会降低到９便

士，即６便士是生产资料的价值，３便士是最后的劳动新加进的价

值。生产力虽然提高一倍，一个工作日仍然同从前一样只创造６先

令新价值，不过这６先令新价值现在分散在增加了一倍的产品上。

因此分摊在每件产品上的不是这个总价值的
１
１２
，而只是

１
２４
，不是

６便士，而是３便士，也就是说，在生产资料变成产品时，就每件

产品来说，现在加到生产资料上的，不象从前那样是一个劳动小

时，而是半个劳动小时。现在，这个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它的社

会价值，就是说，这个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少于在社会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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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生产的大宗同类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每件商品平均花

费１先令，或者说，代表２小时社会劳动；在生产方式发生变化

以后，它只花费９便士，或者说，只包含１１
２
个劳动小时。但是商

品的现实价值不是它的个别价值，而是它的社会价值，就是说，它

的现实价值不是用生产者在个别场合生产它所实际花费的劳动时

间来计量，而是用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劳动时间来计量。因此，如

果采用新方法的资本家按１先令这个社会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

那末他的商品的售价就超出它的个别价值３便士，这样，他就实

现了３便士的超额剩余价值。但是另一方面，对他来说，一个十

二小时工作日现在表现为２４件商品，而不是过去的１２件商品。因

此要卖掉一个工作日的产品，他就需要有加倍的销路或大一倍的

市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的商品只有降低价格，才能

获得较大的市场。因此资本家要高于商品的个别价值但又低于它

的社会价值来出售商品，例如一件商品卖１０便士，这样，他从每

件商品上仍然赚得１便士的超额剩余价值。对于资本家来说，剩

余价值总会这样提高，不管他的商品是不是属于必要生活资料的

范围，是不是参加劳动力的一般价值的决定。因此，即使撇开后

面这种情况，每个资本家都抱有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的

动机。

然而，甚至在这种场合，剩余价值生产的增加也是靠必要劳动

时间的缩短和剩余劳动的相应延长。（３ａ）假定必要劳动时间是１０

（３ａ） “一个人的利润，不是取决于他对别人的劳动产品的支配，而是取决于他

对这种劳动本身的支配。在工人的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他能以较高的价格出售他

的商品，显然他就会从中获得利益…… 他只要用他的产品的较小部分，就足以推动

这种劳动，因而更大部分的产品就留给他自己了。”（［约·卡泽诺夫］《政治经济学大

纲》１８３２年伦敦版第４９、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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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或者说，劳动力的日价值是５先令，剩余劳动是２小时，因

而每日生产的剩余价值是１先令。但我们的资本家现在是生产２４

件商品，每件卖１０便士，或者说，一共卖２０先令。因为生产资

料的价值等于１２先令，所以１４２
５
件商品只是补偿预付的不变资

本。十二小时工作日表现为其余的９３
５
件商品。因为劳动力的价格

＝５先令，所以６件产品表现必要劳动时间，３３
５
件产品表现剩余

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比在社会平均条件下是５∶１，而现

在是５∶３。用下列方法也可以得到同样结果。一个十二小时工作

日的产品价值是２０先令。其中１２先令属于只是再现的生产资料

的价值。因此，剩下的８先令是体现一个工作日的价值的货币表

现。这个货币表现比同类社会平均劳动的货币表现要多，因为１２

小时的同类社会平均劳动只表现为６先令。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

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

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但是我们的资本家仍然和从前一

样，只用５先令支付劳动力的日价值。因此工人现在要再生产这

个价值，用不着象过去那样需要１０小时，只要７１
２
小时就够了。这

样，他的剩余劳动就增加了２１
２
小时，他生产的剩余价值就从１先

令增加到３先令。可见，采用改良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比同行业

的其余资本家，可以在一个工作日中占有更大的部分作为剩余劳

动。他个别地所做的，就是资本全体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时所做

的。但是另一方面，当新的生产方式被普遍采用，因而比较便宜

地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和它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的

时候，这个超额剩余价值也就消失。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规律，

既会使采用新方法的资本家感觉到，他必须低于商品的社会价值

来出售自己的商品，又会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迫使他的竞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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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采用新的生产方式。（４）因此，只有当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扩展

到同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有关的生产部门，以致使属于必要生活资

料范围、从而构成劳动力价值要素的商品便宜时，一般剩余价值

率才会最终受到这一整个过程的影响。

商品的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劳动力的价值也是这样，因

为它是由商品价值决定的。相反，相对剩余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

正比。它随着生产力提高而提高，随着生产力降低而降低。在货

币价值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十二小时社会平均工作日总是生产６

先令的价值产品，而不管这个价值额如何分割为劳动力价值的等

价物和剩余价值。但是，如果由于生产力的提高，每天的生活资

料的价值，从而劳动力的日价值，从５先令下降到３先令，那末

剩余价值就从１先令增加到３先令。再生产劳动力的价值，从前

需要１０个劳动小时，现在只要６个劳动小时就够了。有４个劳动

小时空了出来，可以并入剩余劳动的范围。因此，提高劳动生产

力来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资本的

内在的冲动和经常的趋势。（５）

（４） “如果我的邻人以少量的劳动生产出许多的东西，从而能卖得便宜，那我也

就必须设法和他卖得一样便宜。所以每一种能用较少人手的劳动，从而用较低的费用

来生产的技艺、方法或机器，都会在别人身上引起一种强制和竞争，使他们或者也采用

同样的技艺、方法或机器，或者去发明类似的东西，这样，大家都会处于同等的地位，谁

也不能比邻人卖得便宜。”（《东印度贸易对英国的利益》１７２０年伦敦版第６７页）

（５） “如果同时取消对工业的限制，工人的开支按怎样的比例减少，他的工资

就会按怎样的比例减少。”（《论取消谷物出口奖励金》１７５３年伦敦版第７页）“工业的

利益要求谷物和一切食品尽可能便宜；凡是会使谷物和食品昂贵的事，必然也会使劳

动昂贵……凡工业不受限制的国家，食品的价格必然影响劳动的价格。如果生活必需

品便宜了，劳动的价格必定下降。”（同上，第３页）“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工资按同一

比例下降。虽然机器使生活必需品便宜了，但是也使工人便宜了。”（《一篇比较竞争

和合作的利弊的得奖论文》１８３４年伦敦版第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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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的绝对价值本身，是生产商品的资本家所不关心的。他

关心的只是商品所包含的、在出售时实现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

的实现本身就包含着预付价值的补偿。因为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

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成正比，而商品价值的降低和劳动生产力的

发展成反比，也就是说，因为同一过程使商品便宜，并使商品中

包含的剩余价值提高，所以就揭示了一个谜：为什么只是关心生

产交换价值的资本家，总是力求降低商品的交换价值；这也就是

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之一魁奈用来为难他的论敌、而后者至今还没

有回答的那个矛盾。魁奈说：

“你们认为，在工业产品的生产中，只要不损害生产，越能节省费用或昂

贵的劳动，这种节省就越有利，因为这会降低产品的价格。尽管如此，你们又

认为，由工人劳动创造的财富的生产，在于增大他们产品的交换价值。”（６）

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通过发展劳动生产力来节约劳

动（７），目的绝不是为了缩短工作日。它的目的只是为了缩短生产

一定量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工人在他的劳动的生产力提高时，

一小时内例如会生产出等于过去１０倍的商品，从而每件商品需要

的劳动时间只是过去的
１
１０，这绝不能阻止他仍旧劳动１２小时，并

且在１２小时内生产１２００件商品，而不是以前的１２０件商品。他的

工作日甚至还可能延长，以致他现在要在１４小时内生产１４００

（６） 魁奈《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问答》第１８８、１８９页。

（７） “这些投机家非常节约他们必须支付报酬的工人劳动。”（日·恩·比多

《大生产工具引起的工业技术和商业中的垄断》１８２８年巴黎版第１３页）“企业主总是会

竭力节省时间和劳动。”（《杜格耳德·斯图亚特全集》，威·汉密尔顿爵士发行，１８５５

年爱丁堡版第８卷《政治经济学讲义》第３１８页）“他们〈资本家〉所关心的是尽可能

增大他们所雇用的工人的生产力。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而且几乎完全集中在提高生

产力上。”（理·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第３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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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商品等等。因此，在麦克库洛赫、尤尔、西尼耳之流的经济学

家的著作中，在这一页可以读到，工人应当感谢资本发展了生产

力，因为这种发展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在下一页接着就会读到，

工人为了表示这种感谢，以后必须劳动１５小时，以代替原来的１０

小时。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发展劳动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缩短

工人必须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以此来延长工人能够无偿地

为资本家劳动的工作日的另一部分。在商品没有变便宜的情况下，

究竟会在多大的程度上达到这个结果，我们在下面考察相对剩余

价值的各种特殊的生产方法时，就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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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协   作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

用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

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

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

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就生产方

式本身来说，例如初期的工场手工业，除了同一资本同时雇用的

工人较多而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行会师傅的作

坊只是扩大了而已。

因此，起初只是量上的区别。我们已经看到，一定的资本所

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等于一个工人所提供的剩余价值乘以同时雇

用的工人人数。工人人数本身丝毫不会改变剩余价值率或劳动力

的剥削程度，而且，就商品价值的生产来说，劳动过程的任何质

的变化，看来是没有关系的。这是由价值的性质得出来的。如果

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物化为６先令，那末１２００个这样的工作日就

物化为６先令×１２００。在前一种情况下，产品体现了１２个劳动小

时，在后一种情况下，则体现了１２×１２００个劳动小时。在价值生

产上，多数始终只是许多个数的总和。因此对于价值生产来说，

１２００个工人无论是单独进行生产，还是在同一资本指挥下联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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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进行生产，都不会引起任何差别。

不过，在一定限度内还是会发生变化。物化为价值的劳动，是

社会平均性质的劳动，也就是平均劳动力的表现。但是平均量始

终只是同种的许多不同的个别量的平均数。在每个产业部门，个

别工人，彼得或保罗，都同平均工人多少相偏离。这种在数学上

叫做“误差”的个人偏离，只要把较多的工人聚集在一起，就会

互相抵销，归于消失。著名的诡辩家和献媚者艾德蒙·伯克甚至

根据他当租地农场主的实际经验也懂得，只要有五个雇农“这样小

的队伍”，劳动的所有个人差别就会消失，因此任意五个成年英国

雇农在一起，和其他任何五个英国雇农一样，可以在同样的时间内

完成同样多的劳动。（８）无论如何，明显的是，同时雇用的许多工人

的总工作日除以工人人数，本身就是一天的社会平均劳动。例如，

假定一个人的工作日是１２小时。这样，１２个同时雇用的工人的工

作日就构成１４４小时的总工作日，虽然这１２个工人中每个人的劳

动都多少偏离社会平均劳动，因而每个工人做同一件工作所用的

时间有多有少，但是每个工人的工作日作为１４４小时总工作日的
１
１２，都具有社会平均性质。但是，对于雇用１２个工人的资本家来

说，工作日是作为１２个工人的总工作日而存在的。不管这１２个工

人是协同地劳动，还是他们劳动的全部联系只在于他们为同一个资本

（８） “毫无疑问，由于体力、技巧和勤劳的差别，一个人的劳动价值同另一个

人的劳动价值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根据我的仔细观察，我完全可以肯定，任何五个人

共同提供的劳动量和我所说的那种年龄的其他五个人所提供的劳动量是相等的。这就

是说，在这五个人中一人具备优等工人的一切特质，一人是劣等工人，其他三人是中

等，接近优等工人或劣等工人。所以，即使在五个人这样小的队伍中，也能发现任何

五个人所能提供的全部总量。”（艾·伯克《关于贫困的意见和详情》第１５、１６页）还

可参看凯特勒关于平均的个人的言论。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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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做工，每个工人的工作日都总是总工作日的一个相应部分。反

之，如果这１２个工人每两人为一个小业主雇用，那末每个业主能

否生产同样的价值量，从而能否实现一般剩余价值率，就是偶然

的了。这里就会出现个人偏离。如果一个工人生产一种商品所花

费的时间显著地超出社会必需的时间，他的个人必要劳动时间显

著地偏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平均劳动时间，那末，他的劳动就

不能当作平均劳动，他的劳动力就不能当作平均劳动力。这样的

劳动力不是根本卖不出去，就是只能低于劳动力的平均价值出卖。

因此要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劳动能力作为前提，以后我们会看到：

资本主义生产找到了衡量这个最低限度的办法。不过这个最低限

度是会偏离平均水平的，虽然从另一方面看，劳动力必须按平均

价值支付。因此，在６个小业主中间，有人赚到的会高于一般剩

余价值率，有人赚到的会低于一般剩余价值率。这些差别就整个

社会来说会互相抵销，但是就单个业主来说却不是这样。因此对

单个生产者来说，只有当他作为资本家进行生产，同时使用许多

工人，从而一开始就推动社会平均劳动的时候，价值增殖规律才

会完全实现。（９）

即使劳动方式不变，同时使用较多的工人，也会在劳动过程的

物质条件上引起革命。容纳许多人做工的厂房、储藏原料等的仓

库、供许多人同时使用或交替使用的容器、工具、器具等，总之，一

部分生产资料，现在是在劳动过程中共同消费的。一方面，商品的

交换价值，从而生产资料的交换价值，丝毫不会因为它们的使用价

（９） 罗雪尔教授先生声称他发现了，教授夫人雇用的一个女裁缝两天内提供的

劳动，比她雇用的两个女裁缝一天内提供的劳动要多。１４３这位教授先生不应该在婴儿

室和在没有主要人物——资本家的情况下观察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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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到某种更有效的利用而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共同使用的生

产资料的规模会增大。２０个织布工人用２０台织机劳动的房间，必

然比一个独立织布者带两个帮工做工的房间大得多。但是，建造

一座容纳２０个人的作坊比建造１０座各容纳两个人的作坊所耗费

的劳动要少，因此大量积聚的并且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一

般地说，不会和这些生产资料的规模及其效果成比例地增加。共

同使用的生产资料转移到单个产品上去的价值组成部分所以较

小，部分是因为这些生产资料转移的总价值要同时分配在较大量

的产品上，部分是因为这些生产资料加入生产过程的价值同分散

的生产资料相比，绝对地说虽然较大，但从它们作用范围来看，相

对地说却较小。因此，不变资本的价值组成部分降低了，而随着

这部分价值的量的减少，商品的总价值也降低了。其结果和商品

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变得便宜时所产生的结果一样。生产资料使用

方面的这种节约，只是由于许多人在劳动过程中共同消费它们。即

使许多工人只是在空间上集合在一起，并不协同劳动，这种生产

资料也不同于单干的独立劳动者或小业主的分散的并且相对地说

花费大的生产资料，而取得了社会劳动的条件或劳动的社会条件

这种性质。一部分劳动资料甚至在劳动过程本身取得这种社会性

质以前，就已经取得这种社会性质。

生产资料的节约要从两方面去考察。一方面，它使商品便宜，

从而使劳动力的价值下降。另一方面，它改变剩余价值同全部预

付资本，也就是同资本的不变组成部分和可变组成部分的价值总

额之间的比例。后一点要到本书第三卷第一篇才来探讨，为了叙

述上的联系，和这里有关的许多问题也留到该篇再谈。分析的进

程要求把研究的对象这样割裂开来，而这种割裂也是符合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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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生产的精神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条件作为某种独

立的东西而与工人相对立，所以劳动条件的节约也表现为一种特

殊操作，与工人无关，因而与提高工人的个人生产率的方法没有

联系。

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

程 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

（１０）    

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

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

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

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重、转绞车、清

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１１）在

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末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末

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

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

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１１ａ）

且不说由于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

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

（１０） 《Ｃｏｎｃｏｕｒｓｄｅｆｏｒｃｅｓ》〔“协力”〕。（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论意志及其

作用》第８０页）

（１１） “有许多工作非常简单，不能分割开来，只有许多双手共同来做才能完成。

例如，把一根大树干抬到车上……总之，凡是很多人不同时在同一个不可分割的工作

上互相帮助就不能完成的事情，都是这样。”（爱·吉·威克菲尔德《略论殖民艺术》

１８４９年伦敦版第１６８页）

（１１ａ） “一吨重的东西，一个人举不起来，十个人必须竭尽全力才能举起来，而

一百个人只要每个人用一个指头的力量就能举起来。”（约翰·贝勒斯《关于创办一所

劳动学院的建议》１６９６年伦敦版第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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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因此，１２个人在一个

１４４小时的共同工作日中提供的总产品，比１２个单干的劳动者每

人劳动１２小时或者一个劳动者连续劳动１２天所提供的产品要多

得多。（１２）这是因为人即使不象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

政治动物（１３），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

尽管许多人同时协同完成同一或同种工作，但是每个人的个

人劳动，作为总劳动的一部分，仍可以代表劳动过程本身的不同阶

段。由于协作，劳动对象可以更快地通过这些阶段。例如瓦匠站成

一排，把砖从脚手架的下面传到上面，虽然每个人都做同一件事

情，但是这些单个操作构成一个总操作的连续部分，成为每块砖在

劳动过程中必须通过的各个特殊阶段。因此，总体劳动者例如用

２４只手传砖，比单个劳动者每人都用两只手搬着砖上下脚手架要

快。（１４）劳动对象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通过同样的空间。另一方面，

例如，如果一座建筑物同时从各个方面动工兴建，尽管协作的人做

（１２） “这时候〈当同样数量的劳动者由一个租地农场主用在３００英亩土地上，

而不是由１０个租地农场主各用在３０英亩土地上的时候〉也会因雇工的相对人数较多

而具有优越性。除了有实际经验的人，是不容易认识到这种优越性的。人们自然会说：

１∶４等于３∶１２；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因为在收获时期和许多其他类似的紧急工

作上，把许多劳动力结合在一起，工作就会做得更好更快。例如在收获工作上，２人赶

车，２人装车，２人传送，２人使耙，其余的人安排在禾堆上或谷仓内，他们一起干完

的活要比同样多的人分成组分别在各个农场里所干完的活多一倍。”（［约·阿伯思诺

特］《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一个租地农场主著，１７７３年伦敦版

第７、８页）

（１３） 确切地说，亚里士多德所下的定义是：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这个定义标

志着古典古代的特征，正如富兰克林所说的人天生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定义标志着

美国社会的特征一样。

（１４） “此外必须肯定，这种部分的分工在劳动者干同样的活时也能实行。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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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同一或同种工作，那也会发生劳动的结合。１４４小时的结合工

作日可以在空间上从多方面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因为结合劳动

者或总体劳动者前前后后都有眼睛和手，在一定程度上是全能的。

这样，１４４小时结合工作日完成总产品，比只能比较单方面地对劳

动对象进行加工的、多少是单干的劳动者的１２个十二小时工作日

要快。产品的不同的空间部分同时成长。

我们所以着重指出，许多互相补充的劳动者做同一或同种工

作，是因为这种最简单的共同劳动的形式即使在最发达的协作形

态中也起着重大作用。如果劳动过程是复杂的，只要有大量的人共

同劳动，就可以把不同的操作分给不同的人，因而可以同时进行这

些操作，这样，就可以缩短制造总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１５）

在许多生产部门都有紧急时期，即由劳动过程的性质本身所

决定的一定时期，在这些时期内必须取得一定的劳动成果。例如

剪一群羊的羊毛或收割若干摩尔根的谷物，在这种情况下，产品

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这种操作是否在一定的时间开始并在一定的

时间结束。在这里，劳动过程要占用的时间是事先决定了的，正象

例如捕鲱鱼的情况一样。一个人只能从一天中分割出一个工作日，

例如１２小时，但是，例如１００个人协作就能把一个十二小时工作

瓦匠手递手地把砖传送到脚手架上去，他们虽然做的是同样的活，但在他们之间仍然

存在着一种分工，这种分工表现在，他们每个人都把砖传送一定的距离，他们共同把

砖传到一定的地点，这比每个人单独把砖搬到脚手架上去要快得多。”（弗·斯卡尔培

克《社会财富的理论》１８３９年巴黎第２版第１卷第９７、９８页）

（１５） “如果问题是要完成一件复杂的劳动，那就必须同时做各种事情。一个人

干这个，另一个人干那个，大家合起来将会取得一个人的努力所根本不能达到的结果。

一人划船，另一人掌舵，第三人撒网或叉鱼，没有这种协力，捕鱼就不可能取得成果。”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论意志及其作用》第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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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扩大成一个１２００小时工作日。短促的劳动期限可以由在紧要关

头投入生产场所的巨大的劳动量来补偿。在这里，能否不失时机地

获得成果，取决于是否同时使用许多结合的工作日，成效的大小取

决于劳动者人数的多少；但是这种人数总比在同样长的时间内为

达到同样效果所需要的单干劳动者的人数要少。（１６）由于缺少这

样的协作，美国西部每年都要损失大量粮食，而在英国的统治已经

破坏了旧的公社的东印度地区，每年都要损失大量棉花。（１７）

一方面，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因此，某些劳动过

程由于劳动对象空间上的联系就需要协作；例如排水、筑堤、灌

溉、开凿运河、修筑道路、铺设铁路等等。另一方面，协作可以

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在劳动的作用范

围扩大的同时劳动空间范围的这种缩小，会节约非生产费用，这

种缩小是由劳动者的集结、不同劳动过程的靠拢和生产资料的积

聚造成的。（１８）

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

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要

（１６） “在紧要关头完成它们〈农业劳动〉有更大的效果。”（［约·阿伯思诺

特］《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第７页）“在农业上没有比时间因素

更重要的因素了。”（李比希《农业的理论与实践》１８５６年版第２３页）

（１７） “人们很难想象，在这个劳动输出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也许中国和英

国除外）都多的国家里所发生的另一个祸害竟是：找不到足够数量的人手来收摘棉花。

结果大量棉花无人收摘，另外一部分棉花是落地以后从地上拣起来的，这部分自然失

去了色泽，而且部分已经腐烂。由于在适当的季节缺少劳动者，植棉者实际上不得不

损失很大一部分棉花，而这些棉花正是英国所十分渴望的。”（《孟加拉公报。大陆新

闻摘要双月刊》１８６１年７月２２日）

（１８） “由于耕作的进步，从前分散用在５００英亩（也许还要多）土地上的全部资

本和劳动，现在集中在１００英亩土地上进行精耕细作。”虽然“同所使用的资本量和劳

动量相比，空间是缩小了，但是同从前单个独立生产者占有的或耕种的生产领域相比，

生产领域却是扩大了”（理·琼斯《论财富的分配》，《地租》，１８３１年伦敦版第１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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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时间。不论在一定的情况下结合工作日怎样达到生产力的

这种提高：是由于提高劳动的机械力，是由于扩大这种力量在空

间上的作用范围，是由于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

产场所，是由于在紧急时期短时间内动用大量劳动，是由于激发

个人的竞争心和集中他们的精力，是由于使许多人的同种作业具

有连续性和多面性，是由于同时进行不同的操作，是由于共同使

用生产资料而达到节约，是由于使个人劳动具有社会平均劳动的

性质，在所有这些情形下，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劳动的

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

的。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

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１９）

既然劳动者不在一起就不能直接地共同工作，既然劳动者集

结在一定的空间是他们进行协作的条件，那末，同一个资本，同

一个资本家，如果不同时使用雇佣工人，也就是同时购买他们的劳

动力，雇佣工人就不能进行协作。因此，在劳动力本身集合在生产

过程中以前，这些劳动力的总价值或工人一天、一周等等的工资总

额，必须已经集合在资本家的口袋里。一次支付３００工人的报酬，

即使支付的只是一天的报酬，也比全年一周一周地支付少量工人

的报酬需要更多的资本支出。因此，协作工人的人数或协作的规

模，首先取决于单个资本家能支付多大资本量来购买劳动力，也就

是取决于每一个资本家在多大规模上拥有供许多工人用的生活

（１９） “单个人的力量是很小的，但是这些很小的力量结合起来所产生的总力量，

比这些部分力量的总和要大，因此单是力量的结合就能减少时间和扩大这些力量发生

作 用的空间。”（詹·黎·卡尔利为彼·维里《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加的注释，载于

《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１５卷第１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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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可变资本的情形是这样，不变资本的情形也是这样。例如拿

原料的支出来说，一个雇用３００个工人的资本家的支出，是３０个

各雇用１０个工人的资本家中的每一个人的支出的３０倍。诚然，共

同使用的劳动资料在价值量和物质量方面都不会同雇用的工人人

数按同一程度增加，但是它们的增加还是很显著的。因此，较大

量的生产资料积聚在单个资本家手中，是雇佣工人进行协作的物

质条件，而且协作的范围或生产的规模取决于这种积聚的程度。

起初，为了有足够的同时被剥削的工人人数，从而有足够的

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数量，以便使雇主本身摆脱体力劳动，由小

业主变成资本家，从而使资本关系在形式上建立起来，需要有一

定的最低限额的单个资本。现在，这个最低限额又表现为使许多

分散的和互不依赖的单个劳动过程转化为一个结合的社会劳动过

程的物质条件。

同样，起初资本指挥劳动只是表现为这样一个事实的形式上

的结果：工人不是为自己劳动，而是为资本家，因而是在资本家

的支配下劳动。随着许多雇佣工人的协作，资本的指挥发展成为

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现在，

在生产场所不能缺少资本家的命令，就象在战场上不能缺少将军

的命令一样。

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

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

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

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一

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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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这种管理的职能作为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

了特殊的性质。

首先，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

多地自行增殖（２０），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因而也就

是资本家尽可能多地剥削劳动力。随着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增

加，他们的反抗也加剧了，因此资本为压制这种反抗所施加的压

力也必然增加。资本家的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

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社会劳动

过程的职能，因而也是由剥削者和他所剥削的原料之间不可避免

的对抗决定的。同样，随着作为别人的财产而同雇佣工人相对立

的生产资料的规模的增大，对这些生产资料的合理使用进行监督

的必要性也增加了。（２１）其次，雇佣工人的协作只是资本同时使

用他们的结果。他们的职能上的联系和他们作为生产总体所形成

的统一，存在于他们之外，存在于把他们集合和联结在一起的资

本中。因此，他们的劳动的联系，在观念上作为资本家的计划，在

实践中作为资本家的权威，作为他人意志——他们的活动必须服

从这个意志的目的——的权力，而和他们相对立。

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二重的，——因

（２０） “利润……是经营的唯一目的。”（杰·范德林特《货币万能》第１１页）

（２１） 英国一家庸人报纸《旁观者》１８６６年５月２６日报道，在曼彻斯特金属丝

加工公司实行资本家和工人合伙经营以后，“第一个结果便是材料的浪费突然减少，因

为工人理解到，他们没有理由比对待资本家的财产还更厉害地浪费自己的财产，而除

了黄帐以外，材料的浪费大概是工厂亏损的最大原因了”。该报又发现罗契得尔合作实

验１４４的根本缺点是：“这些实验表明，工人组合可以有成效地管理商店、工厂以及几乎

一切工业形式，这些实验大大改善了工人本身的状况，但是〈！〉它们却没有给资本家

留下明显的位置。”多么可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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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

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那末，资本

主义的管理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随着大规模协作的发展，这

种专制也发展了自己特有的形式。正如起初当资本家的资本一达

到开始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最低限额时，他便摆脱体力

劳动一样，现在他把直接和经常监督单个工人和工人小组的职能

交给了特种的雇佣工人。正如军队需要军官和军士一样，在同一

资本指挥下共同工作的大量工人也需要工业上的军官（经理）和

军士（监工），在劳动过程中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监督工作固

定为他们的专职。政治经济学家在拿独立的农民或独立的手工业

者的生产方式同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作比较时，把这种

监督工作算作非生产费用。（２１ａ）相反地，他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时，却把从共同的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同从这

一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因而从对抗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混为一

谈。（２２）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领导人，

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工业上的最

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正象在封建时代，战争中和法庭裁判中

的最高权力是地产的属性一样。（２２ａ）

（２１ａ） 凯尔恩斯教授在指出“对劳动的监督”是北美南方各州奴隶制生产的主要

特点以后，继续说道：“因为农民所有者〈北方的〉得到他的土地的全部产品，所以用不

着其他的劳动刺激。在这里完全不需要监督”（凯尔恩斯《奴隶劳力》第４８、４９页）。

（２２） 善于看出各种生产方式的社会特征的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指出：“为什

么大制造业企业破坏家庭手工业呢？难道不是因为前者接近于奴隶劳动的单纯性吗？”

（《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７６７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１６７、１６８页）

（２２ａ） 因此奥古斯特·孔德及其学派可以象证明资本家老爷的永恒必要性那

样，去证明封建老爷的永恒必要性。

９６３第十一章 协  作



  工人作为劳动力的出卖者和资本家进行交易时，是自己劳动

力的所有者，他只能出卖他所占有的东西，出卖他个人的、单个

的劳动力。这种关系，决不因为资本家购买的不是１个劳动力而

是１００个劳动力，或者说，他不是和１个工人而是和１００个互不

相干的工人签订合同，而有所变化。资本家无须让这１００个工人

协作就能使用他们。因此，他支付的是１００个独立的劳动力的价

值，而不是１００个结合劳动力的价值。工人作为独立的人是单个

的人，他们和同一资本发生关系，但是彼此不发生关系。他们的

协作是在劳动过程中才开始的，但是在劳动过程中他们已经不再

属于自己了。他们一进入劳动过程，便并入资本。作为协作的人，

作为一个工作机体的肢体，他们本身只不过是资本的一种特殊存

在方式。因此，工人作为社会工人所发挥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

产力。只要把工人置于一定的条件下，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就无须

支付报酬而发挥出来，而资本正是把工人置于这样的条件之下的。

因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另一方面，又因为工人在

他的劳动本身属于资本以前不能发挥这种生产力，所以劳动的社

会生产力好象是资本天然具有的生产力，是资本内在的生产力。

古代亚洲人、埃及人、伊特刺斯坎人等等的庞大建筑，显示

了简单协作的巨大作用。

“在过去的时代，这些亚洲国家除了民用的和军事的开支以外，还有剩余

的生活资料，可以用于华丽的或实用的建筑。这些国家可以指挥几乎全部非

农业人口的手臂，而对这些剩余生活资料的唯一支配权又完全属于君主和祭

司，所以它们有能力兴建那些遍布全国的宏伟纪念物…… 在移动巨大的雕

像和庞大的重物方面，当时的搬运本领令人惊讶，在这方面恣意滥用的几乎

全是人的劳动。光有劳动者的人数和他们的努力的集中就够了。我们看到巨

大的珊瑚礁从海底升起形成岛屿和陆地，虽然每一个珊瑚虫是渺小的、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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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足道的。亚洲任何一个君主国的非农业劳动者，除了自己个人的体力

以外，很少能贡献什么，但是他们的数量就是他们的力量。由于存在着指挥

这些群众的权力，就产生出这些巨大的建筑。正是由于劳动者赖以生活的那

些收入都集中在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手里，才使这一类事业成为可能。”（２３）

亚洲和埃及的国王或伊特刺斯坎的祭司等等的这种权力，在

现代社会已经转到资本家手里，不管他是单个资本家，还是象股

份公司那样的结合资本家。

在人类文化初期，在狩猎民族（２３ａ）中，或者例如在印度公社

的农业中，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在劳动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协作，一

方面以生产条件的公有制为基础，另一方面，正象单个蜜蜂离不开

蜂房一样，以个人尚未脱离氏族或公社的脐带这一事实为基础。这

两点使得这种协作不同于资本主义协作。在古代世界、中世纪和现

代的殖民地偶尔采用的大规模协作，以直接的统治关系和从属关

系为基础，大多数以奴隶制为基础。相反，资本主义的协作形式一

开始就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的自由雇佣工人为前提。不过，

历史地说，资本主义的协作形式是同农民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

产（不管是否具有行会形式）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２４）对农民经

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来说，资本主义协作好象不是协作的一个

特殊的历史形式，而协作本身倒好象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固有

（２３） 理·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第７１、７８页。伦敦和欧洲其他国家首

都搜集的古亚述、埃及等等的文物，为我们提供了这些协作的劳动过程的见证。

（２３ａ） 兰盖在他的著作《民法论》中把狩猎称为最初的协作形式，而把对人的

狩猎（战争）称为最初的狩猎形式之一，这也许不是不对的。

（２４） 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一部分构成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一部分

在封建生产方式瓦解以后又和资本主义生产并存。同时，它们在原始的东方公有制解

体以后，奴隶制真正支配生产以前，还构成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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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并表示其特征的历史形式。

正如协作发挥的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一

样，协作本身表现为同单个的独立劳动者或小业主的生产过程相

对立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有形式。这是实际的劳动过程由于

隶属于资本而经受的第一个变化。这种变化是自然发生的。这一

变化的前提，即在同一个劳动过程中同时雇用较大量的雇佣工人，

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这个起点是和资本本身的存在结合在

一起的。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劳动过程转化

为社会过程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劳动过程的这种社会形式

表现为资本通过提高劳动过程的生产力来更有利地剥削劳动过程

的一种方法。

上面所考察的简单形态的协作，是同规模较大的生产结合在

一起的，但是并不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特殊发展时代的

固定的特殊形式。它至多不过在仍然保持手工业性质的初期工场

手工业（２５）中，在那种和工场手工业时期相适应的、仅仅由于

同时使用的工人数量和所积聚的生产资料的规模才和农民经济有

本质区别的大农业中，近似地表现出来。简单协作在那些大规模

运用资本而分工或机器还不起重大作用的生产部门，始终是占统

治的形式。

虽然协作的简单形态本身表现为同它的更发展的形式并存的

一种特殊形式，协作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

（２５） “难道把许多人的技巧、勤劳和竞争心结合在同一个工作中不是推动这一

工作的办法吗？英国难道能用其他方法使自己的羊毛工场手工业达到这样完善的程度

吗？”（贝克莱《提问者》１７５０年伦敦版第５６页第５２１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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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二 章

分工和工场手工业

１．工场手工业的二重起源

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在工场手工业上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

态。这种协作，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殊形式，在真正的工

场手工业时期占居统治地位。这个时期大约从十六世纪中叶到十

八世纪末叶。

工场手工业是以两种方式产生的。

一种方式是：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的工人在同一个资本家的

指挥下联合在一个工场里，产品必须经过这些工人之手才能最后

制成。例如，马车过去是很多独立手工业者，如马车匠、马具匠、

裁缝、钳工、铜匠、旋工、饰绦匠、玻璃匠、彩画匠、油漆匠、描

金匠等劳动的总产品。马车工场手工业把所有这些不同的手工业

者联合在一个工场内，他们在那里协力地同时进行劳动。当然，一

辆马车在制成以前是不能描金的。但是，如果同时制造许多辆马

车，那末，当一部分马车还处在生产过程的较早阶段的时候，另

一部分马车就可以不断地描金。到此为止，我们的立足点还是简

单协作，它在人和物方面的材料都是现成的。但是很快就发生了

本质的变化。专门从事马车制造的裁缝、钳工、铜匠等等，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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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失去了全面地从事原有手工业的习惯和能力。另一方面，他们

的片面活动现在取得了一种最适合于狭隘活动范围的形式。起初，

马车工场手工业是作为独立手工业的结合出现的。以后，马车生

产逐渐地分成了各种特殊的操作，其中每一种操作都形成为一个

工人的专门职能，全部操作由这些局部工人联合体来完成。同样，

织物工场手工业以及一系列其他工场手工业，也是由不同的手工

业在同一个资本的指挥下结合起来而产生的。（２６）

但是，工场手工业也以相反的方式产生。许多从事同一个或

同一类工作（例如造纸、铸字或制针）的手工业者，同时在同一个

工场里为同一个资本所雇用。这是最简单形式的协作。每个这样

的手工业者（可能带一两个帮工）都制造整个商品，因而顺序地完

成制造这一商品所需要的各种操作。他仍然按照原有的手工业方

式进行劳动。但是外部情况很快促使人们按照另一种方式来利用

集中在同一个场所的工人和他们同时进行的劳动。例如，必须在一

定期限内提供大量完成的商品这种情况，就是如此。于是劳动有了

分工。各种操作不再由同一个手工业者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完

（２６） 下面的一段引文为工场手工业的这种形成方式提供了一个较近的例子。里

昂和尼姆的丝纺织业“完全是宗法式的；它雇用许多妇女和儿童，但是并没有把他们

累坏或者累死。它让这些妇女和儿童在优美的德龙、瓦尔、伊泽尔、沃克吕兹河流域

养蚕、缫丝。它从来也没有成为真正的工厂生产。如果仔细地考察一下……这里分工

的原则有其特点。虽然那里有缫丝女工、纺工、染色工、浆纱工以及织工；不过他们

并没有联合在一个工场里，并不从属于同一个雇主；他们所有的人都是独立的”。（阿

·布朗基《工业经济教程》，阿·布累兹编注，１８３８—１８３９年巴黎版第７９页）自从布

朗基写了这段话以来，不同的独立的工人已经有一部分联合在工厂里了。｛第４版注：

自从马克思写了这段话以来，动力织机在这些工厂里已经得到了应用，并且很快就把

手工织机排挤掉了。克雷费尔德的丝纺织业具有同样的经历。——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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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而是分离开来，孤立起来，在空间上并列在一起，每一种操

作分配给一个手工业者，全部操作由协作工人同时进行。这种偶

然的分工一再重复，显示出它特有的优越性，并渐渐地固定为系

统的分工。商品从一个要完成许多种操作的独立手工业者的个人

产品，变成了不断地只完成同一种局部操作的各个手工业者的联

合体的社会产品。一个德国的行会造纸匠要依次完成的、互相连

接的那些操作，在荷兰的造纸手工工场里独立化为许多协作工人

同时进行的局部操作。纽伦堡的行会制针匠是英国制针手工工场

的基本要素。但是纽伦堡的一个制针匠可能要依次完成２０种操

作，而在英国，将近２０个制针匠同时进行工作，每一个人只从事

一种操作，后来，这２０种操作根据经验又进一步划分、孤立，并

独立化为各个工人的专门职能。

可见，工场手工业的产生方式，它由手工业形成的方式，是

二重的。一方面，它以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的结合为出发点，这

些手工业非独立化和片面化到了这种程度，以致它们在同一个商

品的生产过程中成为只是互相补充的局部操作。另一方面，工场

手工业以同种手工业者的协作为出发点，它把这种个人手工业分

成各种不同的特殊操作，使之孤立，并且独立化到这种程度，以

致每一种操作成为特殊工人的专门职能。因此，一方面工场手工

业在生产过程中引进了分工，或者进一步发展了分工，另一方面

它又把过去分开的手工业结合在一起。但是不管它的特殊的出发

点如何，它的最终形态总是一样的：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

为了正确地理解工场手工业的分工，把握住下列各点是很重

要的。首先，在这里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特殊阶段是同手工业活

动分成各种不同的局部操作完全一致的。不管操作是复杂还是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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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它仍然是手工业性质的，因而仍然取决于每个工人使用工具

时的力量、熟练、速度和准确。手工业仍旧是基础。这种狭隘的

技术基础使生产过程得不到真正科学的分解，因为产品所经过的

每一个局部过程都必须作为局部的手工业劳动来完成。正因为手

工业的熟练仍旧是生产过程的基础，所以每一个工人都只适合于

从事一种局部职能，他的劳动力变成了终身从事这种局部职能的

器官。最后，这种分工是一种特殊的协作，它的许多优越性都是

由协作的一般性质产生的，而不是由协作的这种特殊形式产生的。

２．局部工人及其工具

如果我们进行更仔细的考察，那末首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终

生从事同一种简单操作的工人，把自己的整个身体变成这种操作

的自动的片面的器官，因而他花费在这一操作上的时间，比循序

地进行整个系列的操作的手工业者要少。但是，构成工场手工业

活机构的结合总体工人，完全是由这些片面的局部工人组成的。因

此，与独立的手工业比较，在较短时间内能生产出较多的东西，或

者说，劳动生产力提高了。（２７）在局部劳动独立化为一个人的专门

职能之后，局部劳动的方法也就完善起来。经常重复做同一种有限

的动作，并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有限的动作上，就能够从经验中学

会消耗最少的力量达到预期的效果。又因为总是有好几代工人

（２７） “在一种工种繁多的工场手工业中，劳动越分得细，越是分给不同的局部

工人去完成，就必然进行得越快、越好，时间和劳动的损失就越少。”（《东印度贸易

的利益》１７２０年伦敦版第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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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一起生活，在同一些手工工场内共同劳动，因此，这样获

得的技术上的诀窍就能巩固、积累并迅速地传下去。（２８）

工场手工业在工场内部把社会上现存的各种手工业的自然分

立再生产出来，并系统地把它发展到极端，从而在实际上生产出

局部工人的技艺。另一方面，工场手工业把局部劳动变为一个人

的终生职业，符合以前社会的如下倾向：使手工业变成世袭职业，

使它固定为种姓，或当一定历史条件产生与种姓制度相矛盾的个

人变化时，使它硬化为行会。种姓和行会由以产生的自然规律，就

是调节动植物分化为种和亚种的那个自然规律。不同的只是，种

姓的世袭性和行会的排他性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当作社会法令来颁

布。（２９）

“达卡的凡而纱的精细，科罗曼德耳的花布及其他布匹的色彩的华丽和

耐久，始终是无与伦比的。但是这些布匹的生产并没有依靠资本、机器和分

工或者任何一种使欧洲制造业获得很多益处的手段。织工是单独的个人，他

是根据顾客的订货织布的。他使用的织机的结构非常简单，有时候只是用木

条草草搭成的。这种织机甚至没有整经装置，因此机身必须全部伸展开来，这

样它就很笨重，很长，无法放在生产者的小屋中，因此生产者必须在露天劳

（２８） “容易的劳动是留传下来的熟练。”（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第

４８页）

（２９） “手艺……在埃及也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因为只有在这个国家里，手

工业者根本不容许过问另一个市民阶级的事情，他只能从事本族依法应当世袭的职业

…… 我们在其他国家中看到，手工业者把他们的注意力分散在过多的事情上…… 

他们有时种地，有时经商，有时同时从事两三种手艺。在自由国家，他们通常都要出

席民众大会…… 与此相反，在埃及，一个手工业者如果参预国事或同时从事几种手

艺，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因此，没有任何东西会妨碍他们专心从事自己的职业……

 此外，他们虽然继承了祖先的许多规则，但仍然热衷于寻找新的改进。”（西西里的

狄奥多洛斯《史学丛书》第１卷第７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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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一遇到坏天气，就只好停工。”（３０）

正是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一代积累下来的特殊熟练，才使印

度人具有蜘蛛一样的技艺。但是同大多数工场手工业的工人相比，

这样一个印度织工从事的是极复杂的劳动。

一个在制品的生产中依次完成各个局部过程的手工业者，必

须时而变更位置，时而调换工具。由一种操作转到另一种操作会打

断他的劳动进程，造成他的工作日中某种空隙。一旦手工业者整天

不断地从事同一种操作，这些空隙就会缩小，或者说会随着他的操

作变化的减少而趋于消失。在这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者是由

于增加了一定时间内劳动力的支出，也就是提高了劳动强度，或者

是由于减少了劳动力的非生产耗费。就是说，每次由静止到运动所

需要的力量的额外消耗，为已经达到的正常速度在较长时间的持

续所补偿。另一方面，不断从事单调的劳动，会妨碍精力的集中和

焕发，因为精力是在活动本身的变换中得到恢复和刺激的。

劳动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劳动者的技艺，而且也取决于他的工

具的完善程度。同类的工具，例如切削工具、钻具、凿具和锤具等，

用于不同的劳动过程，而同一种工具在同一劳动过程中又用于不

同的操作。但是，一旦劳动过程的不同操作彼此分离，并且每一种

局部操作在局部工人手中获得最合适的因而是专门的形式，过去

用于不同目的的工具就必然要发生变化。工具形式变化的方向，是

根据从工具原来形式带来的特殊困难中得出的经验决定的。劳动

工具的分化和劳动工具的专门化，是工场手工业的特征，前者使同

类的工具获得了适合于每种特殊用途的特殊的固定形式，后者

（３０） 休·默里、詹姆斯·威尔逊等著《英属印度古今历史概述》１８３２年爱丁堡

版第２卷第４４９、４５０页。印度的织机是竖立的，也就是说经纱是垂直张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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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每种这样的特殊的工具只有在专门的局部工人的手中才能充分

发挥作用。单在北明翰就生产出约５００种不同的锤，不但每一种

锤只适用于一个特殊的生产过程，而且往往好多种锤只用于同一

过程的不同操作。工场手工业时期通过劳动工具适合于局部工人

的专门的特殊职能，使劳动工具简化、改进和多样化。（３１）这样，

工场手工业时期也就同时创造了机器的物质条件之一，因为机器

就是由许多简单工具结合而成的。

局部工人及其工具构成工场手工业的简单要素。现在我们来

考察工场手工业的全貌。

３．工场手工业的两种基本形式——混成的

  工场手工业和有机的工场手工业   

工场手工业的组织有两种基本形式。这两种形式虽然有时交

错在一起，但仍然是两个本质上不同的类别，而且特别在工场手

工业后来转化为使用机器的大工业时，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这

种二重性起源于制品本身的性质。制品或者是由各个独立的局部

产品纯粹机械地组合而成，或者是依次经过一系列互相关联的过

程和操作而取得完成的形态。

（３１） 达尔文在其划时代的著作《物种起源》中，谈到动植物的自然器官时指出：

“在同一个器官需要从事不同的工作时，这个器官容易变异的原因也许在于：自然选择

对于每一形态上的细小差异的保存或抑制，不如在同一个器官专用于一个特殊目的时

那样小心。比如，用来切各种东西的刀，大体上可保持同样的形状；但专供一种用途

的工具，如作另一种用途，就必须具有另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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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机车是由５０００多个独立部件组成的。但是它不能算作

第一类真正工场手工业的例子，因为它是大工业的产物。钟表才

是最好的例子。威廉·配第就已经用它来说明工场手工业的分工。

钟表从纽伦堡手工业者的个人制品，变成了无数局部工人的社会

产品。这些局部工人是：毛坯工、发条工、字盘工、游丝工、钻

石工、棘轮掣子工、指针工、表壳工、螺丝工、镀金工，此外还

有许多小类，例如制轮工（又分黄铜轮工和钢轮工）、龆轮工、上

弦拨针机构工、装轮工（把轮安到轴上，并把它抛光等等）、轴颈

工、齿轮安装工（把各种齿轮和龆轮安装到机心中去）、切齿工

（切轮齿，扩孔，把棘爪簧和棘爪淬火）、擒纵机构工、圆柱形擒

纵机构又有圆筒工、擒纵轮片工、摆轮工、快慢装置工（调节钟

表快慢的装置）、擒纵调速器安装工，还有条合和棘爪安装工、钢

抛光工、齿轮抛光工、螺丝抛光工、描字工、制盘工（把搪瓷涂

到铜上）、表壳环制造工、装销钉工（把黄铜销钉插入表壳的接头

等）、表壳弹簧制造工（制造能使表壳弹起来的弹簧）、雕刻工、雕

镂工、表壳抛光工以及其他工人，最后是装配全表并使其行走的

装配工。只有钟表的少数几个零件要经过不同的人的手，所有这

些分散的肢体６６只是在最终把它们结合成一个机械整体的人的手

中才集合在一起。在这里，同在其他类似的制品上一样，成品和

它的各种不同的要素的外在关系，使局部工人在同一个工场中的

结合成为一种偶然的事情。局部劳动本身又可以作为彼此独立的

手工业进行，如在瓦得州和纽沙特尔州就是这样；在日内瓦则有

大钟表手工工场，也就是说，那里局部工人在一个资本指挥下进

行直接的协作。但即使在日内瓦，指针盘、发条和表壳也很少是

在本手工工场内制造的。在这里，结合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只有

０８３ 第四篇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在例外的情形下才是有利的，因为在家里劳动的工人之间的竞争

十分激烈，生产分为许多性质不同的过程，使人们不大可能使用

共同的劳动资料；而且在分散生产的情况下，资本家可节省厂房

等的费用。（３２）不过，这些在家里为一个资本家（工厂主）劳动

的局部工人的地位，也是和仅仅为自己的顾客劳动的独立手工业

者的地位完全不同的。（３３）

第二类工场手工业，是工场手工业的完成形式，它生产的制

品要经过相互联系的发展阶段，要顺序地经过一系列的阶段过程，

例如，制针手工工场的针条要经过７２个甚至９２个专门的局部工

人之手。

由于这种工场手工业把原来分散的手工业结合在一起，因此

就缩短了制品的各个特殊生产阶段之间的空间距离。制品从一个

阶段转移到另一阶段所需要的时间减少了，同样，用在这种转移

上的劳动也减少了。（３４）这样，同手工业相比，劳动生产力提高

了，这种提高是由工场手工业的一般协作性质产生的。另一方面，工场

（３２） １８５４年日内瓦生产了８万只钟表，不及纽沙特尔州钟表产量的五分之一。

仅在绍德封，在这个可以被看作一家钟表手工工场的城市，每年的产量就比日内瓦高

一倍。１８５０年至１８６１年，日内瓦制造了７２万只钟表。见《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关

于工商业的报告》１８６３年第６号中《日内瓦钟表业的报告》。如果那些只是拼凑而成的

制品的生产分为许多互不联系的过程，本身大大阻碍了这类手工工场转化为大工业的

机器生产，那末在钟表生产中还有两种别的障碍：钟表的部件小巧精细，而且钟表是

奢侈品，式样繁多，因此，例如伦敦最好的钟表公司，一年中生产的钟表未必有一打

是相似的。采用机器卓有成效的瓦歇隆和康士坦丁钟表工厂，在大小和式样上至多也

只生产三、四个品种。

（３３） 从钟表制造业这种混成工场手工业的典型例子，我们可以十分精确地研究

上面提到的现象，即由于手工业活动的分解而产生的劳动工具的分化和专门化。

（３４） “在人们如此密集地一起劳动的情形下，运输必然会更少。”（《东印度贸

易的利益》第１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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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特有的分工原则，使不同的生产阶段孤立起来，这些阶段

作为同数的手工业性质的局部劳动而互相独立。既然各个孤立的

职能之间要建立和保持联系，制品就得不断地由一个人之手转到

另一个人之手，由一个过程转到另一个过程。从大工业的角度来

看，这种情形表现为一种特殊的、破费的、工场手工业原则所固

有的局限性。（３５）

如果我们考察一定量的原料（如造纸手工工场的破布或者制

针手工工场的针条），就可以看到，这些原料在获得自己的最后形

态之前，要在不同的局部工人手中经过时间上顺序进行的各个生

产阶段。但如果把工场看作一个总机构，那末原料就同时处在它

的所有的生产阶段上。由局部工人组成的总体工人，用他的许多

握有工具的手的一部分拉针条，同时用另一些手和工具把针条拉

直、切断、磨尖等等。不同的阶段过程由时间上的顺序进行变成

了空间上的并存。因此在同一时间内可以提供更多的成品。（３６）

虽然这种同时性是由总过程的一般协作形式产生的，但是工场手

工业不只是找到了现成的协作条件，而且还通过分解手工业的活

动部分地创造出协作条件。另一方面，工场手工业所以能够达到

劳动过程的这种社会组织，只是因为同一个工人固定在同一局部

工作上。

（３５） “由于使用手工劳动，工场手工业中不同的生产阶段发生了分立，这就大

大增加了生产费用，这种损失主要是从一个劳动过程到另一个过程的转移造成的。”

（《各国的工业》１８５５年伦敦版第２部第２００页）

（３６） “它〈分工〉把劳动分成各个可以同时进行的部分，也就节省了时间……

 由于单独的个人必须分别完成的各种不同的劳动过程的同时进行，就有可能例如在

从前切断或磨尖一枚针的时间内制造出许多枚针。”（杜格耳德·斯图亚特《政治经济

学讲义》第３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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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每个局部工人的局部产品同时只是同一制品的特殊的发

展阶段，所以，一个工人是给另一个工人，或一组工人是给另一

组工人提供原料。一个工人的劳动结果，成了另一个工人劳动的

起点。因此在这里，一个工人是直接给另一个工人提供工作。在

每一局部过程中，取得预期效果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是根据经验确

定的，工场手工业总机构是以一定的劳动时间内取得一定的结果

为前提的。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互相补充的各个劳动过程才能不

间断地、同时地、空间上并存地进行下去。很明显，各种劳动因

而各个工人之间的这种直接的互相依赖，迫使每个工人在自己的

职能上只使用必要的时间，因此在这里形成了和独立手工业中，甚

至和简单协作中完全不同的连续性、划一性、规则性、秩序性

（３７），特别是劳动强度。在一种商品上只应耗费生产该商品的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表现为竞争的外部强制，

因为肤浅地说，每一个生产者都必须按商品的市场价格出售商品。

而在工场手工业中，在一定劳动时间内提供一定量的产品，成了

生产过程本身的技术规律。（３８）

但是，不同的操作需要不等的时间，因此在相等的时间内会

提供不等量的局部产品。因此，要使同一个工人每天总是只从事

同一种操作，不同的操作就必须使用不同比例数的工人。例如在

活字铸造业中，如果一个铸工每小时能铸２０００个字，一个分切工能

（３７） “每种工场手工业内专门工人的种类越多……每种工作就越有秩序和规

律；完成每种工作的时间必然较短，劳动也就必然减少。”（《东印度贸易的利益》第

６８页）

（３８） 但是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在许多部门中只是不完善地达到这种结果，因为它

不能可靠地控制生产过程的一般的化学条件和物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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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开４０００个字，一个磨字工能磨８０００个字，雇用一个磨字工就

需要雇用４个铸工和２个分切工。在这里，又回到了最简单形式

的协作原则：同时雇用许多人从事同种工作。但现在这个原则表

现为一种有机的关系。因此，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不仅使社会总体

工人的不同性质的器官简单化和多样化，而且也为这些器官的数

量大小，即为从事每种专门职能的工人小组的相对人数或相对量，

创立了数学上固定的比例。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在发展社会劳动过

程的质的划分的同时，也发展了它的量的规则和比例性。

如果各个不同的局部工人小组之间最合适的比例数，已由经

验为一定的生产规模确定下来，那末，只有使每个特殊工人小组

按倍数增加，才能扩大这个生产规模。（３９）此外，某些工作，不

管规模大些或小些，都可以由同一个人来做。例如，总监督的工

作，把局部产品由一个生产阶段运送到另一个生产阶段的工作等

等，就是如此。因此，使这些职能独立，或者把它们交给特殊工

人，只有在增加雇佣工人人数的情况下，才是有利的，但是这种

增加必须立刻在所有小组中按比例实行。

一个小组，即执行同一局部职能的一定数目的工人，是由同质

的要素组成的，并且构成总机构的一个特殊器官。但在某些手工工

场，这种小组本身就是一个已经组织好了的劳动体，而总机构由这

些基本的生产机体的重复或倍加形成。拿制瓶手工工场为例。这

种工场分为三个本质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预备阶段：调制

（３９） “既然经验根据每种工场手工业的产品的特殊性质，既表明了把生产分为

多少局部操作最为有利，也表明了每一操作所必要的工人人数，那末一切不依照此数

的准确倍数经营的企业，就要用较大的费用进行生产…… 这就是工业企业具有巨大规

模的原因之一。”（查·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１８３２年伦敦版第２１章第１７２、１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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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的配料，把砂、石灰等等混合在一起，并把这种混合物熔化

为玻璃液。（４０）最后阶段是把瓶从焙烧炉中取出，分类，包装等

等。这两个阶段都使用了不同的局部工人。在这两个阶段之间是

真正的玻璃生产即对玻璃液的加工。在玻璃炉的每一个口旁都有

一个小组在工作。这种小组在英国叫做“炉口”，它由一个制瓶工

或精制工、一个吹气工、一个收集工、一个堆积工或研磨工和一

个搬入工组成。这五个局部工人形成一个单一的劳动体的五个特

殊器官。这个劳动体只有作为一个整体，即只有通过五个人的直

接协作才能起作用。如果这个由五个部分构成的躯体少了一个成

员，它就瘫痪了。但一个玻璃炉有好几个炉口，例如在英国有４—

６个炉口，每个炉口都有一个盛玻璃液的土制坩埚，并且有一个同

样由五个成员组成的工人小组。在这里，每个组的组织都直接以

分工为基础，而各个同类小组之间的联系则是一种简单的协作，在

这种协作下，生产资料之一（这里是玻璃炉）由于共同使用而得

到更经济的利用。这种有４—６个小组的玻璃炉，构成一个玻璃作

坊；而一个玻璃手工工场有几个这样的作坊，同时还要有生产的

最初阶段和最后阶段所需的各种设备和工人。

最后，正如工场手工业部分地由不同手工业结合而成一样，工

场手工业又能发展为不同的工场手工业的结合。例如，英国的大

玻璃工场自己制造土制坩埚，因为产品的优劣主要取决于坩埚的

质量。在这里，制造生产资料的工场手工业同制造产品的工场手

工业联合起来了。反过来，制造产品的工场手工业，也可以同那

些又把它的产品当作原料的工场手工业，或者同那些把它的产品与

（４０） 在英国，熔炉是和对玻璃加工的玻璃炉分开的；但在比利时，同一个炉却

用于两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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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产品结成一体的工场手工业联合起来。例如，我们看到制

造燧石玻璃的工场手工业同磨玻璃业和铸铜业（为各种玻璃制品

镶嵌金属）结合在一起。在这种场合，不同的结合的工场手工业

成了一个总工场手工业在空间上多少分离的部门，同时又是各有

分工的、互不依赖的生产过程。结合的工场手工业虽有某些优点，

但它不能在自己的基础上达到真正的技术上的统一。这种统一只

有在工场手工业转化为机器生产时才能产生。

工场手工业时期很快就宣布减少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

是自觉的原则（４１），因此也就间或使用机器，特别是在某些需要

大量人力、费力很大的简单的最初的过程。例如，在造纸手工工

场很快就采用了粉碎磨来磨碎破布，在冶金业很快就采用了所谓

的捣碎磨来捣碎矿石。（４２）罗马帝国以水磨的形式把一切机器的

原始形式留传下来。（４３）手工业时期留下了指南针、火药、印刷

术和自鸣钟等伟大的发明。但总的来说，正如亚当·斯密指出的，

机器在分工之旁起着次要的作用。（４４）机器在十七世纪的间或应用是极

（４１） 参看威·配第、约翰·贝勒斯、安得鲁·耶伦顿的著作，《东印度贸易的

利益》一书以及杰·范德林特的著作。

（４２） 十六世纪末，法国还使用捣臼和筛子来碎矿和洗矿。

（４３） 从面粉磨的历史可以探究出机器的全部发展史。直到现在英文还把工厂叫

做 ｍｉｌｌ〔磨房〕。在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德国的工艺学文献中还可以看到，ｍｕｈｌｅ

〔磨〕一词不仅指一切用自然力推动的机器，甚至也指一切使用机器装置的手工工场。

（４４） 读者在本书第四卷中将会更详细地看到，关于分工，亚·斯密没有提出任

何一个新原理。人们把他看作工场手工业时期集大成的政治经济学家，是因为他特别

强调分工。他认为机器只起了从属作用，这种说法在大工业初期遭到罗德戴尔的反驳，

在往后的发展时期又遭到尤尔的反驳。亚·斯密还把工具的分化同机器的发明混为一

谈。在工具的分化中，工场手工业的局部工人自己起了巨大的作用；在机器的发明中，

起作用的不是工场手工业工人，而是学者、手工业者甚至农民（如布林德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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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要的，因为它为当时的大数学家创立现代力学提供了实际的

支点和刺激。

工场手工业时期所特有的机器始终是由许多局部工人结合成

的总体工人本身。一种商品的生产者顺序完成的、在其全部劳动过

程中交织在一起的各种操作，向商品生产者提出各种不同的要求。

在一种操作中，他必须使出较大的体力；在另一种操作中，他必须

比较灵巧；在第三种操作中，他必须更加集中注意力，等等；而同一

个人不可能在相同的程度上具备所有这些素质。在各种操作分离、

独立和孤立之后，工人就按照他们的特长分开、分类和分组。如果

说工人的天赋特性是分工赖以生长的基础，那末工场手工业一经

采用，就会使生来只适宜于从事片面的特殊职能的劳动力得到发

展。现在总体工人具备了技艺程度相同的一切生产素质，同时能最

经济地使用它们，因为他使自己的所有器官分离而成为特殊的工

人或工人小组，各自担任一种专门的职能。（４５）局部工人作为总体

工人的一个器官，他的片面性甚至缺陷就成了他的优点。（４６）从事

片面职能的习惯，使他变成本能地准确地起作用的器官，而总机构

的联系迫使他以机器部件的规则性发生作用。（４７）

（４５） “由于把工作分成许多种不同的操作，其中每种操作都需要不同程度的技

艺和体力，因此工场主能够准确地按照每种操作所需要的数量来购买体力和技艺。如

果全部工作由一个工人来完成，那末同一个工人就必须有足够的技艺来完成最细致的

操作，有足够的体力来完成最繁重的操作。”（查·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第

１９章）

（４６） 例如，肌肉的片面发展和骨骼的弯曲等等。

（４７） 一个玻璃手工工场的总经理威·马歇尔先生对一个调查委员会委员提出

的关于如何保持少年工人的劳动强度的问题作了很好的回答：“他们不可能忽略自己

的工作；他们一开始干，就得干下去；他们好象是一台机器的各个部分。”（《童工调

查委员会。１８６５年第４号报告》第２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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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

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因此他的器官，即各个劳动力，需

要极不相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极不相同的价值。因此，工场

手工业发展了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工资的等级制

度。一方面，单个工人适应于一种片面的职能，终生从事这种职

能；另一方面，各种劳动操作，也要适应这种由先天的和后天的

技能构成的等级制度。（４８）然而，每一个生产过程都需要有一些

任何人都能胜任的简单操作。现在，这一类操作也断绝了同内容

较充实的活动要素的流动的联系，硬化为专门职能。

因此，工场手工业在它掌握的每种手工业中，造成了一类所

谓的非熟练工人，这些工人是手工业生产极端排斥的。工场手工

业靠牺牲整个劳动能力使非常片面的专长发展成技艺，同时它又

使没有任何发展成为专长。在等级制度的阶梯的旁边，工人简单

地分为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对后者说来完全不需要学习费用，

而对前者说来，由于职能的简化，学习费用比手工业者要低。在

这两种场合，劳动力的价值都降低了。（４９）但也有例外，当劳动

过程的分解产生了一些在手工业生产中根本没有过的，或者不是

在同样大的范围内有过的新的综合的职能时，就是如此。由学习费用

（４８） 尤尔博士在颂扬大工业时，比那些不象他那样有论战兴趣的前辈经济学

家，甚至比他的同时代人，如拜比吉（他作为数学家和力学家虽然比尤尔高明，但他

实际上只是从工场手工业的观点去理解大工业的），更加敏锐地感觉到工场手工业的

特点。尤尔说：“使工人适应于一种特殊的操作是分工的实质。”另一方面，他说，分

工是使“劳动适合于不同的个人才能”，最后，他说，整个工场手工业制度是“一种按

熟练程度分级的制度”，是“按不同熟练程度实行的分工”。（散见尤尔《工厂哲学》第

１９—２３页）

（４９） “每一个手工业者……能够通过在单项操作上的实践使自己日臻完善……

成为更廉价的工人。”（同上，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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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失或减少所引起的劳动力的相对贬值，直接包含着资本的更

大的增殖，因为凡是缩短劳动力再生产所必要的时间的事情，都

会扩大剩余劳动的领域。

４．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

和社会内部的分工

我们首先考察了工场手工业的起源，接着考察了它的简单要

素——局部工人及其工具，最后考察了它的总机构。现在我们简

单地叙述一下工场手工业分工和构成一切商品生产的一般基础的

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

单就劳动本身来说，可以把社会生产分为农业、工业等大类，

叫做一般的分工；把这些生产大类分为种和亚种，叫做特殊的分

工；把工场内部的分工，叫做个别的分工。（５０）

社会内部的分工以及个人被相应地限制在特殊职业范围内的

现象，同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一样，是从相反的两个起点发展起

来的。在家庭内部（５０ａ），随后在氏族内部，由于性别和年龄的差

（５０） “分工开始于各种职业的分离，一直发展到有许多工人来制造同一种产品，

如在手工工场里那样。”（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巴黎版第１卷第１７３页）“在有

一定文明程度的国家中，我们看到三种分工：第一种我们称之为一般的分工，它使生

产者分为农民、制造业者和商人，这是与国民劳动的三个主要部门相适应的；第二种

可以叫做特殊的分工，是每个劳动部门分为许多种……最后，第三种分工可以叫做分

职或真正的分工，它发生在单个手工业或职业内部……在大多数手工工场和作坊都有

这种分工。”（斯卡尔培克《社会财富的理论》１８４０年巴黎第２版第１卷第８４、８５页）

（５０ａ） ｛第３版注：后来对人类原始状况的透彻的研究，使作者得出结论：最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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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也就是在纯生理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分工。随着公社的

扩大，人口的增长，特别是各氏族间的冲突，一个氏族之征服另一

个氏族，这种分工的材料也扩大了。另一方面，我在前面已经谈

到①，产品交换是在不同的家庭、氏族、公社互相接触的地方产生

的，因为在文化的初期，以独立资格互相接触的不是个人，而是家

庭、氏族等等。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

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

也就各不相同。这种自然的差别，在公社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

互相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变成商品。交换没有造成生产领域

之间的差别，而是使不同的生产领域发生关系，并把它们变成社会

总生产的多少互相依赖的部门。在这里，社会分工是由原来不同而

又互不依赖的生产领域之间的交换产生的。而在那里，在以生理分

工为起点的地方，直接互相联系的整体的各个特殊器官互相分开

和分离，——这个分离过程的主要推动力是同其他公社交换商

品，——并且独立起来，以致不同的劳动只有通过把产品当作商品

来交换才能建立联系。在一种场合，原来独立的东西丧失了独立，

在另一种场合，原来非独立的东西获得了独立。

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

离。（５１）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但

是家庭发展为氏族，相反地，氏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自然形成的原始形式。

由于氏族纽带的开始解体，各种各样家庭形式后来才发展起来。——弗·恩·｝

（５１） 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最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他的著作比《国富论》早

出版１０年，但是至今仍很少有人知道它。这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看出：马尔萨斯的崇拜

者甚至不知道，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第一版，除了纯粹夸夸其谈的部分以外，除了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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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关于这种对立，我们不在这里多谈。

一定量同时使用的工人，是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的物质前提，

同样，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是社会内部分工的物质前提。在这里，

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代替了工人在同一个工场内的密集。（５２）但

是人口密度是一种相对的东西。人口较少但交通工具发达的国家，

比人口较多但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国家有更加密集的人口；从这个

意义上说，例如，美国北部各州的人口比印度的人口更加稠密。

（５３）

因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前提，

所以工场手工业的分工要求社会内部的分工已经达到一定的发展

程度。相反地，工场手工业分工又会发生反作用，发展并增加社

会分工。随着劳动工具的分化，生产这些工具的行业也日益分化。

（５４）一旦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扩展到这样一种行业，即以前作为主

要行业或辅助行业和其他行业联系在一起、并由同一生产者经营

的行业，分离和互相独立的现象就会立即发生。一旦工场手工业

的生产扩展到某种商品的一个特殊的生产阶段，该商品的各个生

产阶段就变成各种独立的行业。前面已经指出，在制品是一个由

局部产品纯粹机械地组合成的整体的地方，局部劳动又可以独

袭华莱士和唐森两位牧师的著作以外，几乎全部抄袭斯图亚特的著作。

（５２） “社会的交往，和劳动产品赖以增加的那种力量联合，都需要一定的人口

密度。”（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５０页）“当工人人数增加

时，社会生产力便按工人人数的增加乘以分工的效果的复比例而增长。”（托·霍吉斯

金《通俗政治经济学》第１２０页）

（５３） １８６１年以来，由于棉花需要量大增，东印度某些人口稠密的地区，靠缩小

稻米的生产来扩大棉花的生产。结果部分地区发生了饥荒，因为缺乏交通工具以及由

此产生的缺乏物资交流，使一个地区稻米的不足不能由另一地区的供应来弥补。

（５４） 例如，早在十七世纪，织机梭的制造在荷兰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工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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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化为特殊的手工业。为了使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更完善，同

一个生产部门，根据其原料的不同，根据同一种原料可能具有的

不同形式，而分成不同的有时是崭新的工场手工业。例如，十八

世纪上半叶，单在法国就织出了１００多种不同的丝织品；例如，在

阿维尼翁，法律曾规定“每个学徒始终只能从事一种产品的制造，

不得同时学几种产品的制造方法”。把一定生产部门固定在国家一

定地区的地域分工，由于利用各种特点的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出现，

获得了新的推动力。（５５）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世界市场的扩大和

殖民制度（二者属于工场手工业时期的一般存在条件），为社会内

部的分工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在这里，我们不去进一步论证，分

工除了扩展到经济领域以外，又怎样扩展到社会的其他一切领域，

怎样到处为专业化、专门化的发展，为人的细分奠定基础，以致

亚·斯密的老师亚·弗格森曾经叫喊说：“我们成了奴隶民族，我

们中间没有自由人”（５６）。

社会内部的分工和工场内部的分工，尽管有许多相似点和联

系，但二者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有本质的区别。在一种内

在联系把不同的生产部门连结起来的地方，这种相似点无可争辩

地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牧人生产毛皮，皮匠把毛皮变成皮革，鞋

匠把皮革变成皮靴。在这里，每个人所生产的只是一种中间制品，

而最后的完成的形态是他们的特殊劳动的结合产品。此外，还有供

（５５） “英国的毛纺织工场手工业不是分成不同的部分或部门，固定在一定地方，

在那里只是或主要是生产一种东西吗？索美塞特郡不是生产细呢，约克郡不是生产粗

呢，埃克塞特不是生产双幅呢，萨德贝里不是生产丝绸，诺里奇不是生产绉纱，肯达

耳不是生产半毛织品，惠特尼不是生产毛毯如此等等吗？”（贝克莱《提问者》１７５０年

版第５２０节）

（５６） 亚·弗格森《市民社会史》１７６７年爱丁堡版第４分册第２部分第２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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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牧人、皮匠和鞋匠以生产资料的各种劳动部门。有人可能象亚·

斯密那样，认为这种社会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分工的区别只是主观

的，也就是说，只是对观察者才存在的，因为观察者在工场手工业

中一眼就可以在空间上看到各种各样局部劳动，而在社会生产中，

各种局部劳动分散在广大的面上，每个特殊部门都雇用大量的人，

因而使这种联系模糊不清。（５７）但是，使牧人、皮匠和鞋匠的独立

劳动发生联系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各自的产品都是作为商品

而存在。反过来，工场手工业分工的特点是什么呢？那就是局部工

人不生产商品。（５８）变成商品的只是局部工人的共同产品。（５８ａ）

社会内部的分工以不同劳动部门的产品的买卖为媒介；工场手工

业内部各局部劳动之间的联系，以不同的劳动力出卖给同一个资

本家，而这个资本家把它们作为一个结合劳动力来使用为媒介。工

场手工业分工以生产资料积聚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为前提；社会分

工则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前提。在工

（５７） 亚·斯密说，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中，分工似乎比较显著，因为“各个劳动

部门所使用的工人往往可以聚集在一个工场内，观察者一眼就可看到。相反地，在那些

目的在于满足广大居民的主要需要的大工场手工业〈！〉中，各个劳动部门使用的工人

如此之多，以致不可能把他们集中在一个工场内……分工就没有这样显眼”（亚·斯密

《国富论》第１篇第１章）。同一章有一段著名的话，开头是：“请看一看文明昌盛的国家

最普通的手工业者或短工获得的财产……”随后谈到，无数的行业怎样联合起来满足

一个普通工人的需要。这段话，几乎逐字逐句抄自贝·德·孟德维尔《蜜蜂的寓言，或

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的注释（１７０５年第１版没有注释，１７１４年版附有注释）。

（５８） “但是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叫做个人劳动的自然报酬。每个工人只生产

整体的一个部分，由于每个部分单独就其本身来说没有任何价值或用处，因此没有东

西工人可以拿来说：这是我的产品，我要留给我自己。”（《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

求》１８２５年伦敦版第２５页）这部出色著作的作者，就是前面引证过的托·霍吉斯金。

（５８ａ） 第２版注：社会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这种区别对美国人来说已由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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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手工业中，保持比例数或比例的铁的规律使一定数量的工人从

事一定的职能；而在商品生产者及其生产资料在社会不同劳动部

门中的分配上，偶然性和任意性发挥着自己的杂乱无章的作用。诚

然，不同的生产领域经常力求保持平衡，一方面因为，每一个商

品生产者都必须生产一种使用价值，即满足一种特殊的社会需要，

而这种需要的范围在量上是不同的，一种内在联系把各种不同的

需要量连结成一个自然的体系；另一方面因为，商品的价值规律

决定社会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时间去生产每

一种特殊商品。但是不同生产领域的这种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只

不过是对这种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一种反作用。在工场内部的分

工中预先地、有计划地起作用的规则，在社会内部的分工中只是在

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着作用，这种自然必然

性可以在市场价格的晴雨表的变动中觉察出来，并克服着商品生

产者的无规则的任意行动。工场手工业分工以资本家对人的绝对

权威为前提，人只是资本家所占有的总机构的部分；社会分工则使

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

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正如

的例证说明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在华盛顿人们想出了许多新捐税，其中一种是对

“一切工业产品”征收６％的税。人们问道：什么是工业产品呢？立法者回答说：一物

“当它制成的时候”，就是生产出来了；当它准备出卖的时候，就是制成了。从很多事

例中举一个例子来说。纽约和费拉得尔菲亚的手工工场过去“制造”伞以及伞的全部

附件。但由于伞是各种完全不同的部分的联合体，因此这些部分逐渐成为互不依赖的、

在不同地方经营的生产部门的成品。这些生产部门的局部产品，现在都作为独立的商

品进入制伞手工工场，制伞手工工场只是把这些产品结合为一个整体。美国人把这种

物品称为集合品，作为税的集合点，这种物品理应这样称呼。伞首先“集合了”自己

各个部分的价格的６％的税，然后又“集合了”它本身的价格的６％的税。

４９３ 第四篇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在动物界中一切反对一切的战争
１４５
多少是一切物种的生存条件一

样。因此，资产阶级意识一方面把工场手工业分工，把工人终生

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把局部工人绝对服从资本，歌颂为提高

劳动生产力的劳动组织，同时又同样高声地责骂对社会生产过程

的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调节，把这些说成是侵犯资本家个人

的不可侵犯的财产权、自由和自决的“独创性”。工厂制度的热心

的辩护士们在斥责社会劳动的任何一种普遍组织时，只会说这种

组织将把整个社会变成一座工厂，这一点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中，社会分工的无政府状态和工

场手工业分工的专制是互相制约的，相反地，在职业的分离是自

然发展起来、随后固定下来、最后由法律加以巩固的早期社会形

态中，一方面，呈现出一幅有计划和有权威地组织社会劳动的图

画，另一方面，工场内部完全没有分工，或者分工只是在很狭小

的范围内，或者只是间或和偶然地得到发展。（５９）

例如，目前还部分地保存着的原始的规模小的印度公社，就

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结合以及固定分工之上的，

这种分工在组成新公社时成为现成的计划和略图。这种公社都是

一个自给自足的生产整体，它们的生产面积从一百英亩至几千英

亩不等。产品的主要部分是为了满足公社本身的直接需要，而不

是当作商品来生产的，因此，生产本身与整个印度社会以商品交换

为媒介的分工毫无关系。变成商品的只是剩余的产品，而且有一部

分到了国家手中才变成商品，从远古以来就有一定量的产品作为

（５９） “下面一点可以订为普遍的规则：社会内部的分工越不受权威的支配，工

场内部的分工就越发展，就越从属于一人的权威。因此，在分工方面，工场里的权威

和社会上的权威是互成反比的。”（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１３０、１３１页１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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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地租流入国家手中。在印度的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公社形

式。形式最简单的公社共同耕种土地，把土地的产品分配给公社

成员，而每个家庭则从事纺纱织布等等，作为家庭副业。除了这

些从事同类劳动的群众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首领”，他兼任

法官、警官和税吏；一个记帐员，登记农业帐目，登记和记录与此有

关的一切事项；一个官吏，捕缉罪犯，保护外来旅客并把他们从一

个村庄护送到另一村庄；一个边防人员，守卫公社边界防止邻近公

社入侵；一个管水员，从公共蓄水池中分配灌溉用水；一个婆罗门，

司理宗教仪式；一个教员，在沙土上教公社儿童写字读书；一个专

管历法的婆罗门，以占星家的资格确定播种、收割的时间以及对各

种农活有利和不利的时间；一个铁匠和一个木匠，制造和修理全部

农具；一个陶工，为全村制造器皿；一个理发师，一个洗衣匠，一个

银匠，有时还可以看到一个诗人，他在有些公社里代替银匠，在另

外一些公社里代替教员。这十几个人的生活由全公社负担。如果

人口增长了，就在未开垦的土地上按照旧公社的样子建立一个新

的公社。公社的机构显示了有计划的分工，但是它不可能有工场手

工业分工，因为对铁匠、木匠等等来说市场是不变的，至多根据村

庄的大小，铁匠、陶工等等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或三个。（６０）调节公

社分工的规律在这里以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的权威起着作用，而

每一个手工业者，例如铁匠等等，在他的工场内按照传统方式完成

他职业范围内的一切操作，但是他是独立的，不承认任何权威。这

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它

（６０） 马尔克·威尔克斯中校《印度南部的历史概要》１８１０—１８１７年伦敦版第１

卷第１１８—１２０页。在１８５２年伦敦版的乔治·坎伯尔所著《现代印度》一书中，可以

看到对印度公社各种形式的出色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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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６１），

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

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

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

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

前面已经谈判，行会的规章严格限制一个行会师傅所能雇用

的帮工的人数，有计划地阻止了行会师傅变成资本家。同样，行

会师傅只能在他本人是师傅的那个手工业中雇用帮工。行会竭力

抵制商人资本这种与它对立的、唯一自由的资本形式的任何侵入。

商人可以购买任何商品，但是不能购买作为商品的劳动。他只许

充当手工业产品的定购人。如果外部情况引起进一步的分工，现

存的行会就分为几个亚种，或者在原有行会之外建立新的行会，但

是各种手工业并不联合在一个工场内。因此，虽然行会组织造成

的手工业的分离、孤立和发展是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物质存在条件，

但行会组织排斥了工场手工业的分工。总的说来，工人和他的生

产资料还是互相结合的，就象蜗牛和它的甲壳互相结合一样，因

而工场手工业的起码基础还不具备，也就是说，生产资料还没有

独立化为资本而同工人相对立。

整个社会内的分工，不论是否以商品交换为媒介，是各种社

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却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

（６１） “从远古以来国内居民就在这种简单形式下……生活。各个村庄的边界很

少变动；虽然村庄有时由于战争、饥荒和瘟疫而受到侵害，甚至被弄得荒无人烟，但

是同一名称，同一边界，同一利益，甚至同一家族，会维持几百年之久。居民对王国

的崩溃或分裂毫不在意；只要村庄保持完整，他们就不问村庄隶属于什么权力，或受

哪一个君主统治。村庄内部经济保持不变。”（前爪哇副总督托·斯坦弗德·莱佛尔斯

《爪哇史》１８１７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２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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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独特创造。

５．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

数量较多的工人受同一资本指挥，既是一般协作的自然起点，

也是工场手工业的自然起点。反过来，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又使所

使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成为技术上的必要。现在，单个资本家所

必需使用的最低限额的工人人数，要由现有的分工来规定。另一

方面，要得到进一步分工的利益，就必须进一步增加工人人数，而

且只能按倍数来增加。但是随着资本的可变部分的增加，资本的

不变部分也必须增加，建筑物、炉子等共同生产条件的规模要扩

大，原料尤其要增加，而且要比工人人数快得多地增加。由于分

工，劳动生产力提高了，一定劳动量在一定时间内消耗的原料数

量也就按比例增大。因此，单个资本家手中的资本最低限额越来

越增大，或者说，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越来越多地转化为

资本，这是由工场手工业的技术性质产生的一个规律。（６２）

在工场手工业中，也和在简单协作中一样，执行职能的劳动

体是资本的存在形式。由许多单个的局部工人组成的社会生产机构

（６２） “手工业的细分所必需的资本〈应当说：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

现成地存在于社会中是不够的；这个资本还必须在企业主手中积累到足够的数量，使

他们能够经营大规模的生产…… 分工越发展，要固定使用同数工人，就需要把越来

越多的资本花费在工具、原料等等上面。”（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巴黎版第１卷

第２５０、２５１页）“生产工具的积聚和分工是彼此不可分割的，正如政治领域内国家权

力的集中和私人利益的分裂是彼此不可分割的一样。”（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１８４７

年巴黎版第１３４页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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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属于资本家的。因此，由各种劳动的结合所产生的生产力也就

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真正的工场手工业不仅使以前独立的工人

服从资本的指挥和纪律，而且还在工人自己中间造成了等级的划

分。简单协作大体上没有改变个人的劳动方式，而工场手工业却

使它彻底地发生了革命，从根本上侵袭了个人的劳动力。工场手

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

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这正象在拉普拉塔各州人

们为了得到牲畜的皮或油而屠宰整只牲畜一样。不仅各种局部劳

动分配给不同的个体，而且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成为某种局

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６３），这样，梅涅尼·阿格利巴把人说成只

是人身体的一个片断这种荒谬的寓言１４８就实现了。（６４）起初，工

人因为没有生产商品的物质资料，把劳动力卖给资本，现在，他

个人的劳动力不卖给资本，就得不到利用。它只有在一种联系中

才发挥作用，这种联系只有在它出卖以后，在资本家的工场中才

存在。工场手工业工人按其自然的性质没有能力做一件独立的工

作，他只能作为资本家工场的附属物进行生产活动。（６５）正象耶

和华的选民的额上写着他们是耶和华的财产一样，分工在工场手

工业工人的身上打上了他们是资本的财产的烙印。

（６３） 杜格耳德·斯图亚特把工场手工业工人叫做“用于局部劳动的……活的自

动机”（杜格耳德·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讲义》第３１８页）。

（６４） 珊瑚的每一个个体实际上都是全群的一个胃脏。但是它供给全群以养料，

而不是象罗马贵族那样从全群汲取养料。

（６５） “精通一种手工业的全部技艺的工人可以到处工作和谋生，而另一种工人

〈工场手工业工人〉只不过是一种附属物，他一离开自己的同事，就既没有能力，也没

有独立性，因此他不得不接受人们认为宜强加于他的那种规章。”（施托尔希《政治经

济学教程》１８１５年彼得堡版第１卷第２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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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的农民或手工业者所发挥（虽然是小规模地）的知识、判

断力和意志，——他发挥这些东西，正如野蛮人把全部战争艺术

当作他的个人机智来施展一样，——现在只是对整个工场说来才

是必要的。生产上的智力在一个方面扩大了它的规模，正是因为

它在许多方面消失了。局部工人所失去的东西，都集中在和他们

对立的资本上面了。（６６）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产物，就是物质生产

过程的智力作为别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这

个分离过程在简单协作中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展，在大

工业中完成。在简单协作中，资本家在单个工人面前代表社会劳

动体的统一和意志，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

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

使它为资本服务。（６７）

在工场手工业中，总体工人从而资本在社会生产力上的富有，

是以工人在个人生产力上的贫乏为条件的。

“无知是迷信之母，也是工业之母。思索和想象会产生错误，但是手足活

动的习惯既不靠思索，也不靠想象。因此，在最少用脑筋的地方，工场手工业

也就最繁荣，所以，可以把工场看成一部机器，而人是机器的各个部分。”（６８）

事实上，在十八世纪中叶，某些手工工场宁愿使用半白痴来

从事某些简单的、然而构成工厂秘密的操作。（６９）亚·斯密说：

（６６） 亚·弗格森《市民社会史》第４分册第２部分第２８１页：“一人之所得，可

以是他人之所失。”

（６７） “有知识的人和生产工人彼此分离得很远，知识不是工人用来为自己增加

自身的生产力的手段，却几乎到处都与工人相对立…… 知识成了一种能同劳动分离

并同它相对立的工具。”（威·汤普逊《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１８２４年伦敦版第２７４页）

（６８） 亚·弗格森《市民社会史》第４分册第２部分第２８０页。

（６９） 约·德·塔克特《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１８４６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１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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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人的智力，必然由他们的日常活动发展起来。终生从事少数简

单操作的人……没有机会运用自己的智力…… 他的迟钝和无知就达到无

以复加的地步。”

斯密在描述了局部工人的愚钝以后继续说：

“他的呆板的、单调的生活自然损害了他的进取精神…… 它甚至破坏

了他的身体的活力，使他除了从事他所会的那种局部工作以外，不能精力充

沛地持久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因此，他在自己的专门职业中的技能是靠牺牲

他的智力的、社会的和军事的德性而取得的。但是，在每一个工业的文明的

社会中，这是劳动贫民即广大人民群众必然陷入的境地。”（７０）

为了防止由于分工而造成的人民群众的完全萎缩，亚·斯密

建议由国家来实行国民教育，虽然是在极小的范围内进行。亚·

斯密著作的法文译者和评注者热·加尔涅——他在法兰西第一帝

国时自然地成了参议员——始终一贯地反对这一点。他认为，国

民教育是同分工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实行国民教育会“消灭我

们的整个社会制度”。他说：

“象其他一切分工一样，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分离（７１），随着社

会〈他正确地使用了这个用语来表示资本、土地所有权和它们的国家〉的日

益富裕而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确定。象其他任何分工一样，这种分工是过去进步

（７０） 亚·斯密《国富论》第５篇第１章第２节。亚·弗格森曾说明分工的有害

后果。亚·斯密是弗格森的学生，他对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一开

头就专门把分工歌颂了一番，只是顺便地提到分工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只是在第五

篇论述国家收入时，他才重述了弗格森的见解。关于弗格森、亚·斯密、勒蒙特和萨

伊在批评分工问题上的历史关系，我在《哲学的贫困》中已经把必须说的话都说了，在

那里我第一次提到工场手工业分工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形式。（卡·马克思《哲

学的贫困》１８４７年巴黎版第１２２页及以下各页１４９）

（７１） 弗格森在《市民社会史》第２８１页中就说过：“在这个分工的时代，思维

本身可以成为一种特殊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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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和未来进步的原因…… 政府应当反对这种分工并阻止它的自然进

程吗？政府应当用一部分国家收入来试图使两类力求分开和分立的劳动混淆

和混合起来吗？”（７２）

某种智力上和身体上的畸形化，甚至同整个社会的分工也是

分不开的。但是，因为工场手工业时期大大加深了劳动部门的这

种社会分裂，另一方面，因为它以自己特有的分工才从生命的根

源上侵袭着个人，所以工场手工业时期也首先给工业病理学提供

了材料和刺激力。（７３）

“一个人如果应受死刑，对他的分割就叫做处死，如果他不应受死刑，对

他的分割就叫做谋杀。对劳动的分割就是对民众的谋杀。”（７４）

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或者工场手工业，最初是自发地形成

的。一旦它得到一定的巩固和扩展，它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有意识的、有计划的和系统的形式。真正工场手工业的历史表

明，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分工最初是如何根据经验，好象背着当事

人获得适当的形式，但后来是如何象行会手工业那样，力图根据传

（７２） 热·加尔涅的译本第５卷第４—５页。

（７３） 帕多瓦实用医学教授拉马志尼１７１３年发表了自己的著作《论手工业者的

疾病》，１７７７年该书译成法文，１８４１年又转载在《医学百科全书。第７部分。古典作

家》。自然，大工业时期使工人患病的病例大大增加。参看《一般大城市特别是里昂城

工人的生理卫生和精神卫生》，安·路·丰特雷医生编，１８５８年巴黎版和［罗·亨·罗

哈奇］《不同阶层、年龄、性别的人所特有的疾病》，六卷集，１８４０年乌尔姆版。在１８５４

年，艺术和手工业协会１５０任命了一个工业病理学调查委员会。在“特威克楠经济博物

馆”的目录中可以找到这个委员会所搜集的文件的目录。官方的《公共卫生报告》是

十分重要的。参看医学博士爱德华·赖希《论人类的退化》１８６８年厄兰根版。

（７４） 戴·乌尔卡尔特《家常话》１８５５年伦敦版第１１９页。黑格尔对于分工持有

一种非常奇特的观点。他在自己的《法哲学》１５１一书中说：“所谓有教养的人，首先是

指那些能够作别人所能作的一切事情的人。”

２０４ 第四篇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统把一度找到的形式保持下来，在个别场合甚至把它保持了几百

年。这种形式的变化，除了在次要事情上的变化以外，始终只是

由于劳动工具的革命。现代工场手工业——在这里我不是指以机

器为基础的大工业——或者如在大城市产生的服装工场手工业那

样，找到了现成的“诗人的分散的肢体”６６，只需要把它们从分散

状态集合起来；或者，分工的原则十分明显，只需要简单地把手

工业生产（例如装订业）的各种操作分配给专门的工人。在这种

情况下，用不着一个星期的经验，就能找到各种职能所必需的人

手之间的比例数。（７５）

工场手工业分工通过手工业活动的分解，劳动工具的专门化，

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造

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

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工场

手工业分工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特殊的资本主义形式，——它在

当时的基础上只能在资本主义的形式中发展起来，——只是生产

相对剩余价值即靠牺牲工人来加强资本（人们把它叫做社会财富，

“国民财富”等等）自行增殖的一种特殊方法。工场手工业分工不

仅只是为资本家而不是为工人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而且靠使各

个工人畸形化来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它生产了资本统治劳动的

新条件。因此，一方面，它表现为社会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进

步和必要的发展因素，另一方面，它又是文明的、精巧的剥削手段。

（７５） 有一种天真的信念，认为资本家个人在分工方面先验地运用了有发明能力

的天才。这种信念还只保存在如罗雪尔先生那样的德国教授中间，在罗雪尔看来，分

工是从资本家的丘必特式的脑袋中现成地跳出来的，因此他以“各种各样的工资”来

酬谢资本家。实行分工的程度取决于钱袋的大小，而不取决于天才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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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

生的，它只是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观点来考察社会分工（７６），把

社会分工看成是用同量劳动生产更多商品，从而使商品便宜和加

速资本积累的手段。同这种着重量和交换价值的观点截然相反，古

典古代的著作家只注重质和使用价值。（７７）由于社会生产部门的

分离，商品就制造得更好，人的不同志趣和才能为自己选择到适

宜的活动范围（７８），如果没有限制，在任何地方都作不出重要的

事情（７９）。因此，产品和生产者由于分工而得到改善。他们偶尔

也提到产品数量的增加，但他们指的只是使用价值的更加丰富。他们

（７６） 更早的著作家，如配第和《东印度贸易的利益》的匿名作者，比亚·斯密

更肯定地指出了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资本主义性质。

（７７） 在现代著作家中，十八世纪的某些著作家如贝卡里亚和詹姆斯·哈里斯是

例外，他们在分工问题上几乎只是重复古人的见解。贝卡里亚写道：“每一个人根据切

身经验都知道，如果一个人总是把手和智慧用于同种劳动和产品，他就能比那些各自

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的人更容易、更多、更好地把产品制造出来…… 因此，为了共

同的福利和本身的利益，人就分成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切扎雷·贝卡里亚《社会经

济原理》，库斯托第编，现代部分，第１１卷第２８页）詹姆斯·哈里斯，即后来以关于

他任驻彼得堡大使的《日记》闻名的马姆兹伯里伯爵，在对自己的《关于幸福的对

话》１７４１年伦敦版１５２（该书后来又转载于《三篇论文集》１７７２年伦敦第３版）的一个

附注中说道：“关于社会是一种自然物的全部论证〈即通过“分工”的论证〉都取自柏

拉图《理想国》第二册”。

（７８） 例如，《奥德赛》第十四章第２２８行：“不同的人喜欢从事不同的工作。”阿

基罗卡斯说过：“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工作中得到乐趣。”１５３见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的著

作。

（７９） “他能做很多工作，但是什么工作都做得不好。”——雅典人作为商品生

产者，感到自己比斯巴达人高明，因为后者在战时虽能支配人，但不能支配钱。按照

修昔的底斯的记载，伯利克里在号召雅典人进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演说中说道：“自给

自足的人宁可用自己的身体而不愿用钱来进行战争”（修昔的底斯《伯罗奔尼撒战争

史》第１册第１４１篇）。虽然如此，甚至在物质生产上，雅典人的理想仍然是与分工相

对立的自给自足，因为“分工产生福利，自给自足还产生独立”。在这里应该注意到，

在推翻三十僭主的时代１５４，没有地产的雅典人还不到５００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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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没有想到交换价值，想到使商品便宜的问题。这种关于使用

价值的观点既在柏拉图那里（８０），也在色诺芬（８１）那里占统治地

位。前者认为分工是社会分为等级的基础，后者则以他所特有的市

民阶级的本能已经更加接近工场内部的分工。在柏拉图的理想

国１５５中，分工被说成是国家的构成原则，就这一点说，他的理想国只是

（８０） 柏拉图从个人需要的多面性和个人才能的片面性来说明公社内部的分工。

他的主要论点是：劳动者应当适应工作，而不是工作应当适应劳动者，如果劳动者同

时从事好几种手艺，从而把这种或那种手艺当作副业，那末后一种情况就是不可避免

的。“因为劳动不能等到从事劳动的人有空时才做，劳动者必须坚持劳动，而不能马马

虎虎。这是必要的。由此可见，如果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天生才能，在适当的时间内不

做别的工作，而只做一件事，那末他就能做得更多、更出色、更容易。”（《理想国》，

拜帖尔、奥烈利等人编，第２版第１篇）在修昔的底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１册

第１４２篇中也有类似的观点：“同其他任何一种行业一样，航海业是一种技艺，不能在

情况需要的时候当作副业来做；而其他手艺也不能当作航海业的副业来做。”柏拉图

说，如果工作必须等待劳动者，那末生产的紧要时机往往就会被错过，产品就会被糟

蹋，“适于劳动的时间就会丧失”。在英国漂白业主反对工厂法规定全体工人在一定时

间吃饭的抗议书中，又可以见到柏拉图的这个思想。他们的生产不能迁就工人，因为

“焙烧、洗涤、漂白、压平、加光和染色等操作，中断一定的时间就必然有引起损坏的

危险…… 规定全体工人在同一时间吃饭，有时会使贵重的产品因劳动过程未完成而

遭受损坏。”哪儿没有柏拉图主义呀！

（８１） 色诺芬说，得到波斯国王餐桌上的食物不仅十分荣幸，而且这些食物比别

的食物更可口得多。“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如同其他手艺在大城市里特别完善一样，

国王的食物也是特别精美的。在小城市里，同一个人要制造床、门、犁、桌子；有时

还要造房子，如果他能找到使他足以维持生活的主顾，他就很满意了。一个从事这么

多种工作的人，是绝不可能把一切都做好的。但在大城市里，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许多

买者，只从事一种手艺就足以维持生活。有时甚至不必从事整个手艺，一个人做男鞋，

另一个人做女鞋。有时，一个人只靠缝皮鞋为生，另一个人靠切皮鞋的皮为生；有的

人只裁衣，有的人只缝纫。从事最简单工作的人，无疑能最出色地完成这项工作，这

是必然的。烹调的手艺也是这样。”（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第８卷第２章）色诺芬

在这里只注意使用价值的要达到的质量，虽然他已经知道，分工的规模取决于市场的

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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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与柏拉图同时代的其他人，例如

伊索克拉特斯（８２），也把埃及看成是模范的工业国，甚至在罗马

帝国时代的希腊人看来，它还保持着这种意义。（８３）

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即在工场手工业成为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的统治形式的时期，充分实现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倾向遇

到了多方面的障碍。虽然工场手工业，如我们已看到的，除了把

工人分成等级以外，还把工人简单地分为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

但是，由于熟练工人占压倒优势，非熟练工人人数仍然极其有限。

虽然工场手工业使特殊操作适应于它的活的劳动器官的年龄、体

力和发育的不同程度，从而迫切要求在生产上对妇女和儿童进行

剥削，但总的说来，这种倾向由于习惯和男工的反抗而遭到破坏。

虽然手工业活动的分解降低了工人的教育费用，从而降低了工人

的价值，但较难的局部劳动仍然需要较长的学习时间，甚至在这

种学习时间已成为多余的地方，工人还竭力要把它保留下来。例

如，我们看到，英国的学习时间定为七年的学徒法，直到工场手

工业时期的末期还完全有效，大工业才把它们废除。由于手工业

的熟练仍然是工场手工业的基础，同时在工场手工业中执行职能

的总机构没有任何不依赖工人本身的客观骨骼，所以资本不得不

经常同工人的不服从行为作斗争。我们的朋友尤尔叫喊说：

（８２） “他〈布西里士〉把所有的人分成特殊的种姓……规定同一些人必须始终

做同一种工作，因为他知道，经常改变自己职业的人，是什么工作都精通不了的，而

始终从事同一职业的人，却能把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在手艺和手

工业方面，他们胜过自己的竞争者，尤甚于名手胜过拙工。他们用来维持君权和国家

制度的机构是如此完善，以致谈到这个问题的著名哲学家对埃及国家制度的赞扬胜过

对其他国家制度的赞扬。”（伊索克拉特斯《布西里士》第８章）

（８３） 参看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史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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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天性的弱点如此之大，以致工人越熟练，就越任性，越难驾驭，因

此，工人不驯服的脾气给总机构造成巨大的损害。”（８４）

因此，在整个工场手工业时期，都可听到关于工人缺乏纪律

的怨言。（８５）即使我们没有当时的著作家的记载，但从十六世纪

直到大工业时代，资本始终没有能够占有工场手工业工人全部可

供支配的劳动时间，各种工场手工业生命短促，它们随着工人由

国外迁入或迁往国外而由一国迁到另一国，这些最简单的事实就

等于成千上万册的书。我们一再引用过的《论手工业和商业》的

作者在１７７０年呼吁说：“必须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把秩序建立起

来。”六十六年以后，安得鲁·尤尔博士也说道，在以“经院式的

分工教条”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中，还缺乏“秩序”，而“阿克莱

建立了秩序”。

同时，工场手工业既不能掌握全部社会生产，也不能根本改

造它。工场手工业作为经济上的艺术品，耸立在城市手工业和农

村家庭工业的广大基础之上。工场手工业本身的狭隘的技术基础

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和它自身创造出来的生产需要发生矛盾。

工场手工业最完善的产物之一，是生产劳动工具本身特别是

生产当时已经采用的复杂的机械装置的工场。尤尔说：

“这种作坊展示了各种程度的分工。钻头、刀具、旋床各有各的工人，这

些工人依照他们的熟练程度而分成等级。”１５６

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这一产物，又生产出机器。机器使手工业

的活动不再成为社会生产的支配原则。因此，一方面，工人终生

固定从事某种局部职能的技术基础被消除了。另一方面，这个原

则加于资本统治身上的限制也消失了。

（８４） 尤尔《工厂哲学》第２０页。

（８５） 这句话，用在英国比用在法国恰当得多；用在法国比用在荷兰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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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三 章

机 器 和 大 工 业

１．机器的发展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说

道：

“值得怀疑的是，一切已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

（８６）

但是，这也决不是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目的。象其他一切发

展劳动生产力的方法一样，机器是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缩短工人

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长他无偿地给予资本家的工作

日部分。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

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

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因此，首先应该研究，劳动资料如何从

工具转变为机器，或者说，机器和手工业工具有什么区别。这里

只能谈谈显著的一般的特征，因为社会史上的各个时代，正如地

球史上的各个时代一样，是不能划出抽象的严格的界限的。

（８６） 穆勒应该说“任何不靠别人劳动过活的人”，因为机器无疑大大地增加了

养尊处优的游惰者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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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家和力学家说，工具是简单的机器，机器是复杂的工具。

某些英国经济学家也重复这种说法。他们看不到二者之间的本质

区别，甚至把简单的机械力如杠杆、斜面、螺旋、楔等等也叫做

机器。（８７）的确，任何机器都是由这些简单的力构成的，不管它

怎样改装和组合。但是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种说明毫无用处，

因为其中没有历史的要素。另一方面，还有人认为，工具和机器

的区别在于：工具的动力是人，机器的动力是不同于人力的自然

力，如牲畜、水、风等等。（８８）按照这种说法，在各个极不相同

的生产时代存在的牛拉犁是机器，而一个工人用手推动的、每分

钟可织９６０００个眼的克劳生式回转织机不过是工具了。而且，同

一台织机，用手推动时是工具，用蒸汽推动时就成为机器了。既

然畜力的使用是人类最古老的发明之一，那末，机器生产事实上

就应该先于手工业生产了。当１７３５年约翰·淮亚特宣布他的纺纱

机的发明，并由此开始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时，他只字未提这种

机器将不用人而用驴去推动，尽管它真是用驴推动的。淮亚特的

说明书上说，这是一种“不用手指纺纱”的机器。（８９）

（８７） 例如见赫顿《数学教程》。

（８８） “根据这个观点，就可以在工具和机器之间划出鲜明的界限：锹、锤、凿等

等，以及杠杆装置和螺旋装置，这些装置尽管非常精巧，然而它们的动力是人……所有

这些都应称为工具；而用畜力拉的犁，风力等推动的磨则应算作机器。”（威廉·舒耳茨

《生产运动》１８４３年苏黎世版第３８页）这是一部在某些方面值得称赞的著作。

（８９） 在他以前，最早大概在意大利，就已经有人使用机器纺纱了，虽然当时的

机器还很不完善。如果有一部批判的工艺史，就会证明，十八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

是属于某一个人的。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著作。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

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

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而

且，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因为，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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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

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发动机是整个机构的动力。它或者产

生自己的动力，如蒸汽机、卡路里机１５７、电磁机等；或者接受外部

某种现成的自然力的推动，如水车受落差水推动，风磨受风推动

等。传动机构由飞轮、转轴、齿轮、蜗轮、杆、绳索、皮带、联

结装置以及各种各样的附件组成。它调节运动，在必要时改变运

动的形式（例如把垂直运动变为圆形运动），把运动分配并传送到

工具机上。机构的这两个部分的作用，仅仅是把运动传给工具机，

由此工具机才抓住劳动对象，并按照一定的目的来改变它。机器

的这一部分——工具机，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在今天，每

当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过渡到机器生产时，工具机也还是起

点。

如果我们仔细地看一下工具机或真正的工作机，那末再现在

我们面前的，大体上还是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所使用的那

些器具和工具，尽管它们在形式上往往有很大改变。不过，现在它

们已经不是人的工具，而是一个机构的工具或机械工具了。或者，

整部机器只是旧手工业工具多少改变了的机械翻版，如机械织机

（９０）；或者，装置在工作机机架上的工作器官原是老相识，如纺纱

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工艺学会揭示

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

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甚至所有抽掉这个物质基础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

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

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

科学的方法。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

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

（９０） 特别在机械织机的最初形式上，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旧织机的样子。它的

现代形式已经大为改观了。

０１４ 第四篇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机上的锭子，织袜机上的针，锯木机上的锯条，切碎机上的刀等等。

这些工具同工作机的真正机体的区别，甚至表现在它们的出生上：

这些工具大部分仍然由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方式生产，然后才装

到由机器生产的工作机的机体上。（９１）因此，工具机是这样一种机

构，它在取得适当的运动后，用自己的工具来完成过去工人用类似

的工具所完成的那些操作。至于动力是来自人还是来自另一台机

器，这并不改变问题的实质。在真正的工具从人那里转移到机构上

以后，机器就代替了单纯的工具。即使人本身仍然是原动力，机器

和工具之间的区别也是一目了然的。人能够同时使用的工具的数

量，受到人天生的生产工具的数量，即他自己身体的器官数量的限

制。在德国，起初有人试图让一个纺纱工人踏两架纺车，也就是说，

要他同时用双手双脚劳动。这太紧张了。后来有人发明了脚踏的

双锭纺车，但是，能同时纺两根纱的纺纱能手几乎象双头人一样罕

见。相反地，珍妮机１５８一开始就能用１２—１８个纱锭，织袜机同时可

用几千枚织针，等等。同一工作机同时使用的工具的数量，一开始

就摆脱了工人的手工工具所受的器官的限制。

作为单纯动力的人和作为真正操作工人的人之间的区别，在

许多手工工具上表现得格外明显。例如，在纺车上，脚只起动力的

作用，而在纱锭上工作即引纱和捻纱的手，则从事真正的纺纱操

作。正是手工工具的这后一部分，首先受到了工业革命的侵袭。最

初，工业革命除了使人从事用眼看管机器和用手纠正机器的差错这种

（９１） 大约从１８５０年起，在英国，工作机上越来越多的工具才开始用机器制造，

虽然不是由生产机器本身的那些工厂主来制造。生产这些机械工具的机器，例如，有自

动制造纱管的机器，装置梳毛刷的机器，制造箱的机器和制造走锭精纺纱锭和环锭精

纺纱锭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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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劳动外，还使人发挥纯机械的动力作用。相反地，原来只是用人

当简单动力的那些工具，如推磨（９２）、抽水、拉风箱、捣臼等等，却

最早采用了牲畜、水、风（９３）作为动力。这些工具部分地在工场手

工业时期，个别地甚至在更早以前，就已经发展为机器，但并没有

引起生产方式的革命。在大工业时期可以看出，这些工具甚至在它

们的手工业形式上就已经是机器了。例如，１８３６—１８３７年荷兰人

用来抽干哈勒姆湖水的水泵，就是按普通唧筒的原理设计的，不同

的只是，它的活塞不是用人手来推动，而是用巨大的蒸汽机来推

动。在英国，现在有时还把铁匠用的极不完善的普通风箱的把手同

蒸汽机连接起来，而变成机械风箱。十七世纪末工场手工业时期发

明的、一直存在到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初的那种蒸汽机（９４），并没有

引起工业革命。相反地，正是由于创造了工具机，才使蒸汽机的革

命成为必要。一旦人不再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而只是作为动力

作用于工具机，人的肌肉充当动力的现象就成为偶然的了，人就可

以被风、水、蒸汽等等代替了。当然，这种变更往往会使原来只以人

为动力而设计的机构发生重大的技术变化。今天，所有还必

（９２） 埃及的摩西说：“牛在打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１５９但是德国的基督

教慈善家们，在把农奴当作推磨的动力来使用时，却在农奴的脖子上套一块大木板，使

农奴不能伸手把面粉放到嘴里。

（９３） 荷兰人一方面由于缺少天然落差水，另一方面由于还要排掉过量的水，不

得用风作为动力。荷兰人的风车是从德国得到的。在德国，这项发明曾在贵族、牧师

和皇帝之间引起一场很妙的争论：在三者中，风究竟“属于”谁。德国人说，空气造

成占有，而风却使荷兰解放。在荷兰，风造成占有的东西，不是荷兰人，而是荷兰人

的土地。到１８３６年，荷兰仍然使用共有６０００马力的１２０００台风车，防止了全国三分

之二的土地再度变为沼泽。

（９４） 虽然这种蒸汽机由于瓦特发明第一种蒸汽机，即所谓单向蒸汽机，而大大

地改进了，但这种形式的蒸汽机仍然只是抽水和提盐水的机器。

２１４ 第四篇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须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机器，象缝纫机、制面包机等等，如果它们

的性能一开始并不排斥小规模应用，那就会制造得既适合用人作

动力，也适合用纯机械作动力。

作为工业革命起点的机器，是用一个机构代替只使用一个工

具的工人，这个机构用许多同样的或同种的工具一起作业，由一

个单一的动力来推动，而不管这个动力具有什么形式。（９５）在这

里我们就有了机器，但它还只是机器生产的简单要素。

工作机规模的扩大和工作机上同时作业的工具数量的增加，

需要较大的发动机构。这个机构要克服它本身的阻力，就必需有

比人力强大的动力，更不用说人是产生划一运动和连续运动的很

不完善的工具了。假定人只是充当简单的动力，也就是说，工具

机已经代替了人的工具，那末现在自然力也可以作为动力代替人。

在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的一切大动力中，马力是最坏的一种，

这部分地是因为马有它自己的头脑，部分地是因为它十分昂贵，而

且在工厂内使用的范围很有限。（９６）但在大工业的童年时期，马是

（９５） “把所有这些简单的工具结合起来，由一个发动机来推动，便成为机器。”

（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第１３６页］）

（９６） １８５９年１２月，约翰·查·摩尔顿在艺术协会上宣读了一篇关于《农业中

使用的动力》的报告。其中有一段话说：“每一种有助于土地平整的改良，都使应用蒸

汽机来生产纯机械力更为可能…… 在有弯弯曲曲的灌木丛或其他障碍而影响划一

动作的地方，就需要用马力。这种障碍正在一天天地消失。在那些需要发挥较多的意

志和较少的体力的操作上，唯一可以采用的，是每时每刻都由人的精神所支配的力，也

就是人力。”接着，摩尔顿先生把蒸汽力、马力和人力都简化为蒸汽机所通用的计量单

位，即简化为每分钟把３３０００磅提高１呎的力，并计算出１蒸汽马力的费用：用蒸汽机

每小时为３便士，用马每小时为５１
２
便士。其次，为了保持马的健康，每天只能使用８

小时。使用蒸汽力，全年每７匹耕马中至少可以节省３匹，而且所花的费用不会超过被

代替的马在３、４个月（即它们被实际使用的时间）内所花的费用。最后，在可以应用蒸

汽力的农活上，产品的质量也比利用马力时改进了。要完成１台蒸汽机的工作，必须用６６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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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被使用的。除了当时的农业家的怨言外，一直到今天仍沿用马

力来表示机械力这件事，就是证明。风太不稳定，而且无法控制；

此外，在大工业的发源地英国，水力的应用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就

已经很普遍。早在十七世纪，就有人试用一架水车来推动两盘上

磨，也就是两套磨。但是这时，传动机构规模的扩大同水力不足

发生了冲突，这也是促使人们更精确地去研究摩擦规律的原因之

一。同样，靠磨杆一推一拉来推动的磨，它的动力的作用是不均匀

的，这又引出了飞轮（９７）的理论和应用。飞轮后来在大工业中起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工业最初的科学要素和技术要素就是这样在

工场手工业时期发展起来的。阿克莱的环锭精纺机最初是用水推

动的。但使用水力作为主要动力有种种困难。水不能随意增高，在

缺乏时不能补充，有时完全枯竭，而主要的是，它完全受地方的限

制。（９８）直到瓦特发明第二种蒸汽机，即所谓双向蒸汽机后，才找

到了一种原动机，它消耗煤和水而自行产生动力，它的能力完全受

人控制，它可以移动，同时它本身又是推动的一种手段；这种原动

机是在城市使用的，不象水车那样是在农村使用的，它可以使生产

集中在城市，不象水车那样使生产分散在农村（９９），它在工艺上

工人，每小时总共花费１５先令；要完成１匹马的工作，用３２个工人，每小时总共花

费８先令。

（９７） 孚耳阿伯式，１６２５年。德·科式，１６８８年。

（９８） 现代涡轮机的发明，使工业上水力的利用摆脱了过去的许多限制。

（９９） “在纺织工场手工业初期，工厂的厂址取决于水流的位置，而且这种水流

必须具有足以推动水车的落差；虽然设置水磨意味着家庭工业体系开始解体，但这些

水磨必须建立在水流旁边，水磨和水磨之间又往往相距很远，所以，这种水磨与其说

是城市体系的一部分，不如说是农村体系的一部分；直到使用蒸汽力代替水流以后，工

厂才汇集在城市和能充分供应生产蒸汽所必需的煤和水的地方。蒸汽机是工业城市之

母。”（亚·雷德格雷夫《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０年４月３０日》第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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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是普遍的，在地址选择上不太受地点条件的限制。瓦特的

伟大天才表现在１７８４年４月他所取得的专利的说明书中，他没有

把自己的蒸汽机说成是一种用于特殊目的的发明，而把它说成是

大工业普遍应用的发动机。他在说明书中指出的用途，有一些

（例如蒸汽锤）过了半个多世纪以后才被采用。但是他当时曾怀疑，

蒸汽机能否应用到航海上。１８５１年，他的后继者，博耳顿－瓦特

公司，在伦敦工业展览会上展出了远洋轮船用的最大的蒸汽机。

只是在工具由人的机体的工具变为机械装置即工具机的工具

以后，发动机才取得了独立的、完全摆脱人力限制的形式。于是，

我们以上所考察的单个的工具机，就降为机器生产的一个简单要

素了。现在，一台发动机可以同时推动许多工作机。随着同时被

推动的工作机数量的增加，发动机也在增大，传动机构也跟着扩

展成为一个庞大的装置。

现在，必须把许多同种机器的协作和机器体系这两件事区别

开来。

在前一场合，整个制品是由同一台工作机完成的。工作机完

成各种不同的操作，这些操作原来是由一个手工业者用自己的工

具（例如织布业者用自己的织布机）来完成的，或者是由若干手

工业者独立地或作为一个手工工场的成员用各种工具顺次来完成

的。（１００）例如，在现代的信封手工工场中，一个工人用折纸刀折

（１００） 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观点来看，织布不是简单的手工业劳动，而是复杂的

手工业劳动，因此，机械织机是一种能完成很多种复杂操作的机器。有人认为，现代机

器起初掌握的是工场手工业分工所简化了的那些操作，这种看法是根本错误的。在工

场手工业时期，纺纱和织布分成了新的种类，所使用的工具也改良和改变了，但劳动过

程本身丝毫没有分开，仍然是手工业性质的。机器的起点不是劳动，而是劳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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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另一个工人涂胶水，第三个工人折边，预备印封面，第四个

工人把封面印好，等等。每个信封，每经过一道局部操作，就要转

一次手。一台信封制造机一下子完成所有这些操作，而且每小时制

成３０００多个信封。１８６２年伦敦工业展览会上展出的一台美国纸

袋制造机，可以切纸、涂胶水、折纸，每分钟生产３００个纸袋。在工

场手工业中分成几种操作顺次进行的整个过程，现在由一台由各

种工具结合而成的工作机来完成。不管这种工作机只是比较复杂

的手工工具的机械复制品，还是由工场手工业专门化了的各种简

单工具的结合，在工厂内，即在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场内，总有

简单协作重新出现，这种协作首先表现为同种并同时共同发生作

用的工作机在空间上的集结（这里撇开工人不说）。例如，许多机械

织机集结在同一厂房内便组成织布工厂，许多缝纫机集结在同一

厂房内便组成缝纫厂。但这里存在着技术上的统一，因为这许多同

种的工作机，都是同时并同等地从共同的原动机的心脏跳动中得

到推动，这是通过传动机构传送来的，而传动机构对这些工作机来

说也有一部分是共同的，因为它不过是分出一些特殊的分支同每

个工具机相连结。正象许多工具只组成一个工作机的器官一样，许

多工作机现在只组成同一个发动机构的同样的器官。

但是，只有在劳动对象顺次通过一系列互相连结的不同的阶

段过程，而这些过程是由一系列各不相同而又互为补充的工具机

来完成的地方，真正的机器体系才代替了各个独立的机器。在这

里，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又出现了，但这种

协作现在表现为各个局部工作机的结合。各种局部工人的专门工

具，例如毛纺织手工工场中的弹毛工、梳毛工、起毛工、纺毛工

等等所使用的工具，现在转化为各种专门化的工作机的工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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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台工作机又在结合的工具机构的体系中成为一个特殊的器官，

执行一种特殊的职能。在最先采用机器体系的部门中，工场手工业

本身大体上为机器体系对生产过程的划分和组织提供了一个自然

基础。（１０１）但在工场手工业生产和机器生产之间一开始就存在着

本质的区别。在工场手工业中，单个的或成组的工人，必须用自己

的手工工具来完成每一个特殊的局部过程。如果说工人会适应这

个过程，那末这个过程也就事先适应了工人。在机器生产中，这个

主观的分工原则消失了。在这里，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

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

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１０２），

当然，在这里也象以前一样，理论的方案需要通过实际经验的大量

积累才臻于完善。每一台局部机器依次把原料供给下一台，由于所

有局部机器都同时动作，产品就不断地处于自己形成过程的各个

阶段，不断地从一个生产阶段转到另一个生产阶段。在工场手工业

中，局部工人的直接协作，在各个特殊工人小组之间造成一定的比

（１０１） 在大工业时代以前，毛纺织工场手工业是英国主要的工场手工业。所以，

在十八世纪上半叶，绝大部分实验都是在毛纺织工场手工业中进行的。在毛纺织业上

取得的经验为棉纺织业带来了好处，棉花的机器加工需要的准备工作不象羊毛那样费

力；后来则相反，机器毛纺织业是在机器棉纺织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毛纺织工场

手工业的某些要素，直到最近几十年才纳入工厂制度内，例如梳毛就是这样。“在‘精

梳机’，尤其是李斯特尔式精梳机……被采用以后，机械力才广泛应用到梳毛过程上

……其结果无疑使大批工人失业。过去羊毛多半是在梳毛工人家里用手来梳。现在一

般都在工厂内梳，除了少数几种仍需要手梳羊毛的特殊操作外，手工劳动被淘汰了。许

多手工梳毛工人在工厂内找到了工作，但手工梳毛工人的产品比机器的产品要少得

多，所以很大一批梳毛工人依然找不到工作。”（《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６年１０月３１

日》第１６页）

（１０２） “所以，工厂制度的原则是：……把劳动过程分成它的各个重要的组成

部分，来代替各个手工业者之间劳动的分工或分级。”（尤尔《工厂哲学》第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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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数，同样，在有组织的机器体系中，各局部机器之间不断地交

接工作，也在各局部机器的数目、规模和速度之间造成一定的比

例。结合工作机现在成了各种单个工作机和各组工作机的有组织

的体系。结合工作机所完成的整个过程越是连续不断，即原料从

整个过程的最初阶段转到最后阶段的中断越少，从而，原料越是

不靠人的手而靠机构本身从一个生产阶段传送到另一个生产阶

段，结合工作机就越完善。如果说，在工场手工业中，各特殊过

程的分离是一个由分工本身得出的原则，那末相反，在发达的工

厂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各特殊过程的连续性。

一个机器体系，无论是象织布业那样，以同种工作机的单纯

协作为基础，还是象纺纱业那样，以不同种工作机的结合为基础，

只要它由一个自动的原动机来推动，它本身就形成一个大自动机。

整个体系可以由例如蒸汽机来推动，虽然个别工具机在某些动作

上还需要工人，例如在采用自动走锭精纺机以前，走锭精纺机就

需要工人发动，而精纺到现在都还是这样；或者，机器的某些部

分必须象工具一样，要由工人操纵才能进行工作，例如在机器制

造上，在转动刀架还未变成自动装置以前就是这样。当工作机不

需要人的帮助就能完成加工原料所必需的一切运动，而只需要人

从旁照料时，我们就有了自动的机器体系，不过，这个机器体系

在细节方面还可以不断地改进。例如，断纱时使纺纱机自动停车

的装置，梭中纬纱用完时使改良蒸汽织机立即停车的自动开关，都

完全是现代的发明。现代造纸工厂可以说是生产的连续性和应用

自动原理的范例。在纸张的生产上，我们可以详细而有益地研究

以不同生产资料为基础的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区别，以及社会生

产关系同这些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因为德国旧造纸业为我们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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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这一部门的手工业生产的典型，十七世纪荷兰和十八世纪法

国提供了真正工场手工业的典型，而现代英国提供了自动生产的

典型，此外在中国和印度，直到现在还存在着这种工业的两种不

同的古亚细亚的形式。

通过传动机由一个中央自动机推动的工作机的有组织的体

系，是机器生产的最发达的形态。在这里，代替单个机器的是一

个庞大的机械怪物，它的躯体充满了整座整座的厂房，它的魔力

先是由它的庞大肢体庄重而有节奏的运动掩盖着，然后在它的无

数真正工作器官的疯狂的旋转中迸发出来。

在专门制造蒸汽机、走锭精纺机等等的工人出现以前，走锭

精纺机、蒸汽机等等就已经出现了，这正象在裁缝出现以前人就

已经穿上了衣服一样。但是，沃康松、阿克莱、瓦特等人的发明

之所以能够实现，只是因为这些发明家找到了相当数量的、在工

场手工业时期就已准备好了的熟练的机械工人。这些工人中，一

部分是各种职业的独立的手工业者，一部分是联合在象前面所说

的分工非常严格的手工工场内的。随着发明的增多和对新发明的

机器的需求的增加，一方面机器制造业日益分为多种多样的独立

部门，另一方面制造机器的工场手工业内的分工也日益发展。这

样，在这里，在工场手工业中，我们看到了大工业的直接的技术

基础。工场手工业生产了机器，而大工业借助于机器，在它首先

占领的那些生产领域排除了手工业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因此，

机器生产是在与它不相适应的物质基础上自然兴起的。机器生产

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定推翻这个最初是现成地遇到的、后来又

在其旧形式中进一步发展了的基础，建立起与它自身的生产方式

相适应的新基础。正象在单个机器还要由人来推动时，它始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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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小机器一样，正象在蒸汽机还没有代替现成的动力——牲畜、

风以至水以前，机器体系不可能自由发展一样，当大工业特有的生

产资料即机器本身，还要依靠个人的力量和个人的技巧才能存在

时，也就是说，还取决于手工工场内的局部工人和手工工场外的手

工业者用来操纵他们的小工具的那种发达的肌肉、敏锐的视力和

灵巧的手时，大工业也就得不到充分的发展。所以，且不说这样生

产出的机器很昂贵，——这种情况作为自觉的动机支配着资

本，——已经使用机器的工业部门的扩大，以及机器向新的生产部

门的渗入，完全取决于这样一类工人增加的情况，这类工人由于他

们的职业带有半艺术性，只能逐渐地增加而不能飞跃地增加。但

是，大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也在技术上同自己的手工业以及工场

手工业基础发生冲突。发动机、传动机构和工具机的规模日益扩

大；随着工具机摆脱掉最初曾支配它的构造的手工业型式而获得

仅由其力学任务决定的自由形式，工具机的各个组成部分日益复

杂、多样并具有日益严格的规则性；自动体系日益发展；难于加工

的材料日益不可避免地被应用，例如以铁代替木材（１０３）；——所有

这些都是自然发生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到处都碰到人身的限制。这些

限制甚至工场手工业中的结合工人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而不能从

根本上突破。例如，象现代印刷机、现代蒸汽织机和现代梳棉机这样的机

（１０３） 最初的机械织机主要是木制的，改良的现代机械织机是铁制的。只要从

表面上把现代蒸汽织机和旧的蒸汽织机比较一下，把铸铁厂的现代鼓风工具和当初仿

照普通风箱制成的笨拙的机械风箱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生产资料的旧形式最初如何

支配着它的新形式。但是，最有说服力的也许是现代火车头发明以前的火车头了。这

种火车头实际上有两条腿，象马一样迈步。随着力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实际经验的积累，

机器的形式才完全由力学原理决定，从而才完全摆脱了已变为机器的那些工具的传统

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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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就不是工场手工业所能制造的。

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必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

的变革。这首先是指那些因社会分工而孤立起来以致各自生产独

立的商品、但又作为总过程的阶段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工业部门。

因此，有了机器纺纱，就必须有机器织布，而这二者又使漂白业、

印花业和染色业必须进行力学和化学革命。同样，另一方面，棉

纺业的革命又引起分离棉花纤维和棉籽的轧棉机的发明，由于这

一发明，棉花生产才有可能按目前所需要的巨大规模进行。

（１０４）但是，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会生产过程的一

般条件即交通运输工具的革命成为必要。正象以具有家庭副业的

小农业和城市手工业为“枢纽”（我借用傅立叶的用语）的社会所

拥有的交通运输工具，完全不能再满足拥有扩大的社会分工、集

中的劳动资料和工人以及殖民地市场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生产需

要，因而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变革一样，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

的交通运输工具，很快又成为具有狂热的生产速度和巨大的生产

规模、经常把大量资本和工人由一个生产领域投入另一个生产领

域并具有新建立的世界市场联系的大工业所不能忍受的桎梏。因

此，撇开已经完全发生变革的帆船制造业不说，交通运输业是逐

渐地靠内河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的体系而适应了大工业

的生产方式。但是，现在锻冶、锻接、切削、穿凿和铸造巨量的

铁，又需要有庞大的机器，制造这样的机器是工场手工业的机器

制造业所不能胜任的。

因此，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

（１０４） 直到最近，在十八世纪发明的各种机器中，要算美国人伊莱·维特尼发明

的轧棉机在本质上变化最少。只是在最近几十年（１８６７年以前），由于另一个美国人，纽

约州沃耳巴尼的埃默里先生作了一番简单而有效的改进，维特尼的机器才变得陈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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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

基础，才得以自立。随着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机器生产的发展，机

器实际上逐渐掌握了工具机的制造。但只是到了最近几十年，由

于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和远洋航运事业的发展，用来制造原动机的

庞大机器才产生出来。

用机器制造机器的最重要的生产条件，是要有能充分供给力

量同时又完全受人控制的发动机。蒸汽机已经是这样的机器。但

是，机器部件所必需的精确的几何形状，如直线、平面、圆、圆

柱形、圆锥形和球形，也同时要用机器来生产。在十九世纪最初

十年，亨利·莫兹利发明了转动刀架，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种刀

架不久就改为自动式，经改装后从它最初被使用的旋床上移到其

他制造机器的机器上。这种机械装置所代替的不是某种特殊工具，

而是人的手本身。以往必须用手把切削工具等等的刃对准或加在

劳动材料（如铁）上面，才能制造出一定的形状。现在有了这种

装置，就能制造出机器部件的几何形状，而且

“轻易、精确和迅速的程度是任何最熟练工人的富有经验的手都无法做到的”

（１０５）。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机器制造业所采用的机器中构成真正工具

机的部分，那末，手工业工具就再现出来了，不过规模十分庞大。

例如，钻床的工作机，是一个由蒸汽机推动的庞大钻头，没有这

种钻头就不可能生产出大蒸汽机和水压机的圆筒。机械旋床是普通脚

（１０５） 《各国的工业》１８５５年伦敦版第２部第２３９页。该书在这里还说道：“不管

旋床的这个附件多么简单，从外表上看多么不重要，但我们认为，可以毫不夸大地说，

它对机器使用的改良和推广所产生的影响，不下于瓦特对蒸汽机的改良所产生的影

响。采用这种附件的结果是，各种机器很快就完善和便宜了，而且推动了新的发明和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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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旋床的巨型翻版；刨床是一个铁木匠，它加工铁所用的工具就

是木匠加工木材的那些工具；伦敦造船厂切割胶合板的工具是一

把巨大的剃刀；剪裁机的工具是一把大得惊人的剪刀，它剪铁就

象裁缝剪布一样；蒸汽锤靠普通的锤头工作，但这种锤头重得连

托尔也举不起来。（１０６）例如，奈斯密斯发明的这些蒸汽锤中，有

一种重６吨多，从７呎的高度垂直落在３６吨重的铁砧上。它能轻

而易举地把一块花岗石打得粉碎，也能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把钉子

钉进柔软的木头里去。（１０７）

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

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在工场

手工业中，社会劳动过程的组织纯粹是主观的，是局部工人的结

合；在机器体系中，大工业具有完全客观的生产机体，这个机体

作为现成的物质生产条件出现在工人面前。在简单协作中，甚至

在因分工而专业化的协作中，社会化的工人排挤单个的工人还多

少是偶然的现象。而机器，除了下面要谈的少数例外，则只有通

过直接社会化的或共同的劳动才发生作用。因此，劳动过程的协

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

２．机器的价值向产品的转移

我们已经知道，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

（１０６） 在伦敦有一种锻造轮船蹼轮轴的机器叫“托尔”。这种机器锻造一个１６１
２

吨重的轴，就象铁匠打一个马蹄铁那样轻松。

（１０７） 那些也能够小规模使用的木材加工机器，大部分是美国人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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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用于生产过程的自然力，如蒸汽、水等

等，也不费分文。可是，正象人呼吸需要肺一样，人要在生产上

消费自然力，就需要一种“人的手的创造物”。要利用水的动力，

就要有水车，要利用蒸汽的压力，就要有蒸汽机。利用自然力是

如此，利用科学也是如此。电流作用范围内的磁针偏离规律，或

电流绕铁通过而使铁磁化的规律一经发现，就不费分文了。

（１０８）但是要在电报等方面利用这些规律，就需要有极昂贵的和

复杂的设备。我们已经知道，工具并没有被机器排挤掉。它由人

的机体的小工具，通过扩大规模，增加数量，发展成为由人创造

的机构的工具。现在资本不要工人用手工工具去做工，而要工人

用一个会自行操纵工具的机器去做工。因此，大工业把巨大的自

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

点是一目了然的。但是生产力的这种提高并不是靠在另一地方增

加劳动消耗换来的，这一点却绝不是同样一目了然的。象不变资

本的任何其他组成部分一样，机器不创造价值，但它把自身的价

值转移到它所生产的产品上。就机器具有价值，从而把价值转给

产品来说，它是产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机器不是使产品变便

宜，而是使产品随着机器的价值相应地变贵。很明显，机器和发

达的机器体系这种大工业特有的劳动资料，在价值上比手工业生

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劳动资料增大得无可比拟。

首先应当指出，机器总是全部地进入劳动过程，始终只是部分

（１０８） 科学不费资本家“分文”，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去利用科学。资本象吞并别

人的劳动一样，吞并“别人的”科学。但是，对科学或物质财富的“资本主义的”占有和

“个人的”占有，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尤尔博士本人曾哀叹他的亲爱的、使用机器的工

厂主对力学一窍不通。李比希也曾述说英国的化学工厂主对化学惊人地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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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进入价值增殖过程。它加进的价值，决不会大于它由于磨损而

平均丧失的价值。因此，机器的价值和机器定期转给产品的价值

部分，有很大的差别。作为价值形成要素的机器和作为产品形成

要素的机器，有很大的差别。同一机器在同一劳动过程中反复使

用的时期越长，这种差别就越大。诚然，我们已经知道，每一种

真正的劳动资料或生产工具，总是全部地进入劳动过程，始终只

是根据它每天平均的损耗而部分地进入价值增殖过程。但是，使

用和磨损之间的这种差别，在机器上比在工具上大得多，因为机

器是由比较坚固的材料制成的，寿命较长；因为机器的使用要遵

照严格的科学规律，能够更多地节约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和它的消

费资料的消耗；最后，因为机器的生产范围比工具的生产范围广

阔无比。如果我们不算机器和工具二者每天的平均费用，即不算

由于它们每天的平均损耗和机油、煤炭等辅助材料的消费而加到

产品上的那个价值组成部分，那末，它们的作用是不需要代价的，

同未经人类加工就已经存在的自然力完全一样。机器的生产作用

范围越是比工具大，它的无偿服务的范围也就越是比工具大。只

是在大工业中，人才学会让自己过去的、已经物化的劳动的产品

大规模地、象自然力那样无偿地发生作用。（１０９）

（１０９） 李嘉图有时很重视机器的这种作用（但他没有说明这种作用，象他没有

说明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一般区别一样），以致有时忘掉了机器转移到产品上

的价值组成部分，而把机器和自然力完全混为一谈。例如他说：“亚当·斯密从来没有

低估自然力和机器为我们提供的服务，而是十分恰当地把它们加到商品上的价值的性

质区别开来……由于它们做工不需要费用，它们为我们提供的帮助就不会使交换价值

有丝毫增加。”（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３３６、３３７页）当然，李嘉图用这

个见解反驳让·巴·萨伊是正确的，因为让·巴·萨伊胡说，机器提供的“服务”创

造那个构成“利润”部分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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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考察协作和工场手工业时，我们知道，共同消费某些共同

的生产条件（如建筑物等），比单个工人消费分散的生产条件要节

约，因而能使产品便宜一些。在机器生产中，不仅一个工作机的

许多工具共同消费一个工作机的躯体，而且许多工作机共同消费

同一个发动机和一部分传动机构。

如果机器的价值和机器转给日产品的价值部分之间的差额已

定，那末这个价值部分使产品变贵的程度，首先取决于产品的数

量，就象是取决于产品的面积。布莱克本的培恩斯先生在１８５７年

发表的一篇演讲中计算过：

“一实际的机械马力（１０９ａ）可以推动４５０个自动走锭精纺机纱锭及其附

属设备，或者可以推动２００个环锭精纺机纱锭，或者可以推动１５台织宽４０

吋布的织布机以及整经、浆纱等装置。”１６０

一蒸汽马力每天的费用及其所推动的机器的损耗，在第一种

情况下是分配在４５０个走锭精纺机纱锭的日产品上；在第二种情

况下是分配在２００个环锭精纺机纱锭的日产品上；在第三种情况

（１０９ａ） ｛第３版注：一“马力”等于一分钟３３０００呎磅的力，即等于一分钟使

３３０００磅上升一呎，或一分钟使一磅上升３３０００呎的力。这就是上面所说的马力。但在

日常的商业用语中，以及本书的某些引文中，是把同一机器的“额定”马力和“商

业”马力或“指示”马力加以区别的。旧的马力或额定马力，只是根据活塞冲程和气

缸直径计算的，完全没有把蒸汽压力和活塞速度考虑进去。这实际上就是说，如果认

为这台蒸汽机例如有５０马力，那指的是用博耳顿和瓦特时代那样微弱的蒸汽压力和

那样低的活塞速度来推动。可是从那时起，这两个因素都大大增强了。为了测量一台

机器现在实际提供的机械力，已经发明了表明蒸汽压力的指示器。活塞速度是容易确

定的。因此，机器的“指示”马力或“商业”马力的大小可以用一个数学公式来计算，

这个公式同时包括气缸直径、活塞冲程高度、活塞速度以及蒸汽压力，从而表明这个

机器一分钟实际上提供若干３３０００呎磅。因此一额定马力实际上可以提供三、四甚至

五指示马力或实际马力。加这个注是为了说明后面各处的引文。——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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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是分配在１５合机械织机的日产品上。可见，转给一盎斯棉纱或

一码布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价值。前面举的蒸汽锤的例子也是这

样。因为蒸汽锤每天的磨损和煤炭的消耗等等是分配在它每天锤

打的巨量的铁上，所以在每 铁上只添加很小一部分价值；但如

果用这个庞大的工具来钉小钉子，那末分配在每 上的价值就会

很大了。

如果工作机的作用范围已定，也就是说，工作机的工具数量

已定，或者在涉及到力的时候，工作机工具的规模已定，那末产

品的数量就取决于工作机作业的速度，例如取决于纱锭的转速或

蒸汽锤每分钟锤击的次数。某些大蒸汽锤每分钟可锤７０次；赖德

的专利锻造机，用小蒸汽锤锻造纱锭，每分钟可锤７００次。

如果机器转给产品的价值的比率已定，那末这个价值部分的

大小就取决于机器本身价值的大小。（１１０）机器本身包含的劳动

越少，它加到产品上的价值也就越小。它转移的价值越小，它的

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服务就越接近自然力的服务。而用机器生

产机器，会使机器的价值同机器的规模和作用相对而言降低下来。

分析比较一下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和机器

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价格，一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机器产品

中，由劳动资料转来的价值组成部分相对地说是增大了，但绝对地

说是减少了。这就是说，它的绝对量是减少了，但它同产品（如一

（１１０） 受资本主义观念束缚的读者，在这里当然会惋惜没有谈到机器按其资本

价值加到产品上的“利息”。但是，很容易理解，机器象不变资本的任何其他组成部分

一样，并不生产新价值，因而不可能加进称作“利息”的新价值。其次，很明显，这

里所谈的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因此，不能预先假定剩余价值的某个部分叫“利息”。资

本主义的计算方法，一看就是荒谬的，是和价值的形成规律相矛盾的。这一点在本书

第三卷中将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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磅棉纱）的总价值相比较的量是增大了。（１１１）

很明显，如果生产一台机器所费的劳动，与使用该机器所节

省的劳动相等，那末这只不过是劳动的变换，就是说，生产一个

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总量没有减少，或者说，劳动生产力没有提高。

但是，机器所费的劳动和它所节省的劳动之间的差额，或机器生

产率的高低，显然不是由机器本身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工具的价

值之间的差额来决定的。只要机器所费的劳动，从而机器加到产品

上的价值部分，小于工人用自己的工具加到劳动对象上的价值，这

种差额就一直存在。因此，机器的生产率是由它代替人类劳动力的

程度来衡量的。根据培恩斯先生的计算，由一蒸汽马力推动的４５０

个走锭精纺机纱锭及其附属设备，需要两个半工人看管（１１２）；

（１１１） 当机器排挤马或其他只是当作动力、而不是当作改变物质形式的机器使

用的役畜时，机器所加入的这个价值组成部分，无论绝对地说或是相对地说都要减少。

顺便提一下，按照笛卡儿下的定义，动物是单纯的机器，他是用与中世纪不同的工场

手工业时期的眼光来看问题的。在中世纪，动物被看作人的助手，后来冯·哈勒先生

在他的《国家学的复兴》中也是这样看的。笛卡儿和培根一样，认为生产形式的改变

和人对自然的实际统治，是思维方法改变的结果。他的《方法论》就说明了这一点，他

在该书中写道：“可以〈用他介绍到哲学中的方法〉获得一种对生活非常有益的知识，

找到一种实践哲学来代替学校中所讲授的思辨哲学，借助实践哲学，我们就可以象了

解我们的手工业者的各种职业一样，清楚地了解火、水、空气、星球以及我们周围的

其他一切物体的力量和作用，这样我们就能在一切适合的地方利用这些力量和作用，

从而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并且“促进人类生活的完善”。在达德利·诺

思爵士《贸易论》（１６９１年）一书的序言中写道，笛卡儿的方法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应用，

开始使政治经济学在货币、商业等方面摆脱了古代神话和迷信观念。但一般说来，英

国早期的经济学家都把培根和霍布斯当作自己的哲学家，而后来洛克成了英国、法国、

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哲学家”。

（１１２） 根据埃森商会的年度报告（１８６３年１０月），１８６２年，克虏伯铸钢厂用１６１

个熔炉、锻烧炉、渗炭炉，３２台蒸汽机（约等于１８００年曼彻斯特使用的蒸汽机总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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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自动走锭精纺机纱锭在一个十小时工作日里可纺出１３盎斯

棉纱（平均纱支），因此两个半工人一星期可纺出３６５５
８
磅棉纱。可

见，大约３６６磅棉花（为了简便起见，我们撇开棉屑不说）在变

为棉纱时，只吸收了１５０个劳动小时，或１５个十小时工作日，而

用纺车，一个手工纺工６０小时纺１３盎斯棉纱，因此，同量的棉

花就要吸收２７００个十小时工作日，或２７０００个劳动小时。（１１３）

在木板印花或手工印花这种旧方法被机器印花代替的地方，一台

机器由一个成年男工或少年工看管，一小时印制的四色花布的数

量，等于过去２００个成年工人印制的数量。（１１４）在１７９３年伊莱

·维特尼发明轧棉机以前，轧除一磅棉花的棉籽要花一个平均工

作日。由于有了他的发明，一个黑人妇女每天可以轧１００磅棉花，

而且从那以后，轧棉机的效率又大有提高。原来要花５０分钱生产

的一磅棉纤维，后来卖１０分钱，而且利润更高，也就是说，包含

的无酬劳动更多了。在印度，使用一种半机器式的工具——手工

轧棉机，来使棉纤维与棉籽脱离。使用这种工具，一个男工和一

个女工每天能轧２８磅棉花。但使用几年前福尔布斯博士发明的手

工轧棉机，一个成年男工和一个少年工每天可轧２５０磅棉花；在

用牛、蒸汽或水作动力的地方，只需要几个男女少年充当添料工。

１６台这样的机器，用牛来拉，每天能完成以前７５０个人一天平均的

１４架蒸汽锤（合计代表１２３６马力），４９个锻铁炉，２０３台工具机，约２４００名工人，生

产了１３００万磅钢锭。在这里，１马力还不到两个工人。

（１１３） 据拜比吉的计算，在爪哇，几乎单是纺纱劳动就使棉花价值增加１１７％。

而同一时期（１８３２年），英国精纺业的机器和劳动加进棉花的总价值约为原料价值的

３３％。（《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第１６５、１６６页）

（１１４） 此外，机器印花还可以节省染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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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１１５）

前面已经说过①，装在蒸汽犁上的蒸汽机在一小时内花费３

便士或
１
４
先令所完成的工作，等于６６个人在一小时内花费１５先

令所完成的工作。我又来引用这个例子，是为了反驳一种错误的

见解。就是说，这１５先令决不是这６６个人一小时内加进的劳动

的表现。如果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为１００％，那末，这６６个

工人一小时就生产３０先令的价值，虽然其中只有３３小时表现为

他们自己的等价物，即表现为１５先令的工资。因此，假定一台机

器的所值等于它排挤的１５０个工人一年的工资，比方说３０００镑，

那末，这３０００镑决不是这１５０个工人所提供的并加到劳动对象上

的劳动的货币表现，而只是他们的年劳动中表现为他们工资的那

部分劳动的货币表现。相反，机器的货币价值３０００镑是生产机器

时所耗费的全部劳动的表现，不管这一劳动按什么比例形成工人

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可见，即使机器的所值和它所代替

的劳动力的所值相等，物化在机器本身中的劳动，总是比它所代

替的活劳动少得多。（１１６）

如果只把机器看作使产品便宜的手段，那末使用机器的界限

就在于：生产机器所费的劳动要少于使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可

是对资本说来，这个界限表现得更为狭窄。由于资本支付的不是

（１１５） 参看向印度总督府提出产品报告的沃森医生１８６０年４月１７日在艺术协

会上所作的报告。

（１１６） “生产这些不会说话的因素〈机器〉所花的劳动，总是比被它们排挤的

劳动少得多，即使它们具有相同的货币价值。”（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

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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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使用的劳动，而是所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因此，对资本说来，

只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之间存在差额的情

况下，才会使用机器。由于工作日中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

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而且在同一国家不同的时期，或者在同

一时期不同的生产部门，也是不同的；其次，由于工人的实际工

资有时降到他的劳动力价值以下，有时升到他的劳动力价值以上，

因此，机器的价格和它所要代替的劳动力的价格之间的差额，可

能有很大的变动，即使生产机器所必需的劳动量和机器所代替的

劳动总量之间的差额保持不变。（１１６ａ）但是，对资本家本身来说，

只有前一种差额才决定商品的生产费用，并通过竞争的强制规律

对他发生影响。因此，现在英国发明的机器只能在北美使用，正象

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德国发明的机器只能在荷兰使用，十八世纪

法国的某些发明只能在英国使用一样。在一些较老的发达国家，机

器本身在某些产业部门的使用，会造成其他部门的劳动过剩（李嘉

图用的是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ｏｆｌａｂｏｕｒ），以致其他部门的工资降到劳动

力价值以下，从而阻碍机器的应用，并且使机器的应用在资本看来

是多余的，甚至往往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的利润本来不是靠减少

所使用的劳动得来的，而是靠减少有酬劳动得来的。近几年来，在

英国毛纺织业的某些部门中，童工显著减少，有的地方几乎完全被

排挤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工厂法规定童工必须实行两班制，一班

劳动６小时，另一班劳动４小时，或每班只劳动５小时。但是父母

们不愿比以前出卖全日工更便宜地出卖半日工。因此半日工就被机

（１１６ａ） 第２版注：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机器的作用范围将和在资产阶级社

会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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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所代替。（１１７）在矿井禁止使用女工和童工（１０岁以下的）以

前，资本认为，在煤矿和其他矿井使用裸体的妇女和少女，而且

往往让她们同男子混在一起的做法，是完全符合它的道德规范的，

尤其是符合它的总账的。直到禁止使用女工和童工以后，资本才

采用机器。美国人发明了碎石机。英国人不采用这种机器，因为

从事这种劳动的“不幸者”（《ｗｒｅｔｃｈ》是英国政治经济学用来称

呼农业工人的术语）的劳动只有很小一部分是有报酬的，所以对

于资本家说来，机器反而会使生产变贵。（１１８）在英国，直到现

在还有时不用马而用妇女在运河上拉纤等等（１１９），因为生产马

和机器所需要的劳动是一个数学上的已知量，而维持过剩人口中

的妇女所需要的劳动，却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恰恰是英国这个

机器国家，比任何地方都更无耻地为了卑鄙的目的而浪费人力。

３．机器生产对工人的直接影响

前面已经指出，大工业的起点是劳动资料的革命，而经过变革

（１１７） “雇主不会毫无必要地使用两班１３岁以下的童工…… 事实上，有一类

工厂主（毛纺业主）现在很少使用１３岁以下的童工即半日工。他们采用了各种改良的

和新式的机器，因而使雇用童工〈即１３岁以下的童工〉成为完全多余的了。我可以举

一个劳动过程的例子来说明童工人数减少的情况：把一种叫捻线机的装置同现有的机

器连接起来，由六个或四个（根据每台机器的性能而定）半日工去做的工作，现在可

由一个少年〈１３岁以上〉去完成了…… 半日制”刺激了“捻线机的发明”。（《工厂

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４２、４３页］）

（１１８） “只要劳动〈他指的是工资〉不提高，机器……就往往不可能被采用。”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４７９页）

（１１９） 见《在爱丁堡社会科学会议上的报告。１８６３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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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资料，在工厂的有组织的机器体系中获得了最发达的形式。

在研究人身材料怎样合并到这个客观机体之前，让我们先来考察

一下这种革命对工人本身的某些一般影响。

（ａ）资本对补充劳动力的占有。

   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   

就机器使肌肉力成为多余的东西来说，机器成了一种使用没

有肌肉力或身体发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较灵活的工人的手段。因此，

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这样一

来，这种代替劳动和工人的有力手段，就立即变成了这样一种手

段，它使工人家庭全体成员不分男女老少都受资本的直接统治，从

而使雇佣工人人数增加。为资本家进行的强制劳动，不仅夺去了

儿童游戏的时间，而且夺去了家庭本身通常需要的、在家庭范围

内从事的自由劳动的时间。（１２０）

劳动力的价值不只是决定于维持成年工人个人所必需的劳动

时间，而且决定于维持工人家庭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机器把工人

家庭的全体成员都抛到劳动市场上，就把男劳动力的价值分到他

（１２０） 在美国南北战争引起的棉业危机期间，英国政府把爱德华·斯密斯医生

派往郎卡郡和柴郡等地，调查棉纺织业工人的健康状况。他报告说：撇开工人被赶出

工厂环境不说，从卫生方面来看，危机还有其他许多益处。现在，工人的妻子有必要

的空闲时间来给自己的孩子喂奶，而不必用高弗莱兴奋剂（一种鸦片剂）去毒害他们

了。她们有时间学习烹调了。不幸的是，她们是在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的时候，学到这

种烹调术的。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到，资本为了自行增殖，是如何地掠夺那种为消费

所必需的家务劳动。这一危机还被用来在专门学校里教工人的女儿学缝纫。为了使那

些为全世界纺纱的工人女儿学缝纫，竟需要有一次美国革命和一次世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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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人身上了。因此，机器使男劳动力贬值了。购买例如有四个

劳动力的一家，也许比以前购买家长一个劳动力花费得多些，但

现在四个工作日代替了原来的一个工作日，劳动力的价格按照四

个工作日的剩余劳动超过一个工作日的剩余劳动的比例而下降

了。现在，一家人要维持生活，四口人不仅要给资本提供劳动，而

且要给资本提供剩余劳动。因此，机器从一开始，在增加人身剥

削材料，即扩大资本固有的剥削领域（１２１）的同时，也提高了剥

削程度。

机器还从根本上使资本关系的形式上的表现，即工人和资本

家之间的契约发生了革命。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第一个前提是

资本家和工人作为自由人，作为独立的商品所有者而互相对立：一

方是货币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是劳动力的所有者。但是

现在，资本购买未成年人或半成年人。从前工人出卖他作为形式

上自由的人所拥有的自身的劳动力。现在他出卖妻子儿女。他成

了奴隶贩卖者。（１２２）对儿童劳动的需求，在形式上也往往同美国报

（１２１） “由于男子劳动日益为妇女劳动代替，特别是成年人劳动日益为儿童劳

动代替，工人人数大大增加了。三个每周工资为６至８先令的１３岁的女孩，排挤了一

个每周工资为１８至４５先令的成年男子。”（托·德·昆西《政治经济学逻辑》１８４４年

伦敦版第１４７页注）由于某些家务事，如照料婴儿和喂奶等，不能完全不管，所以，被

资本没收的母亲，必须多多少少雇用代替者。家庭消费所必需的劳动，如缝缝补补等，

必须由购买现成商品来代替。因此，家务劳动消耗的减少，相应地就增加了货币的支

出。因而，工人家庭的生产费用增加了，并且抵销了收入的增加。此外，节省地合理

地利用和配制生活资料也不可能了。关于被官方政治经济学所隐瞒的这些事实，可以

在工厂视察员和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特别是在《公共卫生报告》中，找到

丰富的材料。

（１２２） 在英国工厂内，限制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是成年男工从资本那里争取到

的。与这个重大的事实相反，人们在童工调查委员会最近的报告中竟然还看到，身为父

母的工人，令人十分愤慨地象十足的奴隶贩子那样贩卖儿童。可是，正如从这些《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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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广告上常见的对黑奴的需求相似。例如，一个英国工厂视察员

说：

“在我的管区的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里，地方报纸的一条广告引起了我

的注意，广告写道：兹征求１２至２０名少年，外貌要１３岁以上。工资每周４

先令。报名处……”（１２３）

这里之所以用“外貌要１３岁”这句话，是因为按照工厂法规

定，未满１３岁的儿童只能劳动６小时。年龄必须经过合格医生的

证明。因此，工厂主需要外表看来已满１３岁的儿童。工厂主雇用

的未满１３岁的儿童人数屡次大幅度地减少，这在英国近２０年来

的统计材料中是令人惊讶的。根据工厂视察员本人的证词，这种

情况大部分是由合格医生造成的，他们为迎合资本家的剥削欲望

和父母的贩卖要求而虚报儿童的年龄。在声名狼藉的伦敦拜特纳

－格林区，每逢星期一和星期二的早晨，都有公开的集市，９岁以

上的男女儿童就在那里把自己出租给伦敦的丝织厂。“一般的条件

是，每周１先令８便士（归父母），２便士归我自己用作茶点费。”

契约仅以一周为限。这种集市上的情景和语言确实令人愤慨。

（１２４）直到现在英国还有这样的事发生：妇女“把子女从贫民习

中可以看到的那样，资本主义的伪善者们，却在那里攻讦这种他们自己一手造成、使

之永存并加以利用的兽行，而在其他场合，他们把这种兽行名之曰“劳动自由”。“儿

童劳动被利用了……他们甚至仅仅为自己每天的面包而劳动。他们没有力量承受如此

过度的沉重劳动，没有受过有益于自己未来生活的训练，他们被抛入一种对身心有害

的环境中。犹太历史学家在谈到梯特毁灭耶路撒冷时曾说过，既然一个毫无人性的母

亲，竟牺牲自己的婴儿来解除无法抑制的饥饿的痛苦，那末，耶路撒冷遭到了破坏，如

此彻底的破坏，是不足为奇的。”（《公共经济概论》１８３３年卡赖尔版第６６页）

（１２３） 亚·雷德格雷夫《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４０、４１页。

（１２４）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５号报告》１８６６年伦敦版第８１页第３１号。｛第４

版注：拜特纳－格林的丝织业现在几乎已经绝迹了。——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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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所中领出来，以每周２先令６便士的价格出租给任何一个主

顾”（１２５）。在大不列颠，不顾法律的规定，至少还有２０００名儿

童被自己的父母卖出去充当活的烟囱清扫机（虽然已经有机器可

以代替他们）。（１２６）机器引起的劳动力买者和卖者之间的法权关

系的革命，使全部交易本身失去了自由人之间的契约的外表，这

就为后来英国议会提供了国家干涉工厂事务的法律上的根据。每

当工厂法把以前不受约束的工业部门的儿童劳动限制为６小时的

时候，工厂主总是一再抱怨说：有些父母会把儿童从受限制的工

业部门中领出来，把他们卖给“劳动自由”还盛行的部门，即卖

给那些不满１３岁的儿童被迫象成年人一样地劳动，因而出价较高

的工业部门。但由于资本是天生的平等派，就是说，它要求在一

切生产领域内剥削劳动的条件都是平等的，把这当作自己的天赋

人权，因此，儿童劳动在一个工业部门受到法律限制，就成为儿

童劳动在另一个工业部门受到限制的原因。

前面已经指出，机器起初使儿童、少年象工人妻子一样在以

机器为基础而产生的工厂内直接受资本的剥削，后来使他们在所

有其他工业部门内间接受资本的剥削，而使他们的身体受到摧残。

因此在这里，我们只谈一点，就是工人子女出生后头几年的惊人

的死亡率。在英格兰，有１６个户籍区在１０００００个不满一周岁的

儿童中每年平均的死亡人数只是９０８５人（其中有一个区只是

７０４７人）；２４个区是１００００人至１１０００人；３９个区是１１０００人至

１２０００人；４８个区是１２０００人至１３０００人；２２个区超过２００００人；

２５个区超过２１０００人；１７个区超过２２０００人；１１个区超过

（１２５）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３号报告》１８６４年伦敦版第５３页第１５号。

（１２６）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５号报告》第２２页第１３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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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０００人；在赫乌、乌尔未汉普顿、埃士顿－安得－莱因和普雷斯

顿等地超过２４０００人；在诺定昂、斯托克波尔特和布莱得弗德等

地超过２５０００人；在威兹比奇是２６００１人；在曼彻斯特是２６１２５

人。（１２７）１８６１年的一个官方医生调查报告指出：造成这样高的

死亡率的原因，除了当地的情况外，主要是由于母亲外出就业，以

及由此引起的对子女的照顾不周和虐待，例如饮食不适、缺乏营

养、喂鸦片剂等等，另外，母亲还违反天性地疏远自己的子女，从

而发生故意饿死和毒死的事件。（１２８）相反地，在“妇女最少就

业”的农业区，“死亡率则最低”（１２９）。但是，１８６１年的调查委

员会却得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在北海沿岸的一些纯农业区，

不满一周岁的儿童的死亡率几乎赶上了名声最坏的工厂区。因此，

朱利安·汉特医生被派去就地研究这种现象。他的报告收在《公

共卫生第６号报告》中。（１３０）在此以前人们认为，疟疾和低洼

的沼泽地区所特有的其他疾病是造成儿童大批死亡的原因。但调

查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把冬天是沼地夏天是贫瘠草地的土地变成肥沃的谷物耕地，这是消灭

疟疾的原因，但也就是这个原因造成了非常高的婴儿死亡率。”（１３１）

汉特医生在这些地区询问过７０个开业医生，他们对这一点的

（１２７） 《公共卫生第６号报告》１８６４年伦敦版第３４页。

（１２８） “此外，它〈１８６１年的调查〉……还证明，在上述情况下，儿童由于母亲外出

工作，无人照料和照顾不周而死亡，母亲对自己的子女也惊人地丧失了自然感情——

她们通常对子女的死亡并不十分介意，有时甚至……直接设法弄死他们。”（同上）

（１２９） 同上，第４５４页。

（１３０） 同上，第４５４—４６２页。《亨利·朱利安·汉特医生关于英格兰某些农业

区婴儿死亡率过高的报告》。

（１３１） 同上，第３５、４５５、４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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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惊人地一致”。事实上，随着土地耕作的革命，采用了工业

制度。

“同少年男女在帮伙里一起劳动的已婚妇女，为了挣一些钱，被一个出租

整个帮伙的叫做‘帮头’的人，交给租地农场主支配。这些帮伙往往到离本

村许多哩以外的地方去；早晚都可以在路上看到他们，妇女们穿着短裙和短

上衣、靴子，有时穿长裤，表面上很健壮有力，但由于放荡成性而变坏了，她

们喜欢这种忙碌的独立的生活方式，而毫不考虑这会给她们家里瘦弱的子女

带来多么不幸的后果。”（１３２）

工厂区的各种现象在这里又重现了，而且暗地杀害儿童和让

儿童服鸦片剂的现象比工厂区还要厉害。（１３３）

英国枢密院１０６医官、《公共卫生》报告主编西蒙医生说：

“我了解工业中大量使用成年妇女所造成的恶果，所以每当我看到这种

现象都有理由感到深恶痛绝。”（１３４）

工厂视察员罗·贝克在一份官方报告中疾呼：

“禁止任何有家的已婚妇女在任何工厂里干活，对于英国的工厂区来说，

确实会是一件幸事。”（１３５）

关于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进行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精神

摧残，弗·恩格斯在他所著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１６１中以及其他

（１３２） 《公共卫生第６号报告》１８６４年伦敦版第４５６页。

（１３３） 在英国的农业区，和在工厂区一样，成年男工和女工的鸦片消费量也日

益增加。“扩大鸦片剂的销路……已成为某些钻营的批发商的主要目的。药商认为鸦片

剂是最畅销的商品。”（同上，第４５９页）服用鸦片剂的婴儿“萎缩成小老头或瘦得象

小猴子”（同上，第４６０页）。人们看到，印度和中国是怎样报复英国的。

（１３４） 同上，第３７页。

（１３５）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２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５９页。这位工厂视察员以前

是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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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作家已经作了详尽的阐述，因此我在这里只是提一下。把未

成年人变成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就人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

废，——这和自然的无知完全不同，后者把智力闲置起来，并没

有损害它的发展能力、它的自然肥力，——这种智力的荒废甚至

使英国议会最后不得不宣布，在一切受工厂法约束的工业中，受

初等教育是“在生产上”使用１４岁以下儿童的法定条件。工厂法

关于所谓教育的条款措辞草率；由于缺少行政机构，这种义务教

育大部分仍然徒有其名；工厂主反对这个教育法令，使用种种阴

谋诡计回避这个法令；——这一切明显地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的

本性。

“只有立法机关应受谴责，因为它颁布了一个骗人的法令，这个法令表面

上关心儿童的教育，但没有一条规定能够保证达到这个口头上的目的。它只

是规定儿童每天必须有若干小时〈３小时〉被关在叫做学校的地方的四壁之

内，规定儿童的雇主每周必须从一个以男教师或女教师身分签字的人那里得

到证明书。”（１３６）

在１８４４年的修正工厂法颁布以前，上学证明书由男教师或女

教师在上面划一个十字来代替签字，并不是少见的现象，因为他

们自己也不会写字。

“我访问一所颁发这种证明书的学校，教师的无知使我非常惊奇，所以我

问他：‘先生，请问您识字吗？’他的回答是：‘唉，认识一点点’，为了申辩，

他又补充一句：‘不管怎样，我总比我的学生高明’。”

在拟定１８４４年的法令的时候，工厂视察员揭发了这种叫做学

校的地方的丑事。但他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学校发的证明书在法律

上是完全有效的。他们努力的全部成果就是，从１８４４年起，

（１３６） 莱昂纳德·霍纳《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７年４月３０日》第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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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必须在上学证明书上亲笔填写数字，并且必须亲笔签上自己的姓名”

（１３７）。

苏格兰工厂视察员约翰·金凯德爵士谈到了他工作中类似的

经历。

“我们访问的第一所学校是由一个叫安·基林的夫人主办的。当我请她

把她的姓拼读出来时，她马上就出了错，她先说了一个Ｃ，但马上改正说，她

的姓的第一个字母是Ｋ。然而，我查看她在上学证明书上的签字时，发现她

的姓的写法不一，同时，她的笔迹证明，她根本没有教书的能力。她自己也

承认，她不会填写名册…… 在另一所学校，我发现教室长１５呎宽１０呎，里

面有７５个儿童，不知在叽叽喳喳讲些什么。”（１３８）“然而，儿童只得到上学

证明书而受不到教育的现象，不仅存在于这些受罪的地方。在许多有合格师

资的学校，由于各种年龄（从３岁起）的儿童乱哄哄地混杂在一起，教师也

几乎是白费力气。教师的收入充其量只能勉强糊口，这些收入完全依靠儿童

缴纳的便士，因此他尽可能把大量学生塞进一个教室里。此外，学校设备简

陋，缺乏书籍和其他教具，沉闷难闻的空气对贫苦的儿童产生有害的影响。我

到过很多这样的学校，看见一排一排的儿童无所事事，但这就被证明是上学

了，在官方的统计中，这些儿童算是受过教育的。”（１３９）

在苏格兰，工厂主竭力排斥那种必须上学的儿童。

“这足以证明，工厂主对教育条款是十分憎恶的。”（１４０）

这种情况在受一种特别工厂法限制的棉布等印花厂中表现得

荒诞离奇。按照这项法令的规定，

“每个儿童在到这种印花厂就业以前，必须在他就业第一天前的６个月内至

少上学３０天，并且不得少于１５０小时。他在印花厂就业期间，每过６个月仍

须上学３０天，而且是１５０小时…… 上学时间应在早晨８点至下午６点

（１３７） 莱昂纳德·霍纳《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５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１８、１９页。

（１３８） 约翰·金凯德爵士《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３１、３２页。

（１３９） 莱昂纳德·霍纳《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７年４月３０日》第１７、１８页。

（１４０） 约翰·金凯德爵士《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６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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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每天上学的时数少于２
１
２
小时或超过５小时，都不得算入１５０小时之

内。在一般情况下，儿童在３０天内上下午都上学，每天５小时，３０天期满，

就达到规定的总数１５０小时，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读完了书，然后他们又

回到印花厂，在那里再劳动６个月；到下一个上学期限，他们又去上学，直

到又读完了书为止…… 许多按规定上过１５０小时学的儿童，在印花厂呆了

６个月以后再回到学校时，情形和刚上学时一样…… 他们自然又把前一次

上学所学到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还有一些印花厂，上学的事完全取决于工

厂的营业需要。每６个月内所必须达到的时数是由每次３至５小时零碎凑成

的，而且可能分散在这６个月内。例如，一天是从上午８点到１１点上学，另

一天是从下午１点到４点上学，在儿童有些天不上学之后，突然又从下午３

点到６点上学；他可能连续上３、４天或一个星期，然后又停３个星期或整整

一个月。而当他的雇主偶然不需要他的那些日子，他又回去混一些小时，因

此，儿童可说是被推来推去，从学校推到工厂，再从工厂推到学校，直到凑

满１５０小时为止”（１４１）。

机器使儿童和妇女以压倒的多数加入结合劳动人员中，终于打破了

男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还进行的对资本专制的反抗。（１４２）

（ｂ）工作日的延长

如果说机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缩短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

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那末，它作为资本的承担者，首先在它直接

（１４１） 亚·雷德格雷夫《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７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４１—４３页。

近几年来，在早就受原工厂法（不是本文最后所说的印染工厂法）约束的英国工业部

门，实行教育条款的障碍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克服。在不受工厂法约束的工业中，玻璃

厂主詹·格迪斯的观点依然十分盛行。他教训调查委员会委员怀特说：“据我看来，近

几年来一部分工人阶级受到了更多的教育，是一种祸害。这是危险的，因为这会使他

们成为过分独立的人。”（《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４号报告》１８６５年伦敦版第２５３页）

（１４２） “工厂主伊·先生对我说，他只使用妇女来操纵他的机械织机；他喜欢

使用已婚的妇女，特别是必须养家活口的妇女；这种妇女比未婚的妇女更专心更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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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的工业中，成了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一切自然界限的最有力

的手段。一方面，它创造了新条件，使资本能够任意发展自己这

种一贯的倾向，另一方面，它创造了新动机，使资本增强了对别

人劳动的贪欲。

首先，在机器上，劳动资料的运动和活动离开工人而独立了。

劳动资料本身成为一种工业上的永动机，如果它不是在自己的助

手——人的身上遇到一定的自然界限，即人的身体的虚弱和人的

意志，它就会不停顿地进行生产。因此，劳动资料作为资本——

而且作为资本，自动机在资本家身上获得了意识和意志——就具

有一种欲望，力图把有反抗性但又有伸缩性的人的自然界限的反

抗压到最低限度。（１４３）而且，由于在机器上劳动看来很容易，由

于妇女和儿童比较温顺驯服，这种反抗无疑减小了。（１４４）

她们不得不尽最大努力去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这样一来，美德，女性特有的美德，反

而害了她们自己，她们恭顺温柔的天性，竟成为使她们受奴役和受苦难的手段。”

（《十小时工厂法案。艾释黎勋爵３月１５日的演说》１８４４年伦敦版第２０页）

（１４３） “自从普遍采用昂贵的机器以来，人被强行消耗的力量远远超出人的平

均力量。”（罗伯特·欧文《评工业体系的影响》１８１７年伦敦第２版 ［第１６页］）

（１４４） 英国人喜欢把一件事物最初的经验的表现形式当作该事物的原因。他们

往往认为，工厂劳动时间长的原因，是因为在工厂制度初期，资本曾在贫民院和孤儿

院对儿童进行了希罗德王式的掠夺，从而吞并了一种完全没有意志的人身材料。例如，

身为英国工厂主的菲尔登就说过：“很明显，劳动时间长，是因为从全国各地获得了大

量无家可归的儿童，这使工厂主可以不依赖于工人。工厂主就是靠这样搜罗来的可怜

的人身材料延长劳动时间。一旦长时间劳动成为习惯，他们也就能更加容易地把这种

长时间劳动强加在他们的邻人身上。”（约·菲尔登《工厂制度的祸害》１８３６年伦敦版

第１１页）关于妇女劳动，工厂视察员桑德斯在１８４４年的工厂报告中说：“在女工中，

有些人接连好多星期，除了少数几天以外，都是从早晨６点干到深夜１２点，中间只有

不到２小时的吃饭时间，因此，一星期当中有５天，都是每天２４小时中只剩下６小时

给她们上下班和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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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知道，机器的生产率同机器转移到成品上的价值组

成部分的大小成反比。机器执行职能的期限越长，分担机器加进

的价值的产品量就越大，机器加到单个商品上的价值部分就越小。

而机器的有效寿命，显然取决于工作日的长度或每天劳动过程的

长度乘以劳动过程反复进行的日数。

机器的磨损绝不象在数学上那样精确地和它的使用时间相一

致。即使二者相一致，一台在７１
２
年内每天工作１６小时的机器所

包含的生产时间和加到总产品上的价值，和同样一台在１５年内每

天只工作８小时的机器所包含的生产时间和加到总产品上的价值

是相等的。但是在第一种情况下，机器价值的再生产要比第二种

情况下快一倍，而且资本家用这台机器在７１
２
年内就可以吞下在

第二种情况下１５年内才能吞下的剩余劳动。

机器的有形损耗有两种。一种是由于使用，就象铸币由于流

通而磨损一样。另一种是由于不使用，就象剑入鞘不用而生锈一

样。在后一种情况下，机器的磨损是由于自然作用。前一种磨损

或多或少地同机器的使用成正比，后一种损耗在一定程度上同机

器的使用成反比。（１４５）

但是，机器除了有形损耗以外，还有所谓无形损耗。只要同

样结构的机器能够更便宜地再生产出来，或者出现更好的机器同原

有的机器相竞争，原有机器的交换价值就会受到损失。（１４６）在这两

（１４５） “搁置不用，可能是金属机构的灵敏可转动的部分遭受损坏的……原因。”

（尤尔《工厂哲学》第２８１页）

（１４６） 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位“曼彻斯特纺纱业主”（１８６２年１１月２６日《泰晤士

报》），在列举机器的费用时说：“它〈即“为机器磨损而作的扣除”〉也有这样的目的：

当机器在报废前被其他新的、构造更好的机器代替而停止使用时，用来补偿这样不断

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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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下，即使原有的机器还十分年轻和富有生命力，它的价值

也不再由实际物化在其中的劳动时间来决定，而由它本身的再生

产或更好的机器的再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了。因此，它或

多或少地贬值了。机器总价值的再生产时期越短，无形损耗的危

险就越小，而工作日越长，这个再生产时期就越短。在某个生产

部门最初采用机器时，那些使机器更便宜地再生产出来的新方法

（１４７），那些不仅涉及机器的个别部分或装置，而且涉及机器的整

个构造的改良，会接连不断地出现。因此，在机器的最初的生活

期，这种延长工作日的特别动机也最强烈。（１４８）

在其他条件不变和工作日已定的情况下，要剥削双倍的工人，

就必须把投在机器和厂房上的不变资本部分和投在原料、辅助材

料等等上的不变资本部分增加一倍。随着工作日的延长，生产的规

模会扩大，而投在机器和厂房上的资本部分却保持不变。（１４９）因

此，不仅剩余价值增加了，而且榨取剩余价值所必需的开支减少

了。当然，只要延长工作日，总会在一定程度上发生这种情况，但是

在这里，它却更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转化为劳动资料的资

（１４７） “根据一般的估算，制造第一台新型机器的费用，是制造第二台的五倍。”

（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第２１１、２１２页）

（１４８） “几年来，网布的生产进行了许多重大的改良，以致一台保养得很好的

原来价值１２００镑的机器，几年后就只能卖６０镑了…… 改良迅速地接连出现，以致

机器在其制造者手中半途而废，因为成功的发明已使它们过时。”因此，在这个狂飙时

期，网布厂主很快就使用两班工人，把劳动时间从原来的８小时延长到２４小时。（同

上，第２３３页）

（１４９） “不言而喻，在行情涨落不定，需求时高时低的情况下，经常会出现这

样的时机：工厂主不增加固定资本，也能使用更多的流动资本……不增加建筑物和机

器的开支，也能加工更多的原料。”（罗·托伦斯《论工资和联合》１８３４年伦敦版第６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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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具有更大的意义。（１５０）机器生产的发展使资本中越来越

大的组成部分固定在这样一种形式上，在这种形式上，一方面资

本可以不断地增殖，另一方面，一旦资本同活劳动的接触被中断，

它就会丧失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英国棉纺织业巨头艾释华特先

生曾教训纳骚·威·西尼耳教授说：

“一个农夫放下自己的铁锹，他就使一笔１８便士的资本在这个时期内变

成无用的东西。我们的人〈即工厂工人〉有一个离开工厂，他就使一笔值１０

万镑①的资本变成无用的东西。”（１５１）

请想一想吧！把一笔值１０万镑的资本变成了——即使在一瞬

间——“无用的东西”！我们的人有一个竟然随便在什么时候离开

工厂，这真是骇人听闻的事！在被艾释华特教训过的西尼耳看来，

机器规模的扩大，使工作日的不断延长成为“合乎愿望的事情”。

（１５２）

机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不仅由于它直接地使劳动力贬值，使

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商品便宜，从而间接地使劳动力便宜，而

且还由于它在最初偶而被采用时，会把机器所有主使用的劳动变为

（１５０） 本文谈到这点，只是为了叙述上的全面性，因为我要到第三卷才考察利

润率，即剩余价值和预付总资本的比率。

（１５１） 西尼耳《关于工厂法的书信》１８３７年伦敦版第１４页。

（１５２） “固定资本大大超过流动资本……使长的劳动时间成为合乎愿望的事

情。”随着机器等等规模的增大，“延长劳动时间的动机也就增强，因为这是使大量固定

资本带来利润的唯一手段”（同上，第１１—１４页）。“一个工厂，不管它的劳动时间长短，

有许多开支是始终不变的，如建筑物租金、地方税和国税、火灾保险费、各种固定工人

的工资、机器折旧费以及其他种种用费。这些开支同利润的比率，会随着生产规模的增

大而按同一比例减少。”（《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２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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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的劳动，把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提高到它的个别价值以上，

从而使资本家能够用日产品中较小的价值部分来补偿劳动力的日

价值。因此，在机器生产还被垄断的这个过渡时期，利润特别高，

而资本家也就企图尽量延长工作日来彻底利用这个“初恋时

期”１６２。高额的利润激起对更多利润的贪欲。

随着机器在同一生产部门内普遍应用，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

就降低到它的个别价值的水平，于是下面这个规律就会发生作用：

剩余价值不是来源于资本家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力，恰恰相反，是

来源于资本家雇来使用机器的劳动力。剩余价值只是来源于资本

的可变部分，同时我们已经知道，剩余价值量取决于两个因素，即

剩余价值率和同时使用的工人人数。在工作日的长度已定时，剩

余价值率取决于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同时使

用的工人人数则取决于资本的可变部分和不变部分的比例。现在

很明显，不管机器生产怎样提高劳动生产力，靠减少必要劳动来

扩大剩余劳动，它只有减少一定资本所使用的工人人数，才能产

生这样的结果。机器生产使以前的可变资本的一部分，也就是曾

变为活劳动力的资本的一部分，转化为机器，即转化为不生产剩

余价值的不变资本。但是，例如从两个工人身上榨不出从２４个工

人身上同样多的剩余价值。２４个工人每人只要在１２小时中提供

一小时剩余劳动，总共就提供２４小时剩余劳动，而两个工人的全

部劳动只不过是２４小时。可见，利用机器生产剩余价值包含着一

个内在的矛盾：在一定量资本所提供的剩余价值的两个因素中，机

器要提高一个因素，要提高剩余价值率，就只有减少另一个因素，

减少工人人数。一旦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价值随着机器在一个工业

部门普遍应用而成为所有同类商品的起调节作用的社会价值，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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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内在的矛盾就会表现出来；但正是这种资本没有意识到的矛盾

（１５３）又重新推动资本拚命延长工作日，以便不仅增加相对剩余

劳动，而且增加绝对剩余劳动，来弥补被剥削的工人人数的相对

减少。

因此，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一方面创造了无限度地延长工

作日的新的强大动机，并且使劳动方式本身和社会劳动体的性质

发生这样的变革，以致打破对这种趋势的抵抗，另一方面，部分

地由于使资本过去无法染指的那些工人阶层受资本的支配，部分

地由于使那些被机器排挤的工人失业，制造了过剩的劳动人口

（１５４），这些人不得不听命于资本强加给他们的规律。由此产生了

近代工业史上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

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产生了一种经济上的反常现象，即缩

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成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

时间变成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

段。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曾经幻想过：

“如果每一件工具都能按照命令，或者，甚至按照自己的预想去完成它所

担负的工作，就象代达罗斯的工艺品那样自己会动作，或者象赫斐斯塔司的

鼎那样会自动执行祭神的工作，如果织布的梭会自己织布，那末师傅就不需

要助手，主人就不需要奴隶了。”（１５５）

西塞罗时代的希腊诗人安谛巴特洛斯，曾歌颂碾谷的水磨这

种一切生产机器的最初形式的发明，把它看作是女奴隶的解放者

（１５３） 为什么资本家个人以及受资本家见解束缚的政治经济学意识不到这个内

在的矛盾，我们将在第三卷头几篇中看到。

（１５４） 李嘉图的伟大功绩之一，是把机器不仅看作生产商品的手段，而且看作

生产“过剩人口”的手段。

（１５５） 弗兰茨·比泽《亚里士多德的哲学》１８４２年柏林版第２卷第４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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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黄金时代的复兴者！（１５６）“异教徒！噢，这些异教徒！”他们

对政治经济学和基督教一窍不通，就象机智的巴师夏和在他以前

的更聪明的麦克库洛赫在这方面毫无发现一样。例如，他们就不

了解机器是延长工作日的最可靠的手段。他们也许会辩护说，一

个人受奴役是使另一个人获得充分发展的手段。但是，要鼓吹群

众受奴役，以便使少数粗野的或者没有多少教养的暴发户成为

“卓越的纺纱业主”、“了不起的香肠制造业主”和“有势力的鞋油

商人”，那他们还缺少专门的基督教器官。

（ｃ）劳动的强化

资本手中的机器所造成的工作日的无限度的延长，使社会的

生命根源受到威胁，结果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引起了社会的反

应，从而产生了受法律限制的正常工作日。在正常工作日的基础

上，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劳动强化现象，就获得了决定性的重要

意义。在分析绝对剩余价值时，首先涉及的是劳动的外延量，而

劳动的强度则是假定不变的。现在我们要考察外延量怎样转化为内含

（１５６） 我在这里引用施托尔贝格翻译的诗，因为这首诗和前面引用的关于分工

的话完全一样，说明了古希腊罗马的观点同现代的观点正好相反：

    “磨房姑娘啊！珍惜你们推磨的手，

安静地睡吧，不用管雄鸡向你们报晓！

女神已派水妖替你们效劳。

她们轻盈地跳到轮上。

轮轴转动了，石磨旋转着。

让我们象祖先一样地生活，不必再劳碌。

让我们享受女神赐给的恩惠吧！”

（《希腊诗选》，克利斯提安·施托尔贝格伯爵译，１７８２年汉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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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或强度。

不言而喻，随着机器的进步和机器工人本身的经验积累，劳动

的速度，从而劳动的强度，也会自然增加。例如，英国在半个世纪

内，工作日的延长同工厂劳动强度的增加一直是同时并进的。但是

很明显，如果一种劳动不是一时的发作，而是日复一日有规律地划

一地反复进行，那末必定会出现这样一个时刻，这时工作日的延长

和劳动的强化会互相排斥，以致要延长工作日就只有降低劳动强

度，或者反过来，要提高劳动强度就只有缩短工作日。自从工人阶

级不断增长的反抗迫使国家强制缩短劳动时间，并且首先为真正

的工厂强行规定正常工作日以来，也就是说，自从剩余价值的生产

永远不能通过延长工作日来增加以来，资本就竭尽全力一心一意

加快发展机器体系来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同时，相对剩余价值的性

质也发生了变化。一般地说，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是：提高劳

动生产力，使工人能够在同样的时间内以同样的劳动消耗生产出

更多的东西。同样的劳动时间加在总产品上的价值，仍然和以前同

样多，虽然这个不变的交换价值现在表现为较多的使用价值，从而

使单个商品的价值下降。但是，一旦强制缩短工作日，情况就不同

了。强制缩短工作日，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条件的节

约，同时迫使工人在同样的时间内增加劳动消耗，提高劳动力的紧

张程度，更紧密地填满劳动时间的空隙，也就是说，使劳动凝缩到

只有在缩短了的工作日中才能达到的程度。这种压缩在一定时间

内的较大量的劳动，现在是算作较大的劳动量，而实际上也是如

此。现在，计量劳动时间的，除了它的“外延量”以外，还有它的密

度。（１５７）现在，十小时工作日中一个较紧张的小时，同十二

（１５７） 当然，不同生产部门的劳动强度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正如亚·斯密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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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工作日中一个较松弛的小时相比，会包含相同的或者更多的

劳动，即已耗费的劳动力。因此，较紧张的一小时的产品同较松

弛的１１
５
小时的产品相比，会具有相同的或者更多的价值。撇开相

对剩余价值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增加不说，现在，例如３１
３
小

时剩余劳动和６２
３
小时必要劳动，也会和从前４小时剩余劳动和８

小时必要劳动一样，给资本家提供同样大的价值量。

现在要问，劳动是怎样强化的呢？

工作日缩短的第一个结果，是由一个显而易见的规律引起的，

即劳动力的活动能力同它的活动时间成反比。因此，在一定的限

度内，力的作用时间上所受的损失，可由力的作用程度来弥补。资

本也会通过付酬的办法，设法使工人在实际上付出更多的劳动力。

（１５８）在工场手工业中，例如，在机器不起作用或只起很小作用

的陶器业中，工厂法的实行令人信服地证明，单单缩短工作日，就

惊人地增加了劳动的规则性、划一性、秩序性、连续性和效能。

（１５９）但是，在真正的工厂中是否也有这样的结果，看来是值得

怀疑的，因为在这里，工人要服从机器的连续的、划一的运动，这

早已造成了最严格的纪律。因此，当１８４４年讨论把工作日缩减到

１２小时以下的问题时，工厂主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他们的监工在各个车间，都注意不让人手浪费时间”，“工人专心致志的

程度可以说不能再提高了”，因此，在机器的速度等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指望在管理良好的工厂里，通过提高工人的注意力等等来获得任何显著

出的，会因每种劳动特有的次要条件，而部分地互相抵销。只有当劳动的内含量和外

延量成为同一劳动量的相互对立的、彼此排斥的表现时，这种差别才会影响到劳动时

间充当价值尺度的作用。

（１５８） 特别是通过计件工资的办法，关于这种形式，我们将在第六篇中加以说明。

（１５９） 见《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５年１０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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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果，是荒谬的”（１６０）。

这种论断被实验推翻了。罗·加德纳先生从１８４４年４月２０

日起，在普雷斯顿他的两个大工厂里，把劳动时间由每天１２小时

改为１１小时。经过大约一年的时间，结果是：

“花费同样多的开支，得到同样多的产品，而全体工人１１小时挣的工资，

和以前１２小时挣的同样多”（１６１）。

在这里我且不谈纺纱间和梳棉间的实验，因为这种实验同机

器速度的提高（提高２％）结合在一起。相反地，在织造各式各样

细花时装布的织布间，客观生产条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结果是：

“从１８４４年１月６日到４月２０日，每天干１２小时，每个工人每周的平

均工资是１０先令１１
２
便士，从１８４４年４月２０日到６月２９日，每天干１１小

时，每周的平均工资是１０先令３１
２
便士。”（１６２）

在这里，１１小时比以前１２小时生产出更多的东西，这完全是

由于工人始终不懈地付出更多的劳力和节约时间造成的。工人拿

到同样的工资，并得到一小时的空闲时间；而资本家得到同量的

产品，并节约了一小时煤炭、煤气等的消耗。在霍罗克斯先生和

杰克逊先生的工厂里也进行过类似的实验，并且得到了同样的结

果。（１６３）

（１６０）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４４年和截至１８４５年４月３０日为止的三个月》第

２０、２１页。

（１６１） 同上，第１９页。因为计件工资没有变动，所以一周的工资额取决于产品

数量。

（１６２） 同上，第２０页。

（１６３） 同上，第２１页。在上述实验中，精神要素起着重要的作用。工人对工厂

视察员说：“我们更加振奋地工作，我们心中始终抱着晚上可以早一点下班的希望；全

厂从最年轻的接线工到最年老的工人，都充满了活泼愉快的精神，并且我们能够在劳

动中彼此多帮助。”（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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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短工作日，这种起初创造了使劳动凝缩的主观条件，也就

是使工人有可能在一定时间内付出更多力量的办法，一旦由法律

强制实行，资本手中的机器就成为一种客观的和系统地利用的手

段，用来在同一时间内榨取更多的劳动。这是通过两种方法达到

的：一种是提高机器的速度，另一种是扩大同一个工人看管的机

器数量，即扩大工人的劳动范围。改进机器结构，一方面是对工人

施加更大的压力所必需的，另一方面，这本身又是和劳动的强化伴

随在一起的，因为工作日的限制，迫使资本家在生产费用上面精打

细算。蒸汽机的改进提高了活塞每分钟的冲击次数，同时由于力的

更加节省，用同一个发动机就能推动更大的机构，而耗煤量照旧不

变，甚至下降了。传动装置的改进减少了磨擦力，使各种大小轮轴

的直径和重量减到越来越小的最低限度，——这正是现代机器显

著超过旧式机器的地方。最后，工作机的改进，在加快速度和扩大

效能的同时，缩小了机器的体积（如现代蒸汽织机），或者在增大机

体的同时，扩大了它所使用的工具的规模和数量（如纺纱机），或者

对零件稍加改进而增加了这些工具的活动性（如五十年代中期，自

动走锭精纺机的纱锭转速就是这样提高了
１
５）。

英国在１８３２年开始把工作日缩短到１２小时。在１８３６年，一

个英国工厂主说道：

“同以前比较，现在工厂中的劳动大大加重了，因为机器速度的大大加快

要求工人更加注意，更多地活动。”（１６４）

１８４４年，艾释黎勋爵，即现在的舍夫茨别利伯爵，在下院根

据文件作了如下的发言：

“现在，在制造过程中雇用的工人的劳动，是开始实行这些操作时的三

（１６４） 约翰·菲尔登《工厂制度的祸害》１８３６年伦敦版第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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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毫无疑问，机器完成的工作，代替了成百万人的肌肉，但是，机器也使

受它可怕的运动支配的人的劳动惊人地增加了…… １８１５年，工人在１２小

时内来回看管两台纺４０支纱的走锭精纺机，等于步行８哩。１８３２年，在１２

小时内看管两台纺同样支纱的走锭精纺机所走的距离等于２０哩，并且往往

还要多。１８２５年，一个纺纱工人在１２小时内，在每台走锭精纺机上牵伸８２０

次，１２小时的牵伸总数是１６４０次。１８３２年，一个纺纱工人在一个十二小时

工作日内，在每台走锭精纺机上牵伸２２００次，合计是４４００次；１８４４年，在

每台走锭精纺机上牵伸２４００次，合计是４８００次；有时，需要的劳动量还要

大…… 现在，我手头另有一份１８４２年的文件，证明劳动累进地增加，不仅

是因为步行的距离加大了，而且还因为生产的商品数量增加了，而人手的数

量相应地减少了；其次，还因为现在纺的往往是较次的棉花，需要较多的劳

动…… 在梳棉间，劳动也大大增加了。现在，一个人要干以前由两个人分

担的活…… 织布间雇用的人很多，而且多半是妇女，在这里，近年来由于

机器速度的提高，劳动增加了整整１０％。１８３８年，每周纺纱１８０００束，１８４３

年达到２１０００束。１８１９年，蒸汽织机每分钟打梭６０次，１８４２年是１４０次，这

说明劳动大大增加了”（１６５）。

鉴于十二小时工作日法令支配下的劳动在１８４４年就已达到

这样惊人的强度，因此，当时英国工厂主说在这方面不能再前进

一步，说再缩短劳动时间就等于缩减生产，这似乎是有道理的。他

们这种理由表面上的正确性，在他们不倦的检查官、工厂视察员

莱昂纳德·霍纳当时所说的下面这段话中得到了最好的证明：

“由于产量主要由机器的速度来调节，工厂主所关心的必定是设法使机

器的速度快到极点，而又不违背下列条件：保护机器以免损坏得太快，保持

产品的质量，使工人能够跟上机器的运转，而又不过分紧张，以致不能持久。

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工厂主由于操之过急，过分地加快了运转。这样，损坏

和次品使提高速度得不偿失，工厂主又不得不放慢机器的速度。因为精明能干的

（１６５） 散见艾释黎勋爵《十小时工厂法案。１８４４年３月１５日星期五在下院的演

说》１８４４年伦敦版第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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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主会找到可能达到的最高限度，所以我得出结论，１１小时的产品不可能

和１２小时的产品相等。同时我认为，领取计件工资的工人已经紧张到了极

点，超过这个极限，他就不可能经常保持同样的劳动强度了”（１６６）。

因此，尽管有加德纳等人的实验，霍纳还是得出结论说：把

工作日进一步缩短到１２小时以下，产品数量就一定会减少。

（１６７）但是１０年以后，霍纳自己引用他１８４５年的疑虑，来证明

他当时还是多么不了解机器和人的劳动力所具有的伸缩性。这二

者同样会由于工作日的强制缩短而紧张到极点。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１８４７年以后，英国棉、毛、丝、亚麻

纺织厂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法令以来的时期。

“纱锭的转速，在环锭精纺机上每分钟增加了５００转，在走锭精纺机上每

分钟增加了１０００转，也就是说，环锭精纺机纱锭的转速在１８３９年是每分钟

４５００转，现在〈１８６２年〉是５０００转，而走锭精纺机纱锭的转速原来是每分

钟５０００转，现在是６０００转，前者的转速增加了
１
１０，后者的转速增加了

１
６。”

（１６８）

１８５２年，曼彻斯特附近帕特里克罗弗特的著名土木工程师詹

姆斯·奈斯密斯，在给莱昂纳德·霍纳的一封信中解释了１８４８—

１８５２年蒸汽机的改良。他指出，在官方的工厂统计中，蒸汽马力仍

然是按１８２８年的功率计算的（１６９），这种马力只是额定马力，只能

（１６６）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４５年４月３０日》第２０页。

（１６７） 同上，第２２页。

（１６８）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２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６２页。

（１６９） 这种情形从１８６２年的《议会报告》起有了改变。这份报告已经不用额定蒸

汽马力，而用现代蒸汽机和水车的实际蒸汽马力（见第３５２页注（１０９ａ）①）。同样，线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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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实际马力的指数。接着他写道：

“毫无疑问，重量相同的蒸汽机（往往就是只经过现代改良的同一些机

器），比以前平均多做５０％的功；在许多场合，同一些蒸汽机，在速度限制

为每分钟２２０呎的时候，提供５０马力，现在则提供１００马力以上，而且耗煤

量减少了……同一额定马力的现代蒸汽机，由于构造的改良，锅炉容积和结

构的缩小等等，能比以前发出更大的推动力……因此，虽然同额定马力比较

起来，使用的人手数量和过去一样，但是同工作机比较起来，使用的人手数

量则减少了。”（１７０）

１８５０年，联合王国的工厂共使用１３４２１７额定马力，推动

２５６３８７１６个纱锭和３０１４４５台织机。１８５６年，纱锭数是３３５０３５８０

个，织机数是３６９２０５台。如果所需要的马力仍旧和１８５０年相同，

那末１８５６年就需要１７５０００马力。但根据官方材料，只有１６１４３５

马力，也就是说，按照１８５０年的算法现在减少了１万多马力。（１７１）

“１８５６年的最近的报告〈官方统计〉确证了下述事实：工厂制度在急剧

扩展；同机器比较起来，人手数量减少了；由于力的节省和通过其他方法，蒸

汽机可以推动更重的机器；由于工作机的改良、制造方法的改变、机器速度

的提高以及其他许多原因，制品量增加了。”（１７２）“各种机器的巨大改进，大

大提高了它们的生产力。毫无疑问，工作日的缩短……推动了这种改进。这

种改进以及工人紧张程度的加强，使得在一个已经缩短了〈两小时或
１
６
〉〉的

工作日内生产的制品，至少和以前在一个较长的工作日内生产的制品一样

多。”（１７３）

也不再和真正的纱锭混在一起了（在１８３９、１８５０、１８５６年的《报告》中是混在一起

的）；其次，就毛纺织厂来说，“起毛机”的数目列举出来了，黄麻、大麻厂同亚麻厂

区别开来了；最后，在报告中第一次收入了织袜业。

（１７０）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６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１４、２０页。

（１７１） 同上，第１４、１５页。

（１７２） 同上，第２０页。

（１７３）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１０页。参看《工厂视察员报

告。１８６０年４月３０日》第３０页及以下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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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厂主的财富如何随着劳动力剥削的加强而增加，单是下面

这个事实就可以证明：英国棉纺织等等工厂的平均增长额，从

１８３８年到１８５０年间是每年３２个，而在１８５０年到１８５６年间是每

年８６个。１６３

从１８４８年到１８５６年８年间，在十小时工作日的支配下，英

国工业有了这样大的进步，但这种进步在１８５６年到１８６２年这以

后的６年间，又被远远地超过了。例如丝织厂，１８５６年有１０９３７９９

个锭子，１８６２年有１３８８５４４个锭子；１８５６年有９２６０台织机，１８６２

年有１０７０９台织机。相反，工人人数１８５６年是５６１３７人，１８６２年

是５２４２９人。这些数字表明，锭子数增加了２６．９％，织机增加了

１５．６％，而工人人数却同时减少了７％。精梳毛纺织厂使用的锭

子，１８５０年是８７５８３０个，１８５６年是１３２４５４９个（增加５１．２％），

１８６２年是１２８９１７２个（减少２．７％）。但是，１８５６年的数字把线

锭计算在内，而１８６２年的数字没有把线锭计算在内，如果把线缩

减去，那末，１８５６年以来锭子数是相当稳定的。相反地，１８５０年

以来，在许多地方，锭子和织机的速度增加了１倍。精梳毛纺织

厂的蒸汽织机，在１８５０年是３２６１７台，１８５６年是３８９５６台，１８６２

年是４３０４８台。这种工厂的工人人数，在１８５０年是７９７３７人，１８５６

年是８７７９４人，１８６２年是８６０６３人；但是其中１４岁以下的童工，

１８５０年是９９５６人，１８５６年是１１２２８人，１８６２年是１３１７８人。可

见，同１８５６年比较起来，１８６２年虽然织机数有很大的增加，但是

雇用的工人总数减少了，而被剥削的童工总数却增加了。（１７４）

１８６３年４月２７日，议员弗兰德在下院说：

（１７４）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２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１００、１０３、１２９、１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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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受郎卡郡和柴郡１６个区的工人代表的委托，在这里讲话。他们告诉

我说，工厂中的劳动，由于机器的改进，不断加重。过去一个人带着助手，看

管两台织机，现在没有助手，要看管三台织机；而且一个人看管四台织机等

等，也完全不是什么稀罕的事。从上述事实中可以看出，１２小时的劳动，现

在压缩在不到１０个劳动小时当中了。因此，不言而喻，近几年来工厂工人的

辛劳有了多么惊人的增加。”（１７５）

因此，虽然工厂视察员不倦地、十分正当地颂扬１８４４年和

１８５０年的工厂法的好处，但他们也承认，缩短工作日，已使劳动

强化到损害工人健康，从而破坏劳动力本身的程度。

“近几年来，在大多数棉纺织厂、精梳毛纺织厂和丝织厂里，机器的运转

大大加快，看管机器需要的劳动紧张到精疲力竭的地步，看来，这正是格林

豪医生在他最近的出色的报告中所指出的肺病死亡率过高的原因之一。”

（１７６）

毫无疑问，当法律使资本永远不能延长工作日时，资本就力图

不断提高劳动强度来补偿，并且把机器的每一改进变成加紧吮吸

劳动力的手段，资本的这种趋势很快又必定达到一个转折点，使劳

动时间不可避免地再一次缩短。（１７７）另一方面，英国工业的蓬勃

发展，在１８３３—１８４７年时期，即实行十二小时工作日时期，超过了

实行工厂制度以来的最初半个世纪，即工作日不受限制时期，而从

（１７５） 现在，一个织布工人使用两台现代蒸汽织机，在每周６０小时内，可生产

出具有一定长度和宽度的某种布２６疋，而使用旧式的蒸汽织机，只能生产４疋。十九

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这种布每疋的织造费就已由２先令９便士下降到５１
８
便士。

第２版补注：“３０年前〈１８４１年〉，一个棉纺工人带３个助手，只看管两台共有３００

至３２４个纱锭的走锭精纺机。现在〈１８７１年底〉，一个棉纺工人带５个助手要看管几台

共有２２００个纱锭的走锭精纺机，生产的纱至少比１８４１年多六倍。”（工厂视察员亚历

山大·雷德格雷夫，载于１８７２年１月５日《艺术协会杂志》）

（１７６）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１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２５、２６页。

（１７７） 现在（１８６７年），在郎卡郡的工厂工人中已经开始宣传八小时工作日了。

７５４第十三章 机器和大工业



１８４８年到现在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时期又超过了１８３３—１８４７年时

期，而且超过的幅度比前一幅度大得多。（１７８）

（１７８） 下面的一些数字可以说明１８４８年以来联合王国的真正的“工厂”的进步：

输    出    量

１８４８年 １８５１年 １８６０年 １８６５年

棉纺织厂
 棉纱（磅） １３５８３１１６２ １４３９６６１０６ １９７３４３６５５ １０３７５１４５５
 棉线（磅） ４３９２１７６ ６２９７５５４ ４６４８６１１
 棉织品（码） １０９１３７３９３０ １５４３１６１７８９ ２７７６２１８４２７ ２０１５２３７８５１
亚麻厂和大麻厂
 麻纱（磅） １１７２２１８２ １８８４１３２６ ３１２１０６１２ ３６７７７３３４
 麻织品（码） ８８９０１５１９ １２９１０６７５３ １４３９９６７７３ ２４７０１２３２９
丝织厂

 经丝、捻丝、纺

  丝（磅）
４６６８２５① ４６２５１３ ８９７４０２ ８１２５８９

 丝织品（码） １１８１４５５② １３０７２９３② ２８６９８３７
毛纺织厂
 毛纱和精梳毛

  纱（磅）
１４６７０８８０ ２７５３３９６８ ３１６６９２６７

 毛织品（码） １５１２３１１５３ １９０３７１５３７ ２７８８３７４１８

输 出 价 值 （镑）

棉纺织厂
 棉纱 ５９２７８３１ ６６３４０２６ ９８７０８７５ １０３５１０４９
 棉织品 １６７５３３６９ ２３４５４８１０ ４２１４１５０５ ４６９０３７９６
亚麻厂和大麻厂
 麻纱 ４９３４４９ ９５１４２６ １８０１２７２ ２５０５４９７
 麻织品 ２８０２７８９ ４１０７３９６ ４８０４８０３ ９１５５３５８
丝织厂
 经丝、捻丝、纺丝 ７７７８９ １９６３８０ ８２６１０７ ７６８０６４
 丝织品 １１３０３９８ １５８７３０３ １４０９２２１
毛纺织厂
 毛纱和精梳毛纱 ７７６９７５ １４８４５４４ ３８４３４５０ ５４２４０４７
 毛织品 ５７３３８２８ ８３７７１８３ １２１５６９９８ ２０１０２２５９

（见蓝皮书《联合王国简要统计一览》１８６１年和１８６６年伦敦版第８卷和第１３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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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工  厂

我们在本章的开头考察了工厂的躯体，即有组织的机器体系。

后来我们看到，机器怎样通过占有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增加资本

剥削的人身材料，机器怎样通过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侵吞工人的

全部生活时间，最后，机器的发展虽然使人们能在越来越短的时

间内提供惊人地增长的产品，但又怎样作为系统的手段，用来在

每一时刻内榨取更多的劳动或不断地加强对劳动力的剥削。现在

我们转过来考察工厂的整体，而且考察的是它的最发达的形式。

尤尔博士，这位自动工厂的品得，一方面把工厂描写成

“各种工人即成年工人和未成年工人的协作，这些工人熟练地勤勉地看管着

由一个中心动力（原动机）不断推动的、进行生产的机器体系”；

另一方面，又把工厂描写成

“一个由无数机械的和有自我意识的器官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这些器官为

１８３９年到１８５０年间，郎卡郡的工厂总数只增加了４％，１８５０年到１８５６年间增加

了１９％，１８５６年到１８６２年间增加了３３％；在两个１１年中间，雇用的职工人数绝对地

说增加了，相对地说减少了。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２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６３页。

在郎卡郡，棉纺织工厂占统治地位。它们在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所有

同类工厂中占４５．２％，占纱锭总数的８３．３％，占蒸汽织机总数的８１．４％，占棉纺

织厂蒸汽马力总数的７２．６％，占雇用职工总数的５８．２％（同上，第６２、６３页），从

这里可以看到，它们在纺织业中占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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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生产同一个物品而协调地不间断地活动，因此它们都受一个自行发动的动

力的支配”。

这两种说法绝不是相同的。在前一种说法中，结合总体工人

或社会劳动体是积极行动的主体，而机械自动机则是客体；在后

一种说法中，自动机本身是主体，而工人只是作为有意识的器官

与自动机的无意识的器官并列，而且和后者一同受中心动力的支

配。第一种说法适用于机器的一切可能的大规模应用，第二种说

法表明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以及现代工厂制度的特征。因此，尤

尔也喜欢把产生运动的中心机器不仅描写成自动机〔Ａｕｔｏｍａｔ〕，

而且描写成专制君主〔Ａｕｔｏｋｒａｔ〕。

“在这些大工场里，仁慈的蒸汽力量把无数臣民聚集在自己的周围。”

（１７９）

使用劳动工具的技巧，也同劳动工具一起，从工人身上转到

了机器上面。工具的效率从人类劳动力的人身限制下解放出来。这

样一来，工场手工业分工的技术基础就消失了。因此，在自动工

厂里，代替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专业工人的等级制度的，是机器

的助手所要完成的各种劳动的平等或均等的趋势（１８０），代替局

部工人之间的人为差别的，主要是年龄和性别的自然差别。

在自动工厂里重新出现了分工，但这种分工首先就是把工人

分配到各种专门机器上去，以及把大群没有形成有组织的小组的

工人分配到工厂的各个部门，在那里，他们在并列着的同种工作机

（１７９） 尤尔《工厂哲学》第１８页。

（１８０） 同上，第２０页。参看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１４０、１４１页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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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劳动，因此，在他们之间只有简单的协作。工场手工业的有组

织的小组被一个主要工人同少数助手的联系代替了。重大的差别

是实际操作工作机的工人（包括某些看管发动机或给发动机添料

的工人）和这些机器工人的单纯下手（几乎完全是儿童）之间的

差别。所有《ｆｅｅｄｅｒｓ》（单纯给机器添劳动材料的人）或多或少地

都算在这种下手之内。除了这两类主要工人外，还有为数不多的

负责检查和经常修理全部机器的人员，如工程师、机械师、细木

工等等。这一类是高级的工人，其中一部分人有科学知识，一部

分人有手艺，他们不属于工厂工人的范围，而只是同工厂工人聚

集在一起。（１８１）这种分工是纯技术性的。

机器上面的一切劳动，都要求训练工人从小就学会使自己的

动作适应自动机的划一的连续的运动。只要总机器本身是一个由

各种各样的、同时动作并结合在一起的机器构成的体系，以它为基

础的协作也就要求把各种不同的工人小组分配到各种不同的机器

上去。但是，机器生产不需要象工场手工业那样，使同一些工人始

终从事同一种职能，从而把这种分工固定下来。（１８２）由于工厂的

全部运动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因此不断更换人员也不

（１８１） 英国的工厂立法把正文中提到的后一类工人明确地算作非工厂工人，排

斥在工厂法的作用范围以外；而议会发表的《报告》却也同样明确地不但把工程师、机

械师等，而且把工厂经理、店员、信差、仓库管理员、包装工等，总而言之，把工厂

主以外的一切人都列入工厂工人的范畴，这表明在统计上有意制造骗局，这一点在别

的方面也可以得到详细的证明。

（１８２） 尤尔也承认这一点。他说：“在必要的时候，工厂经理可以随意把”工人

“从一台机器调到另一台机器”，他还得意洋洋地叫嚷：“这样调换显然违背了让一个人

做别针针头，另一个人磨别针针尖的那种分工的老规矩”１６５。他最好能问问自己，为什

么自动工厂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废除这个“老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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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使劳动过程中断。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英国工厂主叛乱期间所实行的

换班制度①，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最后，年轻人很快就可以学会

使用机器，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专门培养一种特殊的工人成为机器

工人。（１８３）在工厂里，单纯的下手干的活一方面可以用机器来

代替（１８４），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活十分简单，从事这种苦役的人

员可以迅速地经常地更换。

虽然机器从技术上推翻了旧的分工制度，但是最初这种旧制

度由于习惯，仍然作为工场手工业的传统在工厂里延续着，后来

被资本当作剥削劳动力的手段，在更令人厌恶的形式上得到了系

统的恢复和巩固。过去是终身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现在是终

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滥用机器的目的是要使工人自己从小就

（１８３） 在情况紧急的时候，例如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工厂工人会破例地被资产

者用来干最粗笨的活，如筑路等等。１８６２年及以后几年英国为失业的棉纺织工人设立

的“国民工场”，和１８４８年法国的国民工场的区别在于：在后者，工人由国家出钱从

事非生产劳动，在前者，工人则从事对资产者有利的城市生产劳动，同时使用这样的

工人比使用正规工人更便宜，从而迫使他们和正规工人竞争。“棉纺织工人的身体，看

起来无疑是变好了。我认为……就男工而论，这是在户外从事公共工程的结果。”（这

里指的是在“普雷斯顿沼泽”干活的普雷斯顿的工厂工人。）（《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３

年１０月》第５９页）

（１８４） 例如：自从１８４４年的法律颁布以来，毛纺织厂就采用各种机械装置代替

儿童劳动。当工厂主先生们使用的儿童必须上工厂的下手“学校”时，力学中这个几

乎尚未开拓的领域马上就有了显著的发展。“自动走锭精纺机也许是一种和其他任何

一种机器同样危险的机器。大多数事故都发生在幼童身上，这是由于他们在纺机开动

时爬到它下面去扫地造成的。许多看管走锭精纺机的工人因这种过失而被〈工厂视察

员〉控告，并被判罚款，但并没有任何普遍的好处。如果机器制造者能发明一种自动

扫地机，使这些幼童不需要再爬到机器下面去，那将是对我们的保护措施的值得庆幸

的贡献。”（《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６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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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局部机器的一部分。（１８５）这样，不仅工人自身再生产所必

需的费用大大减少，而且工人终于毫无办法，只有依赖整个工厂，

从而依赖资本家。在这里，象在其他各处一样，必须把社会生产

过程的发展所造成的较大的生产率同这个过程的资本主义剥削所

造成的较大的生产率区别开来。

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

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

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

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

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

“在这种永无止境的苦役中，反复不断地完成同一个机械过程；这种苦役

单调得令人丧气，就象息息法斯的苦刑一样；劳动的重压，象巨石般一次又

一次地落在疲惫不堪的工人身上。”（１８６）

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

面运动，侵吞身体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１８７）甚至减轻劳动

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

的劳动毫无内容。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既然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

时是资本的增殖过程，因此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

（１８５） 因此，我们就可以来评价蒲鲁东的这种荒诞的看法：他不把机器“设想”为

劳动资料的综合，而“设想”为工人自己的局部劳动的综合。

（１８６）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２１７页１６６。甚至一个很普通的乐观的

自由贸易论者莫利纳里先生也指出：“一个人每天看管机器的划一运动十五小时，比他

从事同样长时间的体力劳动还要衰老得快。这种看管机器的劳动，如果时间不太长，也

许可以成为一种有益于智力的体操，但是现在由于这种劳动过度，对智力和身体都有

损害。”（古·德·莫利纳里《经济学研究》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４９页］）

（１８７）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２１６页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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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

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由于劳动资料变成

了自动机，所以它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活

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生产

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变成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

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

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

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

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

“主人”的权力。因此，当这位主人（在他的头脑中，机器和他对机器

的垄断已经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同“人手”发生冲突时，他就轻

蔑地对他们说：

“工厂工人们应当牢牢记住，他们的劳动实际上是一种极低级的熟练劳

动；没有一种劳动比它更容易学会，按质量来说比它报酬更高；没有一种劳动

能通过对最无经验的人进行短期训练而在这样短的时间这样大量地得到。在

生产事务中，主人的机器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比工人的劳动和技巧所起的作

用重要得多，因为工人的劳动和技巧６个月就可以教完，并且任何一个雇农

都可以学会”（１８８）。

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

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这种

纪律发展成为完整的工厂制度，并且使前面已经提到的监督劳动

得到充分发展，同时使那种把工人划分为劳工和监工，划分为普通

工业士兵和工业军士的现象得到充分发展。

（１８８） 《纱厂工头和厂主的保护基金。委员会的报告》１８５４年曼彻斯特版第１７

页。后面可以看到，当“主人”感到他们的“活的”自动机有丧失的危险的时候，他们就唱

完全不同的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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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工厂的主要困难在于建立必要的纪律，以便使人们抛弃无规则的

劳动习惯，使他们和大自动机的始终如一的规则性协调一致。但是，发明一个

适合自动体系的需要和速度的纪律法典，并有成效地加以实行，不愧是海格

立斯式的事业，而这正是阿克莱的高尚成就！甚至在这个体系已完全建立起

来的今天，也几乎不可能在成年工人中间为自动体系找到有用的助手。”

（１８９）

资产阶级平时十分喜欢分权制，特别是喜欢代议制，但资本

在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这种

法典只是对劳动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的资本主义讽刺画，而这种调

节是大规模协作和使用共同的劳动资料，特别是使用机器所必需

的。奴隶监督者的鞭子被监工的罚金簿代替了。自然，一切处罚

都简化成罚款和扣工资，而且工厂的莱喀古士们立法的英明，使

犯法也许比守法对他们更有利。（１９０）

（１８９） 尤尔《工厂哲学》第１５页。了解阿克莱历史的人，决不会把“高尚”这

个字眼加到这位天才的理发师头上。在十八世纪的所有大发明家中，他无疑是偷盗别

人发明的最大的贼，是最卑鄙的家伙。

（１９０） “资产阶级用来束缚无产阶级的奴隶制，无论在哪里也不象在工厂制度上

暴露得这样明显。在这里，法律上和事实上的一切自由都不见了。工人必须在清晨５点

半钟到工厂。如果迟到几分钟，那就得受罚；如果他迟到１０分钟，在吃完早饭以前干脆

就不放他进去，这样，他就要丧失一天工资的四分之一。无论吃饭、喝水、睡觉，他都得

听命令……专制的钟声把他从睡梦中唤走，把他从早餐和午餐中唤走。工厂的情形又

怎样呢？在这里，工厂主是绝对的立法者。他随心所欲地颁布工厂的规则；他爱怎样就

怎样修改和补充自己的法规；即使他在这个法规中加上最荒谬的东西，法院还是会对

工人说：你们既然自愿地订了这个契约，那你们现在就得履行它……这些工人注定了

从９岁起无论精神上或肉体上都要在棍子下面生活一直到死。”（弗·恩格斯《英国工

人阶级状况》第２１７页及以下各页１６８）我想举两个例子来解释一下“法院说的话”。一件

事是１８６６年底在设菲尔德发生的。那里，一个工人同一家铁工厂订了两年合同。由于

同工厂主吵了一次架，他离开了工厂，并表示决不再给这个工厂主干活了。结果他被控

违反合同，判了两个月徒刑。（要是工厂主违反合同，只能受民法制裁，只有罚款的危

险。）两个月刑满出狱后，那个工厂主又要他按旧合同回厂工作。这个工人说不行，他违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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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们只提一下进行工厂劳动的物质条件。人为的高温，

充满原料碎屑的空气，震耳欲聋的喧嚣等等，都同样地损害人的

一切感官，更不用说在密集的机器中间所冒的生命危险了。这些机

同已经受过处罚。工厂主又把他告了，法院又对他判刑，虽然其中一位法官施先生公

开指责说，一个人为了同一过失或罪行，要一辈子一次又一次地受处罚，这在法律上

是荒谬的。作出这个判决的，不是“伟大的不领薪水的人”①，不是地方上的道勃雷，

而是伦敦的一个高等法院。｛第４版注：现在这种状况已不存在。现在在英国，除少数

情况外（如公用煤气厂），工人违反合同和雇主一样只受民法的制裁。——弗·恩·｝

第二件事是１８６３年１１月底在威尔特郡发生的。威斯特柏立·里这个地方的利奥韦呢

绒厂主哈鲁普雇用的约３０名蒸汽织机女工举行了一次罢工，因为这个哈鲁普有一个

称心的习惯，对早晨迟到者要扣工资：迟到２分钟扣６便士，迟到３分钟扣１先令，迟

到１０分钟扣１先令６便士。按每小时扣９先令算，一天就要扣４镑１０先令，但是她

们全年的平均工资每周从来没有超过１０至１２先令。哈鲁普还雇一个男孩吹上工哨。有

时这个男孩在早晨６点以前就吹哨了，哨声一停，工人没有赶到，工厂就关上大门，门

外的人都要罚款；因为厂里没有钟，不幸的工人都受哈鲁普指使的年轻报时员的操纵。

举行“罢工”的工人，母亲们和少女们说，只要用钟来代替报时员，规定较合理的罚

款，她们就愿意复工。哈鲁普以违反合同为理由把１９个妇女和少女告到了治安法官那

里。她们每人竟被判罚款６便士，讼费２先令６便士，旁听者都很愤怒。哈鲁普离开

法院时，一群人跟在他后面嘘叫。——工厂主惯用的一种伎俩是，借口产品质量不好

扣工资从而惩罚工人。１８６６年，这种方法引起了英国陶业区的总罢工。童工调查委员

会的报告（１８６３—１８６６）列举一些事例，说明工人做了工不仅得不到工资，反而由于

罚款规定竟成了自己尊贵的“主人”的债务人。最近的棉业危机也提供了很有教益的

实例，说明工厂专制君主在扣工资方面是多么精明。工厂视察员罗·贝克说：“不久前，

我本人不得不对一个棉纺织厂主起诉，因为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时候，他还从他雇用的

某些‘少年’〈１３岁以上的〉工人身上扣１０便士，作为他只花６便士领来的医生的年

龄证明书的费用，按法律规定只准扣３便士，按照习惯是根本不扣的……另有一个工

厂主，为了达到同一目的而又不触犯法律，在医生证明替他做工的穷孩子适于纺纱时，

向他们每人收一先令，作为学会纺纱技术和秘诀的学费。因此，存在着暗流，不了解

这种暗流，就不能了解在目前这样的时期发生的象罢工〈指１８６３年６月达尔温的机器

织布工人的一次罢工〉这样的非常现象。”（《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３年４月３０日》第

５０、５１页）（工厂报告记载的日期总是晚于它的正式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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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象四季更迭那样规则地发布自己的工业伤亡公报。（１９０ａ）社会

生产资料的节约只是在工厂制度的温和适宜的气候下才成熟起来

的，这种节约在资本手中却同时变成了对工人在劳动时的生活条

件系统的掠夺，也就是对空间、空气、阳光以及对保护工人在生

产过程中人身安全和健康的设备系统的掠夺，至于工人的福

利设施就根本谈不上了。（１９１）傅立叶称工厂为“温和的

（１９０ａ） 关于操作危险机器的保护法起了有益的作用。“但是……现在又有一些

２０年前所没有的造成事故的新根源，其中尤其是机器的转速的加快。现在，推动机轮、

转轴、纱锭和织机的力量增加了，而且还在不断增加；接断头时，手指的动作必须更

迅速更小心，因为稍一怠慢或疏忽，手指就会被轧断……很多事故都是因为工人急于

干完自己的活造成的。必须记住，对工厂主来说，最重要的是使他的机器不停地运转，

就是说，不停地生产出纱和布来。每一分钟的停顿不仅是动力的损失，而且是产品的

损失。因此，关心产品数量的监工督促工人使机器转动，而这对于按产品重量或件数

计酬的工人来说也是同样重要的。所以，虽然大多数工厂形式上禁止在机器转动时擦

洗机器，但这种做法仍普遍存在。单是这个原因，最近６个月就造成了９０６起事故……

虽然机器天天都擦洗，但是一般都规定星期六彻底擦洗一次，而这也多半是在机器运

转的时候进行……干这个活是没有报酬的，因此工人总想尽快地把它做完。所以，星

期五特别是星期六发生的事故，要比其余几天多得多。星期五发生的事故比前４天的

平均数大约超过１２％，星期六则比前５天的平均数多２５％；但是，星期六的工作日只

有７１
２
小时，而其余几天是１０１

２
小时，如果把这一点也计算在内，那末，星期六的超

过数字就在６５％以上。”（《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６年１０月３１日》１８６７年伦敦版第９、

１５、１６、１７页）

（１９１） 在第三卷第一篇里，我将叙述英国工厂主最近对工厂法中有关保护“人

手”的肢体不受有致命危险的机器损害的条款所发动的进攻。在这里，只要引用工厂

视察员莱昂纳德·霍纳的正式报告中的一段话就够了：“我听过工厂主们抱着令人不

能容忍的轻率态度谈论某些事故，例如，认为损失一个手指不过是一件小事。然而，工

人的生活和前途都要靠他的手指，这种损失对他说来是很严重的事情。当听到这种胡

说八道的时候，我就问：‘如果你们需要补充一个工人，但来了两个，他们在其他各方

面都同样合适，只是其中一个没有大姆指或食指，那末你们挑选哪一个呢？’他们会毫

不迟疑地说，要那个十指俱全的人……这些工厂主先生们对他们所说的伪善立法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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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
１６９
难道不对吗？（１９２）

５．工人和机器之间的斗争

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斗争是同资本关系本身一起开始

的。在整个工场手工业时期，这场斗争一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１９３）但只是在采用机器以后，工人才开始反对劳动资料本身，即

反对资本的物质存在形式。工人奋起反对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物质基础的这种一定形式的生产资料。

十七世纪，反对所谓Ｂａｎｄｍｕｈｌｅ（也叫做Ｓｃｈｎｕｒｍｕｈｌｅ或

Ｍｕｈｌｅｎｓｔｕｈｌ）即一种织带子和花边的机器的工人暴动几乎席卷了

整个欧洲。（１９４）十七世纪三十年代，一个荷兰人在伦敦附近开

办的一家风力锯木场毁于平民的暴行。十八世纪初在英国，水力锯木

错误的偏见。”（《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５年１０月３１日》）这些先生都是“机灵人”，他

们热中于奴隶主的叛乱２０并不是没有目的的！

（１９２） 在最早受工厂法约束的工厂里，劳动时间被强行限制，并且还受其他规

定的限制，所以过去的某些弊端已经消除。机器本身的改进，到一定时候就要求“改

进厂房的结构”，这对工人是有利的。（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３年１０月３１日》第

１０９页）

（１９３） 参看约翰·豪顿《农业和手工业的改进》１７２７年伦敦版，《东印度贸易的

利益》１７２０年版，约翰·贝勒斯《关于创办一所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１６９６

年伦敦版。“不幸的是，业主和工人彼此总是处于战争状态。业主的一贯目的是尽可能

廉价地取得工人完成的劳动，他们不惜使用各种诡计来达到这一目的；而工人同样也

总想利用一切机会强迫业主满足他们的更高要求。”《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１７６７年

版第６１、６２页。（作者是纳萨涅尔·福斯特牧师，他完全站在工人方面。）

（１９４） 织带机是在德国发明的。意大利神甫朗切洛蒂在１６３６年于威尼斯出版的

一本书中说道：“大约５０年以前〈朗切洛蒂的书写于１６２９年〉，但泽人安东·弥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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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好不容易才战胜了议会支持的民众反抗。１７５８年，埃弗雷特制

成了第一合水力剪毛机，但是它被１０万名失业者焚毁了。５万名

一向以梳毛为生的工人向议会请愿，反对阿克莱的梳毛机和梳棉

机。十九世纪最初十五年，英国工场手工业区发生的对机器的大

规模破坏（特别是由于蒸汽织机的应用），即所谓鲁德运动，为西

德默思、卡斯尔里等反雅各宾派政府采取最反动的暴力行动提供

了借口。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

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

会使用形式，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１９５）

工场手工业内部为工资而进行的斗争，是以工场手工业为前

提的，根本不反对它的存在。至于说工场手工业的建立遭到反对，

该城市看到一台非常精巧的机器，它能同时织４—６条花边；但由于市议会害怕这项发

明会使大批工人沦为乞丐，因而压制了这项发明，并让人将发明人秘密勒死或溺

死。”１７０１６２９年，在来顿第一次采用了这种机器。先是花边工人的暴动迫使市政局禁止

使用这种机器；荷兰国会在１６２３、１６３９等年份曾颁布几道法令限制使用它；最后，１６６１

年１２月１５日的法令准许在一定条件下使用它。博克斯霍恩（《政治原理》１６６３年

版）谈到在来顿采用织带机时说道：“大约二十年前，这个城市有人发明了一种织机，

使用这种织机，在同样时间内，一个人能够比较轻松地织出比过去几个人所织的还要

多的东西。因此引起了织工的骚动和控告，直到市政局禁止使用这种织机。”１６７６年，

这种机器在科伦被禁止使用，同一时候它输入英国，也引起了工人的骚动。１６８５年２

月１９日，德皇颁布敕令，禁止在全德国使用这种机器。在汉堡，根据市政局的命令，

它被当众焚毁。１７１９年２月９日，查理六世重申１６８５年的敕令，而在萨克森选帝侯国，

到１７６５年才准许公开使用它。这种轰动世界的机器，实际上是纺纱机和织布机的先

驱，因而也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先驱。一个毫无织布经验的少年，只要来回推动这

种机器的摇杆，就能使整个机器及其全部织梭运动；改良后的这种机器能同时生产

４０—５０条花边。

（１９５） 在旧式的工场手工业中，甚至今天，工人有时还对机器采取粗暴的反抗

形式。例如，１８６５年在设菲尔德锉刀工人中间就发生过这种事情。

９６４第十三章 机器和大工业



那末，这种反对是来自行会师傅和享有特权的城市，而不是来自

雇佣工人。因此，工场手工业时期的著作家多半认为，分工是潜

在地代替工人的手段，而不是现实地排挤工人的手段。这个区别

是不言自明的。例如，我们说，现在英国５０万人用机器纺掉的棉

花，如果用旧式纺车来纺需要１亿人，这当然不是说机器占据了这

从来没有存在过的１亿人的位置。这只是说，要代替纺纱机，需要

上亿工人。反过来，我们说，在英国蒸汽织机把８０万织工抛向街

头，那末，这并不是说现有机器要由一定数量工人来代替，而是说

现有的一定数量工人事实上已经被机器代替或排挤。在工场手工

业时期，手工业生产虽然已经解体了，但仍旧是基础。中世纪遗留

下来的城市工人相对来说是不多的，不能满足新的殖民地市场的

需要；同时，真正的工场手工业为那些由于封建制度的解体而被赶

出土地的农村居民开辟了新的生产领域。因此，当时工场内的分工

和协作更多地显示了自己的积极方面，即提高在业工人的生产效

率。（１９６）在许多国家中，早在大工业时期以前很久，协作和劳动资

料在少数人手中的结合这种方法应用在农业上，确实使农村居民

的生产方式，从而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就业手段发生了巨大的、突

（１９６） 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也完全从这个意义来理解机器的作用。“因此，我

把机器看作（根据它的效率）增加不需要供养的劳动者人数的手段……机器的作用和

那种新居民的作用有什么区别呢？”（《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法译本第１卷第１分册

第１９章）配第天真得多，他说：机器代替了“一夫多妻制”。这个观点至多只适用于

美国的某些地方。相反地，“使用机器来减少单个人的劳动是很少能成功的，因为制造

机器用掉的时间，比使用机器所节省的时间要多。只有当机器大规模起作用时，当一

台机器能帮助成千上万的人劳动时，机器才是真正有用的。因此，机器总是在人口最

稠密，失业人数最多的地方使用最多……使用机器不是由于缺少工人，而是为了便于

吸引大量工人参加劳动”（皮尔西·莱文斯顿《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１８２４年伦敦版第

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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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和强烈的革命。但是，这种斗争最初主要是在大土地所有者

和小土地所有者之间发生的，而不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发生

的；另一方面，就劳动者被劳动资料（羊、马等等）排挤来说，那

末在这里，直接的暴力行为首先形成工业革命的前提。先是劳动

者被赶出土地，然后羊进去了。象在英国发生的那种大规模盗窃

土地的现象，才为大农业开辟了活动场所。（１９６ａ）因此，农业的

这个变革一开始就更具有政治革命的外观。

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现，立刻就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

（１９７）通过机器进行的资本的自行增殖，同生存条件被机器破坏

的工人的人数成正比。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工人

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的基础上的。分工使这种劳动力片

面化，使它只具有操纵局部工具的特定技能。一旦工具由机器来

操纵，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就随同它的使用价值一起消失。工人就

象停止流通的纸币一样卖不出去。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这样被机

器变成了过剩的人口，也就是不再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所直接需要

的人口，这些人一部分在旧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反对机器

生产的力量悬殊的斗争中毁灭，另一部分则涌向所有比较容易进

去的工业部门，充斥劳动市场，从而使劳动力的价格降低到它

（１９６ａ） ｛第４版注：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德国。我国有大农业的地方，特别是东

部，大农业都是靠从十六世纪，特别是１６４８年以来盛行的“清地”①建立的。——弗·

恩·｝

（１９７） “机器同劳动处于不断的竞争中。”（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

４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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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以下。有人说，需要救济的工人会得到巨大的安慰：一方

面，他们的痛苦只是“短暂的”（《ａｔｒｍｐｏｒ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短暂的不便”〕）；另一方面，机器只是逐渐地占据整整一个生

产领域，因此它的破坏作用的范围和强度会缩减。一种安慰抵销

另一种安慰。在机器逐渐地占据某一生产领域的地方，它给同它

竞争的工人阶层造成慢性的贫困。在过渡迅速完成的地方，机器

的影响则是广泛的和急性的。世界历史上再没有比英国手工织布

工人缓慢的毁灭过程更为可怕的景象了，这个过程拖延了几十年

之久，直到１８３８年才结束。在这些织布工人中，许多人饿死了，

许多人长期地每天靠２１
２
便士维持一家人的生活。（１９８）与此相

反，英国的棉纺织机在东印度的影响却是急性的。１８３４—１８３５年

东印度总督确认：

“这种灾难在商业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织布工人的尸骨把印度的平

原漂白了。”

诚然，一旦这些织工结束自己短暂的一生，机器带给他们的

就只是“短暂的不便”了。此外，由于机器不断占领新的生产领域，机

（１９８） １８３４年济贫法实行以前，英国手工织布业同机器织布业间的竞争之所以

拖延下去，是由于远远低于最低限额的工资得到了教会救济金的补充。“１８２７年，牧师

特纳先生是柴郡威耳姆兹洛工业区的教区长。移民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和特纳先生的回

答表明，手工劳动同机器的竞争是如何维持下来的。问：‘动力织机的使用排挤了手工

织机的使用吗？’答：‘毫无疑问是这样：如果手工织布工人不屈从于工资的降低，那

就会比现在受到更大的排挤。’问：‘但是，他们在屈从后所得的工资是不足维持生活

的，他们是否要求得到教会津贴来弥补生活费用的不足呢？’答：‘是的，手工织机和

动力织机的竞争，事实上是靠济贫费维持的。’可见，令人受辱的赤贫或向国外移民，

这就是采用机器给劳动者带来的好处。他们从受人尊敬的、在一定程度上独立的手工

业者被降低为靠低声下气地哀求别人施舍面包过活的穷汉。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短暂

的不便’。”（《一篇比较竞争和合作的利弊的得奖论文》１８３４年伦敦版第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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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短暂的”影响也就成为长期的了。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使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具有的与工人相独立、相异化的形态，随

着机器的发展而发展成为完全的对立。（１９９）因此，随着机器的

出现，才第一次发生工人对劳动资料的暴烈的反抗。

劳动资料扼杀工人。当然，这种直接的对立，在新采用的机

器同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或工场手工业生产发生竞争时，表现得最

明显。但在大工业本身内，机器的不断改良和自动体系的发展也

发生类似的作用。

“改良机器的一贯目的，是减少体力劳动，或者说，是通过以铁的装置代

替人的装置的方法使工厂的生产链条的某个环节完善起来。”（２００）“把蒸汽

力和水力应用到以前用手推动的机器上，是每天都发生的事情……为了节省

动力，改进产品，增加同样时间内的产量，或排挤掉一个童工、一个女工或

一个男工等等，在机器上不断实行一些小的改良，这种改良虽然看起来没有

多大意义，但会产生重要的结果。”（２０１）“凡是某种操作需要高度熟练和准

确的手的地方，人们总是尽快地把这种操作从过于灵巧和易于违犯各种规则

的工人手中夺过来，把它交给一种动作非常规律、甚至儿童都能看管的

特殊机械来进行。”（２０２）“在自动体系下，工人的才能越来越受排

（１９９） “使国家的纯收入〈即地主和资本家的收入，如李嘉图在同一个地方所

说明的。在经济学看来，他们的财富就＝国家的财富〉增加的原因，同时也可能造成

人口过剩，使工人状况恶化。”（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４６９页）“一切机

械改良的一贯目的和趋势，实际上就是完全摆脱人的劳动，或者是以妇女和儿童的劳

动代替成年男工的劳动，以粗工代替熟练工，从而降低劳动的价格。”（尤尔 ［《工厂

哲学》第２３页］）

（２００）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４３页。

（２０１）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６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１５页。

（２０２） 尤尔《工厂哲学》第１９页。“烧砖业所采用的机器的巨大好处在于：它

使采用者可以完全不依赖熟练工人。”（《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５号报告》１８６６年伦敦

版第１３０页第４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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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２０３）“机器改良不仅可以减少为取得一定成果所雇用的成年工人的人

数，而且用一种人代替另一种人：熟练程度低的代替熟练程度高的，儿童代

替成年人，女工代替男工。所有这些变化都引起工资率的经常波动。”（２０４）

“机器不断地把成年人抛出工厂。”（２０５）

机器体系在缩短工作日的压力下的飞速发展向我们表明，由

于实际经验的积累，由于机械手段的现有规模以及技术的不断进

步，机器体系具有极大的弹力。但在１８６０年，英国棉纺织工业的

这个全盛年，谁能料到此后三年在美国南北战争的刺激下竟会引

起机器的急剧改良和手工劳动的相应被排挤呢？在这里，只要从

英国工厂视察员关于这一问题的官方材料中引用几个例子就够

了。曼彻斯特的一个工厂主说：

“我们过去用７５台梳棉机，现在只用１２台，产量和过去一样，质量也和

过去一样，甚至更好……每星期节省工资１０镑，少出飞花１０％。”

在曼彻斯特的一家精纺厂内，

“由于加速运转和采用各种自动过程，工人人数在一个车间削减了
１
４，在另

一个车间削减了
１
２以上，而以精梳机代替二道粗梳机，又使从前梳棉间所雇

用的人手大大减少了”。

第２版补注：大北铁路公司机器部主任阿·斯特罗克先生在谈到制造机器（火车

头等）时说道：“对昂贵的英国工人的需要一天比一天减少了。采用改良工具使产量增

加，而服侍这种工具的是低级劳动……以前，必须用熟练劳动来生产蒸汽机的所有部

分，现在生产这些部分是用不太熟练的劳动，但借助优良的工具……我所说的工具是

指制造机器时所使用的机器。”（《皇家铁道委员会。证词》１８６７年伦敦版第１７８６２号

和１７８６３号）

（２０３） 尤尔《工厂哲学》第２０页。

（２０４） 同上，第３２１页。

（２０５） 同上，第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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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家纺纱厂估计该厂共节省１０％的“人手”。曼彻斯特的吉

尔摩公司纺纱厂主们说：

“我们估计，由于采用新机器，在我们的清棉间整整节省了
１
３的人手和

工资……在粗纺间和并条间节省了将近
１
３
的费用和人手；在精纺间节省了

将近
１
３的费用。不仅如此，我们现在交给织布业主的纱的质量，由于采用新

机器而大大改进了，因此织出的布比用旧机器纺的纱所织出的布又多又好。”

（２０６）

关于这一点，工厂视察员亚·雷德格雷夫说道：

“在生产增加的同时，工人迅速减少；不久以前，毛纺织工厂又开始裁减

人手，而且还在不断裁减；前几天，一位住在罗契得尔附近的教员对我说，女

学校中人数大大减少，不仅是由于危机的压力，而且是由于毛纺织工厂机器

的改良，改良后平均裁减了７０个半日工。”（２０７）

下表１７１说明美国南北战争引起的英国棉纺织工业的机械改良

的总结果。

工 厂 数

英格兰和威尔士

苏格兰

爱尔兰

１８５６年

２０４６

１５２

１２

１８６１年

２７１５

１６３

９

１８６８年

２４０５

１３１

１３

联合王国 ２２１０ ２８８７ ２５４９

（２０６）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３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１０８页及以下各页。
（２０７） 同上，第１０９页。棉业危机时期机器的迅速改良，使英国工厂主能在美

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立即又使商品充斥世界市场。到１８６６年下半年，布匹几乎就卖不出
去了。于是，商品开始运往中国和印度委托销售，这自然使商品充斥更加严重。１８６７
年初，工厂主采取了他们惯用的摆脱困境的手段，把工资降低５％。工人起来反抗，并
且宣称，唯一的出路是缩短劳动时间，每周工作４天（这在理论上是完全正确的）。经
过较长时期的抗拒以后，自命的工业首领们不得不决定照这样办。有些地方工资阵低
５％，有些地方没有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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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织机台数

英格兰和威尔士

苏格兰

爱尔兰

１８５６年

２７５５９０

２１６２４

１６３３

１８６１年

３６８１２５

３０１１０

１７５７

１８６８年

３４４７１９

３１８６４

２７４６

联合王国 ２９８８４７ ３９９９９２ ３７９３２９

纱 锭 数

英格兰和威尔士

苏格兰

爱尔兰

２５８１８５７６

２０４１１２９

１５０５１２

２８３５２１２５

１９１５３９８

１１９９４４

３０４７８２２８

１３９７５４６

１２４２４０

联合王国 ２８０１０２１７ ３０３８７４６７ ３２００００１４

在 业 人 数

英格兰和威尔士

苏格兰

爱尔兰

３４１１７０

３４６９８

３３４５

４０７５９８

４１２３７

２７３４

３５７０５２

３９８０９

４２０３

联合王国 ３７９２１３ ４５１５６９ ４０１０６４

可见，从１８６１年至１８６８年减少了３３８家棉纺织厂，这就是

说，生产效率较高规模较大的机器集中在人数较少的资本家手中。

蒸汽织机减少了２０６６３台；但与此同时它们的产品增加了，可见，

改良的织机现在提供的产品比旧式织机要多。最后，纱锭增加了

１６１２５４７个，而在业工人却减少了５０５０５人。因此，棉业危机压在

工人身上的“暂时的”贫困，由于机器迅速不断的进步而加剧和

持久了。

但是，机器不仅是一个极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

人“过剩”。它还被资本公开地有意识地宣布为一种和工人敌对的

力量并加以利用。机器成了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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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等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２０８）用盖斯克尔的话来说，蒸汽

机一开始就是“人力”的对头，它使资本家能够粉碎工人日益高

涨的、可能使刚刚开始的工厂制度陷入危机的那些要求。（２０９）可

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１８３０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

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走锭精纺

机，因为它开辟了自动体系的新时代。（２１０）

蒸汽锤的发明者奈斯密斯，在他向工联调查委员会所作的证

词中，谈到他由于１８５１年机器制造工人的长期大罢工而采用的机

器改良时说：

“我们现代机械改良的特征，是采用自动工具机。一个机械工人现在所要

做的，并不是自己劳动，而是看管机器的出色劳动，这种活每一个男孩都能

干。完全依仗自己技能的那类工人，现在全部被排除了。从前我用四个男孩

配一个机械工人。由于这些新的机械联合，我把成年男工从１５００人减到７５０

人。结果，我的利润大大增加”１７２。

尤尔在谈到印花业中的一种印花机时说道：

“资本家终于求助于科学来摆脱这种难以忍受的奴役〈也就是使他们感

到负担的同工人签订的契约条件〉，于是，他们很快地就恢复了自己的合法权

利——头脑支配身体其他部分的权利。”

他在谈到由于一次罢工而直接引起的浆纱方面的一项发明时

说道：

（２０８） “在燧石玻璃和瓶玻璃业中，业主和工人之间的关系，等于一种慢性的

罢工。”因此，主要操作靠机器完成的压制玻璃工场手工业就迅速发展起来。新堡的一

家公司，以前每年生产３５００００磅吹制燧石玻璃，现在生产３０００５００磅压制玻璃。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４号报告》１８６５年版第２６２、２６３页）

（２０９） 盖斯克尔《英国的工业人口》１８３３年伦敦版第１１、１２页。

（２１０） 费尔贝思先生由于自己的机器制造厂发生罢工，在机器制造上发明了某

些极重要的应用机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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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帮不满分子自以为在旧的分工线上构筑了无法攻破的工事，却发现

现代机械战术已把他们的侧翼包围，他们的防御手段已经毫无用处。他们只

好无条件投降。”

他在谈到走锭精纺机的发明时说道：

“它的使命是恢复工业阶级中间的秩序……这一发明证实了我们已经阐

述的理论：资本迫使科学为自己服务，从而不断地迫使反叛的工人就范。”

（２１１）

尤尔的著作虽然是在１８３５年，在工厂制度还不很发达的年代

出版的，但这部著作仍不失为工厂精神的典型表现。这不仅是因

为它包含的直率的昔尼克主义，而且还因为它天真地道出了资本

头脑中的荒谬的矛盾。例如，他先阐述了这样一种“理论”：资本

借助于受它供养的科学“不断地迫使反叛的工人就范”，然后他又

怒气冲冲地说：

“有人竟从某一方面非难机械物理学，指责它助长富有的资本家的专制，

充当压迫贫苦阶级的工具”。

他到处宣扬机器的迅速发展对工人如何有利，然后又警告工

人说，他们的反抗和罢工等等会加速机器的发展。他说：

“这种暴力的反叛表示了人们的目光短浅，因为他们具有非常可鄙的性

格，竟使自己做了自己的刽子手。”

与此相反，他在前几页曾说道：

“如果没有因为工人的错误见解而引起的激烈冲突和中断，工厂制度的

发展还要迅速得多，给有关各方带来的利益还要大得多。”

（２１１） 尤尔《工厂哲学》第３６７—３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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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他又宣称：

“对大不列颠工厂区居民来说，值得庆幸的是，机械的改良只是逐渐实现

的。”

他说：

“指责机器排挤了一部分成年工人，使成年工人的人数超过对劳动的需

要，从而降低了他们的工资，这是不正确的。不过，机器扩大了对儿童劳动

的需求，因而提高了儿童劳动的工资率。”

另一方面，这位安慰家又为儿童的低工资辩护：“这阻止了父

母们过早地把他们的孩子送进工厂”。尤尔的整个著作是一部维护

无限制的工作日的辩护书。当立法规定１３岁的儿童每天不得劳动

１２小时以上时，他这颗自由主义的心就回想起中世纪最黑暗的时

代。但这并不妨碍他去诱劝工厂工人感谢上帝，因为上帝通过机

器使他们“有了空闲时间去考虑自己的不朽利益”（２１２）。

６．关于被机器排挤的工人

  会得到补偿的理论  

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托伦斯、西尼耳、约翰·斯图

亚特·穆勒等一系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断言，所有排挤工人的机

器，总是同时地而且必然地游离出相应的资本，去如数雇用这些

被排挤的工人。（２１３）

（２１２） 尤尔《工厂哲学》第３６８、７、３７０、２８０、３２１、２８１、４７５页。

（２１３） 李嘉图起初也有这种观点，但是后来，由于他特有的科学的公正态度和

热爱真理，断然收回了这种观点。见《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３１章《论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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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定有一家壁纸工场，资本家雇用１００个工人，每人每年３０

镑。因此他每年支出的可变资本总共是３０００镑。现在他解雇５０

个工人，雇用剩下的５０个工人操纵他花费１５００镑买来的机器。

为了简单起见，我们把厂房、煤炭等等都撇开不说。再假定每年消

耗的原料仍然是３０００镑。（２１４）经过这样的形态变化是否“游离”

出任何资本呢？按旧的生产方式，在支出总额６０００镑中，一半是

不变资本，一半是可变资本。现在这个总额中，４５００镑是不变资

本（３０００镑用于原料，１５００镑用于机器），１５００镑是可变资本。

可变的或转化为活劳动力的资本部分，不再是总资本的一半，而只

是总资本的
１
４
。在这里，资本并没有被游离出来，倒是被束缚在一

种不再同劳动力相交换的形式中，也就是说，可变资本转化为不变

资本。现在，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这６０００镑资本再也不能雇用５０

个以上的工人。机器每改良一次，这笔资本雇用的工人也就减少一

次。如果新采用的机器的费用少于机器所排挤的劳动力和劳动工

具的总额，比如说，不是１５００镑而只是１０００镑，那末，１０００镑可

变资本就被变成了不变资本，或者说，被束缚起来，而有５００镑资

本被游离出来。假定年工资是相同的，在解雇５０个工人的情况下，

这５００镑资本就形成大约１６个工人的就业基金，其实大大少于

１６个工人，因为要使５００镑变成资本，就必须把其中的一部分再

转化为不变资本，因而也只能把一部分转化为劳动力。

再假定制造新机器会雇用较多的机械工人，这是不是应该算

作对被解雇的壁纸工人的补偿呢？在最好的情况下，制造新机器

所雇用的工人也比使用新机器所排挤的工人要少。这１５００镑以

（２１４） 注意，我是完全按照上述那些经济学家的方式举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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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只代表被解雇的壁纸工人的工资，现在在机器的形式上则代表：

１．制造机器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价值；２．制造机器的机械工人

的工资；３．落到他们的“雇主”手里的剩余价值。此外，机器一

经制成，在它报废以前就不需要再更新。因此，要连续雇用追加

的机械工人，壁纸厂主就必须一个接一个地去用机器排挤工人。

事实上，那些辩护士也并不是指用这种方式游离资本。他们

指的是被游离出来的工人的生活资料。不可否认，例如在上述情

况下，机器不仅游离出５０个工人，从而使他们成为“可供支配

的”，同时还割断了他们同价值１５００镑的生活资料的联系，因而

也就“游离”出这些生活资料。因此，机器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

游离出来这一简单而又毫不新奇的事实，用经济学家的话一说，就

成了机器替工人游离出生活资料，或机器把生活资料变成用来雇

用工人的资本。可见，一切事情全看你怎么说。真是：好话能遮

丑。１７３

按照这个理论，价值１５００镑的生活资料，是一笔靠五十个被

解雇的壁纸工人的劳动去增殖的资本。因此，一旦这五十个人被

迫休假，这笔资本也就无事可做，但是在找到新的“投资场所”以

前，它是不会安闲的，在那里，上述这五十个人可以重新在生产

上消费它。可见，资本和工人迟早总要重新会合，而到那时补偿

就实现了。可见，被机器排挤的工人所受的痛苦，正象这个世界

上的财富一样，也是暂时的。

价值１５００镑的生活资料，从来没有作为资本同被解雇的工

人对立过。作为资本同他们对立的，是现在转化成机器的１５００

镑。仔细地考察一下就会看出，这１５００镑只是代表被解雇的５０

个工人一年所生产的壁纸的一部分，工人们从雇主那里以货币形

１８４第十三章 机器和大工业



式而不是以实物形式得到这一部分作为工资。他们用这些转化成

１５００镑的壁纸购买具有同样价值的生活资料。因此，这些生活资

料对于他们来说，不是资本，而是商品，而他们本身对于这些商

品来说，不是雇佣工人，而是买者。机器把他们从购买手段中

“游离”出来，于是就把他们从买者变成非买者。因此对这些商品

的需求减少了。如此而已。如果这种减少了的需求没有其他方面

的增加了的需求来补偿，商品的市场价格就会下降。如果这种情

况延续的时间较长而且范围较广，生产这些商品所雇用的工人就

会被解雇。以前用来生产必要生活资料的一部分资本，就以其他

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当市场价格下降和资本转移时，生产必要生

活资料所雇用的工人也从一部分工资中被“游离”出来。可见，辩

护士先生们并没有证明，机器由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

同时就把这些生活资料变成雇用这些工人的资本；这些先生们反

而用他们经过考验的供求规律证明了，机器不仅在采用它的生产

部门，而且还在没有采用它的生产部门把工人抛向街头。

被经济学上的乐观主义所歪曲的事实真相是：受机器排挤的

工人从工场被抛到劳动市场，增加了那里已有的供资本随意剥削

的劳动力的数量。我们在第七篇将会看到，机器的这种作用，在

这里被说成是对工人阶级的补偿，其实正相反，是对工人的极端

可怕的鞭笞。在这里只指出一点：从一个工业部门被抛出来的工

人，当然可以在另外一个工业部门找职业。如果他们找到了职业，

从而在他们和同他们一道被游离出来的生活资料之间重新建立了

联系，那末，在这里起媒介作用的，是正在挤入投资场所的新追

加的资本，而决不是过去已经执行职能的并且现在转化成机器的

资本。并且，即使如此，他们的前途也是多么渺茫！这些因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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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而变得畸形的穷人，离开他们原来的劳动范围就不值钱了，只

能在少数低级的、因而始终是人员充斥和工资微薄的劳动部门去

找出路。（２１５）其次，每个工业部门每年都吸收一批新人，供该

部门用于人员的正常补充和扩充。一旦机器把一部分至今在一定

工业部门就业的工人游离出来，这些补充人员也要重新分配，由

其他劳动部门来吸收，不过，原来的那些牺牲者大部分在过渡期

间堕落丧亡。

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机器本身对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

“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机器使它所占领的那个部门的产品便

宜，产量增加，而且最初也没有使其他工业部门生产的生活资料

的数量发生变化。因此，完全撇开年产品中被非劳动者挥霍掉的

巨大部分不说，在应用机器以后，社会拥有的可供被排挤的工人

用的生活资料同以前一样多，或者更多。而这正是经济学辩护论

的主要点！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

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

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

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

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

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

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如

此等等，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简单地宣称，对机器本身的考察确切

（２１５） 关于这个问题，一位李嘉图学派的人在反对让·巴·萨伊的胡言乱语时

说道：“在分工发达的地方，工人的技艺只能在他学得这种技艺的那个特殊部门应用；

工人本身就是一种机器。因此，象鹦鹉那样喋喋不休地说，事物都有找到自己的水准

的趋势，是丝毫无济于事的。我们必须看看周围，我们会发现，事物长时期都不能找

到自己的水准；即使找到了，也比过程开始时的水准低。”（《论关于需求的性质的原

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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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证明，所有这些显而易见的矛盾都不过是平凡现实的假象，而

就这些矛盾本身来说，因而从理论上来说，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于

是，他们就用不着再动脑筋了，并且还指责他们的反对者愚蠢，说

这些人不是反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而是反对机器本身。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绝不否认，在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中也出

现短暂的不便；但是哪个徽章没有反面呢！对他们说来，机器除了

资本主义的利用以外不可能有别的利用。因此，在他们看来，机器

使用工人和工人使用机器是一回事。所以，谁要是揭露机器的资本

主义应用的真相，谁就是根本不愿意有机器的应用，就是社会进步

的敌人！（２１６）这完全是著名的杀人犯比耳·赛克斯的道理：

“陪审官先生们，这些行商确实是被杀死了。但这不是我的罪过，这是刀

的罪过。难道我们因为这种短暂的不便就该禁止用刀吗？请你们想一想！没

有刀，哪里有农业和手工业？刀在外科手术上不是很能为人造福，在解剖方

面不是给人带来知识吗？此外，在备办喜筵时，刀不是一位称心的助手吗？如

果你们禁止用刀，那就等于把我们拖回到野蛮时代的深渊。”（２１６ａ）

虽然机器在应用它的劳动部门必然排挤工人，但是它能引起

其他劳动部门就业的增加。不过，这种作用同所谓的补偿理论毫

无共同之处。既然任何一种机器产品，例如一码机织布，总是比

被它排挤的同种手工产品便宜，所以就产生一条绝对的规律：如果机

（２１６） 麦克库洛赫便是患这种傲慢的白痴病的能手之一。例如，他装成８岁小

孩那样天真地说：“如果越来越提高工人的技艺，使他能用同样的或者更少的劳动量生

产出越来越多的商品量是有利的话，那末，工人利用能最有效地帮助他取得这种成果

的机器，也必然是有利的。”（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０年伦敦版第１８２

页）

（２１６ａ） “纺纱机的发明者毁灭了印度，不过这对我们无关紧要。”（阿·梯也尔

《财产论》［第２７５页］）在这里，梯也尔先生把纺纱机和机械织机混淆起来了，“不过

这对我们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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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生产的物品的总量同它所代替的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的物

品的总量相等，那末，所使用的劳动总量就要减少。生产劳动资

料本身如机器、煤炭等等所需要的劳动量的增加，同使用机器而

引起的劳动量的减少相比，必然较小。不然的话，机器产品就会

同手工产品一样贵，或者更贵。但是事实上，人数减少了的工人

所生产的机器制品总量不是不变，而是远远超过被排挤的手工业

制品的总量。假定生产４０万码机织布所使用的工人，少于生产１０

万码手工织布所使用的工人。在四倍的产品中包含四倍的原料。因

此原料的生产也必须增长为原来的四倍。至于所耗费的劳动资料，

如厂房、煤炭、机器等，那末，生产这些东西所必须追加的劳动

可能增长的界限，随着机器产品量和同数工人能够生产的手工产

品量之间的差额而变化。

可见，随着机器生产在一个工业部门的扩大，给这个工业部门

提供生产资料的那些部门的生产首先会增加。就业工人数量会因

此增加多少，在工作日长度和劳动强度已定的情况下，取决于所使

用的资本的构成，也就是取决于资本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比例。

这个比例又随着机器在这些行业中已经占领或者正在占领的范围

不同而有很大变化。随着英国机器体系的进展，注定要落到煤矿和

金属矿中去的人数惊人地膨胀起来，尽管最近几十年，由于矿业中

使用新机器，这种增加变得缓慢了。（２１７）一种新工人随着机器出

现了，这就是机器的生产者。我们已经知道，机器生产以越来越

（２１７） 根据１８６１年的人口调查（１８６３年伦敦版第Ⅱ卷），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煤矿

就业的工人共２４６６１３人，其中２０岁以下的７３５４６人，２０岁以上的１７３０６７人。在前一

类中，５至１０岁的８３５人，１０至１５岁的３０７０１人，１５至１９岁的４２０１０人。在铁、铜、铅、

锡以及其他所有金属矿上就业的共３１９２２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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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规模占领这个生产部门本身。（２１８）再拿原料来说（２１９），毫无

疑问，例如棉纺业的飞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植棉业，从而不

仅大大促进了非洲的奴隶贸易，而且还使饲养黑人成了所谓边疆

蓄奴各州的主要事业。１７９０年，美国进行了第一次奴隶人口调查，

当时共有奴隶６９７０００人，而到１８６１年大约有４００万人。另一方

面，同样明确的是，机械毛纺织工厂的兴旺，以及耕地不断变成牧

羊场，引起了农业劳动者的大量被驱逐和“过剩”。爱尔兰直到目前

还在经历着这个过程，那里的人口从１８４５年以来几乎减少了一

半，并且还在继续减少，以达到同爱尔兰大地主和英格兰毛纺织厂

主先生们的需要恰好相适应的那个程度。

如果机器占领了某一劳动对象在取得最终形式前所必须经过

的初期阶段或中间阶段，那末，在这种机器制品还要进入的那些仍

保持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方式的部门中，对劳动的需求就随

着劳动材料的增加而增加。例如，机器纺纱业提供的棉纱又便宜又

多，使得手工织布业者最初不用增加开支就可以利用充分的时间

工作。这样一来，他们的收入增加了。（２２０）于是人们纷纷拥向棉

织业，直到这些被珍妮机、环锭精纺机和走锭精纺机比如说在英

（２１８） １８６１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从事机器生产的共６０８０７人，其中包括工厂

主及其职员等，以及这一部门的所有经理人和商业人员。但是不包括小型机器（如缝

纫机等）的生产者和工作机上的工具（如纱锭等）的生产者。技师总数为３３２９人。

（２１９） 因为铁是最重要的原料之一，所以这里应当指出，１８６１年英格兰和威尔

士的炼铁工人共有１２５７７１人，其中男工１２３４３０人，女工２３４１人。男工中２０岁以

下的有３０８１０人，２０岁以上的有９２６２０人。

（２２０）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一个有４个成年人（棉织工）和两个充当络纱

工的小孩的家庭，每天劳动１０小时，每周收入４镑；如果活非常忙，还能收入多些……

以前，他们常常苦于棉纱供应不足。”（盖斯克尔《英国的工业人口》第３４、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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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招唤出来的８０万织工最终又被蒸汽织机挤垮为止。同样，由于

机器生产的衣料充足，男女裁缝和缝纫女工等等的人数也不断增

加，直到缝纫机出现为止。

机器生产用相对少量的工人所提供的原料、半成品、工具等

等的数量日益增加了，与此相适应，对这些原料和半成品的加工

就越分越细，因而社会生产部门也就越来越多样化。机器生产同

工场手工业相比使社会分工获得无比广阔的发展，因为它使它所

占领的行业的生产力得到无比巨大的增加。

采用机器的直接结果是，增加了剩余价值，同时也增加了体

现这些剩余价值的产品量，从而，在增加供资本家阶级及其仆从

消费的物质时，也增加了这些社会阶层本身。这些社会阶层的财

富的日益增加和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工人人数的不断相对

减少，一方面产生出新的奢侈要求，另一方面又产生出满足这些

要求的新手段。社会产品中有较大的部分变成剩余产品，而剩余

产品中又有较大的部分以精致和多样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和消费

掉。换句话说，奢侈品的生产在增长。（２２１）大工业造成的新的

世界市场关系也引起产品的精致和多样化。不仅有更多的外国消

费品同本国的产品相交换，而且还有更多的外国原料、材料、半

成品等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本国工业。随着这种世界市场关系的发

展，运输业对劳动的需求增加了，而且运输业又分成许多新的下

属部门。（２２２）

在工人人数相对减少的情况下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增加，

（２２１） 弗·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１６１一书中指出，正是这些生产奢侈品

的工人大部分处于悲惨的境地。关于这个问题，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有大量新的例证。

（２２２） １８６１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在商船上工作的海员有９４６６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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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那些生产在较远的将来才能收效的产品（如运河、船坞、隧道、

桥梁等等）的工业部门中的劳动扩大了。一些全新的生产部门，从

而一些新的劳动领域，或者直接在机器生产的基础上，或者在与

机器生产相适应的一般工业变革的基础上形成起来。不过，它们

在总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也不是很大的。它

们所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同它们对最粗笨的手工劳动的需求

成正比。目前，这类工业主要有煤气厂、电报业、照像业、轮船

业和铁路业。根据１８６１年的调查（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煤气业

（包括煤气厂、机械设备的生产、煤气公司的经理处等）有１５２１１

人，电报业有２３９９人，照像业有２３６６人，轮船业有３５７０人，铁

路业有７０５９９人（其中包括大约２８０００个比较固定的“非熟练

的”掘土工人以及全部管理人员和商业人员）。所以，这五种新工

业总共有９４１４５人。

最后，大工业领域内生产力的极度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所

有其他生产部门对劳动力的剥削在内含和外延两方面的加强，使

工人阶级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有可能被用于非生产劳动，特别是使

旧式家庭奴隶在“仆役阶级”（如仆人、使女、侍从等等）的名称

下越来越大规模地被再生产出来。根据１８６１年的人口调查，英格

兰和威尔士的总人口为２００６６２２４人，其中男子９７７６２５９人，妇女

１０２８９９６５人。从中减掉不宜劳动的老幼，所有“非生产的”妇女、

少年和儿童，再减掉官吏、牧师、律师、军人等“意识形态的”阶

层以及所有专门以地租、利息等形式消费别人劳动的人，最后再

减掉需要救济的贫民、流浪者、罪犯等，大致还剩下８００万不同

年龄的男女，其中包括所有以某种方式在生产、商业和金融等部

门供职的资本家。在这８００万人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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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工人（包括牧人和住在农场主家里的

 雇农与使女） １０９８２６１人  ………………………………………

棉、毛、精梳毛、亚麻、大麻、丝、黄麻

 等纺织厂和机器织林业、机器织花边业

 的全部雇佣人员  ６４２６０７人（２２３）…………………………………

煤矿和金属矿的全部雇佣人员  ５６５８３５人  ……………………

所有冶金厂（炼铁厂、压延厂等）和各种

 金属手工工场的雇佣人员  ３９６９９８人（２２４）………………………

仆役阶级 １２０８６４８人（２２５）………………………………………

全部纺织厂的雇佣人员和煤矿、金属矿的人员加在一起是

１２０８４４２人；全部纺织厂的雇佣人员和冶金厂、金属手工工场人员

加在一起是１０３９６０５人；二者都少于现代家奴的人数。请看机器

的资本主义应用获得了多么辉煌的结果！

７．工人随机器生产的发展而被排斥

  和吸引。棉纺织业的危机   

政治经济学上一切头脑健全的代表人物都承认，新采用机器，

对那些首先成为机器竞争对象的旧有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中的工

（２２３） 其中１３岁以上的男子只有１７７５９６人。

（２２４） 其中妇女有３０５０１人。

（２２５） 其中男子有１３７４４７人。在这１２０８６４８人中还没有把不在私人住宅中服务

的全部人员包括在内。

第２版注：从１８６１年到１８７０年，男仆役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一倍，增加到２６７６７１

人。１８４７年看守狩猎场的人（在贵族的狩猎场）有２６９４人，而１８６９年有４９２１人。伦

敦小市民家中使用的少女，俗称小奴隶（《ｌｉｔｔｌｅｓｌａｖｅｙ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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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他们几乎全都为工厂工人的奴隶地位叹息。

那末，他们打出的大王牌是什么呢？这就是：机器在其采用时期

和发展时期的恐怖过去之后，最终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劳动奴隶！是

的，政治经济学正沉醉于一个令人厌恶的定理，一个连每个相信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的“慈善家”都感到厌恶

的定理：即使已经建立在机器生产的基础上的工厂，经过一定的

发展时期，经过或长或短的“过渡时期”，也会让比它当初抛向街

头的更多的工人进厂受苦！（２２６）

诚然，有些例子（例如英国精梳毛纺织厂和丝纺织厂）已经表

明，到了一定的发展程度上，在工厂部门极度扩展的同时，所使用

的工人人数不仅可能相对地减少，而且可能绝对地减少①。１８６０

年，根据议会的命令对联合王国所有的工厂进行过一次专门调查，

在郎卡郡、柴郡和约克郡工厂区中属工厂视察员罗·贝克管辖的

地区，共有６５２家工厂，其中５７０家拥有：蒸汽织机８５６２２台，纱

（２２６） 加尼耳正相反，他认为机器生产的最终结果是劳动奴隶人数的绝对减少，

而人数增多了的“高贵的人们”就是靠这些劳动奴隶来养活，靠他们来发展自己著名

的“能够完善的完善能力”。加尼耳对生产的运动了解得很少，但是他至少感到，如果

机器的采用把就业工人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而机器的发展所造成的劳动奴隶又比它

挤垮的还多，机器便是一种非常不祥的东西。他的观点的愚昧，只有用他自己的话才

能表达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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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占有因劳动费用减少、商品丰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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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天才创造的至高领

域，进入宗教的最深奥的境界，建立救世的道德〈那就是‘占有全部利益’〉准则，制

定保护自由〈‘注定要从事生产的阶级’的自由吗？〉和权力、顺从和正义、义务和人

道的法律”。这段胡话载于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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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４页，参看第２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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锭（不包括并纱锭）６８１９１４６个，蒸汽机２７４３９马力，水车１３９０马

力，雇用９４１１９人。而到１８６５年，这些工厂拥有：织机９５１６３台，纱

锭７０２５０３１个，蒸汽机２８９２５马力，水车１４４５马力，雇用８８９１３

人。可见，从１８６０年到１８６５年，这些工厂的蒸汽织机增加了

１１％，纱锭增加了３％，蒸汽马力增加了５％，而与此同时雇用的人

数却减少了５．５％。（２２７）在１８５２年到１８６２年期间，英国的毛纺

织业获得了显著的发展，然而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却几乎没有变化。

“这表明，新采用的机器以多么大的程度排挤了以前各时期的劳动。”

（２２８）

根据某些经验过的事实，工厂工人就业人数的增加往往只是

表面的，也就是说，这种增加并不是由于已经建立在机器生产基础

上的工厂扩大了，而是由于附属部门逐渐和它合并。例如，１８３８—

１８５８年期间，机械织机及其使用的工厂工人的增加，就（不列颠）

棉纺织工厂来说，完全是由于这个生产部门的扩大，而在另外一些

工厂中，则是由于过去用人的肌肉力推动的织毯机、织带机、织麻

布机等等现在采用了蒸汽力。（２２９）因此，这些工厂工人的增加只是

（２２７）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５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５８页及以下各页。但在这同

时，雇用更多的工人的物质基础也已经具备：建立了１１０家新的工厂，它们共拥有

１１６２５台蒸汽织机，６２８５７６个纱锭以及２６９５蒸汽马力和水力马力。（同上）

（２２８）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２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７９页。

第２版补注：１８７１年１２月底，工厂视察员亚·雷德格雷夫在布莱得弗德新机械学

会作的一次报告中说：“若干时间以来，使我惊讶的是，毛纺织厂的面貌发生了变化。

从前工厂里都是妇女和儿童，现在看来一切工作都由机器做了。一个工厂主对我提出

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解释：‘在旧制度下，我雇用６３个人，采用改良的机器之后，我把

工人减少到３３人，最近，由于一些新的重大变化，使我又能够把工人从３３人减少到

１３人。’”

（２２９）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６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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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就业工人总数的减少。最后，在这里还完全撇开了这种情况，

就是除金属工厂外，到处都是少年工人（１８岁以下的）、妇女和儿

童在工厂人员中远居优势。

然而我们知道，尽管机器生产实际地排挤和潜在地代替了大

量工人，但随着机器生产本身的发展（这种发展表现为同种工厂

数目的增多或现有工厂规模的扩大），工厂工人的人数最终可以比

被他们排挤的工场手工业工人或手工业工人的人数多。假定每周

使用的５００镑资本中，在旧的生产方式下不变部分占
２
５，可变部

分占
３
５
，也就是说，２００镑用于生产资料，３００镑用于劳动力，比

如说１镑雇一个工人。由于采用机器生产，总资本的构成发生变

化。假定现在这个资本分为
４
５
的不变部分和

１
５
的可变部分，或者

说，用于劳动力的只有１００镑。这样，过去雇用的工人就有
２
３
被

解雇。如果工厂生产扩大，使用的总资本在其他生产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由５００镑增加到１５００镑，那末现在就要雇用３００个工人，

和工业革命以前同样多。如果所使用的资本继续增加到２０００镑，

那末就要雇用４００个工人，比采用旧的生产方式时多
１
３
。使用的

工人人数绝对地增加了１００人，相对地，即同预付总资本相比，却

减少了８００人，因为２０００镑资本在旧的生产方式下能雇用１２００

个工人，而不是４００个工人。可见，就业工人人数的相对减少和

绝对增加是并行不悖的。上面假定，随着总资本的增加，资本的

构成保持不变，因为生产条件保持不变。然而我们已经知道，随

着机器体系的每一进步，由机器、原料等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不

断增加，而用于劳动力的可变资本部分则不断减少，同时我们还

知道，在任何其他的生产方式下，改良都不是这样经常进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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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总资本的构成也不是这样经常变化。然而这种经常的变化也经

常地被间歇时期和在既定技术基础上的单纯量的扩大所中断。因

此就业工人的人数也就增加。例如，在１８３５年，联合王国的棉、

毛、精梳毛、亚麻、丝等纺织厂的工人总数只有３５４６８４人，可是

到１８６１年，仅蒸汽织机占用的织工（８岁以上的各种年龄的男

女）就有２３０６５４人。当然，如果考虑到１８３８年不列颠的手工织

布工人以及和他们一起工作的家属还有８０万人（２３０），这种增加

也就不算大了；而且这里还根本没有提到亚洲和欧洲大陆上被排

挤掉的那些手工织布工人。

关于这一点，还要作某些说明，其中我们将部分地谈到理论

叙述本身还没有涉及到的一些纯粹事实方面的情况。

只要机器生产在一个工业部门内靠牺牲旧有的手工业或工场

手工业来扩展，它就一定取得成功，就象用针发枪装备的军队在

对付弓箭手的军队时一定取得成功一样。机器刚刚为自己夺取活

动范围的这个初创时期，由于借助机器生产出异常高的利润而具

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些利润本身不仅形成加速积累的源泉，而

且把不断新生的并正在寻找新的投资场所的很大一部分社会追加

资本吸引到有利的生产领域。突飞猛进的初创时期的这种特殊利

益，不断地在新采用机器的生产部门重现。但是，一旦工厂制度

达到一定的广度和一定的成熟程度，特别是一旦它自己的技术基

础即机器本身也用机器来生产，一旦煤和铁的采掘、金属加工以及交

（２３０） “手工织布工人〈织棉布或用其他物质搀上棉花来织布的工人〉的痛苦，

曾经是一个皇家委员会的调查对象，但是，虽然他们的苦难已被承认、被感叹，他们

的状况的改善〈！〉却仍要听天由命；也许可以相信，这种痛苦现在〈２０年后！〉已近

于消除，目前蒸汽织机的大量推广，完全有可能促进了这一点。”（《工厂视察员报告。

１８５６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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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运输业都发生革命，总之，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

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

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一方面，机器直接

引起原料的增加，例如轧棉机使棉花生产增加。（２３１）另一方面，机

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机器

生产摧毁国外市场的手工业产品，迫使这些市场变成它的原料产

地。例如东印度就被迫为大不列颠生产棉花、羊毛、大麻、黄麻、靛

蓝等。（２３２）大工业国工人的不断“过剩”，大大促进了国外移民和

把外国变成殖民地，变成宗主国的原料产地，例如澳大利亚就变成

了羊毛产地。（２３３）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

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

（２３１） 机器影响原料生产的其他方法，将在第三卷叙述。

（２３２）   从东印度向大不列颠输出的棉花

     １８４６年         ３４５４０１４３磅

     １８６０年         ２０４１４１１６８磅

     １８６５年         ４４５９４７６００磅

        从东印度向大不列颠输出的羊毛

     １８４６年          ４５７０５８１磅

     １８６０年          ２０２１４１７３磅

     １８６５年          ２０６７９１１１磅

（２３３）   从好望角向大不列颠输出的羊毛

     １８４６年          ２９５８４５７磅

     １８６０年          １６５７４３４５磅

     １８６５年          ２９９２０６２３磅

        从澳大利亚向大不列颠输出的羊毛

     １８４６年         ２１７８９３４６磅

     １８６０年         ５９１６６６１６磅

     １８６５年         １０９７３４２６１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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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这种革命是同农业中的各

种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关于这些变革，我们在这里还不需要作进

一步的说明。（２３４）

１８６７年２月１８日，英国下院根据格莱斯顿先生的提议，编制

了一份关于１８３１年到１８６６年期间联合王国各种谷物和面粉的总

输入和输出的统计材料。我把总结果列举如下。面粉折合成以夸

特为单位的谷物。１７４（见下表）

（２３４） 美国的经济发展本身就是欧洲特别是英国大工业的产物。目前（１８６６

年）的美国，仍然应当看作是欧洲的殖民地。｛第４版注：从那时以来，美国发展成为

世界第二工业国，但它的殖民地性质并没有因此完全失掉。——弗·恩·｝

从美国向大不列颠输出的棉花（以磅为单位）

１８４６年       ４０１９４９３９３

１８５２年       ７６５６３０５４４

１８５９年       ９６１７０７２６４

１８６０年       １１１５８９０６０８

从美国向大不列颠输出的谷物等（以 为单位）

１８５０年 １８６２年

小 麦 １６２０２３１２ ４１０３３５０３

大 麦 ３６６９６５３ ６６２４８００

燕 麦 ３１７４８０１ ４４２６９９４

黑 麦 ３８８７４９ ７１０８

面 粉 ３８１９４４０ ７２０７１１３

荞 麦 １０５４ １９５７１

玉蜀黍 ５４７３１６１ １１６９４８１８

Ｂｅｒｅ或Ｂｉｇｇ
（大麦之一种） ２０３９ ７６７５

碗 豆 ８１１６２０ １０２４７２２

豆 类 １８２２９７２ ２０３７１３７

合 计 ３５３６５８０１ ７４０８３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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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个 五 年 期 间 和１８６６年

１８３１－１８３５１８３６－１８４０１８４１－１８４５１８４６－１８５０１８５１－１８５５１８５６－１８６０１８６１－１８６５ １８６６

每年平均输入（夸特） １０９６３７３ ２３８９７２９ ２８４３８６５ ８７７６５５２ ８３４５２３７ １０９１３６１２ １５００９８７１ １６４５７３４０

每年平均输出（夸特） ２２５２６３ ２５１７７０ １３９０５６ １５５４６１ ３０７４９１ ３４１１５０ ３０２７５４ ２１６２１８

每年平均入超 ８７１１１０ ２１３７９５９ ２７０４８０９ ８６２１０９１ ８０３７７４６ １０５７２４６２ １４７０７１１７ １６２４１１２２

各个时期每年平均人

口数
２４６２１１０７ ２５９２９５０７ ２７２６２５６９ ２７７９７５９８ ２７５７２９２３ ２８３９１５４４ ２９３８１７６０ ２９９３５４０４

每人每年平均消费的

谷物等的数量超过本

国产品的数量（夸特）

０．０３６ ０．０８２ ０．０９９ ０．３１０ ０．２９１ ０．３７２ ０．５０１ ０．５４３

了 份关于１８３１年到１８６６年期间联合王国各种谷物和面粉的总

输入和输出的统计材料。我把总结果列举如下。面粉折合成以夸

特为单位的谷物。１７４（见下表）

（２３４） 美国的经济发展本身就是欧洲特别是英国大工业的产物。目前（１８６６

年）的美国，仍然应当看作是欧洲的殖民地。｛第４版注：从那时以来，美国发展成为

世界第二工业国，但它的殖民地性质并没有因此完全失掉。——弗·恩·｝

从美国向大不列颠输出的棉花（以磅为单位）

１８４６年       ４０１９４９３９３

１８５２年       ７６５６３０５４４

１８５９年       ９６１７０７２６４

１８６０年       １１１５８９０６０８

从美国向大不列颠输出的谷物等（以 为单位）

１８５０年 １８６２年

小 麦 １６２０２３１２ ４１０３３５０３

大 麦 ３６６９６５３ ６６２４８００

燕 麦 ３１７４８０１ ４４２６９９４

黑 麦 ３８８７４９ ７１０８

面 粉 ３８１９４４０ ７２０７１１３

荞 麦 １０５４ １９５７１

玉蜀黍 ５４７３１６１ １１６９４８１８

Ｂｅｒｅ或Ｂｉｇｇ
（大麦之一种）

２０３９ ７６７５

碗 豆 ８１１６２０ １０２４７２２

豆 类 １８２２９７２ ２０３７１３７

合 计 ３５３６５８０１ ７４０８３４４１



  工厂制度的巨大的跳跃式的扩展能力和它对世界市场的依

赖，必然造成热病似的生产，并随之造成市场商品充斥，而当市

场收缩时，就出现瘫痪状态。工业的生命按照中常活跃、繁荣、生

产过剩、危机、停滞这几个时期的顺序而不断地转换。由于工业

循环的这种周期变换，机器生产使工人在就业上并从而在生活上

遭遇的无保障和不稳定状态，已成为正常的现象。除了繁荣时期

以外，资本家之间总是进行十分激烈的斗争，以争夺各自在市场

上的地位。这种地位同产品的便宜程度成正比。除了由此造成的

资本家竞相采用代替劳动力的改良机器和新的生产方法以外，每

次都出现这样的时刻：为了追求商品便宜，强制地把工资压低到

劳动力价值以下。（２３５）

可见，工厂工人人数的增加以投入工厂的总资本在比例上更

（２３５） １８６６年７月，由于“同盟歇业”而被莱斯特的制鞋厂主抛向街头的工人，

给“英国职业协会”发出一份呼吁书，其中说道：“大约２０年前，莱斯特的制鞋业由

于采用钉鞋法代替缝鞋法而发生了变革。当时可以得到优厚的工资。这种新营业迅速

推广开来。各商店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看谁能够提供最雅致的商品。但不久就产

生了一种不良的竞争，大家竞相在市场上廉价出售。有害的后果很快表现在工资的降

低上，劳动的价格急剧下降，以致许多商店现在只付出原来工资的一半。然而，尽管

工资越降越低，看来利润却随着工资率的每一变动而增加”。——工厂主甚至利用工

业的不利时期，通过过分降低工资，也就是直接盗窃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来取得巨

额利润。下面是考文垂丝织业危机时期的一个例子：“根据我从工厂主和工人那里得到

的材料来看，工资的降低无疑地超过了由于外国生产者的竞争或其他原因而需要降低

的程度。多数织工的工资降低了３０％至４０％。五年前，工人织一幅丝带可得６或７先

令，现在只能得３先令３便士或３先令６便士；另一种劳动，从前得４先令和４先令

３便士，现在只得２先令或２先令３便士。工资的降低超过了为刺激需求而必须降低的

程度。实际上，就许多种丝带来说，在工资降低时，从来没有出现过商品价格的任何

降低。”（弗·德·朗格委员的报告，载于《童工调查委员会。１８６６年第５号报告》第

１１４页第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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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得多的增加为条件。但是，这个过程只是在工业循环的涨潮退

潮中间实现。而且它还经常被技术进步所打断，这种进步有时潜在

地代替工人，有时实际地排挤工人。机器生产中这种质的变化，不

断地把工人逐出工厂，或者把新的补充人员的队伍拒之门外，而工

厂的单纯的量的扩大则不仅把被驱逐的工人吸收进来，而且还把

新的人员吸收进来。工人就这样不断被排斥又被吸引，被赶来赶

去，并且被招募来的人的性别、年龄和熟练程度也不断变化。

只要粗略地看一下英国棉纺织业的命运，就可以再清楚不过

地了解工厂工人的命运。

从１７７０年到１８１５年，棉纺织业有５年处于不振或停滞状态。

在这最初的４５年，英国工厂主垄断了机器和世界市场。从１８１５年

到１８２１年，不振。１８２２年和１８２３年，繁荣。１８２４年，废除禁止

结社法１７５，工厂普遍大扩展。１８２５年，危机。１８２６年，棉纺织业

工人极端贫困，发生暴动。１８２７年，略有好转。１８２８年，蒸汽织

机和输出量大增。１８２９年，输出（特别是向印度的输出）超过历

年。１８３０年，市场商品充斥，境况艰难。１８３１年到１８３３年，连

续不振；东印度公司对东亚（印度和中国）贸易的垄断权被取消。

１８３４年，工厂和机器大增，工人不足。新济贫法促进农业工人向

工厂区流动。农业各郡的儿童被劫掠一空。白奴贸易。１８３５年，大

繁荣。同时，手工织布工人饥饿待毙。１８３６年，大繁荣。１８３７年

和１８３８年，不振状态和危机。１８３９年，复苏。１８４０年，严重萧

条，发生暴动，军队出动干涉。１８４１年和１８４２年，工厂工人遭到

可怕的穷困。１８４２年，工厂主解雇工人以便迫使废除谷物法。成

千上万的工人涌向约克郡，又被军队驱回，工人的领袖被提交郎

卡斯特法庭。１８４３年，严重贫困。１８４４年，复苏。１８４５年，大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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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１８４６年，起初是继续高涨，以后有相反的征候。谷物法被废

除。１８４７年，危机。为庆祝“大圆面包”１２５，工资普遍降低１０％或

１０％以上。１８４８年，继续不振。曼彻斯特处于军队保护之下。１８４９

年，复苏。１８５０年，繁荣。１８５１年，商品降价，工资低微，罢工

频繁。１８５２年，开始好转。罢工继续发生，工厂主以输入外国工

人相威胁。１８５３年，输出增加。普雷斯顿罢工持续八个月，严重

贫困。１８５４年，繁荣，市场商品充斥。１８５５年，破产消息从美国、

加拿大和东亚市场纷纷传来。１８５６年，大繁荣。１８５７年，危机。

１８５８年，好转。１８５９年，大繁荣，工厂增加。１８６０年，英国棉纺

织业达到顶点。印度、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市场上商品过剩，直到

１８６３年几乎还没有销完全部存货。同法国缔结贸易协定。工厂和

机器激增。１８６１年，高涨持续了一些时候，随后出现相反的趋势，

美国南北战争，棉荒。１８６２年到１８６３年，完全崩溃。

棉荒的历史太有代表性了，我们不能不略为叙述一下。从

１８６０年到１８６１年的世界市场状况的简述中可以看出，对于工厂

主来说，棉荒发生的正是时候，部分地说对于他们是有利的。这

是个事实，它已被曼彻斯特商会的报告所承认，帕麦斯顿和得比

在议会中也宣布过，而且也为实际情况证明了。（２３６）当然，１８６１

年联合王国的２８８７家棉纺织厂中，有许多是小工厂。在这２８８７家

工厂中，有２１０９家是属于工厂视察员亚·雷德格雷夫的管辖范

围。根据他的报告，在这２１０９家工厂中，使用还不到１０蒸汽马

力的有３９２家，占１９％；使用１０到２０马力之间的有３４５家，占１

６％；使用２０马力和２０马力以上的有１３７２家。（２３７）小工厂多半是在

（２３６） 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２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３０页。

（２３７） 同上，第１８、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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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８年以后的繁荣时期建立起来的织布厂，而且大部分是靠一些

投机家分头出棉纱、出机器、出厂房建立起来的，交由以前的监

工或其他没有资财的人经营。这些小工厂主大部分已经破产了。其

实，棉荒避免了商业危机，不然他们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虽然

他们占工厂主总数的
１
３，但是他们工厂的资本只占投入棉纺织业

的资本的很小很小一部分。至于瘫痪的规模，据可靠估计，１８６２年

１０月有６０．３％的纱锭和５８％的织机停工。这是整个工业部门的

情况，各个区的情况当然是很不同的。只有极少数的工厂开全工

（每周６０小时），其余工厂都有停工现象。即使那些做全工并且照

例拿计件工资的少数工人，由于次棉代替好棉，埃及棉代替海岛棉

（在精纺厂）、苏拉特棉（东印度）代替美棉和埃及棉，以及飞花掺苏

拉特棉代替纯棉，所得到的周工资也不可避免地减少了。苏拉特棉

纤维较短，质地不纯，棉纱易断，经纱上浆不用面粉而用各种重拼

料，以及其他等等，这一切都减低了机器的速度，或者减少了一个

织工所能看管的织机台数，增加了纠正机器差错所花的劳动，在减

少产量的同时也减少了计件工资。使用苏拉特棉时，做全工的工人

也要遭受２０％、３０％或更多的损失。而多数工厂主又把计件工资

率降低了５％，７．５％和１０％。因此，那些每周只劳动３天、３天半、

４天或者每天只劳动６小时的工人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１８６３

年时，情况已经比较好转，织布工人、纺纱工人等的周工资也只有

３先令４便士、３先令１０便士、４先令６便士、５先令１便士等。

（２３８）即使在这样悲惨的状况下，工厂主在克扣工资方面的创造精

神也没有丝毫减退。工厂主的棉花不好和机器不合用等等使产品

出了毛病，这也成了罚扣工资的部分原因。如果工厂主还是工

（２３８）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３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４１—４５、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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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住的小屋的房主，那他还要从名义工资中扣除一部分算作房租。

工厂视察员雷德格雷夫谈到走锭精纺机的看管工（他们每人看管

两台走锭精纺机）时说道：他们

“做满１４天全工，得到８先令１１便士；从这个数中扣除房租，而工厂主又把

房租的一半作为礼物送还工人，这样看管工拿回家去的总共是６先令１１便

士。１８６２年的最后时期，织布工人周工资最低是２先令６便士”（２３９）。

甚至工人只劳动很短的时间，也常常要从工资中扣除房租。

（２４０）难怪在郎卡郡的某些地方发生一种饥饿病！但比这一切更

能表明特征的是：生产过程的革命是靠牺牲工人来进行的。这就

象解剖学家拿青蛙作实验一样，完全是拿无价值的生物体作实验。

工厂视察员雷德格雷夫说：

“我虽然列举了许多工厂的工人的实际收入，但是不能认为，他们每星期

都能得到这个数目。由于工厂主不断地进行实验，工人的状况极不稳定……

他们的收入随着混合棉的质量而增减，有时和过去相差１５％，而过一两个星

期竟降低５０％至６０％。”（２４１）

这些实验不仅靠牺牲工人的生活资料来进行，而且还以牺牲

工人的全部五官为代价。

“拆棉花包的工人告诉我，难忍的臭味薰得人恶心…… 在混棉间、清棉

间和梳棉间里，棉屑和尘埃飞扬，刺激人的七窍，弄得人咳嗽和呼吸困难……

由于纤维短，浆纱时棉纱上附加大量的材料，而且是用各种代用品来代替原

来使用的面粉。这就引起织布工人恶心呕吐和消化不良。因为灰尘多，支气

管炎、咽喉炎十分流行；其次，由于苏拉特棉里的脏东西刺激皮肤，皮肤病

也很流行。”

（２３９）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３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４１、４２页。

（２４０） 同上，第５７页。

（２４１） 同上，第５０、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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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面粉的代用品由于增加棉纱的重量而成为工厂主

先生们的福尔土纳特的钱袋。这些代用品使“１５磅原料在纺成纱

后重２０磅”（２４２）。工厂视察员１８６４年４月３０日的报告说：

“现在，工业上使用这种办法简直达到卑鄙无耻的程度。我从可靠方面得

知，８磅的布是由５１
４
磅棉花和２

３
４
磅浆料制成的。另外一疋５

１
４
磅的布里

含有两磅浆料。这还是供出口的普通的衬衫布。别种布里有时竟加了５０％的

浆料，因此工厂主可以吹嘘，而且确实也在吹嘘，说他们之所以发财致富，是

因为他们卖的布，比布在名义上包含的纱的价值还便宜。”（２４３）

可是，工人们不只是苦于工厂主在厂内的实验和市政当局在

厂外的实验，不只是苦于工资降低和失业、贫困和救济以及上下

两院的赞美词。

“因棉荒而失业的不幸的妇女们，成了社会的遗弃者，而且现在仍然如此

…… 年轻妓女的数目比过去２５年增多了。”（２４４）

可见，不列颠棉纺织工业在最初的４５年中，即从１７７０年到

１８１５年，只有５年是危机和停滞状态，但这４５年是它独霸世界的

时期。在第二个时期，即从１８１５年到１８６３年的４８年间，只有２０

年是复苏和繁荣时期，却有２８年是不振和停滞时期。从１８１５年

到１８３０年，开始同欧洲大陆和美国竞争。从１８３３年起，靠“毁

灭人种”１７６的办法强行扩大亚洲市场。谷物法废除之后，从１８４６年

到１８６３年，有８年是中常活跃和繁荣时期，却有９年是不振和停

滞时期。棉纺织业中的成年男工的状况，即使是在繁荣时期，也可

（２４２）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３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６２、６３页。

（２４３）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４年４月３０日》第２７页。

（２４４） 引自波尔顿警察局长哈里斯的信，载于《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５年１０月

３１日》第６１、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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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下面的附注作出判断。（２４５）

８．大工业所引起的工场手工业、

  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革命  

（ａ）以手工业和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的消灭

我们已经看到，机器如何消灭了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协作和以

手工业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收割机是前一种情况的例子，它

代替了收割者的协作。制针机是后一种情况的明显例子。据亚当

·斯密说，在他那时候，１０个男人分工合作每天能制针４８０００多

枚。但是现在，一台机器在一个十一小时工作日中就能制针

（２４５） １８６３年春，棉纺织工人在要求成立移民协会的一份呼吁书中说：“工厂工

人的大量移民在目前是绝对必要的，这一点只有少数人才会否认。下列事实表明，经

常不断地移民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否则我们就不能维持我们平时的地位。这些事

实就是：１８１４年，输出的棉织品的官方价值（这只是数量的指数）是１７６６５３７８镑，而

其实际市场价值是２００７０８２４镑；１８５８年，输出的棉织品的官方价值是１８２２２１６８１镑，

而其实际市场价值只是４３００１３２２镑；数量增加为十倍，而卖得的价格只增加一倍多一

些。这种对于整个国家特别是对于工厂工人极其有害的结果，是由各种同时起作用的

原因造成的。最突出的原因之一是劳动的经常过剩，而这种过剩对我们这个生产部门

来说是必需的，因为它在被消灭的威胁下需要不断扩大市场。在现有制度下，商业的

周期性停滞就象死亡一样不可避免，而这种停滞可能使我们棉纺织工厂停工。但是，人

的创造精神并不因此就停歇下来。根据最低的估计，最近２５年有６００万人离开了这个

国家，尽管如此，由于为了使产品便宜而不断排斥劳动，甚至在最繁荣的时期，仍然

有很大一部分成年男工无法在工厂找到任何条件的任何工作。”（《工厂视察员报告。

１８６３年４月３０日》第５１、５２页）在以后的某章中，我们会看到，在棉纺织业的大灾

难中，工厂主先生们是怎样用尽一切办法，甚至借助国家权力，来力图阻止工厂工人

的外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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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５０００枚。一个妇女或少女平均可以看管４台这样的机器，因此，

她用机器每天可以生产针近６０万枚，每星期就可以生产３００多万

枚。（２４６）如果一台单个的工作机代替了协作或工场手工业，那

末，工作机本身又可以成为手工业生产的基础。但是，手工业生

产在机器基础上的再现只是向工厂生产的过渡，只要机械动力

（蒸汽或水）代替人的肌肉来推动机器，工厂生产通常就会出现。

小生产可以间或地，并且也只能是暂时地同机械动力结合起来，那

或是靠租用蒸汽，如北明翰的某些工场手工业，或是靠采用小型

卡路里机１５７，如织布业等的某些部门。（２４７）在考文垂的丝织业里，

一种“小屋工厂”的实验曾自发地发展起来。由几排小屋围成的

方形场地的中间，建起一座安装蒸汽机的所谓机器房，蒸汽机通

过枢轴同各个小屋中的织机连接起来。蒸汽一律是租用的，例如

每台织机交２１
２
先令。不管织机是否转动，蒸汽费都得按周支付。

每个小屋有２—６台织机，这些机器有的是工人的，有的是赊购的，

有的是租来的。小屋工厂和真正的工厂之间的斗争持续了１２年以

上。结果是３００家小屋工厂完全破产。（２４８）在过程的性质并不

是一开始就要求大规模生产的场合，那些最近几十年间新兴的工

业，例如信封制造业、钢笔尖制造业等等，通常都是先经过手工

业生产，然后经过工场手工业生产这些短暂的过渡阶段才达到工

厂生产。这种形态变化，在工场手工业性质的制品生产不是由顺序

（２４６）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３号报告》１８６４年版第１０８页第４４７号。

（２４７） 在美国，手工业在机器基础上的这种再现，是常见的事。正是由于这个

原因，在向工厂生产的必然过渡中，同欧洲甚至同英国比较起来，那里的积聚一日千

里地飞跃进展。

（２４８） 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５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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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的过程组成，而是由许多各不相干的过程组成的地方，会特

别困难。例如，这种情形对于钢笔尖工厂就是一大障碍。但是大

约十五年前就已经发明了一种自动机，可以一下子完成６种各不

相干的过程。１８２０年手工业提供的第一批１２打钢笔尖价格７镑４

先令，１８３０年工场手工业提供的为８先令，而现在工厂提供给批

发商的价格是２到６便士。（２４９）

（ｂ）工厂制度对于工场手工业

   和家庭劳动的反作用  

随着工厂制度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农业的变革，不仅所有其

他工业部门的生产规模扩大了，而且它们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机

器生产的原则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并且应用力学、

化学等等，总之就是应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这个

原则到处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机器时而挤进工场手工业

的这个局部过程，时而又挤进那个局部过程。这样一来，从旧的

分工中产生的工场手工业组织的坚固结晶就逐渐溶解，并不断发

生变化。此外，总体工人即结合工人的构成也发生了根本的变革。

同工场手工业时期相反，现在，只要可行，分工的计划总是把基

点放在使用妇女劳动、各种年龄的儿童劳动和非熟练工人劳动上，

总之，就是放在使用英国人所谓的“廉价劳动”上。这一情况不仅适

（２４９） 吉洛特先生在北明翰建立了第一座大规模的钢笔尖手工工场。早在１８５１

年，该厂就能生产１８０００多万枚笔尖，每年消费１２０吨钢板。北明翰垄断着联合王国

的这一行业，现在每年生产几十亿枚钢笔尖。根据１８６１年的调查，这一行业雇用的工

人人数为１４２８人，其中女工１２６８人，年龄最小的只有５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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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使用机器或者不使用机器的一切大规模结合的生产，而且适

用于在工人的私人住宅或者在小工场中进行生产的所谓家庭工

业。这种所谓的现代家庭工业，与那种以独立的城市手工业、独

立的农民经济，特别是以工人家庭的住宅为前提的旧式家庭工业，

除了名称，毫无共同之处。现在它已经变成了工厂、手工工场或

商店的分支机构。资本除了把工厂工人、手工工场工人和手工业

工人大规模地集中在一起，并直接指挥他们，它还通过许多无形

的线调动着另一支散居在大城市和农村的家庭工人大军。例如，梯

利先生在爱尔兰的伦敦德里所开设的衬衫工厂，就雇用着１０００个

工厂工人和９０００个散居在农村的家庭工人。（２５０）

现代工场手工业中对廉价劳动力和未成熟劳动力的剥削，比

在真正的工厂中还要无耻，因为工厂所拥有的技术基础，即代替肌

肉力的机器和轻便的劳动，在现代工场手工业中大多是不存在的；

同时，在现代工场手工业中，女工或未成熟工人的身体还被丧尽天

良地置于毒物等等的侵害之下。而这种剥削在所谓的家庭劳动中，

又比在工场手工业中更加无耻，这是因为：工人的反抗力由于分散

而减弱，在真正的雇主和工人之间挤进了一大批贪婪的寄生虫，家

庭劳动到处和同一生产部门的机器生产或者至少是同工场手工业

生产进行竞争，贫困剥夺了工人必不可少的劳动条件——空间、光

线、通风设备等等，职业越来越不稳定，最后，在这些由大工业和大

农业所造成的“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里，工人之间的竞争必然

达到顶点。由于采用机器生产才系统地实现的生产资料的节

约，一开始就同时是对劳动力的最无情的浪费和对劳动的正

（２５０）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２号报告》１８６４年版第ＬＸⅤⅢ页第４１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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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条件的剥夺，而现在，在一个工业部门中，社会劳动生产力和

结合的劳动过程的技术基础越不发达，这种节约就越暴露出它的

对抗性的和杀人的一面。

（ｃ）现代工场手工业

现在，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上述原理。其实读者已经从工作

日那一章看到大量例证。北明翰及其近郊的金属手工工场除雇用

１万个妇女外，还雇用３万个儿童和少年，大多数都干着很重的

活。他们在这里的有害健康的铸铜业、钮扣业、珐瑯业、电镀业和

油漆业中劳动。（２５１）伦敦的各家书报印刷厂由于让成年和未成年

的工人从事过度劳动而博得了“屠宰场”的美名。（２５１ａ）在订书业

中也存在着这种过度劳动，这里的牺牲品主要是妇女、少女和儿

童。在制绳业中，未成年的工人担负着繁重的劳动，在制盐、制蜡烛

以及其他化工工场中，他们还得做夜工，在尚未采用机械动力的丝

织业中，织机是由少年来推动的，这种活简直能累死人。（２５２）一种

最丢脸、最肮脏、报酬最低、主要是雇用少女和妇女来干的活是清

理破布。我们知道，大不列颠不仅自己拥有无数的破布，而且还是

全世界破布贸易的中心。破布从日本、遥远的南美各国和卡内里群

岛流进来。但是，它的主要供应来源是德国、法国、俄国、意大利、埃

（２５１） 甚至设菲尔德的锉刀业也雇用儿童！

（２５１ａ）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５号报告》１８６６年版第３页第２４号；第６页第

５５、５６号；第７页第５９、６０号。

（２５２） 同上，第１１４、１１５页第６—７号。调查委员公正地指出，如果在其他地

方是机器代替人，那末在这里的的确确是少年代替了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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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土耳其、比利时和荷兰。破布可以做肥料、床垫、再生呢绒，

还可以当作造纸的原料。这些清理破布的女工是传播天花及其他

传染病的媒介，而她们自己就是这些疾病的最先的牺牲者。

（２５３）除金属矿和煤矿之外，砖瓦工场可以作为典型的例子，来

说明过度劳动、繁重的和不适当的劳动以及那些从幼年起就被使

用的工人在这方面所受到的摧残。在英国，这种砖瓦工场只是间

或采用新发明的机器（１８６６年）。从５月到９月，劳动是从早晨５

点起到晚上８点止，如果是在户外晾干，则往往从早晨４点起到

晚上９点止。早晨５点至晚上７点的工作日算是“缩短的”、“适

度的”了。男女儿童从６岁起，甚至从４岁起就被使用。他们劳

动的时间同成年人一样长，甚至往往比成年人还要长。活很吃力，

夏天的酷热更容易使人精疲力竭。例如在莫斯莱的一个制砖工场，

一个２４岁的姑娘每天制砖２０００块，只有两个未成年的女孩子作

助手，帮她运土和垛砖。这两个女孩子每天要从３０呎深的土坑里

通过很滑的斜坡挖出１０吨粘土，并把它运到２１０呎远的地方去。

“通过制砖工场这座炼狱，儿童在道德上没有不极端堕落的…… 他们

从幼年起就听惯了各种下流话，他们在各种卑劣、猥亵、无耻的习惯中野蛮

无知地长大，这就使他们日后变成无法无天、放荡成性的无赖汉…… 他们

的居住方式是道德败坏的一个可怕根源。每个成型工〈他是真正的熟练工人，

又是一个工人小组的头〉要在自己的小屋里安排他这一班７个人的吃和住。

这些人不管是不是他的家里人，男女青少年都睡在他的小屋里。这种小屋通

常只有２个房间，个别的才有３个房间，他们统统睡在地上，通风很差。他

们劳累一天，混身汗水，已经精疲力竭，哪还能讲究卫生、清洁和礼貌。这

样的小屋多数都是混乱和肮脏的真正标本…… 雇用少女干这种活的最大弊病

（２５３） 见关于破布贸易的报告以及《公共卫生。第８号报告》１８６６年伦敦版，附

录第１９６—２０８页的大量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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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种情况往往使她们从幼年起就终生沦为放荡成性的败类。在自然使

她们懂得自己是个女人之前，她们已经变成粗鲁的、出言下流的男孩子。她们

身上披着几块肮脏的布片，裸露大腿，蓬头垢面，根本不在乎什么端庄和羞

耻。吃饭的时候，她们伸开四肢躺在田野上，或者偷看在附近河里洗澡的小伙

子。她们干完了白天的重活，就换一身好一点的衣服，陪着男人上酒馆。”

所有这种工人从幼年起都酗酒，这完全是很自然的事。

“最糟糕的是，制砖工人自暴自弃。一个比较好的工人曾对南奥菲尔德的

牧师说，先生，您感化一个制砖工人，那简直比感化魔鬼还难！”（２５４）

关于现代工场手工业（这里指除真正的工厂之外的一切大规

模的工场）中劳动条件的资本主义的节约，可以在《公共卫生报

告》第４号（１８６１年）和第６号（１８６４年）中找到大量的官方材

料。报告中关于工场，特别是关于伦敦印刷业和裁缝业工场的描

绘，超过了我们的小说家的最可怕的幻想。对工人健康状况的影

响，是不言而喻的。枢密院１０６主任医官兼《公共卫生报告》主编西

蒙医生说：

“我在我的第４号报告〈１８６１年〉中曾指出，工人要坚持他们首要的健

康权利，也就是说，要求雇主无论叫工人干什么活时，都要在责任所及的范

围内，使劳动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有害健康的情况，这实际上是办不到的。我

曾指出，当工人事实上没有能力自己实现这个健康权利的时候，他们也不可

能从卫生警察官吏那里得到任何有效的帮助…… 现在，成千上万的男女工

人的生命，只是由于他们的职业所造成的无止境的肉体折磨，便无谓地受到

摧残而缩短了。”（２５５）

为了说明工场对工人健康状况的影响，西蒙医生还列出一张

（２５４）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５号报告》１８６６年版第ⅩⅤⅠ—ⅩⅤⅢ页第８６—

９７号；第１３０—１３３页第３９—７１号。还可参看《第３号报告》１８６４年版第４８、５６页。

（２５５） 《公共卫生。第６号报告》１８６４年伦敦版第２９、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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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统计表（２５６）：

各有关产业部门

雇用的不同年龄

的工人人数  

在健康方面

互相比较的

几个产业部门

各有关产业部门按年龄划分

每１０万人中的死亡率

２５－３５岁 ３５－４５岁 ４５－５５岁

 ９５８２６５
英格兰和威尔
士的农业

７４３  ８０５ １１４５

男 ２２３０１

女 １２３７７
｝ 伦敦的裁缝业 ９５８ １２６２ ２０９３

 １３８０３ 伦敦的印刷业 ８９４ １７４７ ２３６７

（ｄ）现代家庭劳动

我现在来谈谈所谓家庭劳动。为了对这个在大工业的背景下

建立起来的资本的剥削领域和它的骇人听闻的状况有个简略的了

解，不妨考察一下例如英格兰某些偏僻乡村经营的那些表面上充

满田园风味的制钉业。（２５７）不过在这里，只要从花边业和草辫业

中完全没有采用机器，或者同机器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完全没

有发生竞争的部门中举出几个例子就够了。

（２５６） 《公共卫生。第６号报告》１８６４年伦敦版第３０页。西蒙医生指出，伦敦２５—

３５岁的裁缝和印刷工人的死亡率实际上还要高得多，因为他们的伦敦雇主从农村得到

大量的３０岁以下的青年“学徒”和“实习生”（即那些想提高自己手艺的人）。这些人在

调查中算作伦敦人，他们使伦敦死亡率的计算基数增大了，但是并没有使伦敦死亡的

人数相应增加，因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要返回农村去，特别是在患重病的时候。

（同上）    

（２５７） 这里指的是用铁锤打成的钉子，而不是机器生产的钉子。见《童工调查委

员会。第３号报告》第Ⅺ、ⅪⅩ页第１２５—１３０号；第５２页第１１号；第１１３—１１４页第４８７

号；第１３７页第６７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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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国从事花边生产的共有１５万人，其中受１８６１年工厂法

约束的大约有１万人，其余的１４万人绝大多数是妇女、男女少年

和儿童，其中男性很少。这些“廉价的”剥削材料的健康状况，可以

从诺定昂贫民诊所特鲁曼医生的下列统计材料中看出来。在６８６

个患病的花边女工（大部分是１７岁到２４岁）中，患肺病的比率如

下（２５８）：

 １８５２年每４５人中有１人   １８５７年每１３人中有１人

１８５３年每２８人中有１人   １８５８年每１５人中有１人

１８５４年每１７人中有１人   １８５９年每 ９人中有１人

１８５５年每１８人中有１人   １８６０年每 ８人中有１人

１８５６年每１５人中有１人   １８６１年每 ８人中有１人

肺病率的这种增长，一定会使最乐观的进步党人和最善于象

孚赫那样撒谎的德国自由贸易论贩子感到满意的。

受１８６１年工厂法约束的是采用机器生产的真正花边业，而在

英国，这一行业通常都已经采用机器了。我们要在这里略加考察的

部门（我们的考察仅限于所谓家庭工人，而不涉及集中在手工工场

和商店等处的工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花边整理（对机织花边进

行最后加工，它又分成许多工种），另一类是手织花边。

花边整理当作一种家庭劳动，或者是在所谓“老板娘家”进行

的，或者是在妇女家里由她自己或同她的子女一道进行的。那些开

设“老板娘家”的妇女本身也是贫穷的。工场就是她们的私宅的一

部分。她们从工厂主或商店老板等人那里承揽定货，使用妇女、少

女和幼童的劳动，其人数要看她们房间的大小和营业需要

    

（２５８）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２号报告》第ⅩⅫ页第１６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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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动情况而定。雇用的女工的人数有些地方是２０至４０人，有些

地方是１０至２０人。儿童开始劳动的平均最低年龄是６岁，但有些

儿童不满５岁就开始劳动了。劳动时间通常是从早晨８点到晚上

８点，中间有１１
２
小时的吃饭时间，吃饭时间很不规则，而且往往

是在臭气熏天的小工房里吃饭。生意好的时候，往往从早晨８点

（有时是６点）干到夜里１０、１１或１２点。在英国兵营中，每个士兵

规定占有５００至６００立方呎的空间，在军医院里规定占１２００立方

呎。而在这样的小工房里，每人只有６７—１００立方呎。同时煤气灯

还消耗空气中的氧气。为了保持花边的清洁，即使在冬天，儿童们

也往往必须把鞋脱掉，哪怕地面上铺的是石板或砖块。

“在诺定昂，常常可以看到１５个至２０个儿童挤在一间也许不超过１２呎

见方的小房间里，一天２４小时内要干１５小时，这种劳动本身由于单调乏味

而令人厌倦，而且劳动条件对健康极为不利…… 甚至年龄最小的儿童干起

活来也紧张得要命和迅速得惊人，手指几乎不能稍停一下或放慢一点。如果

有人向他们问话，他们也眼不离活，唯恐耽误了一分一秒。”

劳动时间越长，“老板娘”用“长棍”来催促儿童的次数就越多。

“儿童们逐渐疲乏了。他们的劳动单调乏味，极费眼力，由于姿势持久不

变而格外累人，当这种长时间的劳动快要结束时，他们简直象小鸟一样不能

安静下来。这是真正的奴隶劳动。”（２５９）

如果妇女是同自己的子女在家里（这个家，在现代意义上，就

是租来的一间房子，往往是一间阁楼）一道劳动时，情况更坏到不

能再坏了。这种劳动在诺定昂周围８０哩的地区内都可见到。在商

店干活的儿童，晚上９点或１０点下工时，往往还要给他一捆活，

    

（２５９）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２号报告》１８６４年版第ⅩⅨ、ⅩⅩ、ⅩⅪ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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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带回家去干。资本主义的伪君子这样做时，当然会通过他的雇

佣奴才的嘴巴说上一句漂亮话：“这是给你母亲的”，但是他非常清

楚，可怜的孩子必然要坐下来帮着母亲干。（２６０）

手织花边业主要分布在英格兰的两个农业区域。一个是洪尼

顿花边业区，包括戴文郡南海岸２０哩至３０哩宽的地带和北戴文

的少数地方；另一区域包括白金汉、培德福德、北安普顿等郡的大

部分，以及牛津郡和杭廷登郡的邻近地区。农业短工住的小屋通常

就是工场。有些手工工场老板雇有３０００多个这样的家庭工人，主

要是儿童和少年，全部是女性。在花边整理那里见到的情况又重新

出现了。只不过“老板娘家”被贫穷妇女用自己小屋开办的所谓“花

边学校”代替了。这些学校里的儿童从５岁起（有时还要小）劳动到

１２岁或者１５岁。年龄最小的儿童在第一年每天劳动４至８小时，

稍大一些就从早晨６点劳动到晚上８点或１０点。

“工房通常是小屋的普通卧室，为了挡风，烟囱也堵死了，住在里面的人

甚至在冬天也往往只能靠自己的体温来暖和自己。有的地方，这些所谓教室

象个小贮藏室，连安装火炉的地方都没有…… 这些破旧的小屋异常拥挤，

空气坏极了。此外，臭水沟、厕所、腐烂物以及经常堆在小屋四周的垃圾也产

生着有害的影响。”

关于占有空间的情况：

“在一所花边学校里，有１８个女孩和一个老板娘，每人占有３３立方呎的

空间；在另一所臭气熏天的学校里，有１８个人，每人占有２４
１
２
立方呎。在这

个行业中，竟雇用２岁到２岁半的儿童干活。”（２６１）

（２６０）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２号报告》１８６４年版第ⅩⅪ、ⅩⅫ页。

（２６１） 同上，第ⅩⅩⅨ、ⅩⅩⅩ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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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白金汉和培德福德这两个农业郡中不从事手织花边业的地

方，草辫业就兴起了。这种行业扩展到哈特福郡的大部分地区和艾

塞克斯郡的西部和北部。１８６１年，从事草辫业和草帽业的共有

４８０４３人，其中有各种年龄的男子３８１５人，其余都是妇女，２０岁以

下的有１４９１３人，其中儿童近７０００人。在这里，“草辫学校”代替了

花边学校。孩子们通常从４岁起，有时在３岁到４岁之间，就开始

在这里学编草辫。他们当然受不到任何教育。孩子们自己都把初

级小学称为“自然的学校”，来和这种吸血的场所相区别。他们到这

种地方来劳动，只是为了完成他们的挨饿的母亲指定他们完成的

活，即每天大多要完成３０码。下工后，母亲往往还要孩子在家里再

劳动到夜里１０、１１以至１２点。他们不断用唾液把麦秆润湿，因此

常常割破手指和嘴唇。根据巴拉德医生所综合的伦敦卫生视察员

们的共同意见，在卧室或工房中，每个人至少应占有３００立方呎的

空间。但是，草辫学校里的空间比花边学校还要小，每个人只有１２

２
３
立方呎、１７立方呎、１８

１
２
立方呎，最多也不到２２立方呎。调查委

员怀特说：

“这些数字中的最小的数字，比一个装在每边各３呎的箱子里的儿童所

占的空间还要小一半。”

这就是孩子们在１２岁或１４岁以前的生活享受。贫困堕落的

双亲只想从孩子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东西。孩子们长大以后，自然

也就对他们的双亲漠不关心并弃之不管了。

“难怪在这样教养起来的人口中流行着无知和放荡的现象…… 他们的

道德极度败坏…… 许多妇女都有私生子，而且其中很多人还未到成熟年龄

就有了，这种情况使那些熟悉刑事案件统计材料的人也不免大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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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２６２）

但是，堪称基督教权威人士的蒙塔郎贝尔伯爵竟然声称，这些

模范家庭的祖国是什么欧洲的基督教模范国家！

在上述两个工业部门中，工资一般都低得可怜（在草辫学校，

儿童的最高工资在例外的情况下可以达到３先令），而由于实行实

物工资制（这种制度在花边业区特别盛行），工资比它的名义数额

就更低了。（２６３）

（ｅ）现代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

向大工业的过渡。这一革命

由于工厂法在这两种生产方

式中的实行而加速    

单靠滥用妇女劳动力和未成年劳动力，单靠掠夺一切正常的

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单靠残酷的过度劳动和夜间劳动来实现的

劳动力的便宜化，终究会遇到某些不可逾越的自然界限，而以此为

基础的商品的便宜化和整个资本主义的剥削，随着也会发生这种

情形。当这一点终于达到时（这需要很长的时间），采用机器和把分

散的家庭劳动（还有工场手工业）迅速转变为工厂生产的时刻就来

到了。

“服饰”的生产为这一运动提供了最明显的例证。根据童工调

查委员会的分类，这一工业部门包括草帽和女帽业，便帽业，裁缝

    
（２６２）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２号报告》１８６４年版第ＸＬ、ＸＬＩ页。

（２６３）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１号报告》１８６３年版第１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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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妇女头饰业和女时装业（２６４），衬衫业和缝纫业，胸衣业，手套

业和制鞋业，以及其他许多较小的行业，如领带和硬领业等等。

１８６１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这些工业部门中雇用的女工总计有

５８６２９８人，其中２０岁以下的至少有１１５２４２人，１５岁以下的有

１６５６０人。在联合王国（１８６１年），这类女工共有７５０３３４人。同一

时期，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制帽业、制鞋业、手套业及裁缝业雇用的

男工有４３７９６９人，其中１５岁以下的有１４９６４人，１５岁至２０岁的

有８９２８５人，２０岁以上的有３３３１１７人。属于这一领域的许多比较

小的部门还没有统计在内。但是我们就现有的数字来看，单在英格

兰和威尔士，根据１８６１年的调查，从事这种生产的人就有

１０２４２６７人，也就是说，几乎与农业和畜牧业吸收的人数相等。我

们现在才开始明白，机器生产出来的这样惊人的大量产品和“游

离”出来的这样惊人的大量工人究竟到哪里去了。

从事“服饰”生产的有手工工场，它只是把具有现成的分散的

肢体６６的分工在手工工场内部再生产出来；还有较小的手工业师

傅，不过他们已不再象从前那样为个别消费者劳动，而是为手工工

场和商店劳动，这样一来，往往整个城市和整个地区都专门从事某

种行业，象制鞋业等等；最后，有所谓的家庭工人，他们生产大部分

产品，成了手工工场、商店、甚至较小的手工业师傅的分支机构。

（２６５）大量的劳动材料、原料、半成品等由大工业供给，大量的廉价

的任人摆布的人身材料则由大工业和大农业“游离”出来的人组

    

（２６４） 妇女头饰业严格说来只指头饰物的制作，但它也制作女大衣和大披肩；而

ｄｒｅｓｓｍａｋｅｒｓ〔女时装工〕则相当于德国的Ｐｕｔｚｍａｃｈｅｒｉｎｎｅｎ。

（２６５） 英国的妇女头饰业和女时装业大多是在雇主的房屋里进行生产的，工人

一部分是住在那里的常雇女工，一部分是住在外面的打短工的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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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这一领域中的手工工场所以会产生，主要是由于资本家需要在

自己手里拥有一支能适应需求的每一变动的后备军。（２６６）但这些

手工工场又允许分散的手工业生产和家庭生产作为自己的广阔基

础与自己一起并存下去。在这些劳动部门中，所以能大量地生产剩

余价值，同时能使产品越来越便宜，这在过去和现在都主要是由于

工资被降到仅够糊口的最低限度，而劳动时间却延长到人能忍受

的最高限度。正是由于转化为商品的人的血和汗日益便宜，销售市

场曾不断地扩大并且仍在一天天扩大，而对英国来说，盛行英国习

俗和爱好的殖民地市场尤其是如此。最后，转折点来到了。旧方法

的基础是单纯对工人材料进行残酷的剥削，同时多少采用一些系

统发展起来的分工。这种基础已经不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市场和

更加迅速地发展着的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了。采用机器的时刻来到

了。同等地占领这一生产领域所有部门（如女时装业，裁缝业，制鞋

业，缝纫业，制帽业等）的具有决定性革命意义的机器，是缝纫机。

缝纫机对工人的直接影响，同所有在大工业时期征服新生产

部门的机器的影响大体相似。年龄最小的儿童被排挤了。同家庭

工人（其中很多人都是“穷人中的最穷者”）相比，机器工人的工资

提高了。处境较好的手工业者的工资由于机器的竞争而降低了。新

的机器工人完全是少女和年轻妇女。她们靠机械的力量消灭了男

工在较重的劳动中的独霸地位，并且把大批老年妇女和未成熟儿

童从较轻的劳动中赶走。这种强有力的竞争扼杀了最弱的手工劳

    

（２６６） 调查委员怀特视察了一个军服手工工场，该工场雇有１０００—１２００人，几

乎全部是女性：他又视察了一个有１３００个工人的制鞋工场，其中几乎一半是儿童和少

年，等等。（《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２号报告》第ＸＬⅦ页第３１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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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最近十年来伦敦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的惊人增长，同机器

缝纫业的扩大是齐头并进的。（２６７）使用缝纫机的新的女工，按

照机器的轻重、大小及其性能，坐着或者站着，用手和脚或者单

用手推动机器，她们要支出大量的劳动力。她们的劳动由于拖得

很长（虽然大多比在旧制度下要短些）危害着她们的健康。在制

鞋业、胸衣业和制帽业等行业中，本来已经很小很挤的工场，现

在再塞进缝纫机，对健康就更加有害了。调查委员洛德

说：    

“一走进有３０到４０个机器工人挤在一起干活的低矮的劳动场所，就感

到受不了…… 温度（一部分是由烧熨斗的煤气炉发出的）高得可怕…… 

在这些劳动场所尽管通行的是所谓适度的劳动时间，即从上午８点至下午６

点，但每天照例还是有３个或者４个人晕倒。”（２６８）

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资料改革的这一必然产物，是在各

种错综复杂的过渡形式中完成的。这些过渡形式的变化，取决于缝

纫机占领这一或那一工业部门的范围的大小和时间的长短，取决

于工人当时的状况，取决于工场手工业生产、手工业生产或家庭生

产三者谁占优势，取决于劳动场所的租金（２６９），等等。例如，在劳

动（主要通过简单协作）多半已经组织起来的女时装业中，缝纫

      

（２６７） 例如，１８６４年２月２６日，在中央注册局局长１７７的一周死亡情况报告中有５

起饿死事件。同一天，《泰晤士报》又报道了一起饿死事件。一周中有６个人成了饥饿的

牺牲品！

（２６８）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２号报告》１８６４年版第ＬⅩⅦ页第４０６—４０９号；第

８４页第１２４号；第ＬⅩⅩⅢ页第４４１号；第６８页第６号；第８４页第１２６号；第７８页第

８５号；第７６页第６９号；第ＬⅩⅩⅡ页第４３８号。

（２６９） “劳动场所的租金看来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因此，把工作包给小雇

主和家庭的旧制度在首都维持得最久，恢复得最早。”（同上，第８３页第１２３号）后面这

句话只是就制鞋业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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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最初只是工场手工业生产的一个新因素。在裁缝业、衬衫业和制

鞋业等行业中，种种形式交织在一起了。有的地方是真正的工厂生

产；有的地方是中间人从资本家头儿那里取得原料，在“小屋”或

“阁楼”里把１０—５０或者更多的雇佣工人聚集在缝纫机周围；最

后，有的地方则象机器尚未形成有组织的体系而只能小范围使用

时会发生的情形那样，是手工业者或家庭工人同自己的家人或少

数外面雇来的工人一起，使用属于他们自己的缝纫机。（２７０）在英

国，现在盛行的实际上是这样一种制度：资本家在自己的厂房里集

中大量的机器，然后把机器产品分给家庭工人大军去进一步加工。

（２７１）但是，过渡形式的错综复杂并不能掩盖向真正的工厂生产转

变的趋势。助长这种趋势的，首先是缝纫机本身的性能，它的多种

多样的用途促使以前分散的生产部门在同一个厂房里和在同一个

资本的指挥下联合起来；其次是，初步的缝纫工作以及其他一些操

作最适合在机器所在的地方进行；最后是，那些用自己的机器进行

生产的手工业者和家庭工人不可避免地遭到剥夺。现在，这种命运

已经部分地落在他们身上了。投在缝纫机上的资本量的不断增加

（２７２），刺激了生产，并造成了市场停滞，从而迫使家庭工人出卖自

己的缝纫机。缝纫机本身的生产过剩又迫使急于打开销路的缝纫

机生产者按周出租缝纫机，这就造成了把小的机器所有者置于死

地的竞争局面。（２７３）机器结构的不断变化和机器的日益便宜，

    

（２７０） 在手套业等行业中，工人的状况和需要救济的贫民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所

以不存在这种情况。

（２７１）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２号报告》１８６４年版第８３页第１２２号。

（２７２） 仅仅莱斯特一个地方，生产批发商品的制靴制鞋业，在１８６４年就已经使

用了８００台缝纫机。

（２７３）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２号报告》１８６４年版第８４页第１２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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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旧机器也不断地贬值，以致只有那些以极低的价格大批收买这

种机器的大资本家，才能从使用机器中获利。最后，用蒸汽机代替

人，在这里也象在一切类似的变革过程中一样，具有决定性的意

义。蒸汽力的运用最初遇到了一些纯粹技术上的障碍，例如机器发

生震动，控制机器速度有困难，轻型机器损坏很快等等，但经验很

快就教会了人们克服这些障碍。（２７４）如果说，一方面许多工作机

在比较大的手工工场中的集中促进了蒸汽力的应用，那末另一方

面，蒸汽同人的肌肉的竞争则加速了工人和工作机在大工厂的集

中。例如，英国生产服饰的庞大领域，正如大部分其他行业一样，现

在正经历着从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家庭劳动过渡到工厂生产的变

革。但在这以前，所有这些形式已经在大工业的影响下完全变样、

解体，变得畸形了，它们没有显示出工厂制度的积极发展因素，却

老早就再现了工厂制度的一切可怕的方面，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２７５）

这种自发进行的工业革命，由于工厂法在所有使用妇女、少年

和儿童的工业部门的推行而被人为地加速了。强制规定工作日的

长度、休息时间、上下工时间，实行儿童的换班制度，禁止使用一切

    

（２７４） 例如，伦敦品利科的军服厂，伦敦德里的梯利—汉德逊衬衫厂，里美黎克

的一家使用近１２００个“人手”的台特公司服装厂就是这样。

（２７５） “向工厂制度过渡的趋势”（《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２号报告》１８６４年版第Ｌ

ⅩⅦ页）。“现在整个行业都处于过渡状态，并经历着花边业、织布业等已经历过的那种

变化。”（同上，第ＬⅩⅦ页第４０５号）“一次完全的革命。”（同上，第ⅩＬⅥ页第３１８号）在

１８４０年童工调查委员会的那个时期，织袜业还是手工操作。从１８４６年起，就采用了各

种不同的机器，现在这些机器已用蒸汽推动。英国织袜业雇用的各种年龄（从３岁起）

的男女工人总数，在１８６２年将近１２万人。其中受到工厂法约束的，根据１８６２年２月

１１日的议会报告１７８，只有４０６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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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满一定年龄的儿童等等，一方面要求采用更多的机器（２７６），并

用蒸汽代替肌肉充当动力（２７７）。另一方面，为了从空间上夺回在

时间上失去的东西，就要扩充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如炉子、厂房等

等，一句话，要使生产资料在更大程度上集中起来，并与此相适应，

使工人在更大程度上结集起来。每一种受工厂法威胁的工场手工

业所一再狂热鼓吹的主要反对论据，实际上不外是：必须支出更大

量的资本，才能在原有规模上继续进行生产。至于说工场手工业和

家庭劳动之间的中间形式以及家庭劳动本身，那末，随着工作日和

儿童劳动受到限制，它们也就日益失去立足之地。对廉价劳动力的

无限制的剥削是它们竞争能力的唯一基础。

工厂生产的重要条件，就是生产结果具有正常的保证，也就是

说，在一定的时间里生产出一定量的商品，或取得预期的有用效

果，特别在工作日被规定以后更是如此。其次，被规定的工作日的

法定休息时间，要求劳动能够突然地和周期地停顿下来，而不损害

正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制品。当然，纯机械性质的行业同那些要经

历某种化学和物理过程的行业（如陶器业、漂白业、染色业、面

包业以及大部分金属加工业）相比，生产结果比较容易得到保证，

劳动的中断也比较容易做到。只要不受限制的工作日、夜工以及

对人力的肆意糟蹋照旧存在，每一种自然发生的障碍都会很快被看

（２７６） 例如，关于陶器业，“格拉斯哥不列颠陶器厂”的柯克伦公司报告说：“为了

维持我们的生产水平，我们现在广泛地使用机器，用非熟练工人去照管它们。每天的经

验都告诉我们，我们这样做能够比使用旧方法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工厂视察员报告。

１８６５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１３页）。“工厂法的作用，是促进机器的进一步采用。”（同上，第

１３、１４页）

（２７７） 例如，陶器业实行工厂法以后，用机动辘轳代替手摇辘轳的现象大大增加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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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生产上的永恒的“自然界限”。没有一种毒药消灭害虫能比工厂

法消灭这类“自然界限”更有把握。没有任何人比陶器业的先生

们叫喊“不可能”叫得更响亮的了。１８６４年，工厂法强制施行到

他们身上，过了１６个月以后，一切不可能都消失了。工厂法所引

起的

“用压缩代替蒸发制造陶土的改良方法，烘土坯的炉子的新结构等等，都是制

陶技术上极其重要的事件，它们标志着上一世纪无法比拟的制陶技术上的进

步…… 炉温大大降低了，而煤的消耗大大减少了，土坯烧得更快了”

（２７８）。

同各种预言相反，提高的并不是陶制品的成本价格，而是产

量，结果从１８６４年１２月到１８６５年１２月的１２个月中，陶制品出

口的价值比前三年的平均出口价值超过了１３８６２８镑。在火柴业

里，少年们甚至在吃中饭时也得用火柴棍去浸蘸发热的磷混合溶

液，这种溶液的有毒的气体直扑到他们脸上，这种情况过去被认

为是自然规律。工厂法（１８６４年）的实施使工厂不得不节省时间，

结果促使一种浸蘸机问世，这种机器发出的气体不会扑到工人身

上。（２７９）目前还没有受到工厂法约束的那些花边工场手工业部

门还坚持认为，由于各种花边材料烘干时间长短不同，从３分钟

到１小时或１小时以上不等，所以吃饭时间不能固定。对于这种

说法，童工调查委员会委员回答说：    

（２７８）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５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９６、１２７页。

（２７９） 火柴厂由于采用了这种机器和其他的机器，其中一个部门就用３２个１４岁

至１７岁的男女少年代替了２３０个青年。１８６５年，由于蒸汽力的应用，这种节省工人的

做法又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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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情况和壁纸业的情况一样。这个部门的某些主要工厂主曾激烈

地争辩说，由于所使用的材料的性质和这些材料要经过的各道工序的差异，

突然停下劳动去吃饭，就会造成重大的损失…… 按照《工厂法扩充条例》

〈１８６４年〉第６节第６条的规定，自该法公布之日起给予他们１８个月的期限，

期满后，他们就必须遵行工厂法所规定的休息时间”（２８０）。

议会刚批准这个法律，工厂主先生们就已经发现：

“我们原来预料实行工厂法后会产生的种种弊端并没有出现。我们没有

发现生产有任何瘫痪现象，实际上，我们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得更多了”（２８１）。

我们看到，英国议会（肯定不会有人责备它的独创性）根据经

验已经认识到，仅仅一项强制性的法律，就可以消除一切有碍于限

制和规定工作日的所谓生产上的自然障碍。因此，当一个工业部门

实行工厂法时，总要给予６到１８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期内，工厂

主的事情就是扫除技术上的障碍。米拉波的格言“不可能？永远别

对我说这种蠢话！”，特别适用于现代工艺学。但是，如果说工厂法

就这样象在温室里那样使工场手工业生产转化为工厂生产所必需

的物质要素成熟起来，那末，它又由于使扩大资本支出成为必要而

加速了小师傅的破产和资本的积聚。（２８２）

撇开纯技术上的和技术上可以排除的障碍不说，对工作日的

规定还遇到工人本身的不规则的生活习惯的障碍，这特别是发生

在这样的地方，那里盛行计件工资，在一天或一星期中所旷费的时

    

（２８０）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２号报告》１８６４年版第Ⅸ页第５０号。

（２８１）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５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２２页。

（２８２） “必要的改良……在许多旧的手工工场中是不可能实行的，因为要支出一

大笔资本，而这是现在许多所有者的财力所不能胜任的…… 工厂法的施行必然会引

起暂时的紊乱，这种紊乱的程度同需要革除的弊病的大小成正比。”（同上，第９６、９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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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可以由以后的过度劳动或做夜工来补偿，这种方法使成年工人

变得野蛮，使他们的未成年的和女性的伙伴遭到毁灭。（２８３）劳动

力耗费方面的这种毫无规则的情形，虽然是对单调乏味的苦役的

一种自发的粗暴反应，但在极大程度上是由生产本身的无政府状

态引起的，而这种无政府状态又是以资本对劳动力的不受限制的

剥削为前提的。除了工业周期的一般的周期变动和每个生产部门

的特殊的市场波动外，还出现一种因航海季节的周期性或因赶时

髦而形成的所谓旺季，此外，还会突然出现必须在最短期限内完成

大批定货的情况。这种短期定货的习惯随着铁路和电报的发展越

来越变得经常了。例如，伦敦的一个工厂主说：

“铁路系统扩展到全国各地，大大地助长了短期定货的习惯；买主现在从

格拉斯哥、曼彻斯特和爱丁堡每隔１４天来一次，或者是到我们供货的西蒂大

商行成批购货。他们不再象往常那样从货栈里购买，而是发出必须立即交货

的定单。前几年，我们总是可以在淡季预先准备好下一季的需要，而现在谁也

不能预言将会需要什么。”（２８４）

在那些尚未受工厂法约束的工厂和手工工场里，在所谓旺季，

由于突如其来的定货，周期性地盛行着骇人听闻的过度劳动。在

    

（２８３） 以高炉为例，“由于工人们习惯于在星期一不上工，有时星期二的一部分

时间或者整天也不上工，所以，每到周末，劳动时间一般都要大大延长”（《童工调查委

员会。第３号报告》第Ⅵ页）。“小师傅们的劳动时间一般是极不规则的。他们放过２天

或者３天，以后就通宵劳动以弥补损失…… 如果他们有子女，还会让自己的子女来

劳动。”（同上，第Ⅶ页）“上工时间没有规则的现象，由于人们可能并且习惯于靠过度劳

动来弥补损失而得到了滋长。”（同上，第ⅩⅤⅢ页）“在北明翰，时间的损失令人吃惊

……他们在一部分时间里游游逛逛，在另一部分时间里则拚命赶活。”（同上，第Ⅵ页）

（２８４）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４号报告》第ⅩⅩⅫ页。“据说，铁路系统的扩展大大

地助长了这种突然定货的习惯，结果工人们不得不拚命赶活，连饭都顾不上吃，还要加

班加点。”（同上，第ⅩⅩⅪ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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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手工工场和商店的那些分支机构里，即在本来就极不规则的

家庭劳动领域里，原料和定货完全取决于资本家的情绪，在这里，

资本家根本不用去考虑厂房、机器等的利用问题，而只是拿工人的

生命去冒险。在这个领域里，正系统地培育着一支随时可供支配的

产业后备军，这支后备军在一年的一部分时间里由于被迫从事非

人的劳动而遭到摧残，在另一部分时间里则由于没有工作而穷困

堕落。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说：

“雇主们利用家庭劳动习以为常的不规则性，在要完成紧急的活时，迫使

家庭劳动延长到夜间１１点、１２点、２点，事实上，就象通常所说的，延长到随

便什么时间”，而劳动场所又是“臭气熏天，简直会使你晕倒。你可能走到门

口，把门打开，但不敢往里走”（２８５）。

有一个被询问的证人鞋匠说：

“我们的雇主真古怪，他们相信，让一个少年在这半年累得要死，在另外

半年又几乎被迫到处闲逛，这对少年似乎没有什么害处。”（２８６）

这些所谓“商业习惯”（《ｕｓａｇｅｓｗｈｉｃｈｈａｖｅｇｒｏｗｎｗｉｔｈ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ｒａｄｅ》），同技术上的障碍一样，过去和现在都被有利害

关系的资本家硬说成是生产上的“自然界限”，这也是棉纺织业巨

头们在最初受到工厂法威胁时最喜欢叫喊的口号。虽然他们的工

业比任何其他工业更依赖于世界市场，从而也更依赖于航海业，但

是经验已经揭露了他们的谎言。从此以后，任何一种所谓的“商业

障碍”都被英国的工厂视察员看成是一种无聊的借口了。（２８７）事

实上，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极其认真的调查证明：在某些工业中，规定

    

（２８５）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４号报告》第ⅩⅩⅩⅤ页第２３５号和第２３７号。

（２８６） 同上，第１２７页第５６号。

（２８７） “至于说到因航运未能准时完成托运任务而使商业受到的损失，使我想

起，这是１８３２年和１８３３年工厂主先生们最喜欢列举的论据。现在，蒸汽已把一切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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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只不过是把已经使用的劳动量较均衡地分配在全年（２８８）；

这种规定，对于那种害死人的、毫无意义的、本身同大工业制度不

相适应的赶时髦的风气（２８９），是第一个合理的约束；远洋航行和

一般交通工具的发展已经打破了季节性劳动的固有的技术基础

（２９０）；一切其他所谓不能控制的条件，也由于厂房的扩大、机器的

增加、同时使用的工人人数的增长（２９１）以及所有这些变化对批发

商业制度自然产生的反作用而被消除了（２９２）。但是，正象资本通

过自己代表的嘴屡次宣布的那样，要资本同意这种变革，“只有在

    

离缩短了一半，并对交通进行了新的调整。因此，在这方面已提不出任何象过去那样有

力的论据了。这类论调当时在实际考验面前就已经站不住脚，现在肯定也经不起再次

考验。”（《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２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５４、５５页）

（２８８）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３号报告》第ⅩⅧ页第１１８号。

（２８９） 还在１６９９年，约翰·贝勒斯就指出：“时髦的变化无常，使贫苦的穷人增

加。它有两大害处：１．帮工在冬季由于找不到工作而陷入贫困，因为衣料商人和织布厂

老板在春天到来以前，在他们得知什么东西将成为时髦货以前，不敢支出资本去雇用

帮工；２．在春天，帮工又不够用，于是，为了保证王国商业在一季或半年内的需要，织布

厂老板必须招收许多学徒，这样就把农民从耕犁旁夺走了，以致使农村缺乏人手，而城

市则大都充满乞丐，一到冬季，许多耻于乞讨的人就会饿死。”（《论贫民、工业、贸易、殖

民地和道德堕落》第９页）

（２９０）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５号报告》第１７１页第３４号。

（２９１） 例如，布莱得弗德出口商人的证词说：“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少年人在

商店里从早晨８点干到晚上７点或７点半就够了，用不着再延长。唯一的问题是得增加

开支和增加人手。如果某些雇主不这样贪图利润，少年人是没有必要劳动到这样晚的；

添置一部机器只需花费１６镑到１８镑…… 一切困难都是由设备不够和空间不足引起

的。”（同上，第１７１页第３５、３６、３８号）

（２９２） 同上，［第８１页第３２号］。伦敦有一个工厂主认为，强制规定工作日是保护

工人不受工厂主侵害的手段，也是保护工厂主本身不受批发商侵害的手段。他说：“我

们的行业所受到的压力是由出口商人造成的；例如，他们愿意用帆船运送货物，既想在

一定的季节到达目的地，同时又想把帆船运费和轮船运费之间的差额装进自己腰包；

或者，从两艘轮船中挑选最先出航的一艘，争取在他们的竞争者之前到达国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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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的一项普遍法令的压力下”（２９３），即用法律强制规定工作日

的情况下，才能办到。

９．工厂法（卫生条款和教育条款）。

  它在英国的普遍实行      

工厂法的制定，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式的第一次有意

识、有计划的反作用。正如我们讲过的，它象棉纱、走锭精纺机和电

报一样，是大工业的必然产物。在谈到工厂法在英国普遍实行之

前，我们还要简单地提一提英国工厂法中与工作日的小时数无关

的某些条款。

撇开卫生条款中使资本家容易规避的措辞不说，它的内容也

是非常贫乏的，实际上只是就粉刷墙壁和其他几项清洁措施，通风

和危险机器的防护等做出一些规定。我们在第三卷里还会谈到，工

厂主曾怎样进行疯狂的斗争，反对这些要求他们拿出少量的钱来

保护他们“人手”的四肢的条款。在这里，再一次光辉地证实了自由

贸易论者的信条：在一个存在着对抗利益的社会里，人人追逐私

利，就会促进公共福利。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大家知道，在过去二

十年间，爱尔兰的亚麻工业以及随之兴起的打麻工厂，都得到了很

大的发展。１８６４年那里的打麻工厂已有约１８００个。每到秋冬两

季，一些完全不熟悉机器的人，主要是少年和妇女，即附近小租地

农民的妻子儿女，便定期地放下地里的活，到打麻工厂从事往

    

（２９３） 有个工厂主说：“只有在议会的一项普遍法令的压力下，以牺牲生产的扩

大为代价，才能避免这种情况。”（《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５号报告》第Ⅹ页第３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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辗压机里装填亚麻的劳动。这里的事故，按其数量和程度来说是机

器史上根本没有先例的。只在基尔迪南（在科克附近）的一家打麻

工厂里，从１８５２年至１８５６年就一共发生６起造成死亡和６０起造

成严重残废的事故，而所有这些事故本来只要花几先令，安上一些

最简单的装置就可以防止。达翁帕特里克各工厂的合格医生冯·

怀特，在１８６５年１２月１６日的官方报告中说道：

“打麻工厂里的事故可怕到了极点。大多都是身体被铡掉四分之一。受伤

者的通常结局，不是死亡就是变成残废，痛苦终身。国内工厂数量的增多当然

会扩大这种可怕的结果。我相信，通过国家对打麻工厂的适当监督，可以避免

身体和生命的大量牺牲。”（２９４）

为了迫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最起码的卫生保健设施，也

必须由国家颁布强制性的法律。还有什么比这一点更能清楚地说

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呢？

“１８６４年的工厂法使陶器业的２００多个工场进行了粉刷和清扫，这些工

场已经有二十年或者根本就节制了这一类的工作。〈这就是资本的“节欲”！〉

这些作坊里雇有２７８７８个工人，他们直到今天还在过度的日间劳动甚至往往

在过度的夜间劳动中，呼吸着极端有害的空气。这种空气使得这种在其他方

面危害较少的职业也成为疾病和死亡的温床。工厂法使通风设备大大增加

了。”（２９５）

同时，工厂法的这个部分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其

本质来说，只要超过一定的限度就拒绝任何合理的改良。我们一再

指出，英国的医生曾异口同声地宣布，每人起码要有５００立方呎的

空间才能持续地工作。好了！既然工厂法通过它的各种强制性规

定间接地加速了较小的工场向工厂的转化，从而间接地侵害

    

（２９４）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５号报告》第ⅩⅤ页第７２号及以下各号。

（２９５）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５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１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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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较小的资本家的所有权，并确保了大资本家的垄断权，那末，法

律关于工场中的每个工人应占有必要空间的强制规定，就会一下

子直接剥夺成千上万的小资本家！就会动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根基，也就是说，会破坏大小资本通过劳动力的“自由”购买和消费

而实现自行增殖。因此，工厂法在５００立方呎的空间面前碰壁了。

卫生机关、工业调查委员会、工厂视察员，都一再强调５００立方呎

的必要性，又一再述说不可能强迫资本接受这一点。这样，他们实

际上就是宣布，工人的肺结核和其他肺部疾病是资本生存的条件。

（２９６）

尽管工厂法的教育条款整个说来是不足道的，但还是把初等

教育宣布为劳动的强制性条件。（２９７）这一条款的成就第一次证明

了智育和体育（２９８）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可能性，从而也证明了体

力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的可能性。工厂视察员从教师的证词

中就发现：虽然工厂儿童上课的时间要比正规的日校学生少一半，

但学到的东西一样多，而且往往更多。

    

（２９６） 我们从经验中发现，一个中等健康的人每次呼吸通常大约要消耗２５立方

吋空气，而每分钟大约要呼吸２０次。所以，一个人在２４小时内所消耗的空气约为７２万

立方吋或４１６立方呎。我们又知道，呼吸过的空气在自然大工场内经过净化以前，是不

能再用于呼吸过程的。根据瓦伦亭和布朗纳的试验，一个健康的人看来每小时呼出的

碳酸气约为１３００立方吋；这就等于说，在２４小时内从肺中排出的，约合８盎斯固体炭

素。“每人至少应该有８００立方呎。”（赫胥黎）

（２９７） 根据英国工厂法，如果父母不能让他们的１４岁以下的孩子同时受初等教

育，就不能把他们送进“受监督”的工厂做工。工厂主对遵守法律有责任。“工厂教育是

强制性的，并且是劳动条件之一。”（《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５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１１１页）

（２９８） 关于体育（对青少年来说还有军事训练）同工厂儿童和贫民学生的强制教

育相结合的非常有利的结果，可以参看纳·威·西尼耳在“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第

七届年会上的演说。（载于《总结报告》１８６３年伦敦版第６３、６４页）并参看１８６５年１０月

３１日工厂视察员报告第１１８、１１９、１２０、１２６页及以下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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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理很简单。他们只是半天在学校里，所以总是精力充沛，几乎随时都

适于并愿意学功课。半工半读的制度使得两种活动互为休息和调剂，因此，对

儿童来说，这种制度比不间断地从事其中一种活动要合适得多。一个从清晨

就坐在学校里的儿童，特别在暑天，不可能同一个从劳动中来的活泼愉快的

儿童相比。”（２９９）

关于这一点，从西尼耳于１８６３年在爱丁堡举行的社会学家大

会的演说中也可以找到进一步的例证。他在这篇演说中还指出，上

层阶级和中层阶级的孩子们的片面的、不生产的和漫长的学习日，

只是白白地增加教师的劳动，“同时，不仅无益地并且是绝对有害

地浪费着儿童的时间、健康和精力”（３００）。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

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

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

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

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我们已经看到，大工业从技术上消灭了那种使整个人终生固

    

（２９９）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５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１１８、１１９页。一个天真的丝织厂

主曾对童工调查委员会委员说：“我完全相信，造就优秀工人的真正秘诀在于从幼年时

期起就把劳动与智育结合起来。当然，劳动既不应该过分紧张，又不应该令人厌恶、有

损健康。我希望我自己的孩子们能有劳动和游戏作为他们上课的调剂。”（《童工调查委

员会。第５号报告》第８２页第３６号）

（３００） 西尼耳在“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第七届年会上的演说，载于《总结报

告》第６６页。把纳·威·西尼耳在１８６３年的演说和他对１８３３年工厂法的痛骂比较一

下，或者把这次大会的观点同英国某些农业区域仍然在饿死的威胁下禁止贫穷的父母

送子女上学的事实比较一下，就可以清楚地说明，大工业发展到一定水平是如何通过

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而使人的头脑发生变革的。例如，斯纳耳先生报

告说，在索美塞特郡，如果有一个穷人向教区请求救济，他就得被迫让自己的孩子退

学，这已经成为惯例。例如，菲尔汉市的牧师沃拉斯顿先生谈到过这样的事情：有些家

庭被拒绝给予任何救济，“因为他们让自己的孩子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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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的工场手工业分工。但大工业的资本主义形

式同时又更可怕地再生产了这种分工：在真正的工厂中，是由于把

工人变成局部机器的有自我意识的附件；在其他各处，一部分是由

于间或地使用机器和机器劳动（３０１），一部分是由于采用妇女劳

动、儿童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作为分工的新基础。工场手工业分工和

大工业性质之间的矛盾强烈地表现出来。例如它表现在这样一个

可怕的事实上：现代工厂和手工工场雇用的大部分儿童从最年幼

的时期起就被束缚在最简单的操作上，多年遭受着剥削，却没有学

会任何一种哪怕以后只是在同一手工工场或工厂中能用得上的手

艺。例如，过去在英国的印刷业中，同旧的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制

度相适应，学徒工是从比较简单的活过渡到比较复杂的活。他们经

过一段学习时期，最终会成为熟练的印刷工人。凡从事这门手工业

的人，都必须能读会写。随着印刷机的出现，一切都变了。印刷机

使用两种工人：一种是成年工人，他们看管机器；另一种是少年，大

多从１１岁到１７岁，他们的工作只是把纸铺开送到机器上，或者从

机器上把印好的纸取下来。他们（特别是在伦敦）在一星期中有好

几天要连续不断地从事这种苦工达１４、１５、１６小时，甚至往往一连

劳动３６小时，而中间只有两小时吃饭和睡觉的休息时

    

（３０１） 当手工业性质的机器即人力推动的机器，同发达的机器即以机械动力为

前提的机器直接或间接地发生竞争时，推动机器的工人中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原来

是蒸汽机代替工人，而现在却是工人要代替蒸汽机。工人的劳动力的紧张和消耗因此

就会达到惊人的程度，而且注定要受这种苦刑的完全是未成年人！如调查委员朗格在

考文垂及其附近地方发现，人们使用１０岁到１５岁的少年推动织带机，至于使用更幼小

的孩子去推动小型织机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这是非常吃力的工作。儿童成了蒸汽力

的单纯的代用品。”（《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５号报告》１８６６年版第１１４页第６号）关于官

方报告所说的“这种奴隶制度”的杀人后果，见同页及以下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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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３０２）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不识字，他们通常都是非常粗野的、反

常的人。

“要使他们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不需要任何知识教育；他们很少有机会接

触技艺，更少有机会运用判断力；他们的工资虽然在少年中略高一些，但是不

会随着他们的成长按比例增加，而且大多数人都没有任何希望被提升到收入

较高和责任较大的机器看管工人的职位，因为每一台机器只需要一个看管工

人，却往往需要４个少年。”（３０３）

当他们长大到不适于从事儿童劳动时，也就是最迟到１７岁

时，就被印刷厂解雇。他们成为罪犯的补充队。企图在别的地方为

他们找到职业的某些尝试，也都由于他们的无知、粗野、体力衰退

和精神堕落而遭到了失败。

关于工场内部的工场手工业分工所谈到的这一切，也适用于

社会内部的分工。只要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构成社会生产的普遍

基础，生产者对专一生产部门的依附，他的职业的原有多面性的破

坏（３０４），就成为发展的必要因素。在这一基础上，每一个特殊的生

产部门都通过经验找到适合于自己的技术形式，慢慢地使它完善，

而一当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就迅速地使它固定下来。除商业提供

的新的劳动材料外，劳动工具的逐渐改变也会不时地引起变化。

    

（３０２）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５号报告》１８６６年版第３页第２４号。

（３０３） 同上，第７页第６０号。

（３０４） “在苏格兰高地某些地方……根据统计报告，有许多牧羊人和茅舍贫农及

其妻子儿女，穿着他们用自己鞣制的皮革缝制的鞋子，穿着不经任何外人之手而自己

制成的衣服，做衣服的材料是他们自己从羊身上剪下来的，或者是用他们自己种出来

的麻。在做衣服时，除锥子、针、顶针和极少数织布用的铁制工具外，几乎没有一件买来

的东西。染料是妇女们自己从树、灌木、野草上面采来的。”（《杜格耳德·斯图亚特全

集》汉密尔顿版第８卷第３２７—３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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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从经验中取得适合的形式，工具就固定不变了；工具往往世代

相传达千年之久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各

种特殊的手艺直到十八世纪还称为：ｍｙｓｔｅｒｉｅｓ（ｍｙｓｔèｒｅｓ）〔秘诀〕

（３０５），只有经验丰富的内行才能洞悉其中的奥妙。这层帷幕在人

们面前掩盖起他们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使各种自然形成的分门

别类的生产部门彼此成为哑谜，甚至对每个部门的内行都成为哑

谜。大工业撕碎了这层帷幕。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

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

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

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

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工艺学揭示了为数不多的重

大的基本运动形式，不管所使用的工具多么复杂，人体的一切生产

活动必然在这些形式中进行，正象力学不会由于机器异常复杂，就

看不出它们不过是简单机械力的不断重复一样。现代工业从来不

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

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

上是保守的。（３０６）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

    

（３０５） 在埃蒂耶纳·布瓦洛的有名的著作《手工业手册》中写道，帮工升师傅时，

要做如下宣誓：“要兄弟般地热爱同行弟兄，扶持同行弟兄，每个人在自己的职业中决

不随意泄露本行秘诀，甚至为了整体的利益，决不为推销自己的商品而向买主介绍他

人制品的缺点。”

（３０６） “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

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

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

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

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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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

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

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

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

人的全面流动性。另一方面，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

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绝对的矛盾怎

样破坏着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宁、稳定和保障，使工人面临这样的威

胁：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不断被夺走（３０７），在他

的局部职能变成过剩的同时，他本身也变成过剩的东西；我们已经

看到，这个矛盾怎样通过工人阶级的不断牺牲、劳动力的无限度的

浪费以及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洗劫而放纵地表现出来。这是消极的

方面。但是，如果说劳动的变换现在只是作为不可克服的自然规

律，并且带着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碍时都有的那种盲目破

坏作用而为自己开辟道路（３０８），那末，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

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

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

    

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

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弗·恩格斯和卡·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１８４８年伦敦版第５页１７９）

（３０７） “你们夺去了我活命的资料，就是要了我的命。”（莎士比亚）１８０

（３０８） 一个法国工人从旧金山回来后这样写道：“我从没有想到，我在加利福尼

亚竟能够干各种职业。我原来确信，除了印刷业外，我什么也干不了…… 可是，一旦

处在这个换手艺比换衬衫还要容易的冒险家世界中，——请相信我的忠诚！——我也

就和别人一样地干了。由于矿山劳动的收入不多，我就抛弃了这个职业到城里去，在那

里我先后作过印刷工人、屋面工人、铸铅工人等等。因为有了适合做任何工作的经验，

我觉得自己不再象一个软体动物而更象一个人了。”（昂·科尔崩《论职业教育》第２版

第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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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

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

的人员，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

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

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

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工艺学校和农业学校是这种变

革过程在大工业基础上自然发展起来的一个要素；职业学校是另

一个要素，在这种学校里，工人的子女受到一些有关工艺和各种生

产工具的实际操作的教育。如果说，工厂法作为从资本那里争取来

的最初的微小让步，只是把初等教育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那末毫

无疑问，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

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同样毫无疑问，生产的

资本主义形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工人的经济关系，是同这种变革酵

母及其目的——消灭旧分工——直接矛盾的。但是，一种历史生产

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改造的唯一的历史道路。

“鞋匠，管你自己的事吧！”１８１——手工业智慧的这一“顶峰”，在钟

表匠瓦特发明蒸汽机，理发师阿克莱发明经线织机，宝石工人富尔

顿发明轮船以来，已成为一种可怕的愚蠢了。（３０９）

    

（３０９） 政治经济学史上一个真正非凡的人物约翰·贝勒斯，早在十七世纪末就

非常清楚地懂得，必须结束现行的教育和分工，因为这种教育和分工按照相反的方向

在社会的两极上造成一端肥胖，一端枯瘦。他说得很好：“游手好闲的学习并不比学习

游手好闲好…… 体力劳动是上帝自己原本安排好了的…… 劳动对于身体健康犹

如吃饭对于生命那样必要，因为游手好闲固然使人免掉痛苦，但疾病又会给他带来痛

苦…… 劳动给生命之灯添油，而思想把灯点燃…… 愚笨的儿童劳动〈这是对巴泽

多夫及其现代模仿者们的充满预感的反驳〉会使儿童的心灵愚笨。”（《关于创办一所一

切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１６９６年伦敦版第１２、１４、１６、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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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工厂法规定工厂、工场手工业等的劳动时，这最初仅仅表现

为对资本的剥削权利的干涉。相反地，对所谓家庭劳动（３１０）的任

何规定都立即表现为对父权（用现代语言来说是父母权力）的直接

侵犯。温和的英国议会对于采取这一步骤长期来一直装腔作势，畏

缩不前。但是事实的力量终于迫使人们承认，大工业在瓦解旧家庭

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劳动的同时，也瓦解了旧

的家庭关系本身。不得不为儿童的权利来呼吁了。１８６６年童工调

查委员会的最后报告说：

“不幸的是，所有的证词都表明：男女儿童在自己的父母面前比在任何别

人面前都更需要保护。”对一般儿童劳动，特别是对家庭劳动进行无限度的剥

削的制度“之所以能够维持，是由于父母对自己的年幼顺从的儿女滥用权力，

任意虐待，而不受任何约束或监督…… 父母不应当享有为每周取得一点工

资而把自己的孩子变成单纯机器的绝对权力…… 儿童和少年有权为防止

父母权力的滥用而取得立法方面的保护，这种滥用会过早地毁坏他们的体

力，并且使他们道德堕落，智力衰退”。（３１１）

然而，不是父母权力的滥用造成了资本对未成熟劳动力的直

接或间接的剥削，相反，正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通过消灭与父母

权力相适应的经济基础，造成了父母权力的滥用。不论旧家庭制度

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解体表现得多么可怕和可厌，但是由于大

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

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

    

（３１０） 这种劳动多半也在较小的工场中进行，正如我们在花边手工工场和草辫

业中看到的那样，特别是设菲尔德、北明翰等地的金属手工工场，能够更详细地表明这

一点。

（３１１）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５号报告》第ⅩⅩⅤ页第１６２号和《第２号报告》第Ⅹ

ⅩⅩⅧ页第２８５、２８９号，第ⅩⅩⅤ、ⅩⅩⅥ页第１９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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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当然，把基督教日耳曼家庭形

式看成绝对的东西，就象把古罗马家庭形式、古希腊家庭形式和东

方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一样，都是荒谬的。这些形式依次构成

一个历史的发展序列。同样很明白，由各种年龄的男女组成的结合

工人这一事实，尽管在其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也就

是在工人为生产过程而存在，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而存在的那种

形式中，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

过来变成人类发展的源泉。（３１２）

工厂法从一个只在机器生产的最初产物即纺纱业和织布业中

实行的法律，发展成为一切社会生产中普遍实行的法律，这种必然

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从大工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的。

在大工业的背景下，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传统形式经

历着彻底的变革：工场手工业不断地转化为工厂；手工业不断地转

化为工场手工业；最后，手工业和家庭劳动领域在相对说来短得惊

人的时间内变成了苦难窟，骇人听闻的最疯狂的资本主义剥削在

那里为所欲为。在这里最后起了决定作用的，有两方面的情况：第

一，经验不断反复证明，如果资本只是在社会范围的个别点上受到

国家的监督，它就会在其他点上更加无限度地把损失捞回来

（３１３）；第二，资本家自己叫喊着要求平等的竞争条件，即要求对劳

动的剥削实行平等的限制（３１４）。我们且听一听关于这方面的两种

由衷的呼声吧。伍·库克斯利先生们（布利斯托尔的生产钉子、

    

（３１２） “工厂劳动可以象家务劳动一样洁净、美妙，甚至更洁净、更美妙。”（《工厂

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５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１２９页）

（３１３） 同上，第２７、３２页。

（３１４） 关于这一点，在《工厂视察员报告》中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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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条等的工厂主），自愿在自己的企业里实行工厂条例。

“因为邻近各厂继续存在着旧的未经规定的制度，所以他们不得不遭受

损失，眼看着他们的少年工人在下午６点钟以后被引诱到别的地方去继续做

工。他们当然会说：‘这对于我们是一种不公平，并且是一种损失，因为这样会

消耗少年工人的部分体力，而从少年取得的全部利益照理应该是属于我们

的。’”（３１５）

辛普森先生（伦敦纸袋纸盒厂的工厂主）对童工调查委员会委

员说：

“他愿意在任何一个要求实行工厂法的请愿书上签名。无论如何，他在晚

上总是感到不安，工场一关门他就想，别的工场干的时间更长些，正在把生意

从他的鼻子底下抢走。”（３１６）

童工调查委员会总结说：

“只使较大的雇主的工厂遵守规定，而他们同行业的小工场在劳动时间

上却不受任何法律限制，这对较大的雇主是不公平的。在劳动时间的限制上，

把较小的工场看作例外，就造成不平等的竞争条件，这是一种不公平。除此以

外，对较大的工厂主来说还有一种不利：他们的少年工和女工的供给会被引

到不受工厂法约束的工场。最后，这会促使较小的工场增加，而这些较小的工

场对国民的健康、福利、教育以及普遍的改善，几乎毫无例外都是最为不利

的。”（３１７）

童工调查委员会在它的最终报告中，建议把１４０多万儿童、少

年和妇女（其中几乎有一半人受小生产和家庭劳动的剥削）置于工

    

（３１５）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５号报告》第Ⅹ页第３５号。

（３１６） 同上，第Ⅸ页第２８号。

（３１７） 同上，第ⅩⅩⅤ页第１６５—１６７号。关于大生产对小生产的优越性，请参看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３号报告》第１３页第１４４号；第２５页第１２１号；第２６页第１２５

号；第２７页第１４０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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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法的约束之下。（３１８）委员会说：

“如果议会全部接受我们的建议，那末毫无疑问，这样的立法不仅对同它

直接有关的年幼和体弱的工人产生非常有益的影响，而且对直接〈妇女〉和间

接〈男子〉地受立法约束的更大量的成年工人也会产生非常有益的影响。这种

立法会迫使他们接受规则的和适度的劳动时间；它会节约和积蓄体力储备，

而这同他们的个人幸福和国家幸福是息息相关的；它会保护正在发育的一

代，使他们免于在幼年从事毁坏体质和引起早衰的过度紧张的劳动；最后，它

还会为至少１３岁以下的儿童提供接受初等教育的机会，从而结束那种难以

置信的愚昧无知状态，这种状态在委员会的报告里曾得到如实的描写，使人

看了不能不十分痛心，深感民族受到了侮辱。”（３１９）

托利党内阁在１８６７年２月５日通过国王演辞宣布，它已经把

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提案（３１９ａ）定为“法案”。做到这一步，竟需要在

无价值的生物体上进行一个长达二十年的新试验。议会童工调查

委员会早在１８４０年就已经成立了。该委员会１８４２年的报告，用纳

·威·西尼耳的话来说，

    

（３１８） 受工厂法约束的工业部门如下：花边工场手工业，织袜业，草辫业，各种服

饰工场手工业，制花业，制鞋业，制帽业，手套业，裁缝业，一切金属工厂（从炼铁厂到制

针厂），造纸厂，玻璃工场手工业，烟草工场手工业，橡胶厂，制筘（纺织用）业，手织地毯

业，雨伞阳伞工场手工业，纱锭及筒管业，印刷业，装订业，文具用品业（这里还包括纸

盒、卡片、颜色纸等的生产），制绳业，玛瑙装饰品工场手工业，砖厂，手工丝织业，丝带

业，盐厂，制烛厂，水泥厂，砂糖精制业，饼干业，各种木器业及其他种种杂品制造业。

（３１９）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５号报告》第ⅩⅩⅤ页第１６９号。

（３１９ａ） 工厂法扩充条例于１８６７年８月１２日通过。它约束的，是所有金属铸造

业、金属锻冶业及金属加工工场手工业（包括机器制造厂），其次是玻璃工场手工业，造

纸工场手工业，古塔波树胶工场手工业和橡胶工场手工业，烟草工场手工业，印刷业，

装订业，以及一切雇有５０人以上的工场。——１８６７年８月１７日通过的规定劳动时间

的法律，约束较小的工场以及所谓家庭劳动。——我在第二卷中还会回过来讲到这些

法律和１８７２年的新矿业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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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本家和父母的贪婪、自私和残酷，对儿童和少年的困苦、堕落和遭受摧

残，展示出一幅从未见过的极为可怕的图景…… 也许有人会说，报告描写

的是过去时代的惨状。但遗憾的是，我们面前的一些报告说明，这种惨状仍然

存在，同过去一样严重。两年前哈德威克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写道，１８４２年受

到指责的弊端，在今天〈１８６３年〉仍然非常泛滥…… 这份报告〈１８４２年〉二

十年来竟无人过问，在这期间，当年的儿童已长大成人，他们对我们称为道德

的东西，对学校教育、宗教和自然的家庭之爱毫无所知，但我们竟然又让这些

儿童成了现在这一代孩子的父母”（３２０）。

在这期间，社会状况发生了变化。议会再也不敢象当年拒绝

童工调查委员会１８４２年的要求那样，拒绝该委员会１８６３年的要

求了。因此在１８６４年，当该委员会只公布了它的一部分报告时，

瓦器业（包括陶器业）、壁纸、火柴、弹药和雷管制造业以及剪绒

业，便都受到已在纺织业中实行的那些法律的约束。当时的托利

党内阁通过１８６７年２月５日的国王演辞，公布了以童工调查委员

会（这个委员会在１８６６年完成了它的工作）的最后议案为基础的

新法案。    

１８６７年８月１５日和２１日，工厂法扩充条例和工场管理条例

先后获得国王批准。前者约束大企业，后者约束小企业。

工厂法扩充条例约束炼铁厂、铜铁工厂、铸造厂、机器制造广、

金属加工厂、古塔波树胶厂、造纸厂、玻璃厂、烟草厂，还有印刷业

和装订业，以及所有在一年中至少有１００天同时雇有５０名以上工

人的同类工业的工场。

为了对这个法律的适用范围的扩大有一个概括的了解，我们

在这里引用该法律规定的几个定义：

    

（３２０） 西尼耳《社会科学会议》第５５—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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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工业是指〈在这项法律中〉任何一种作为职业或者为了谋利而从事或

者附带从事的手工劳动，它用于制造、改装、装饰、修理或最后加工某种待售

的物品或这种物品的一部分。”

“工场是指有任何一个儿童、少年工人或妇女在其中从事某种‘手工业’，

并且雇用这个儿童、少年或妇女的人有权进入并实行监督的一切有顶的或露

天的房间或场所。”

“受雇是指在一个师傅或在符合下述详细规定的尊亲之一的手下从事一

种‘手工业’，不管领工资或不领工资。”

“尊亲是指父、母、监护人、或其他负责监护或监督基一……儿童或少年

工人的人。”

第７条规定，凡违反该法律的规定而雇用儿童、少年工人和妇

女者，得处以罚款，这一条不仅适用于工场主（不管是不是尊亲之

一），而且也适用于

“尊亲以及其他对儿童、少年工人或妇女有监护权或从他们的劳动中得到直

接好处的人”。

适用于大企业的工厂法扩充条例作了大量可耻的例外规定和

对资本家的卑怯妥协，因此同工厂法比较起来，是后退了。

工场管理条例的各项细节十分贫乏，它在被授权执行该法律

的市政及地方当局手中仍然是一纸空文。１８７１年议会从这些当局

手里收回该法的执行权，把它交给了工厂视察员，从而使工厂视察

员的视察范围一举扩大了１０万多个工场，单是砖厂就增加了３００

个，但对于本来就很缺乏的视察人员，只十分谨慎地增派了８名助

手。（３２１）

    

（３２１） 工厂视察人员包括：２名视察员，２名助理视察员，４１名副视察员。新添的

８名副视察员是１８７１年任命的。１８７１年至１８７２年，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用于执行

工厂法的费用总共只有２５３４７镑，其中还包括控告违法事件的诉讼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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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１８６７年的这次英国立法中引人注意的地方是：一方

面，统治阶级的议会不得不被迫在原则上采取非常的和广泛的措

施，来防止资本主义剥削的过火现象；另一方面，议会在真正实现

这些措施时又很不彻底、很不自愿、很少诚意。

１８６２年的调查委员会还建议对采矿业实行一种新的规定；采

矿业和其他各种工业不同的地方在于，在这里土地所有者和工业

资本家的利益是一致的。过去，这两种利益的对立曾有利于工厂法

的制订；现在，正是由于不存在这种对立，才足以说明矿业立法为

什么会如此拖延和施展诡计。

１８４０年调查委员会揭露了骇人听闻、令人愤慨的事实，这在

整个欧洲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以致议会为了拯救自己的良心，不得

不通过了１８４２年的矿业法，这项法律仅限于禁止使用妇女和不满

１０岁的儿童从事井下劳动。

以后，１８６０年，制订了矿山视察法，规定矿山要受专门任命的

国家官员的检查，不许雇用１０岁至１２岁的儿童，除非他们持有学

校的证明或者按一定的时数上学。由于任命的视察员少得可笑，职

权又很小，加上其他一些下面将要详细叙述的原因，这项法令不过

是一纸空文。

关于矿山的最近的蓝皮书５之一，是《矿山特别委员会的报

告。附证词。１８６６年７月２３日》。这是由下院议员组成的一个有

全权传讯证人的委员会的作品，是厚厚的一册对开本，其中报告本

身一共只有五行，内容是：委员会无话可说，还必须传讯更多的证人！

讯问证人的方法使人想起英国法庭的反问法，就是律师乱七

八糟地提出各种无耻的模棱两可的问题，弄得证人胡里胡涂，然后

对他的话加以歪曲。在这里，律师也就是议会调查委员会的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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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矿主和矿山经营者；证人是矿工，大部分是煤矿工人。这套

滑稽戏最能说明资本的精神了，因此在这里不能不引述几段。为了

便于考察起见，我把调查的结果分类叙述。要记住，问题和回答在

英国蓝皮书中都编有号码，而这里所引用的都是煤矿工人的证

词。    

１．矿山中１０岁以上童工的劳动。劳动，连同到矿山往返的路

程，一般持续１４至１５小时，有时还要长，从早晨３、４、５点钟到傍

晚４—５点钟。（第６、４５２、８３号）成年工人分两班劳动，或者说劳动

８小时，但是为了节省开支，儿童不换班。（第８０、２０３、２０４号）年幼

的儿童主要是雇来开关矿内各巷道的通风门，大一些的儿童则做

较重的活，如运煤等等。（第１２２、７３９、７４０号）这种长时间的井下劳

动一直要做到１８岁或者２２岁，然后才转入真正的挖煤劳动。（第

１６１号）现在儿童和少年所受的折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残酷。

（第１６６３—１６６７号）矿工几乎一致要求议会制订一项法令禁止使

用不满１４岁的童工从事矿山劳动。于是，哈西·维维安（他自己就

是一个矿山经营者）问道：

“这种要求难道不取决于父母的贫穷程度吗？”勃鲁斯先生问道：“如果父

亲死了或者变成残废等等，那末夺去家庭的这个收入来源，难道不残忍吗？那

就必须施行一项普遍的规章。你愿意在任何情况下都禁止不满１４岁的儿童

从事井下劳动吗？”回答：“在任何情况下都愿意。”（第１０７—１１０号）维维安：

“如果矿山禁止使用不满１４岁的童工，父母不会把孩子送到工厂等处去

吗？——一般说，不会。”（第１７４号）工人：“开关通风门看起来很容易，但这

是很苦的活。他们不仅老是挨风吹，而且关在那里完全象关在阴暗的牢房里

一样。”资产者维维安：“孩子如果有灯，他不能在看门的时候读读书吗？——

首先，他得自己买腊烛，再说，也不会允许他这样做。他在那里要注意自己的

工作，他必须尽他的责任。我从来没见过有孩子在矿里念书。”（第１３９、１４１—

１６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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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教育。矿工要求象工厂中那样，制定一项有关儿童强制教育

的法律。他们认为，１８６０年法令中关于使用１０—１２岁儿童要有学

校证明的条款纯粹是一种空想。资本主义审讯官的“寻根究底的”

盘问在这里实在可笑极了。

“法令应当更多地约束谁呢，雇主还是父母？——对双方都约束。”（第

１１５号）“不更多地约束其中的一方吗？——让我怎么回答呢？”（第１１６号）

“雇主有没有表示某种愿望想使劳动时间规定得适合于上学呢？——从来没

有。”（第１３７号）“矿工以后能改进自己的教养吗？——一般说来，他们越来

越坏；染上了各种恶习；酗酒、赌钱等等，完全堕落了。”（第２１１号）“为什么不

送孩子们进夜校呢？——多数煤矿区根本没有夜校。但主要的是，孩子们都

让长时间的过度劳动累得精疲力尽，连眼睛也睁不开。”资产者最后断定说：

“这样看，你是反对教育罗？——决不是，不过……”（第４５４号）“１８６０年的

法令不是规定矿主等等在雇用１０岁至１２岁的儿童时要索取学校的证明

么？——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但是矿主不照办。”（第４４３号）“你认为，法律的

这项条款没有普遍实行吗？——根本就没有实行。”（第４４４号）“矿工对教育

问题很关心吗？——绝大多数人都很关心。”（第７１７号）“他们都盼望实行这

项法律吗？——绝大多数人都盼望。”（第７１８号）“为什么他们不迫使实行这

项法律呢？——有许多工人希望拒绝没有学校证明的儿童做工，但是他会成

为被记名的人。”（第７２０号）“谁给他记名呢？——他的雇主。”（第７２１号）

“那你岂不是相信雇主会追究一个服从法律的人吗？——我相信雇主会这样

做。”（第７２２号）“为什么工人不拒绝使用这样的儿童呢？——这可不由工人

作主。”（第７２３号）“你要求议会干涉吗？——要在矿工的孩子们的教育上多

少做出点有成效的事情，议会必须制定一项法令来强制实行。”（第１６３４号）

“这种办法应适用于大不列颠全部工人的孩子呢，还是只适用于矿工的孩

子？—— 我到这里来是代表矿工说话。”（第１６３６号）“为什么要把矿工的孩

子和别的孩子分开？——因为他们是通常情况下的一个例外。”（第１６３８号）

“在哪一方面？——生理方面。”（第１６３９号）“为什么教育对他们比对其他阶

级的孩子更有价值呢？——我不是说教育对于他们更有价值，但是，由于他们在

矿上从事过度劳动，就更少有机会上日校和星期日学校。”（第１６４０号）“这类问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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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绝对地看，难道不是这样吗？”（第１６４４号）“矿区的学校够么？——不

够。”（第１６４６号）“如果国家要求每一个孩子都入学，那末，从哪里来这么多

的学校容纳所有的儿童上学呢？——我想，如果情况需要这么办，学校自然

会办起来的。”（第１６４７号）“不只是绝大部分孩子，而且绝大部分成年矿工也

都不会写不会读。”（第７０５、７２６号）

３．妇女劳动。虽然从１８４２年以来已经不再在井下使用女工，

但是她们仍被用来在井上装卸煤炭等物，把煤桶拉到运河边和火

车旁，选煤等等。最近３—４年来使用的女工大有增加。（第１７２７

号）这些女工大多数是矿工的妻子、女儿和寡妇，年龄从１２岁至

５０、６０岁不等。（第６４７、１７７９、１７８１号）

“矿工对矿上雇用妇女有什么想法呢？——他们普遍反对这种做法。”

（第６４８号）“为什么？——他们认为这会使女性堕落（第６４９号）…… 妇

女穿着男人的衣服。在许多场合下丧失了任何的羞耻心。有些妇女抽烟。劳

动同井下一样脏。其中许多已婚的妇女不能尽自己的家庭职责。”（第６５０—

６５４号、第７０１号）“寡妇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同样收入（每周８—１０先令）的

职业吗？——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第７０９号）“那末你仍然〈铁石心肠！〉

下决心截断她们的这条谋生之路么？——毫无疑问。”（第７１０号）“哪儿来的

这种情绪呢？——我们矿工非常尊敬女性，不忍看到她们在煤矿里受罪……

 这种活大部分是很繁重的。有许多姑娘一天要卸煤１０吨之多。”（第１７１５、

１７１７号）“你是否认为矿上雇用的女工比工厂雇用的女工更没有道德？——

变坏的人的百分比大于工厂姑娘。”（第１７３２号）“但你不是对工厂里的道德

状况也不满意么？——不满意。”（第１７３３号）“那末你也希望禁止工厂里使

用妇女劳动吗？——不，我不希望。”（第１７３４号）“为什么不希望？——工

厂劳动对于女性比较体面和适合。”（第１７３５号）“你不是认为这种劳动对她

们的道德仍然是有害的吗？——不，远不象矿上的劳动那样有害。不过，我

的意见不仅是出于道德方面的考虑，而且也出于生理和社会方面的考虑。姑

娘们的社会堕落是令人痛心的，是极端严重的。当这些姑娘成为矿工的妻子

以后，她们的丈夫就深受这种堕落之苦，这种情况使他们离开家跑去酗酒。”

（第１７３６号）“但是铁工厂雇用的妇女不也是这样吗？——关于其他生产部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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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什么。”（第１７３７号）“但是铁工厂雇用的妇女和矿上雇用的妇女有什

么不同呢？——我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第１７４０号）“你能找出这两类人

之间的区别吗？——我没有把握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我挨家挨户访问过，知

道我们矿区里的一些丑事。”（第１７４１号）“你是不是很希望在所有会使妇女

堕落的地方消灭妇女劳动呢？——是的……儿童的最好的感情应由母亲来

培养。”（第１７５０号）“但是从事农业的妇女也是这样吗？——农活只有两季，

而我们这里的妇女一年四季都要劳动，有时白天黑夜接着干，汗流浃背，使

她们的体质变弱，健康受到损害。”（第１７５１号）“你没有全盘地研究过这个

问题〈即妇女劳动的问题〉吗？——我观察了周围的情况，我敢说，我在任

何地方都找不到和煤矿上的妇女劳动相似的工作。（第１７５３号）这是男人干

的活，而且是身强力壮的男人干的活。”“较好的矿工想振奋起来并认真做人，

但在妻子那里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她们的连累。” ［第１７９３、１７９４、１８０８

号］    

资产者又乱七八糟盘问了一通之后，终于暴露了他们对寡妇、

贫苦家庭等等的“同情心”的秘密。

“煤矿主们派一些绅士去当总监工，而这些总监工为了博得主人嘉许，就

实行尽可能节约地办一切事情的政策；雇用的姑娘每天得到１先令—１先令

６便士，而男人却得到２先令６便士。”（第１８１６号）

４．验尸陪审员。

“谈到你们区里的验尸陪审员的调查，那末，在发生事故时，工人对法院

的审理是否满意？——不，他们不满意。”（第３６０号）“为什么不满意？——

特别是因为当陪审员的那些人对矿山毫无所知。工人除了当证人以外，根本

不让干别的。通常总是邀请邻近的小店主当陪审员，这些人受矿主即他们的

顾客的影响，对证人的技术用语一窍不通。我们要求由矿工担任一部分陪审

员。判决和证人的证词一般是矛盾的。”（第３６１—３７５号）“陪审员不是应当

公正吗？——是的。”（第３７８号）“工人会成为这样的陪审员吗？——我看不

出有任何原因会使工人不公正。他们了解真实情况。”（第３７９号）“但是他们

会不会由于偏袒工人而作出不公正的苛刻的判决呢？——不，我相信不会。”

（第３８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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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虚假的度量衡等等。工人要求以每周发一次工资的办法代

替两周发一次工资的办法，要求按重量计算，不要按桶的容量计

算，保证不使用假秤等等。

“如果桶被暗地加大，工人不是在提出声明后１４天就可以离开矿井

吗？——但是如果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第１０７１

号）“但他不是仍然可以离开这种不公平的地方吗？——到处都是不公平

的。”（第１０７２号）“但是工人不是在提出声明后１４天又可以离开他所在的地

方吗？——是的。”（第１０７３号）

讯问就此了结！

６．矿山视察。工人不仅遭受瓦斯爆炸事故带来的痛苦。

“我们也要对煤矿内通风不良提出控诉，这种情况使工人在矿内几乎无

法呼吸，因此什么活也干不了。例如，正好现在在我干活的那个工作面上，恶

劣的空气使许多工人病倒了好几个星期。在主要巷道里，空气一般还够用，然

而正好在我们干活的地方就不够用了。如果有谁向视察员控诉通风情况，那

他就会被解雇，并且成为一个‘被记名的’人，到别的地方也找不到工作。１８６０

年的矿山视察法纯粹是一张废纸。视察员的人数太少了，他们也许要７年才

能进行一次形式上的视察。我们的视察员是一个不能做任何事情的７０多岁

的老头，他要管１３０多个煤矿。我们除了需要有更多的视察员外，还需要有

副视察员。”（第２３４号及以下各号）“这样是不是政府应当维持一支视察员队

伍，让他们在没有工人报告的情况下自己就能够解决你们的全部要求？——

这是不可能的，不过他们应该自己到矿井里来听取报告。”（第２８０号）“你是

否相信这样做的结果就会把通风等责任〈！〉从矿主身上推到政府官员身上

呢？——绝不会这样，他们的职责是要迫使人们遵守现行的法律。”（第２８５

号） “你说的副视察员是不是指那些比现任视察员薪水少资历浅的人

呢？——如果你们能够派比较好的，我绝不希望要资历比较浅的。”（第２９４

号）“你们是要更多的视察员呢，还是要比视察员低一级的人呢？——我们需

要那些能亲自到矿上来跑跑并且不顾私利的人。”（第２９５号）“如果你们要求

派次一级视察员的愿望得到满足，那末他们在熟练程度上的缺陷不会造成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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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不会；政府的责任是委派适当的人员。”（第２９７号）

这种讯问法最终连调查委员会的主席也感到太荒唐了。他插

进来说：

“你们是希望有实际经验的人员，能亲自到矿井看看并把情况报告给视

察员，而视察员就可以运用他的较高级的知识。”（第５３１号）“所有这些旧矿

井都搞通风设备，不是会造成很大的花费吗？——是的，费用可能会增加，但

人们的生命将得到保障。”

一个煤矿工人对１８６０年法令第１７条表示抗议：

“现在，如果矿山视察员发现矿井的某一部分不适于工作，他必须向矿主

和内务大臣报告。然后矿主有２０天的考虑时间；２０天期满后，矿主可以拒绝

任何改进。但是矿主要是这样做，他就必须给内务大臣打一个报告，并向他推

荐５名矿山工程师，由内务大臣从中挑选仲裁人。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

矿主实际上是委派自己的仲裁人。”（第５８１号）

资产者讯问人（他自己就是矿主）说：

“这纯粹是一种思辨的异议。”（第５８６号）“这样说来，你们对矿山工程师

的正直评价很低了？——我是说，这种做法非常不合理、不公平。”（第５８８

号）“难道矿山工程师不具备某种公正的品格，从而可以使他们的决定避免你

们所担心的那种偏袒吗？——我拒绝回答有关这些人的个人品格的问题。我

相信，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做事很不公正，在这种人命关天的地方，应当剥夺

他们的这种权力。”（第５８９号）

这个资产者又厚颜无耻地问：

“你不认为矿主也会因瓦斯爆炸而遭到损失吗？”

最后还问道：

“你们工人不请求政府的帮助不能自己维护你们自己的利益吗？——不

能。”（第１０４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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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６５年在大不列颠有３２１７个煤矿和１２个视察员。约克郡的

一个矿主（１８６７年１月２６日《泰晤士报》报道）自己曾计算过，撇

开视察员的纯事务性的工作（而这就占了他们的全部时间）不说，

每个矿山每１０年才能被视察一次。无怪近几年来（特别是１８６６年

和１８６７年）惨祸发生的次数和规模越来越大（有时一次竟牺牲

２００—３００名工人）。这就是“自由”资本主义生产的美妙之处！

１８７２年的法令尽管有很大缺陷，但它无论如何是对矿山雇用

的儿童的劳动时间作出规定，并在一定程度上使矿山经营者和采

矿业主要对所谓的事故负责的第一个法令。

１８６７年调查农业中儿童、少年、妇女劳动情况的皇家委员会

公布了几个很重要的报告。为了把工厂立法的原则在形式上加以

改变而应用到农业方面去，曾有过各种尝试，但直到今天都完全失

败了。可是我在这里必须提醒注意的一点是：普遍应用这些原则的

不可抗拒的趋势已经存在。

如果说，作为工人阶级的身体和精神的保护手段的工厂立法

的普遍化已经不可避免，那末，另一方面，正如前面讲到的，这种普

遍化使小规模的分散的劳动过程向大的社会规模的结合的劳动过

程的过渡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从而使资本的积聚和工厂制度的

独占统治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它破坏一切还部分地掩盖着资本

统治的陈旧的过渡的形式，而代之以直接的无掩饰的资本统治。

这样，它也就使反对这种统治的直接斗争普遍化。它迫使单个的

工场实行划一性、规则性、秩序和节约，同时，它又通过对工作日的

限制和规定，造成对技术的巨大刺激，从而加重整个资本主义生产

的无政府状态和灾难，提高劳动强度并扩大机器与工人的竞争。

它在消灭小生产和家庭劳动的领域的同时，也消灭了“过剩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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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后避难所，从而消灭了整个社会机构的迄今为止的安全阀。它

在使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及其社会结合成熟的同时，也使生产过

程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和对抗成熟起来，因此也同时使新社会

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３２２）

    

（３２２） 罗伯特·欧文是合作工厂和合作商店的创始人，但是正如前面所指出的，

他不象他的追随者那样，对这些孤立的转化要素的作用抱有任何幻想。他不仅在自己

的试验中实际地以工厂制度为起点，而且还在理论上说明工厂制度是社会革命的起

点。来顿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菲塞林先生，在１８６０年至１８６２年所写的著作《实用国民

经济手册》（这部著作以最适当的形式说出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一切庸俗主张）中竭力赞

成手工业生产、反对大工业时，似乎也感觉到了类似的东西——｛第４版注：英国立法

机关通过相互矛盾的工厂法、工厂法扩充条例、工场管理条例而制造的“一起又一起的

诉讼纠纷”（第２６４页①），最终变得使人无法容忍了，因此在１８７８年的工厂和工场法中

把所有有关的法令都合编在一起了。当然这里不可能对这部今天还有效的英国工业法

典提出详细的评论。只指出下列各点就够了。法令约束的范围：１．纺织工厂。在这里几

乎一切情况都和以前一样：１０岁以上的孩子每天准许劳动５１
２
小时，或者每天劳动６

小时，星期六休息；少年和妇女前５天每天劳动１０小时，星期六最多不得超过６１
２
小

时。——２．非纺织工厂。这里的规定比过去更接近于１．中的各项规定，但仍有些对资

本家有利的例外，而且在某些场合，只要得到内务大臣的特别许可，这些例外还可以扩

大。——３．其定义和过去的法令大体相同的工场。要是工场雇用儿童、少年工人或者

妇女，就要受到同非纺织工厂大致相同的待遇，但在细节上又规定较宽。——４．不雇

用儿童或少年工人，只雇用１８岁以上的男女工人的工场。对这一类工场规定得更

宽。——５．只由家庭成员在自家住宅劳动的家庭工场。关于这类工场的各项规定更具

有伸缩性，同时还限定：视察员如果没有得到内阁或法院的特别许可，只准进入那些并

非同时兼作住宅的房间；最后，家庭范围内的草辫业、花边编织业、手套业完全不受约

束。尽管这个法令有这些缺点，但它和１８７７年３月２３日的瑞士联邦工厂法一样，一直

还是这方面的一部最好的法律。把这个法令同刚才提到的瑞士联邦工厂法比较一下特

别有意思，因为这种比较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两种立法方法的优缺点：一种是英国的、

“历史的”、从一件一件事情着手的立法方法；另一种是大陆的、以法国革命传统为基础

的、更为概括的立法方法。可惜，英国这部法典在工场中施行时，由于视察人员不足，大

多仍然是一纸空文。——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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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大工业和农业

大工业在农业以及农业生产当事人的社会关系上引起的革

命，要留到以后才能说明。在这里，我们先简短地提一下某些结果

就够了。如果说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大多避免了机器使工厂工人

遭到的那种身体上的损害（３２３），那末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在造成

工人“过剩”方面却发生了更为强烈的作用，而且没有遇到什么抵

抗，这一点我们在以后将会详细谈到。例如，在剑桥郡和萨福克郡，

最近二十年来耕地面积大大扩大了，但是在这一时期农村人口不

但相对地减少了，而且绝对地减少了。在北美合众国，农业机器目

前只是潜在地代替工人，也就是说，它使生产者有可能耕种更大的

面积，但是并没有在实际上驱逐在业工人。１８６１年，英格兰和威尔

士参加农业机器制造的人数总计有１０３４人，而在蒸汽机和工作机

上干活的农业工人总共只有１２０５人。

大工业在农业领域内所起的最革命的作用，是消灭旧社会的

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因此，农村中社会变革的需

要和社会对立，就和城市相同了。最陈旧和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

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代替了。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原始的家庭

纽带，也就是把二者的早期未发展的形式联结在一起的那种纽带，

    

（３２３） 我们可以在威·哈姆博士的《英国的农具和农业机器》（１８５６年第２版）中

找到关于英国农业所应用的机器的详细叙述。哈姆先生在描述英国农业发展进程时毫

无批判地追随莱昂斯·德·拉维涅先生。｛第４版注：当然，这部著作现在已经过时

了。——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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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撕断了。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为一种新

的更高级的综合，即农业和工业在它们对立发展的形式的基础上

的联合，创造了物质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

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

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

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

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

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３２４）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在破坏这种物

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的同时，又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

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

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在农业中，象在工场手工业中一样，生产过

程的资本主义转化同时表现为生产者的殉难历史，劳动资料同时

表现为奴役工人、剥削工人和使工人贫困的手段，劳动过程的社会

结合同时表现为对工人个人的活力、自由和独立的有组织的压制。

农业工人在广大土地上的分散，同时破坏了他们的反抗力量，而城

市工人的集中却增强了他们的反抗力量。在现代农业中，也和在城

市工业中一样，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

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

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

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

    

（３２４） “你们把人民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粗笨的农民和娇弱的侏儒。天啊！一个

民族分裂为农业利益和商业利益，而且它不仅无视这种惊人的不自然的划分，却正是

因为这种划分，才自称为健康的，甚至自命为开化的和文明的民族。”（戴维·乌尔卡尔

特《家常话》第１１９页）这段话同时表明了这种批判方法的长处和短处，这种方法知道

评论现在，判处现在，却不知道理解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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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

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３２５）因此，资本主

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

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３２５） 参看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１８６２年第７版，特别是第

１卷《农业自然规律概论》。李比希的不朽功绩之一，是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出发阐明了

现代农业的消极方面。他对农业史所作的历史的概述虽不免有严重错误，但也包含一

些卓见。可惜的是，他竟会不加考虑地发表这样的见解：“把土弄得更细并且经常翻耕，

会促进疏松的那部分土壤内的空气流通，扩大并更新受空气作用的土壤表面；但是很

容易理解，土地的收益不会同使用在土地上的劳动成比例地增加，而是以小得多的比

率增加”。李比希接着说：“这个规律最先是由约翰·斯·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

理》中表述的，该书第一卷第１７页这样写道：“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同雇用的

工人人数的增加相比，土地的产量以递减的比率增加，这是农业的普遍规律〈穆勒先

生是以错误的公式复述了李嘉图学派的规律，因为在英国，所使用的工人的减少始终

是同农业的进步并行的，因此，这个在英国并且为了英国而发明的规律，至少在英国

是完全不适用的〉。’这确是令人惊奇的事情，因为穆勒并不知道这个规律的根据。”

（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第１卷第１４３页和注释）且不说李比希对

“劳动”（他所理解的劳动与政治经济学不同）一词的错误解释，无论如何“令人惊奇

的”是，他竟把约翰·斯·穆勒先生当作这个理论的首倡者，其实，这个理论最先是

由亚当·斯密时代的詹姆斯·安德森发表的，并且直到十九世纪初他还在不同的著作

中重复了这个理论。１８１５年，剽窃能手马尔萨斯（他的全部人口论都是无耻的剽窃）把

这个理论据为己有，威斯特在当时也与安德森无关而独立地阐述了这个理论。１８１７年，

李嘉图把这个理论同一般的价值理论联系起来，从此以后，这个理论就以李嘉图的名

字传遍全世界。１８２０年，詹姆斯·穆勒（约翰·斯·穆勒的父亲）把这个理论庸俗化

了，最后，约翰·斯·穆勒先生也把它当作一种老生常谈的学派教条加以复述。不可

否认，约·斯·穆勒之所以享有那种无论如何“令人惊奇”的权威，几乎完全是由于

类似的误解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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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篇

绝对剩余价值和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 十 四 章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劳动过程最初是抽象地，撇开它的各种历史形式，作为人和自

然之间的过程来考察的（见第五章）。在那里曾指出：“如果整个劳

动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加以考察，那末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表现

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在注（７）中还补充说：

“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

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在这里要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就劳动过程是纯粹个人的劳动过程来说，同一劳动者是把后

来彼此分离开来的一切职能结合在一起的。当他为了自己的生活

目的对自然物实行个人占有时，他是自己支配自己的。后来他成

为被支配者。单个人如果不在自己的头脑的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

活动起来，就不能对自然发生作用。正如在自然机体中头和手组

成一体一样，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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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它们分离开来，直到处于敌对的对立状态。产品从个体生产者的

直接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的共

同产品。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

对象。因此，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

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

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

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上面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

产劳动的最初的定义，对于作为整体来看的总体工人始终是正确

的。但是，对于总体工人中的每一单个成员来说，就不再适用了。

但是，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的概念缩小了。资本主义生产不仅

是商品的生产，它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不是为自己生

产，而是为资本生产。因此，工人单是进行生产已经不够了。他必

须生产剩余价值。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

增殖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如果可以在物质生产领域以外

举一个例子，那末，一个教员只有当他不仅训练孩子的头脑，而且

还为校董的发财致富劳碌时，他才是生产工人。校董不把他的资

本投入香肠工厂，而投入教育工厂，这并不使事情有任何改变。因

此，生产工人的概念决不只包含活动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工人和劳

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含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

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把工人变成资本增殖的直接手段。所以，成

为生产工人不是一种幸福，而是一种不幸。在阐述理论史的本书

第四卷将更详细地谈到，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直把剩余价值的生产

看作生产工人的决定性的特征。因此，由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剩

余价值性质的看法的改变，它对生产工人所下的定义也就有所变

化。例如，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因为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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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农业劳动才提供剩余价值。在重农学派看来，剩余价值只存在

于地租形式中。

把工作日延长，使之超出工人只生产自己劳动力价值的等价

物的那个点，并由资本占有这部分剩余劳动，这就是绝对剩余价值

的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构成资本主义体系的一般基础，并

且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起点。就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说，工

作日一开始就分成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这两个部分。为了延长剩

余劳动，就要用各种方法缩短生产工资的等价物的时间，从而缩短

必要劳动。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只同工作日的长度有关；相对剩

余价值的生产使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根本的革命。

因此，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

前提；这种生产方式连同它的方法、手段和条件本身，最初是在劳

动在形式上隶属于资本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和发展的。劳动对资

本的这种形式上的隶属，又让位于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隶属。

至于各种中间形式，在这里只要提一下就够了。在这些中间

形式中，剩余劳动不是用直接强制的办法从生产者那里榨取的，生

产者也没有在形式上隶属于资本。资本在这里还没有直接支配劳

动过程。在那些用古老传统的生产方式从事手工业或农业的独立

生产者的身旁，有高利贷者或商人，有高利贷资本或商业资本，他

们象寄生虫似地吮吸着这些独立生产者。这种剥削形式在一个社

会内占统治地位，就排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过另一方面，这

种剥削形式又可以成为通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例如中世

纪末期的情况就是这样。最后，正如现代家庭劳动的例子所表明

的，某些中间形式还会在大工业的基础上在某些地方再现出来，虽

然它的样子完全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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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说，只要劳动在形式上隶属于资

本就够了，例如，只要从前为自己劳动或者作为行会师傅的帮工的

手工业者变成受资本家直接支配的雇佣工人就够了；另一方面却

可以看到，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也是生产绝对剩余价值

的方法。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正是表现为大工业的特有的产物。

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旦掌握整整一个生产部门，它就不

再是单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手段，而一旦掌握所有决定性的生

产部门，那就更是如此。这时它成了生产过程的普遍的、在社会上

占统治地位的形式。现在它作为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特殊方法，

只在下面两种情况下起作用：第一，以前只在形式上隶属于资本的

那些产业部门为它所占领，也就是说，它扩大作用范围；第二，已经

受它支配的产业部门由于生产方法的改变不断发生革命。

从一定观点看来，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区别

似乎完全是幻想的。相对剩余价值是绝对的，因为它以工作日的

绝对延长超过工人本身生存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上为前提。绝对

剩余价值是相对的，因为它以劳动生产率发展到能够把必要劳动

时间限制为工作日的一个部分为前提。但是，如果注意一下剩余

价值的运动，这种表面上的同一性就消失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一旦确立并成为普遍的生产方式的情况下，只要涉及到剩余价

值率的提高，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差别就可以感

觉到了。假定劳动力按其价值支付，那末，我们就会碰到这样的抉

择：如果劳动生产力和劳动的正常强度已定，剩余价值率就只有通

过工作日的绝对延长才能提高；另一方面，如果工作日的界限已

定，剩余价值率就只有通过工作日两个组成部分即必要劳动和

剩余劳动的相对量的变化才能提高，而这种变化在工资不降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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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价值以下的情况下，又以劳动生产率或劳动强度的变化为

前提。

如果工人需要用他的全部时间来生产维持他自己和他的家庭

所必需的生活资料，那末他就没有时间来无偿地为第三者劳动。

没有一定程度的劳动生产率，工人就没有这种可供支配的时间，而

没有这种剩余时间，就不可能有剩余劳动，从而不可能有资本家，

而且也不可能有奴隶主，不可能有封建贵族，一句话，不可能有大

私有者阶级。（１）

因此，可以说剩余价值有一个自然基础，但这只是从最一般的

意义来说，即没有绝对的自然障碍会妨碍一个人把维持自身生存

所必要的劳动从自身上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别人，例如，同样没有绝

对的自然障碍会妨碍一个人去把别人的肉当作食物。（１ａ）绝不应

该象有时发生的情况那样，把神秘的观念同这种自然发生的劳动

生产率联系起来。只有当人类通过劳动摆脱了最初的动物状态，

从而他们的劳动本身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化的时候，一个人的

剩余劳动成为另一个人的生存条件的关系才能出现。在文化初

期，已经取得的劳动生产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需要是同满足

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其次，在这

个文化初期，社会上依靠别人劳动来生活的那部分人的数量，同直

接生产者的数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随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增

    

（１） “资本家业主作为一个特殊阶级的存在本身是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拉

姆赛《论财富的分配》第２０６页）“如果每个人的劳动刚够生产他自己的食物，那就不会

有任何财产了。”（莱文斯顿《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第１４页）

（１ａ） 据最近统计，仅在地球上已经考查过的地区内，至少还居住着４００万吃人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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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这部分人也就绝对地和相对地增大起来。（２）并且，资本关系

就是在作为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的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作

为资本关系的基础和起点的已有的劳动生产率，不是自然的恩惠，

而是几十万年历史的恩惠。

撇开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

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

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

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

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

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

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例如，可以用英

国同印度比较，或者在古代，用雅典、科林斯同黑海沿岸的地方比较。

绝对必需满足的自然需要的数量越少，土壤自然肥力越大，气

候越好，维持和再生产生产者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因而，生

产者在为自己从事的劳动之外来为别人提供的剩余劳动就可以越

多。狄奥多洛斯谈到古代埃及人时就这样说过：

“他们抚养子女所花的力气和费用少得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们给孩子

随便煮一点最简单的食物；甚至纸草的下端，只要能用火烤一烤，也拿来给孩

子们吃。此外也给孩子们吃沼泽植物的根和茎，有的生吃，有的煮一煮或烧

一烧再吃。因为气候非常温暖，大多数孩子不穿鞋和衣服。因此父母养大一

个子女的费用总共不超过２０德拉马。埃及有那么多的人口并有可能兴建那

么多宏伟的建筑，主要可由此得到说明。”（３）

    
（２） “在美洲未开化的印第安人那里，几乎一切都属于劳动者，百分之九十九的

东西归劳动所有；在英国，工人也许从来没有得到
２
３。”（《东印度贸易对英国的利益》

第７２、７３页）

（３） 狄奥多洛斯《史学丛书》第１卷第８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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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古代埃及能兴建这些宏伟建筑，与其说是由于埃及人口

众多，还不如说是由于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可供支配。个体工人的

必要劳动时间越少，他能提供的剩余劳动就越多；同样，工人人口

中从事生产必要生活资料的部分越小，可以用在其他事情方面的

部分就越大。

资本主义生产一旦成为前提，在其他条件不变并且工作日保

持一定长度的情况下，剩余劳动量随劳动的自然条件，特别是随土

壤的肥力而变化。但绝不能反过来说，最肥沃的土壤最适于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的生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

提。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象小孩子离不开引

带一样”１８２。它不能使人自身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４）资

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

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

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

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以便

经济地加以利用，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驯服自然

力，—— 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如

    

（４） “因为前者〈自然富源〉非常富饶非常有利，它使人无所用心，骄傲自满，放荡

不羁。相反，后者则要求人细心、好学、技巧熟练和有政治才能。”（《英国得自对外贸易

的财富，或我们的对外贸易差额是我们财富的尺度》，伦敦商人托马斯·曼著，他的儿

子约翰·曼现在为了公共利益将本书出版，１６６９年伦敦版第１８１、１８２页）“我觉得，对

于一个民族来说，最大的不幸莫过于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天然就能出产大部分生活资料

和食物，而气候又使人几乎不必为穿和住担忧……当然也可能有另一方面的极端。投

入劳动不能带来任何结果的土地，同不投入任何劳动就能出产丰富产品的土地是一样

坏的。”（［纳·福斯特］《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１７６７年伦敦版第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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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５）、伦巴第、荷兰等地的治水工程就是例子。或者如印度、波

斯等地，在那里人们利用人工渠道进行灌溉，不仅使土地获得必不

可少的水，而且使矿物质肥料同淤泥一起从山上流下来。兴修水

利是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和西西里岛产业繁荣的秘

密。（６）    

良好的自然条件始终只提供剩余劳动的可能性，从而只提供

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可能性，而绝不能提供它的现实性。劳动

的不同的自然条件使同一劳动量在不同的国家可以满足不同的需

要量（７），因而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使得必要劳动时间各不

相同。这些自然条件只作为自然界限对剩余劳动发生影响，就是

说，它们只确定开始为别人劳动的起点。产业越进步，这一自然界

限就越退缩。在西欧社会中，工人只有靠剩余劳动才能买到为维

持自己生存而劳动的许可，因此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提供剩余

    

（５） 计算尼罗河水的涨落期的需要，产生了埃及的天文学，同时这又使祭司等级

作为农业领导者进行统治。“二至点是尼罗河水每年开始上涨的时刻，埃及人必须以最

大的注意力去观察它……他们必须确定这个回归年，以便安排农事。因此，他们必须向

天空探索它的回转的明显标志。”（居维叶《论地球的灾变》，埃费尔编，１８６３年巴黎版

第１４１页）

（６） 在印度，供水的管理是国家权力对互不联系的小生产组织进行统治的物质

基础之一。印度的伊斯兰教统治者比他们的后继者英国人更懂得这一点。我们只要回

忆一下１８６６年的那次饥荒在孟加拉省奥里萨地区饿死了一百多万印度人就够了。

（７） “没有两个国家能够以等量的劳动耗费而同样丰富地提供数目相等的必要

生活资料。人的需要的增减取决于人所处的气候的严寒或温暖，所以不同国家的居民

必须从事的各种职业的比重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别的程度只有根据冷热的程度才能断

定。由此可以得出一个一般的结论：维持一定数量的人的生活所需要的劳动量，在气候

寒冷的地方最大，在气候炎热的地方最小，因为在寒冷的地方，人们不仅需要较多的衣

服，而且土地也必需耕作得更好。”（《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１７５０年伦敦版第５９

页）这部划时代的匿名著作的作者是约瑟夫·马西。休谟就是从这部著作中得出他的

利息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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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是人类劳动的一种天生的性质。（８）但是，我们可以举出亚洲

群岛的东部一些岛屿上的居民的例子。那里的森林中长着野生的

西米树。

“居民在西米树上钻个孔，确定树髓已经成熟时，就把树放倒，分成几段，

取出树髓，再掺水和过滤，就得到完全可以食用的西米粉。从一棵西米树上

通常可以采得西米粉３００磅，有时可采得５００磅至６００磅。那里的居民到森

林去采伐面包，就象我们到森林去砍柴一样。”（９）

假定东亚的这样的面包采伐者为了满足自己的全部需要，每

周需要劳动１２小时。良好的自然条件直接给予他的，是许多闲暇

时间。要他把这些闲暇时间用于为自己生产，需要一系列的历史

条件；要他把这些时间用于为别人从事剩余劳动，需要外部的强

制。如果那里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这个诚实的人为了占有一个

工作日的产品，也许每周就得劳动６天。良好的自然条件并不说

明，为什么他现在每周要劳动６天，或者为什么他要提供５天的剩

余劳动。它只是说明，为什么他的必要劳动时间限于每周一天。但

是，他的剩余产品无论如何不是来自人类劳动的某种天生的神秘

性质。

同历史地发展起来的社会劳动生产力一样，受自然制约的劳

动生产力也表现为合并劳动的资本的生产力。——

李嘉图从来没有考虑到剩余价值的起源。他把剩余价值看作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东西，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他看来是

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他在谈到劳动生产率的时候，不是在其中

    

（８） “任何劳动都必须〈看来，这也是市民的权利和义务〉留有一些剩余量。”（蒲

鲁东１８３）

（９） 弗·沙乌《土地、植物和人》１８５４年莱比锡第２版第１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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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剩余价值存在的原因，而只是寻找决定剩余价值量的原因。

相反，他的学派公开宣称，劳动生产力是利润（应读作剩余价值）产

生的原因。这无论如何总比重商主义者前进了一步，因为重商主

义者认为，产品的价格超过产品生产费用而形成的余额是从交换

中，从产品高于其价值的出售中产生的。不过对这个问题，李嘉图

学派也只是回避，而没有解决。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实际上具

有正确的本能，懂得过于深入地研究剩余价值的起源这个爆炸性

问题是非常危险的。可是在李嘉图以后半个世纪，约翰·斯图亚

特·穆勒先生还在拙劣地重复那些最先把李嘉图学说庸俗化的人

的陈腐遁辞，郑重其事地宣称他比重商主义者高明，对此我们该说

些什么呢？

穆勒说：

“利润的原因在于，劳动生产的东西比维持劳动所需要的东西多。”

这不过是旧话重提；但是穆勒还想加上一些自己的东西。

“或者换句话说，资本提供利润的原因在于，食物、衣服、原料和劳动资料

等存在的时间比生产它们所需要的时间长。”

这里，穆勒把劳动时间的持续与劳动产品的持续混为一谈了。

按照这种看法，面包业主永远不可能从他的雇佣工人那里取得同

机器制造业主相同的利润，因为面包业主的产品只能持续一天，而

机器制造业主的产品却能持续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自然，如果

鸟巢存在的时间不比造巢所需的时间长，鸟只好不要巢了。

这一基本真理一旦确立，穆勒就来确立他比重商主义者高明

之处了：

“因此，我们看到，利润不是来自交换这种偶然的事情，而是来自劳动生

产力；不管交换是否发生，一个国家的总利润总是由劳动生产力决定的。如

果没有职业的区分，那就既没有买，也没有卖，但是利润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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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交换、买和卖这些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被说成是

纯粹偶然的事情；并且没有劳动力的买和卖，利润依然存在！

他接下去又说：

“如果一个国家的全体工人所生产的东西超过了他们的工资总额的

２０％，那末不论商品价格的水平如何，利润总是２０％。”

从一方面看，这是绝妙的同义反复，因为既然工人为自己的资

本家生产了２０％的剩余价值，利润和工人工资总额之比自然是２０

∶１００。但另一方面，说利润“总是２０％”却是完全错误的。它必然

总是小于２０％，因为利润要按预付资本的总额来计算。例如，假设

资本家预付了５００镑，其中４００镑预付在生产资料上，１００镑预付

在工资上。假定剩余价值率照上面所说是２０％，那末利润率则是

２０∶５００，即４％，而不是２０％。

接下去又有一个光辉的例证，说明穆勒是怎样对待社会生产

的各种历史形式的：

“我到处假定，除少数例外，事物的现状到处都占统治地位，这就是说，资

本家预付全部费用，包括工人的报酬在内”。

把地球上迄今只是作为例外而占统治地位的一种状态看作到

处存在的状态，这真是奇怪的错觉！我们再往下看。穆勒很乐于承

认，“资本家这样做也没有绝对的必要”①。事情正好相反。

５６５第十四章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① 马克思在１８７８年１１月２８日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建议把这一段改正

如下：

“接下去又有一个光辉的例证，说明穆勒是怎样对待社会生产的各种历史

形式的。他说：‘我到处假定，除少数例外，事物的现状在工人和资本家作为阶

级而互相对立的一切地方都占统治地位，这就是说，资本家预付全部费用，包

括工人的报酬在内。’穆勒先生欣然相信，即使在工人和资本家作为阶级而

互相对立的经济制度下，资本家这样做也没有绝对的必要。——编者注



  “如果工人在他完成全部工作以前已有维持这段时间生活所必需的资

料，他就可以在完工后再去领他的工资，甚至他的全部工资。但在这种情况

下，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资本家了，因为他把资本投入企业，提供了经营企业

所需的一部分基金。”

穆勒同样可以说，一个不仅为自己预付生活资料，而且为自己

预付劳动资料的工人实际上是他自己的雇佣工人。或者说，只为

自己服劳役而不为主人服劳役的美国农民是他自己的奴隶。

穆勒在这样清楚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甚至在它不存在的时

候也总是存在的以后，又完全合乎逻辑地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在它

存在的时候也是不存在的。他说：

“甚至在前一场合〈即资本家预付雇佣工人的全部生活资料〉，我们也可

以用同一观点来考察工人〈即把他看作资本家〉。”“因为他是在市场价格以

下〈！〉提供他的劳动的，所以他好象是把其中的差额〈？〉预付给他的企业主

……”（９ａ）

实际上工人是在一周或其他一段时间内把自己的劳动无偿地

预付给资本家，然后在一周之末或其他一段时间结束时才取得他

的劳动的市场价格；在穆勒看来，这就使工人成了资本家！平地上

的一堆土，看起来也象座小山；现代资产阶级的平庸，从它的“大思

想家”的水平上就可以测量出来。

    

（９ａ） 散见约·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６８年伦敦版第２５２—２５３。

页。——｛以上各段是按照《资本论》法文版翻译过来的。——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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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五 章

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

劳动力价值是由平均工人通常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

的。这些生活资料在形式上虽然可能有变化，但是在一定社会的一

定时代，它们的量是一定的，所以应该看作是一个不变量。变化的

是这个量的价值。还有两个因素决定劳动力的价值。一个是劳动

力的发展费用，这种费用是随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另一个是

劳动力的自然差别，男劳动力和女劳动力，成年劳动力和未成年劳

动力的自然差别。这些不同劳动力的使用（这又是由生产方式决定

的）在工人家庭的再生产费用上和在成年男工的价值上都造成很

大的差别。但是在下面的研究中，是撇开这两个因素的。（９ｂ）

我们假定：１．商品是按照它的价值出售的；２．劳动力的价格有

时可能比它的价值高，但从不比它的价值低。

在这种假定下，我们看到，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相对量取

决于三种情况：１．工作日的长度，或劳动的外延量；２．正常的劳动

强度，或劳动的内含量，即一定时间内耗费一定量的劳动；３．最后，

    

（９ｂ） 第２８１页①所研究的情形，在这里自然也被撇开了。｛第３版注。——弗·

恩·｝

７６５

① 见本卷第３５２—３５３页。——编者注



劳动生产力，即由于生产条件发展程度的不同，等量的劳动在同样

时间内会提供较多或较少的产品量。显然，这三个因素可以有各

种各样的组合：或者是其中一个因素不变，其他两个因素可变；或

者两个因素不变，一个因素可变；最后，或者三个因素同时变化。

这些因素同时变化时，又因为变化的大小和方向可以不同，组合也

就更加多种多样了。下面只谈谈几种最主要的组合。

Ⅰ．工作日的长度和劳动强度

不变（已定），劳动生产力可变

在这个假定下，劳动力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是由三个规律决定

的：

第一，不论劳动生产率如何变化，从而不论产品量和单个商品

的价格如何变化，一定长度的工作日总表现为相同的价值产品。

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产品例如为６先令，虽然所生产

的使用价值量随劳动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以致６先令的价值会

分配在较多或较少的商品上面。

第二，劳动力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按照相反的方向变化。劳动

生产力的变化，它的提高或降低，按照相反的方向影响劳动力的价

值，按照相同的方向影响剩余价值。

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产品是一个不变量，例如６先令。

这个不变量等于剩余价值加劳动力价值（这个价值由工人以等价

来补偿）之和。不言而喻，在一个不变量的两个部分当中，一个部

分不减少，另一个部分就不能增加。剩余价值不由３先令降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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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先令，劳动力的价值就不可能由３先令提高到４先令，反过来，

劳动力的价值不由３先令降低到２先令，剩余价值就不可能由３

先令提高到４先令。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价值或剩余价值

的绝对量，如果没有它们的相对量或比例量的同时变化，是不可能

变化的。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不可能同时提高或同时降低。

其次，如果劳动生产力不提高，劳动力的价值就不能降低，从

而剩余价值就不能提高。用前面的例子来说，如果不是劳动生产

力的提高，使以前需要６小时生产的生活资料量用４小时就可以

生产出来，劳动力的价值就不可能由３先令降低到２先令。反过

来，如果不是劳动生产力的下降，使以前只用６小时就能生产的生

活资料量要用８小时才能生产出来，劳动力的价值也就不可能由

３先令提高到４先令。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降

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提高剩余价值，相反地，劳动生产率的下降

会提高劳动力的价值，降低剩余价值。

李嘉图在表述这个规律时忽略了一点：虽然剩余价值量或剩

余劳动量的变化是以劳动力的价值量或必要劳动量的相反的变化

为前提的，但决不能由此推论说，这些量是按照同一比例变化的。

它们会以相同的量增加或减少。但是价值产品或工作日的各部分

增加或减少的比例，取决于劳动生产力变化以前的原来的划分。

假定劳动力价值为４先令，或必要劳动时间为８小时，剩余价值为

２先令，或剩余劳动为４小时；如果由于劳动生产力提高，劳动力

价值降低到３先令，或必要劳动降低到６小时，那末剩余价值就提

高到３先令，或剩余劳动提高到６小时。一方增加的量和另一方减

少的量都是２小时或１先令。但是量的相对的变化在两方面是不

一样的。劳动力的价值由４先令降低到３先令，即降低了
１
４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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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剩余价值则由２先令提高到３先令，即提高
１
２或５０％。由此

可见，劳动生产力的一定变化所引起的剩余价值的增加或减少的

比例，取决于工作日中原来表现为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如果那部

分原来较小，比例就较大，原来较大，比例就较小。

第三，剩余价值的增加或减少始终是劳动力价值相应的减少

或增加的结果，而绝不是这种减少或增加的原因。（１０）

因为工作日是一个不变量，并表现为不变的价值量，因为剩余

价值量的每一变化都有劳动力价值量的相反的变化与之相适应，

又因为劳动力的价值只能随劳动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很清

楚，在这些条件下，剩余价值量的任何变化都是由劳动力价值量的

相反的变化而引起的。上面我们已经知道，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

值的绝对量，如果没有它们的相对量的变化，是不可能变化的。现

在，我们又得出，它们的相对量，如果没有劳动力价值的绝对量的

变化，是不可能变化的。

按照第三个规律，剩余价值量的变化是以劳动生产力的变化

所引起的劳动力价值的变动为前提的。剩余价值量变化的界限是

由劳动力价值的新的界限决定的。但是，即使在情况允许这个规

律发生作用的条件下，也会发生各种中间的变动。例如，由于劳动

生产力的提高，劳动力价值由４先令降低到３先令，或者必要劳动时

    

（１０） 麦克库洛赫也对这第三个规律作了荒谬的补充：如果取消资本家历来必须

缴纳的捐税，那末劳动力价值不降低，剩余价值也能提高。这些捐税的取消绝不会改变

产业资本家直接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量。它所改变的，只是产业资本家装进自

己腰包的剩余价值的比例或要同第三者分享的剩余价值的比例。所以它不会改变劳动

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比例。因此，麦克库洛赫所谓的例外情况只能证明他对规则的误

解。在他把李嘉图庸俗化时，正象让·巴·萨伊把亚·斯密庸俗化时一样，常常发生这

种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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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由８小时降低到６小时，而劳动力的价格还是可以只降低到３

先令８便士，３先令６便士，３先令２便士等等，因而剩余价值只提

高到３先令４便士，３先令６便士，３先令１０便士等等。下降以３

先令为最低界限，但下降程度要取决于资本的压力同工人的反抗

这二者的力量对比。

劳动力的价值是由一定量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随着劳

动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的，是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而不是它们的

量。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量可以同时按

照同样的比例增长，而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之间不发生任何量

的变化。如果劳动力原来的价值是３先令，必要劳动时间是６小

时，而剩余价值也是３先令，剩余劳动也是６小时，那末，在工作日

的划分不变的情况下，劳动生产力虽然提高一倍，而劳动力价格和

剩余价值会保持不变。不过它们现在都表现为数量增加一倍、但按

比例变得便宜了的使用价值。劳动力的价格虽然不变，但是它现在

提高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上。如果劳动力的价格下降，但没有下降到

由劳动力的新价值所决定的最低界限，即１１
２
先令，而是下降到２

先令１０便士，２先令６便士等等，那末这个下降了的价格也还是

代表一个增加了的生活资料量。可见，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劳动

力的价格能够不断下降，而工人的生活资料量同时不断增加。但是

相对地说，即同剩余价值比较起来，劳动力的价值还是不断下降，

从而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状况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１１）

李嘉图第一个严密地表述了上述三个规律。他的阐述中的缺

    
（１１） “当工业生产率发生变化，一定量的劳动和资本所生产的产品增多或减少

时，工资的比例部分会发生显著的变化，但这个部分所代表的量不变；或者这个量发生

变化，但工资的比例部分不变。”（［约·卡泽诺夫］《政治经济学大纲》第６７页）

１７５第十五章 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



点是：１．他把这些规律所适用的各种特殊条件看作是资本主义生

产的理所当然的、普遍的和唯一的条件。他不认识工作日长度的

变化，也不认识劳动强度的变化，因此在他看来，劳动生产率自然

就成了唯一可变的因素。２．同其他一切经济学家一样，李嘉图从

不研究剩余价值本身，就是说，他不是撇开它的特殊形式如利润、

地租等去进行研究。这一点在更大的程度上损害了他的分析。因

此，他把剩余价值率的各种规律同利润率的各种规律直接混为一

谈。上面已经说过，利润率是剩余价值同预付总资本的比率，而剩

余价值率则是剩余价值同这个资本的可变部分的比率。假定资本

（Ｃ）为５００镑，分在原料、劳动资料等（ｃ）上共４００镑，分在工资（ｖ）

上为１００镑；再假定剩余价值（ｍ）＝１００镑。这样，剩余价值率为
ｍ
ｖ
＝
１００镑
１００镑

＝１００％，而利润率
ｍ
Ｃ
＝
１００镑
５００镑

＝２０％。此外，很显然，利润

率还取决于对剩余价值率不发生任何影响的一些情况。以后在本

书第三卷中，我将说明，同一个剩余价值率可以表现为极不相同的

利润率，而不同的剩余价值率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表现为同一利

润率。

Ⅱ．工作日和劳动生产力

不变，劳动强度可变

劳动强度的提高是以在同一时间内劳动消耗的增加为前提

的。因此，一个强度较大的工作日比一个时数相同但强度较小的

工作日体现为更多的产品。诚然，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同一个工

作日也会提供较多的产品。但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产品所费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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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比以前少，单个产品的价值也就下降；而在前一种情况下，由于

产品所费的劳动同以前一样，单个产品的价值也就保持不变。在

这种情况下，产品的数量增加了，但它们的价格没有下降。随着产

品数量的增加，它们的价格总额也就增大，但在生产力提高的情况

下，同一价值总额不过表现在增大的产品总量上。可见，如果劳动

时数不变，强度较大的工作日就体现为较多的价值产品，因而，在

货币的价值不变的情况下，也就体现为较多的货币。强度较大的

工作日的价值产品随着它的强度同社会的正常强度的偏离程度而

变化。因此，同一个工作日不再象以前那样表现为一个不变的价

值产品，而是表现为一个可变的价值产品。例如，强度较大的十二

小时工作日，就不象普通强度的十二小时工作日那样，表现为６先

令，而是表现为７先令、８先令等等。显然，如果一个工作日的价值

产品发生变化，例如从６先令增加到８先令，那末这个价值产品的

两个部分，即劳动力的价格和剩余价值可以同时按照相同的或不

同的程度增加。如果价值产品由６先令提高到８先令，劳动力价格

和剩余价值可以同时由３先令增加到４先令。在这种场合，劳动力

价格虽然提高，但不一定要超过它的价值。相反地，在劳动力价格

提高时，劳动力价格还可能降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①。当劳动力

价格的提高不能补偿劳动力的加速的损耗时总是发生这种

情况。    

我们知道，撇开一时的例外情况不说，只有在有关的产业部门

的产品加入工人的日常消费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才能引

起劳动力价值量的变化，从而引起剩余价值量的变化。这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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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是不适用的。不论劳动量在外延上还是在内含上发生变

化，劳动的价值产品量总要相应地随着变化，不管这个价值借以体

现的物品有怎样的性质。

如果一切产业部门的劳动强度都同时相等地提高，新的提高

了的强度就成为普通的社会的正常强度，因而不再被算作外延量。

但是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平均的劳动强度在不同的国家仍然是不

同的，因而，会使价值规律在不同国家的工作日的应用上有所变

化。一个国家的强度较大的工作日，比另一个国家的强度较小的

工作日，表现为更大的货币额。（１２）

Ⅲ．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强度

不变，工作日可变

工作日可以向两个方向变化。它可以缩短或延长。

１．在假定的条件下，即在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强度不变时，工作

日的缩短不会使劳动力价值，从而不会使必要劳动时间发生变化。

但是它会缩小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随着剩余价值的绝对量的下

降，它的相对量，即它同劳动力价值的不变量相比的量也就下降。

资本家只有把劳动力价格压低到它的价值以下，才能避免损失。

一切反对缩短工作日的陈词滥调，都认定这种现象是在这里

    

（１２）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同别国工厂主相比，英国工厂主在一定时间内

所能得到的劳动量要多得多，以致英国每周总计６０小时的工作日抵得上别国７２至８０

小时的工作日。”（《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５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６５页）通过法令进一步缩

短大陆各工厂的工作日，是缩小大陆和英国的劳动时间的差距的最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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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假设的这种条件下发生的。然而实际上正好相反：在工作日缩

短以前或紧随着工作日缩短以后，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会发生

变化。（１３）

２．工作日的延长：假定必要劳动时间是６小时，或劳动力价值

是３先令，剩余劳动也是６小时，剩余价值是３先令。那末，整个工

作日就是１２小时，并表现为６先令的价值产品。如果工作日延长

２小时，劳动力价格不变，那末剩余价值的相对量就随同它的绝对

量一同增加。虽然劳动力价值按其绝对量来说没有变化，但就其

相对量来说却降低了。在第Ⅰ节所假设的条件下，劳动力价值的

绝对量不发生变化，它的相对量就不可能变化。相反地，在这里，

劳动力价值的相对量的变化，是剩余价值的绝对量的变化的结果。

因为工作日借以表现的价值产品随着工作日的延长而增加，

所以劳动力的价格和剩余价值可以同时等量地或不等量地增长。

这种同时增长可以发生在下述两种场合：工作日绝对延长，或者工

作日没有绝对延长，但是劳动强度增加了。

随着工作日的延长，劳动力的价格尽管名义上不变，甚至有所

提高，还是可能降到它的价值以下。我们记得，劳动力的日价值是

根据劳动力的正常的平均持续时间或工人的正常的寿命来计算

的，并且是根据从生命物质到运动的相应的、正常的、适合人体性

质的转化来计算的。（１４）与工作日的延长密不可分的劳动力的更大

    

（１３） “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的施行，暴露出……存在着各种补偿的情况。”（《工厂

视察员报告。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７页）

（１４） “人在２４小时内所耗费的劳动量，可以从研究人体内部的化学变化来大致

确定，因为物质的转化形式能表明动力已经消耗的情况。”（格罗夫《论物理力的相互

关系》［第３０８、３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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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耗，在一定点内，可以用增多的报酬来补偿。超过这一点，损耗

便以几何级数增加，同时劳动力再生产和发挥作用的一切正常条

件就遭到破坏。劳动力的价格和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就不再是可通

约的量了。

Ⅳ．劳动的持续时间、劳动生产力

  和劳动强度同时变化    

很明显，在这里可能有许多种组合。可能两个因素变化，一个

因素不变，或者三个因素同时发生变化。它们可能在同一程度上

或在不同程度上变化，可能向同一方向或向相反的方向变化，以致

它们的变化可以部分地或全部地互相抵销。其实，根据Ⅰ，Ⅱ，Ⅲ

节所作的解释来分析一切可能的情况并不困难。只要顺次地把其

中一个因素视为可变，把其他因素视为不变，就会得到任何一种可

能的组合的结果。因此在下面我们只简单地谈谈两种重要的情

况。

１．劳动生产力降低，同时工作日延长：

这里所谈的劳动生产力的降低，是指这样一些劳动部门，它们

的产品决定劳动力的价值。由于土壤肥力下降以及农产品相应涨

价所引起的劳动生产力的降低，就是一个例子。假定工作日是１２

小时，它的价值产品是６先令，其中一半补偿劳动力的价值，另一

半形成剩余价值。因此，工作日划分为６小时必要劳动和６小时剩

余劳动。假定由于农产品的涨价，劳动力的价值由３先令提高到４

先令，因而必要劳动时间由６小时增加到８小时。如果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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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剩余劳动就会从６小时减少到４小时，剩余价值就会从３先

令降低到２先令。如果工作日延长２小时，即从１２小时延长到１４

小时，那末剩余劳动仍然是６小时，剩余价值仍然是３先令，但是

剩余价值量同由必要劳动计量的劳动力价值相比较却下降了。如

果工作日延长４小时，即由１２小时延长到１６小时，那末剩余价值

和劳动力价值的比例量，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比例量不会改变。

但是剩余价值的绝对量由３先令增加到４先令，剩余劳动的绝对

量也由６个劳动小时增加到８个劳动小时，即增加
１
３
或３３１

３
％。

可见，在劳动生产力降低和工作日同时延长的情况下，即使剩余价

值的比例量降低，它的绝对量仍可保持不变；即使剩余价值的绝对

量增加，它的比例量仍可保持不变；并且，工作日延长到一定的程

度时，剩余价值的比例量和绝对量都可能增加。

在１７９９年到１８１５年期间，英国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涨引起了

名义工资的提高，虽然用生活资料表示的实际工资降低了。威斯

特和李嘉图由此得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引起剩余价值率下降

的结论，并且把这个仅仅存在于他们幻想之中的假定当作出发点，

来对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相对的量的关系进行重要的分析。但是

在当时，由于劳动强度的提高和劳动时间的强制延长，剩余价值也

绝对地和相对地增加了。这正是工作日的无限度的延长获得了公

认的时期（１５），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一方面资本加速增长，另一方面

    

（１５） “谷物和劳动很少会完全齐头并进，但是有一个明显的界限，越过这个界限

它们就不能再互相分离。劳动阶级在物价上涨时期作出的异乎寻常的努力，引起工资

下降，这种下降在证词〈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年向议会调查委员会作的证词〉中已经得到证实。

这种努力对个人来说是十分光荣的，并确能促使资本增长。但是任何一个有人性的人，

都不希望这种努力永远不变地坚持下去。作为权宜之计，这种努力是十分值得赞扬的；

如果这种努力永远坚持下去，其结果就和一个国家的居民在饮食上濒于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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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救济的赤贫也加速增长。（１６）

２．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力提高，同时工作日缩短：

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强度的增加，从一方面来说，起着同

样的作用。它们都会增加任何一段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总额。因

此，它们都能缩短工人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或其等价物所必需的

工作日部分。工作日的绝对最低界限，总是由工作日的这个必要

的但能缩减的部分形成。如果整个工作日缩小到这个必要的部

分，那末剩余劳动就消失了，这在资本的制度下是不可能发生的。

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才允许把工作日限制在必要劳动上。

但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必要劳动将会扩大自己的范围。

一方面，是因为工人的生活条件日益丰富，他们的生活需求日益增

长。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将会列入必要劳

动，即形成社会准备基金和社会积累基金所必要的劳动。

劳动生产力越是增长，工作日就越能缩短；而工作日越是缩

短，劳动强度就越能增加。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劳动生产率还随同

    

差不多。”（马尔萨斯《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１８１５年伦敦版第４８页注）当李嘉图等

人不顾最惹人注目的事实，把工作日的不变量当作他们全部研究的基础时，马尔萨斯

却强调工作日的延长，并且在自己的小册子的其他地方也直截了当地谈到这一点。这

对马尔萨斯来说是一种光荣。但是马尔萨斯为之效劳的保守利益使他看不到，随着机

器的异常的发展以及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剥削，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必定会使工

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过剩”，特别是在战争的需求和英国对世界市场的垄断消失的时

候。用永恒的自然规律去解释这种“人口过剩”，当然比用资本主义生产的纯粹历史的

自然规律去解释更便利，更符合马尔萨斯真正牧师般地崇拜的统治阶级的利益。

（１６） “战争期间资本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每个社会中人数最多的劳动阶级的

更加努力，也许还在于这个阶级的更加贫困。更多的妇女和儿童为环境所迫，不得不从

事劳动；原来的工人，由于同样的原因不得不拿出更多的时间去增加生产。”（《政治经

济学论文集。论当前国家贫困的主要原因》１８３０年伦敦版第２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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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节约而增长。这种节约不仅包括生产资料的节约，而且还

包括一切无用劳动的免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迫使单个企业实行

节约，但是它的无政府状态的竞争制度却造成社会生产资料和劳

动力的最大的浪费，而且也产生了无数现在是必不可少的、但就其

本身来说是多余的职能。

在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力已定的情况下，劳动在一切有劳动

能力的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得越平均，一个社会阶层把劳动的自然

必然性从自身上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另一个社会阶层的可能性越

小，社会工作日中必须用于物质生产的部分就越小，从而个人从事

自由活动，脑力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时间部分就越大。从这一方面

来说，工作日的缩短的绝对界限就是劳动的普遍化。在资本主义

社会里，一个阶级享有自由时间，是由于群众的全部生活时间都转

化为劳动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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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六 章

剩余价值率的各种公式

我们已经知道，剩余价值率是用下列公式来表示的：

Ⅰ．剩余价值
可变资本

＝（
ｍ

ｖ）＝
剩余价值
劳动力价值

＝
剩余劳动
必要劳动

前两个公式是价值的比率，第三个公式是生产这些价值所需要的

时间的比率，它们表示同一个东西。这些互相替代的公式在概念

上是严格的。因此，我们看到，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这些公式诚

然在实质上已经制定出来，但是还不是有意识地制定的。在那里

我们看到的是下列派生的公式：

Ⅱ．
剩余劳动①

工 作 日
＝
剩余价值
产品价值

＝
剩余产品
总产品

这里，同一个比率交替地在劳动时间的形式上，在劳动时间借以体

现的价值的形式上，在这些价值借以存在的产品的形式上表现出

来。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的产品价值只能理解为工作日的价值产

品，产品价值的不变部分不包括在内。

在所有这些公式中，实际的劳动剥削程度或剩余价值率是虚

假地被表现出来的。假定工作日为１２小时。根据我们前面例子

０８５

① 马克思在他校订过的法文版里，给这第一个公式加了括号，并指出，这是“因为

剩余劳动的概念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里表述得不清楚”。——编者注



的其他各项假设，在这里，实际的劳动剥削程度就表现为如下的比

率：

６小时剩余劳动
６小时必要劳动

＝
３先令剩余价值
３先令可变资本

＝１００％

但是，根据公式Ⅱ，我们却得出：

６小时剩余劳动
１２小时工作日

＝
３先令剩余价值
６先令价值产品

＝５０％

这两个派生的公式实际上表示工作日或其价值产品按怎样的

比例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进行分配。因此，如果把这些公式看作

资本自行增殖程度的直接表现，就会得出一个虚假的规律：剩余劳

动或剩余价值绝不能达到１００％。（１７）因为剩余劳动始终只能是

工作日的一个部分，或剩余价值始终只能是价值产品的一个部分，

所以剩余劳动必然始终小于工作日，或剩余价值必然始终小于价

    

（１７） 例如，见《洛贝尔图斯给冯·基尔希曼的第三封信。驳李嘉图的地租学说，

对新的地租理论的论证》１８５１年柏林版。关于这一著作，我以后还要谈到。该著作提出

的地租理论虽然是错误的，但它看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第３版补注：从这

里可以看出，只要马克思在前人那里看到任何真正的进步和任何正确的新思想，他总

是对他们作出善意的评价。然而洛贝尔图斯致鲁道夫·迈耶尔的书信的发表，使马克

思的上述赞许不能不打一个相当的折扣。书信中说：“不仅要把资本从劳动中拯救出

来，而且要把它从其自身中拯救出来，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最好是把企业主资本家的活

动理解为资本所有权委托给他的国民经济职能或国家经济职能，把他的利润理解为一

种薪俸的形式，因为我们还不知道有其他的社会组织。但薪俸是可以调节的，如果它过

多地侵占了工资，还可以降低。马克思对社会的入侵——我要这样来称呼他的著作

——也应该这样来击退……总之，马克思的著作与其说是对资本的研究，还不如说是

对现代资本形式的攻击。他把现代资本形式和资本概念本身混为一谈了，这就是他的

错误的根源。”（《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鲁道夫·迈耶

尔博士出版，１８８１年柏林版第１卷第１１１页，洛贝尔图斯第４８封信）——洛贝尔图斯

在《社会问题书简》里的真正大胆的进攻完全为这些陈旧平庸的思想所淹没了。——

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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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产品。二者必须相等，才能达到
１００
１００的比率。剩余劳动要吞掉整

个工作日（这里指一周劳动或一年劳动等等的平均日），必要劳动

就必须减到零。但是，如果必要劳动消失了，剩余劳动也就消失

了，因为后者只是前者的函数。因此，
剩余劳动
工 作 日

＝
剩余价值
价值产品

这个比率

永远不能达到
１００
１００
的界限，更不能提高到

１００＋ｘ
１００

。但剩余价值率或

实际的劳动剥削程度完全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就拿路易·德·拉

维涅先生的计算做例子。根据他的计算，英国农业工人只得到产

品（１８）或其价值的
１
４，而资本家（租地农场主）得到

３
４，不管这个赃

物以后还要在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等人之间怎样进行分配。依照

这个例子，英国农业工人的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是３∶１，剥

削率是３００％。

古典学派把工作日看作不变量的方法，由于公式Ⅱ的应用而

固定化了，因为人们在这里总是把剩余劳动同一定长度的工作日

进行比较。如果只着眼于价值产品的分配，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

已经物化在价值产品中的工作日总是具有一定界限的工作日。

把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表现为价值产品的两部分——这种

表现方式其实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中产生的，它的意义将

在以后加以说明——掩盖了资本关系的特殊性质，即掩盖了可变

资本与活劳动力的交换，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工人与产品的分离。

代替的是一种协作关系的假象，仿佛工人和资本家在这种协作关

系中是按照产品的不同的形成要素的比例来分配产品的（１９）。

    

（１８） 不言而喻，在这种计算中，产品中只补偿所投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是没有

计算在内的。——路易·德·拉维涅先生是一位盲目崇拜英国的人，他只会把比例估
计过低，决不会估计过高。
（１９） 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切发达的形式都是协作形式，所以，把这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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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公式Ⅱ在任何时候都能再转化成公式Ⅰ。例如，如果我

们知道
６小时剩余劳动
１２小时工作日

，则必要劳动时间＝１２小时工作日减掉６小

时剩余劳动，并得出：

６小时剩余劳动
６小时必要劳动

＝
１００
１００

我在前面已经顺便提到的第三个公式是：

Ⅲ．
剩 余 价 值
劳动力价值

＝
剩余劳动
必要劳动

＝
无酬劳动
有酬劳动

无酬劳动
有酬劳动

这个公式会引起一种误解，好象资本家是向劳动而不

是向劳动力支付报酬，但是这种误解经过前面的说明已经消除了。

无酬劳动
有酬劳动

这个公式只是
剩余劳动
必要劳动

这个公式的通俗的表述。资本家支

付劳动力价值或偏离这一价值的劳动力价格，在交换中取得对活

劳动力本身的支配权。他对这种劳动力的利用分为两个时期。在

一个时期，工人只生产一个等于他的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因而只生

产一个等价物。这样，资本家预付出劳动力的价格，得到一个价格

相等的产品。事情就好象资本家是在市场上购买现成的产品。而

在剩余劳动期间，劳动力的利用为资本家创造出无须他付出代价

的价值。（２０）他无偿地获得了劳动力的这种利用。在这个意义上，

剩余劳动可以称为无酬劳动。

式所特有的对抗性质抽去，并把它们胡说成是自由的协作形式，自然是再容易不过的

事情了。例如，亚·德·拉波尔德伯爵在《论有利于社会一切方面的协作精神》（１８１８年

巴黎版）中就是这样做的。美国人亨·凯里有时甚至把这种戏法应用于奴隶制度的关

系，也收到相同的效果。

（２０） 虽然重农学派没有看出剩余价值的秘密，但他们还是非常清楚，剩余价值

是“一种独立的和可供支配的财富，是他〈财富的占有者〉没有出钱买却可以拿去卖的

财富”（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第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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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资本不仅象亚·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对劳动的支配权。

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一切剩余价值，不论它

后来在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哪种特殊形式上结晶起来，实质上都

是无酬劳动时间的物化。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

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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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篇

工  资

第 十 七 章

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转化为工资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表面上，工人的工资表现为劳动的价格，表

现为对一定量劳动支付的一定量货币。在这里，人们说劳动的价

值，并把它的货币表现叫做劳动的必要价格或自然价格。另一方

面，人们说劳动的市场价格，也就是围绕着劳动的必要价格上下波

动的价格。

但什么是商品的价值呢？这就是耗费在商品生产上的社会劳

动的物化形式。我们又用什么来计量商品的价值量呢？用它所包

含的劳动量来计量。那末，比如说，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是

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十二小时工作日中包含的１２个劳动小时决

定的；这是无谓的同义反复。（２１）

    

（２１）“李嘉图相当机智地避开了一个困难，这个困难乍看起来似乎会推翻他的关

于价值取决于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量的理论。如果严格地坚持这个原则，就会得出结

５８５



  劳动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卖，无论如何必须在出卖以前就

已存在。但是，工人如果能使他的劳动独立存在，他出卖的就是商

品，而不是劳动。（２２）

撇开这些矛盾不说，货币即物化劳动同活劳动的直接交换，也

会或者消灭那个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才自由展开的价值

规律，或者消灭那种正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本身。

举例来说，假定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表现为６先令的货币价值。

或者是等价物相交换，这样，工人以１２小时劳动获得６先令。他的

劳动的价格就要等于他的产品的价格。在这种情形下，他没有为

他的劳动的购买者生产剩余价值，这６先令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

义生产的基础就会消失，然而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工人才出卖他的

劳动，而他的劳动也才成为雇佣劳动。或者工人在１２小时劳动中

获得的少于６先令，就是说，少于１２小时劳动。１２小时劳动同１０

小时劳动、６小时劳动等等相交换。不等量的这种相等，不仅消灭

了价值规定。这种自我消灭的矛盾甚至根本不可能当作规律来

    

论说，劳动的价值取决于劳动的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量。这显然是荒谬的。因此，李

嘉图用了一个巧妙的手法，使劳动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工资所需要的劳动量；或者用他

自己的话来说，劳动的价值应当由生产工资所必需的劳动量来估量；他这里指的是为

生产付给工人的货币或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那我们同样也可以说，呢绒的价值不是

由生产呢绒所花费的劳动量来估量，而是由生产用呢绒换得的银所花费的劳动量来估

量。”（［赛·贝利］《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第５０、５１页）    

（２２） “如果你们把劳动叫做商品，那末它也还是不同于一般商品。后者最初为交

换的目的而生产，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和同时在市场上出售的其他商品按照适当的比

例相交换。劳动只有当它被带到市场上去的那一瞬间才被创造出来，或者不如说，劳动

是在它被创造出来以前被带到市场上去的。”（《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第

７５、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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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明或表述。（２３）

从劳动分为物化劳动和活劳动这一形式上的区别而引出较多

量劳动同较少量劳动相交换，这是徒劳无益的。（２４）既然商品的

价值不是由实际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来决定，而是由生产该商

品所必需的活劳动的量来决定，所以这种做法就更加荒谬了。假

定一个商品代表６个劳动小时。如果一些发明使这个商品用３小

时就可以生产出来，那末，连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也会降低

一半。现在，这个商品所代表的只是３小时社会必要劳动，而不是

原先６小时社会必要劳动了。可见，决定商品的价值量的，是生产

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而不是劳动的物化形式。

实际上，在商品市场上同货币所有者直接对立的不是劳动，而

是工人。工人出卖的是他的劳动力。当工人的劳动实际上开始了

的时候，它就不再属于工人了，因而也就不再能被工人出卖了。劳

动是价值的实体和内在尺度，但是它本身没有价值。（２５）

在“劳动的价值”这个用语中，价值概念不但完全消失，而且转

化为它的反面。这是一个虚幻的用语，就象说土地的价值一样。但

是这类虚幻的用语是从生产关系本身中产生的。它们是本质关

    

（２３） “如果把劳动看成一种商品，而把资本，劳动的产品，看成另一种商品，并且

假定这两种商品的价值是由相同的劳动量来决定的，那末……一定量的劳动就会和同

量劳动所生产的资本量相交换；过去的劳动就会……和同量的现在的劳动相交换。但

是，劳动的价值同其他商品相比……不是由同量劳动决定的。”（爱·吉·威克菲尔德

对他出版的亚·斯密《国富论》所加的注。１８３５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２３０、２３１页）

（２４） “必须同意〈“社会契约论”的又一翻版〉，每当已经完成的劳动同将要完成

的劳动相交换时，后者〈资本家〉获得的价值必须多于前者〈工人〉。”（西蒙（即西斯蒙

第）《论商业财富》１８０３年日内瓦版第１卷第３７页）

（２５） “劳动，即价值的唯一尺度……一切财富的创造者，不是商品。”（托·霍吉

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第１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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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表现形式的范畴。事物在其现象上往往颠倒地表现出来，这

是几乎所有的科学都承认的，只有政治经济学例外。（２６）

古典政治经济学毫无批判地从日常生活中借用了“劳动的价

格”这个范畴，然后提出问题：这一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它马上认识

到，供求关系的变化，对于劳动的价格也象对于一切其他商品的价

格一样，无非是说明价格的变化，也就是说明市场价格围绕着一定

的量上下波动。假定供求相抵，而其他条件不变，价格的波动就会

停止。这时，供求也不再说明任何东西了。在供求相抵时，劳动的

价格就是它的不依赖供求关系来决定的价格，即它的自然价格，而

这个价格才真正是应当分析的对象。或者我们拿市场价格在一个

较长时期（比如说一年）内的波动来看，就会发现，这种上下的波动

会互相抵销，而得出一个中等的平均量，一个不变量。这个平均量

和围绕着这个平均量发生的互相抵销的偏离，自然是由不同的东

西决定的。这个支配着和调节着劳动的偶然市场价格的价格，

    

（２６） 相反地，把这些用语说成是单纯的诗人的破格权，这只能说明分析的无能。

蒲鲁东说：“人们认为劳动有价值并不因为它本身是商品，而是指人们认定劳动中所隐

含的价值。劳动的价值是一种……比喻说法。”因此，针对这种说法我指出：“他把劳动

商品这个可怕的现实只看做是文法上的简略。这就是说，建立在劳动商品基础上的整

个现代社会，今后仅仅是建立在某种破格的诗文和比喻性的用语上了。如果社会愿意

‘排除’使它烦恼的‘一切麻烦’，那末只要去掉不好听的字句，改一改说法就可以了；要

达到这个目的，只要请求科学院出版一部新辞典就够了。”（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

困》第３４、３５页１８４）把价值了解为什么也不是，当然方便多了。这样，就可以随便把任何

东西都包括到这个范畴中去。例如，让·巴·萨伊就是这样做的。“价值”是什么？答：

“物之所值。”“价格”是什么？答：“以货币表现的物的价值。”为什么“土地的劳动……

具有价值？因为人们赋予它一个价格”。这就是说，价值是物之所值，而土地之所以有

“价值”，是因为人们“用货币表现了”它的价值。总之，这是理解事物“因何”和“为何”问

题的非常简便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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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劳动的“必要价格”（重农学派）或“自然价格”（亚当·斯密），也

象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只能是用货币来表现的劳动的价值。政

治经济学以为用这种办法，就可以通过劳动的偶然价格进到劳动

的价值。然后认为，这一价值也和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

费用来决定的。但是工人的生产费用，即用来生产或再生产工人

本身的费用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在政治经济学上是不自觉地代

替了原来的问题，因为政治经济学在谈到劳动本身的生产费用时，

只是兜圈子，没有前进一步。可见，政治经济学称为劳动的价值的

东西，实际上就是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存在于工人身体内，它不

同于它的职能即劳动，正如机器不同于机器的功能一样。人们研

究了劳动的市场价格同它的所谓价值之间的区别，研究了这种价

值同利润率、同劳动所生产的商品价值的关系等等，但从来没有发

现，分析的进程不仅已从劳动的市场价格推移到它的假想的价值，

而且又把这个劳动价值本身化为劳动力的价值。古典政治经济学

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分析所得出的这个结果，毫无批判地采用“劳动

的价值”，“劳动的自然价格”等等范畴，把它们当作所考察的价值

关系的最后的、适当的用语，结果就象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那

样，陷入了无法解决的混乱和矛盾中，同时替庸俗经济学的在原则

上只忠于假象的浅薄理论提供了牢固的活动基础。

现在，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是怎样表现

为它的转化形式，即表现为工资的。

我们知道，劳动力的日价值是根据工人的一定的寿命来计算

的，而同工人的一定的寿命相适应的是一定长度的工作日。假定，

一个普通工作日是１２小时，劳动力的日价值是３先令，而这３先

令是体现了６个劳动小时的价值的货币表现。如果工人获得了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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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令，他就获得了他的在１２小时内执行职能的劳动力的价值。现

在如果劳法力的这个日价值当作日劳动的价值来表现，那就会得

出这样一个公式：１２小时的劳动有３先令价值。这样一来，劳动力

的价值就决定劳动的价值，或者用货币来表现，就决定劳动的必要

价格。如果劳动力的价格同它的价值相偏离，那末劳动的价格也

就会同它的所谓价值相偏离。

既然劳动的价值只是劳动力的价值的不合理的用语，那末不

言而喻，劳动的价值必定总是小于劳动的价值产品，因为资本家总

是使劳动力执行职能的时间超过再生产劳动力本身的价值所需要

的时间。在上述例子中，在１２小时内执行职能的劳动力的价值是

３先令，为了再生产这一价值，劳动力需要执行职能６小时。可是

劳动力的价值产品是６先令，因为劳动力实际上执行职能１２小

时，而劳动力的价值产品不是由劳动力本身的价值来决定的，而是

由劳动力执行职能的时间长短来决定的。这样，我们就会得到一个

一看就是荒谬的结果：创造６先令价值的劳动有３先令价值。（２７）

其次，我们看到，体现工作日的有酬部分即６小时劳动的３先

令价值，表现为包含６小时无酬劳动在内的整个十二小时工作日

的价值或价格。于是，工资的形式消灭了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

剩余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一切痕迹。全部劳动都表

现为有酬劳动。在徭役劳动下，服徭役者为自己的劳动和为地主

的强制劳动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是明显地分开的。在奴隶劳动

下，连奴隶只是用来补偿他本身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的工作日部分，即

    

（２７） 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４０页１８５。我曾在那里指出，在考察资本时应当解

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在纯粹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交换价值的基础上进行的生产，结果竟

会使劳动的交换价值小于这劳动的产品的交换价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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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实际上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也表现为好象是为主人的劳

动。他的全部劳动都表现为无酬劳动。（２８）相反地，在雇佣劳动

下，甚至剩余劳动或无酬劳动也表现为有酬劳动。在奴隶劳动下，

所有权关系掩盖了奴隶为自己的劳动，而在雇佣劳动下，货币关系

掩盖了雇佣工人的无偿劳动。

因此可以懂得，为什么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转化为工资形式，

即转化为劳动本身的价值和价格，会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

种表现形式掩盖了现实关系，正好显示出它的反面。工人和资本

家的一切法权观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神秘性，这一生产方

式所产生的一切自由幻觉，庸俗经济学的一切辩护遁词，都是以这

个表现形式为依据的。

如果说世界历史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揭开了工资的秘密，那

末相反地，要了解这种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存在的理由，却是再容

易不过的了。

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在人们的感觉上，最初完全同其他一切商

品的买卖一样。买者付出一定量的货币，卖者付出与货币不同的

物品。在这里，法权意识至多只认识物质的区别，这种区别表现在

法权上对等的公式中：“我给，为了你给；我给，为了你做；我做，为

了你给；我做，为了你做”。

其次，因为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本身是不可通约的量，所以

“劳动的价值”、“劳动的价格”这种用语，似乎并不比“棉花的价

值”、“棉花的价格”这种用语更不合理。况且，工人是在提供自己

    

（２８） 伦敦一家天真到愚蠢程度的自由贸易派机关报《晨星报》，在美国南北战争

时期，一再以人类所能有的义愤断言，“南部同盟”１８６的黑人完全是白白地劳动的。最好

请它把这种黑人的一天的费用同例如伦敦东头的自由工人的一天的费用比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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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以后被支付报酬的。而货币充当支付手段，是在事后才实

现所提供的物品的价值或价格的，在这里就是实现所提供的劳动

的价值或价格。最后，工人提供给资本家的“使用价值”，实际上不

是他的劳动力，而是劳动力的职能，即一定的有用劳动，裁缝劳动，

鞋匠劳动，纺纱劳动等等。至于这种劳动另一方面又是形成价值

的一般要素，具有一种使它同一切其他商品相区别的属性，这一点

却是普通意识所不能领会的。

让我们站在工人的立场上来看，他以１２小时劳动获得６小时

劳动的价值产品，比如说３先令，对他说来，他的１２小时劳动实际

上是３先令的购买手段。他的劳动力的价值可以随着他的日常生

活资料的价值的变化而变化，从３先令提高到４先令或降低到２

先令。或者他的劳动力的价值不变，它的价格可以因供求关系的

变化，从３先令提高到４先令或降低到２先令。但是不管怎样，他

付出的始终是１２个劳动小时。因此，在他看来，他所获得的等价

物的量的任何变化，都必然表现为他的１２个劳动小时的价值或价

格的变化。由于这种情况，把工作日看作不变量的亚·斯密（２９）

就反过来得出一个错误的论断：劳动的价值是不变的，虽然生活资

料的价值会变化，因而对工人来说，同一个工作日会表现为较多或

较少的货币。

另一方面我们拿资本家来说。他无疑希望用尽量少的货币换

取尽量多的劳动。因此，他实际上所关心的只是劳动力的价格和

劳动力执行职能时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额。但是，他力图尽可

能便宜地购买一切商品，并且总是把低于价值购买和高于价值出售

    

（２９） 亚·斯密只是在谈到计件工资时，才偶然地隐约提到工作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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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纯粹欺诈行为说成是他的利润的来源。因而，他理解不到，如

果劳动的价值这种东西确实存在，而且他确实支付了这一价值，那

末资本就不会存在，他的货币也就不会转化为资本。

此外，工资的实际运动显示出一些现象，似乎证明被支付的不

是劳动力的价值，而是它的职能即劳动本身的价值。这些现象可

以归纳为两大类：第一，工资随着工作日长度的变化而变化。如果

是这样，那我们同样可以说，因为租用机器一周的费用比租用一天

要贵，所以被支付的不是机器的价值，而是机器功能的价值。第

二，执行同一职能的不同工人的工资间存在着个人的差别。这种

个人的差别在奴隶制度下也可以看到，但是在那里劳动力本身是

赤裸裸地、不加任何掩饰地出卖的，这种差别没有引起任何幻觉。

区别只是在于：劳动力因超过平均水平而获得的利益或因低于平

均水平而遭到的损失，在奴隶制度下落到奴隶主身上，而在雇佣劳

动制度下则落到工人自己身上，因为在后一种场合，劳动力是由工

人自己出卖的，而在前一种场合，是由第三者出卖的。

总之，“劳动的价值和价格”或“工资”这个表现形式不同于它

所表现的本质关系，即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我们关于一切表现形

式和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基础所说的话，在这里也是适用的。前者

是直接地自发地作为流行的思维形式再生产出来的，而后者只有

通过科学才能揭示出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几乎接触到事物的真实

状况，但是没有自觉地把它表述出来。只要古典政治经济学附着

在资产阶级的皮上，它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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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八 章

计 时 工 资

工资本身又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这种情况从那些过分注重

材料而忽视一切形式区别的经济学教程中是了解不到的。但是，

阐述所有这些形式是属于专门研究雇佣劳动的学说的范围，因而

不是本书的任务。不过，这里要简单地说明一下两种占统治地位

的基本形式。

我们记得，劳动力总是按一定时期来出卖的。因此，直接表现

劳动力的日价值、周价值等等的转化形式，就是“计时工资”的形

式，也就是日工资等等。

首先应当指出，在第十五章叙述过的关于劳动力价格和剩余

价值的量的变化的规律，只须改变一下形式，就转化为工资规律。

同样，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和由这个价值转变成的生活资料的量之

间的区别，现在则表现为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之间的区别。在本

质形式上已经阐明的事情，再在表现形式上重复一遍，那是徒劳无

益的。因此我们只限于说明计时工资的若干特点。

工人靠日劳动、周劳动等等得到的货币额（３０），形成他的名义

的即按价值计算的工资额。但是很明显，依照工作日的长短，即依

    

（３０） 这里总是假定货币本身的价值是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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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工人每天所提供的劳动量，同样的日工资、周工资等等可以代表

极不相同的劳动价格，也就是说，可以代表对同量劳动所支付的极

不相同的货币额。（３１）因而，在考察计时工资时必须再把工资总

额，即日工资、周工资等等的总额和劳动价格区别开来。但怎样得

出这个价格，即一定量劳动的货币价值呢？劳动力的平均日价值除

以平均工作日的小时数，就得出平均的劳动价格。假定劳动力的

日价值是３先令，即６个劳动小时的价值产品，而工作日为１２小

时，那末１个劳动小时的价格＝３先令
１２
＝３便士。这样得出的劳动小

时的价格就是劳动价格的单位尺度。

由此可见，即使劳动价格不断下降，日工资、周工资等等仍然

可以保持不变。例如，一个普通工作日是１０小时，劳动力的日价

值是３先令，那末１个劳动小时的价格是３３
５
便士；一旦工作日延

长到１２小时，１个劳动小时的价格就降低到３便士，一旦工作日

延长到１５小时，１个劳动小时的价格就降低到２２
５
便士。虽然如

此，日工资或周工资仍旧不变。反之，即使劳动价格不变或甚至下

降，日工资或周工资也可以增加。例如，一个工作日是１０小时，劳

动力的日价值是３先令，那末１个劳动小时的价格就是３３
５
便士。

如果由于工作量增加，工人按照原来的劳动价格劳动１２小时，那

末他的日工资就增加到３先令７１
５
便士，而劳动价格没有变化。如

果不是增加劳动的外延量而是增加劳动的内含量，那也会得到同

样的结果。（３２）因此，名义上的日工资或周工资提高的同时，

    

（３１）“劳动价格是对一定量劳动所支付的货币额。”（爱德华·威斯特爵士《谷物

价格和工资》１８２６年伦敦版第６７页）威斯特是《论资本用于土地》（牛津大学大学学院

一特待校友著，１８５１年伦敦版）这本在政治经济学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匿名著作的作者。

（３２） “工资决定于劳动价格和完成的劳动量……工资的增加不一定包含着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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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价格可以不变或下降。这也适用于工人家庭的收入，只要家

长提供的劳动量是靠家庭成员的劳动而增加的。因此，存在着不

减少名义上的日工资或周工资而降低劳动价格的各种方

法。（３３）    

一般的规律就是：如果日劳动、周劳动等等的量已定，那末日

工资或周工资就决定于劳动价格，而劳动价格本身或者是随着劳

动力的价值而变化，或者是随着劳动力的价格与其价值的偏离而

变化。反之，如果劳动价格已定，那末日工资或周工资就决定于日

劳动或周劳动的量。

计时工资的计量单位，即１个劳动小时的价格，是劳动力的日

价值除以普通工作日的小时数所得之商。假定一个普通工作日是

１２小时，而劳动力的日价值是３先令，即６个劳动小时的价值产

品。在这种情况下，１个劳动小时的价格是３便士，它的价值产品

是６便士。如果工人现在一天就业不足１２小时（或者一周不足６

天），比如说只有８小时或６小时，那末按这个劳动价格计算，他只

    

动价格的提高。在劳动时间较长和劳动较紧张的情况下，工资可以大大增加，而劳动价

格却可以保持不变。”（爱德华·威斯特爵士《谷物价格和工资》１８２６年伦敦版第６７、

６８和１１２页）不过关于“劳动价格”是怎样决定的这样一个主要问题，威斯特却用陈词

滥调搪塞过去了。

（３３） 十八世纪工业资产阶级的最狂热的辩护士、我们多次引用过的《论手工业

和商业》的作者正确地感觉到了这一点，虽然他把问题阐述得很混乱：“由食品和其他

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决定的是劳动的量，而不是劳动的价格〈他把劳动价格理解为名义

上的日工资或周工资〉，如果大大降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那你们自然就会相应地减少

劳动的量……工厂主们知道，除了改变劳动价格的名义数额以外，还有各种提高或降

低劳动价格的方法”（《论手工业和商业》第４８和６１页）。纳·威·西尼耳在他的《关于

工资率的三篇演讲》（１８３０年伦敦版）中不加引号地利用了威斯特的著作，比如他说：

“工人主要关心的是工资的数量”（第１５页）。这就是说，工人主要关心的是他所得到的

东西，即工资的名义数额，而不是他所给予的东西，即劳动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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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到２先令或１
１
２
先令的日工资。（３４）因为根据假定，工人要生

产出一个只是和他的劳动力价值相适应的日工资，一天必须平均

劳动６小时，又因为根据同一假定，他在每小时内只有一半时间是

为自己劳动，而另一半时间是为资本家劳动，所以很清楚，如果他

就业不足１２小时，他就不能挣得６小时的价值产品。前面我们已

经看到过度劳动的破坏性后果，这里我们又发现了工人由于就业

不足所遭受的苦难的源泉。

如果小时工资是用下述办法来确定的，即资本家不承担支付

日工资或周工资的义务，而只是愿意雇用工人多少劳动小时就支

付多少小时的报酬，那末，资本家就能使工人就业的时间少于原先

作为计算小时工资或劳动价格的计量单位的基础的那个时间。因

为这种计量单位是由
劳动力的日价值

一定小时数的工作日这个比率确定的，所以，一

旦工作日不再包含一定的小时数，这种计量单位自然就失去了任

何意义。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之间的联系就被消除了。现在资本

家不让工人做满维持自身生存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也能从工人身

上榨取一定量的剩余劳动。他可以破坏就业方面的任何规则性，

完全按照自己的方便、意愿和眼前利益，使最惊人的过度劳动同相

对的或完全的失业互相交替。他可以在支付“正常的劳动价格”的

借口下，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正常的限度，而不给工人任何相应的

补偿。因此，伦敦建筑工人为反对资本家强制实行这种小时工资

的企图，发动了一次完全合理的暴动（１８６０年）。法律对工

    
（３４） 这种异常的就业不足的影响是和法律强制普遍缩短工作日的影响完全不

同的。前者与工作日的绝对长度无关，它可以在１５小时工作日上发生，同样也可以在６

小时工作日上发生。正常的劳动价格，在第一种场合是按照工人平均每天劳动１５小时

来计算的，在第二种场合，是按照他平均每天劳动６小时来计算的。因此，如果他在第

一种场合只就业７１
２
小时，在第二种场合只就业３小时，那末结果就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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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日的限制结束了这种不正当的作法，不过，这种限制当然没有消

灭由于机器的竞争、由于所使用的工人在质量上的改变以及局部

的和普遍的危机而产生的就业不足的现象。

在日工资或周工资增加的情形下，劳动价格可以在名义上保

持不变，甚至降低到它的正常水平以下。只要劳动价格或劳动小

时的价格不变，而工作日超出它的普通长度，这种情况就会发生。

在
劳动力的日价值
工 作 日 这一分数中，如果分母增大，分子就会更快地增

大。由于劳动力的损耗，劳动力的价值会同劳动力执行职能的时

间一起增加，而且前者增加的比例比后者更快。因此，在计时工资

占统治地位而劳动时间又不受法律限制的许多产业部门中，就自

然地形成了一种习惯，把达到一定点（比如满１０小时）的工作日当

作是正常的（《ｎｏｒｍａｌｗｏｒｋｉｎｇｄａｙ》〔“正常的工作日”〕，《ｔｈｅｄａｙ’

ｓｗｏｒｋ》〔“日劳动”〕，《ｔｈｅｒｅｇｕｌａｒｈｏｕｒｓｏｆｗｏｒｋ》〔“正规的劳动时

间”〕）。超过这个界限的劳动时间形成额外时间，并且以小时为计

量单位付以额外报酬，虽然额外报酬往往低得可怜。（３５）正常工

作日在这里是作为实际工作日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而且就全年来

说，实际工作日往往比正常工作日要长。（３６）在英国各种产业部

门中，在工作日的延长超出一定正常界限时，劳动价格的增长造成了这

    

（３５） “额外时间的报酬率〈在花边制造业中〉非常低，每小时１
２便士等等，以致同

它对工人的健康和生命力所造成的巨大损害形成了尖锐的对照……不仅如此，这样挣

得的一点点额外报酬往往又不得不耗费在额外的饮食上。”（《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２

号报告》第ＸⅥ页第１１７号）

（３６） 例如，在壁纸印刷业中，在工厂法最近实行以前，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一直

劳动，连吃饭的间歇时间也没有，结果１０个半小时的日工到下午４点半就完了，此后就

全是额外时间，这种时间很少在下午６点以前结束，因此，实际上我们终年都在做额外

时间的工作。”（斯密先生的证词，载于《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１号报告》第１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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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种情况：所谓正常时间内的劳动价格很低，这就迫使那些想挣

得足够工资的工人在额外时间去做报酬较高的工作。（３７）法律对

工作日的限制结束了这种快意的事情。（３８）

在一个产业部门内，工作日越长，工资就越低，这是人所共知

的事实。（３９）工厂视察员亚·雷德格雷夫通过１８３９年到１８５９年

二十年间的比较观察说明了这一点。根据他的观察，在受十小时

工作日法令约束的工厂中，工资提高了，而在每天工作１４到１５小

时的工厂中，工资下降了。（４０）

    

（３７） 例如，在苏格兰的漂白业中就是这样。“在苏格兰的某些地方，这种行业〈在

１８６２年工厂法实行以前〉是按额外时间的制度经营的，即把１０小时当作正常的工作

日。在这段时间内每人得到１先令２便士。但是每天还有３或４小时额外时间，每小时

的报酬是３便士。实行这种制度的结果是：只在正常时间内劳动的人，只能挣得８先令

的周工资。不在额外时间做工，工资是不够用的。”（《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３年４月３０

日》第１０页）这种“额外时间的额外报酬，是工人无力抗拒的一种诱惑”（《工厂视察员

报告。１８４８年４月３０日》第５页）。伦敦西蒂的书籍装订业雇用了许多１４、１５岁的少

女，而且还订有学徒合同，规定了一定的劳动小时。尽管如此，在每月的最后一周，她们

还是要同较年长的男工混杂在一起，一直劳动到夜间１０、１１、１２点，甚至到１点。“业主

以额外工资和一顿丰富的夜餐钱来引诱她们”，这顿夜餐，她们是在附近的酒馆中吃

的。在这些“年青的永生者”中间因此产生了十分放荡的行为（《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５

号报告》第４４页第１９１号），不过这些行为，由于她们除了其他书籍外还装订了大量的

圣经和宗教书籍而得到了补偿。

（３８） 见《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３年４月３０日》第５页。在１８６０年大罢工和同盟

歇业中，伦敦建筑工人对事态作了完全正确的判断，他们声明，只有在下述两个条件下

才愿意接受小时工资：１．在规定劳动小时价格的同时，也要规定以９小时或１０小时为

正常工作日，而且１０小时工作日的每小时价格要高于９小时工作日的每小时价格；２．

超过正常工作日的每一小时都是额外时间，要相应地付给较高的报酬。

（３９） “此外，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事实：通常劳动时间长的地方，工资就

低。”（《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３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９页）“只能挣得饥饿工资的劳动大多

是过长的。”（《公共卫生。第６号报告。１８６３年》第１５页）

（４０）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０年４月３０日》第３１、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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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在劳动价格已定时，日工资或周工资决定于所提供的劳动

量”这一规律中首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劳动价格越低，工人为

了保证得到哪怕是可怜的平均工资而付出的劳动量必然越大，或

者说，工作日必然越长。劳动价格的低廉在这里起了刺激劳动时

间延长的作用。（４１）

但是，劳动时间的延长反过来又会引起劳动价格的下降，从而

引起日工资或周工资的下降。

劳动价格由
劳动力的日价值

一定小时数的工作日
来决定这个事实表明：如果没

有任何补偿，单是工作日的延长就会降低劳动价格。但是那些使

资本家能够长期延长工作日的情况，最初使他能够，最后则迫使他

也在名义上降低劳动价格，以致劳动时数增加了，但总价格即日工

资或周工资反而下降了。这里只要指出两种情况就够了。如果一

个人完成一个半人或两个人的工作，那末即使市场上劳动力的供

给不变，劳动的供给还是增加了。由此造成的工人之间的竞争，使

资本家能够压低劳动价格，而劳动价格的降低反过来又使他能够

更加延长劳动时间。（４２）但是这种对异常的即超过社会平均水平

的无酬劳动量的支配权，很快就会成为资本家本身之间的竞争

    
（４１） 例如，英国手工制钉业工人，由于劳动价格低廉，每天要劳动１５小时才能

挣得极可怜的周工资。“他一天到晚累死累活地要干许许多多小时，才能挣得１１便士

或１先令，而且从中还要扣除２１
２
到３便士，以补偿工具的磨损、燃料的耗费和铁屑的

耗损。”（《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３号报告》第１３６页第６７１号）在同样长的劳动时间内，

女工只能挣得５先令的周工资（同上，第１３７页第６７４号）。

（４２） 例如，一个工厂工人如果拒绝象通常那样干较多的时数，“他很快就会被任

何一个不论干多长时间都愿意的工人所代替，这样他就会失业”（《工厂视察员报告。

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３１日》，证词第３９页第５８号）。“如果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工作……利润率

通常会提高……因为这种追加的劳动供给，压低了劳动的价格。”（西尼耳《关于工资

率的三篇演讲》１８３０年伦敦版第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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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商品价格的一部分是由劳动价格构成的。劳动价格的无酬

部分不需要计算在商品价格内。它可以赠送给商品购买者。这是

竞争促成的第一步。竞争迫使完成的第二步是，至少把延长工作

日而产生的异常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也不包括在商品的出售价格

中。异常低廉的商品出售价格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形成的，最初是

偶然的，以后就逐渐固定下来，并且从此成为劳动时间过长而工资

极低的不变基础，而原先它却是这些情况所造成的结果。我们只

是指出这一运动，因为分析竞争不是这里要做的事情。不过我们

还是可以听一下资本家本人的自白。

“在北明翰，业主之间的竞争是这样激烈，以致我们中间的某些人，不得

不以雇主的身分做我们平素感到可耻的事情；但是即使如此也不能多赚钱，

而只是让公众从中得到好处。”（４３）

我们记得伦敦有两种面包房老板，一种是按全价出售面包，另

一种是低于正常价格出售面包。“全价出售者”向议会调查委员会

指责他们的竞争者说：

“他们能够存在，首先就是靠欺骗公众〈商品掺假〉，其次是靠从工人身上

榨取１８小时的劳动而支付１２小时的工资……工人的无酬劳动是用来进行

竞争的手段……面包业主之间的竞争是夜间劳动难以废除的原因。低价出

售者低于成本价格（它随着面粉价格的变化而变化）出售面包，但他并没有受

到损失，因为他从工人身上榨取了更多的劳动。如果我从工人那里只取得１２

小时劳动，而我的邻居却取得１８或２０小时劳动，那末，他必然会在出售价格

上把我击败。如果工人能坚持要求支付额外时间的报酬，这种手法立刻就会

完蛋……低价出售者雇用的工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国人、少年和其他人，

他们被迫满足于几乎任何一种他们所能得到的工资。”（４４）

    
（４３）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３号报告》，证词第６６页第２２号。

（４４） 《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１８６２年伦敦版第ＬＩ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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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诉苦之所以有意思，还因为它表明：反映在资本家头脑中

的只是生产关系的假象。资本家不知道，劳动的正常价格也包含

着一定量的无酬劳动，并且正是这种无酬劳动是他的利润的正常

源泉。剩余劳动时间这个范畴对他说来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剩

余劳动时间包含在正常的工作日之内，而后者在他看来已经在日

工资中支付了。但是，额外时间，即工作日超过与普通的劳动价格

相适应的界限的延长部分，对他来说却是存在的。为了对付他的

低价出售的竞争者，他甚至主张对这种额外时间支付额外报酬。

但是他仍然不知道，这种额外报酬，和普通的劳动小时的价格一

样，也包含着无酬劳动。例如，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一个小时价格是

３便士，即
１
２个劳动小时的价值产品，而一个额外劳动小时的价格

是４便士，即
２
３个劳动小时的价值产品。在第一种场合，资本家无

偿地占有了
１
２个劳动小时，在第二种场合，无偿地占有了

１
３个劳动

小时。

    

和同一报告，证词第４７９、３５９、２７号。不过，全价出售者，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而

且象他们的代言人贝奈特本人所承认的，也让他们的工人“在晚上１１点钟或更早的时

候开始干活，并且往往延长到第二天晚上７点钟”（同上，第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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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九 章

计 件 工 资

计件工资无非是计时工资的转化形式，正如计时工资是劳动

力的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一样。

在实行计件工资的情况下，乍一看来，似乎工人出卖的使用价

值不是他的劳动力的职能即活的劳动，而是已经物化在产品中的

劳动，似乎 这种劳动的价格不 是象 计时工 资那 样，由
劳动力的日价值

一定小时数的工作日
这个分数来决定，而是由生产者的工作效率来

决定的。（４５）

首先，两种工资形式在同一些行业中同时并存的事实，剧烈地

动摇着对这种假象的信念。例如：

“伦敦的排字工人通常是拿计件工资，计时工资在他们那里是例外。相

反地，各地的排字工人，通常是拿计时工资，计件工资是例外。伦敦港口的造

船工人拿计件工资，英国其他港口的造船工人则拿计时工资。”（４６）

    
（４５） “计件劳动制度标志着工人史上的一个时代；它是介于受资本家意志支配

的普通短工的地位和不久的将来有希望一身兼任手工业者和资本家的合作手工业者

之间的阶段。计件工人虽然靠企业主的资本从事劳动，实际上是自己的雇主。”（约翰

·瓦茨《工会和罢工。机器和合作社》１８６５年曼彻斯特版第５２、５３页）我引用这本小册

子，是因为它是一切早已陈腐的辩护滥调的真正臭水坑。就是这位瓦茨先生，以前曾热

中于欧文主义，并在１８４２年发表过另外一本小册子《政治经济学家的事实和臆想》，在

那里，他说财产就是掠夺。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４６） 托·约·登宁《工联和罢工》１８６０年伦敦版第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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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伦敦，同一些马具工场中，就同一种劳动来说，往往对法国

人支付计件工资，对英国人支付计时工资。在普遍实行计件工资

的真正工厂中，个别劳动职能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不能按件计算，因

而按计时工资来支付。（４７）不过很清楚，工资支付形式的区别丝

毫没有改变工资的本质，虽然其中一种形式可以比另一种形式更

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假定普通工作日为１２小时，其中６小时是有酬的，６小时是

无酬的。一个工作日的价值产品假定是６先令，从而一个劳动小

时的价值产品是６便士。假定经验表明，一个具有平均劳动强度

和技能，因而在生产一种物品时实际上只耗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的工人，在１２小时内提供２４件产品，不管它们是一个个可分离的

产品，还是一个具有连续性的制品的可以分别计量的部分。这样，

这２４件产品的价值，扣除其中包含的不变资本部分，为６先令，每

件产品的价值为３便士。工人每件得１１
２
便士，所以１２小时得３

先令。在实行计时工资的情况下，不管是假定工人６小时为自己

劳动，６小时为资本家劳动，还是假定他每小时一半为自己劳动，

一半为资本家劳动，都是没有区别的；同样在这里，不管是说每一件

    

（４７） 下面这个例子说明，这两种工资形式的同时并存多么有利于工厂主进行欺

诈：“一个工厂雇了４００个人，其中一半是拿计件工资的，劳动时间长一些对他们有直

接利益。另外２００人是按日支付报酬的，他们劳动的时间与计件工人一样长，但是他们

的额外劳动时间得不到任何报酬……这２００个人每天在半小时内多干的活，就等于１

个人在５０小时内或一个人在一周劳动的
５
６的时间内所干的活，这对于企业主有明显

的好处。”（《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０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９页）“额外劳动仍旧非常盛行。

而且，在大多数场合下，法律本身就提供了保障，使这种现象不致被揭发出来而受到惩

处。在以前许多报告中，我一再指出……所有那些不是领取计件工资而是领取周工资

的工人受到怎样不公平的待遇。”（莱昂纳德·霍纳《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９年４月３０

日》第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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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一半是有酬的，一半是无酬的，还是说１２件产品的价格只是

补偿劳动力的价值，而另外１２件产品体现为剩余价值，也是没有

区别的。

计件工资的形式同计时工资的形式一样是不合理的。例如，

两件商品，扣除其中耗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作为一个劳动小时

的产品，值６便士，而工人由此得到３便士的价格。计件工资实际

上不直接表现价值关系。在这里，不是一件商品的价值由体现在

其中的劳动时间来计量，相反地，工人耗费的劳动是由他们生产的

产品的件数来计量。在实行计时工资的情况下，劳动由劳动的直

接的持续时间来计量；在实行计件工资的情况下，则由在一定时间

内劳动所凝结成的产品的数量来计量。（４８）劳动时间本身的价格

最终决定于这个等式：日劳动价值＝劳动力的日价值。因此，计件

工资只是计时工资的转化形式。

现在我们比较详细地来考察一下计件工资的特点。

在这里，劳动的质量是由产品本身来控制的，产品必须具有平

均的质量，计件价格才能得到完全的支付。从这方面说，计件工资

是克扣工资和进行资本主义欺诈的最丰富的源泉。

计件工资给资本家提供了一个十分确定的计算劳动强度的尺

度。只有体现在一个预先规定的并由经验确定的商品量中的劳动

时间，才被看作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当作这种劳动时间来支付

报酬。因此，在伦敦较大的裁缝工场中，把某件产品，例如一件背

心等等，叫作一小时或半小时等等，每小时付给６便士。从实践

    

（４８） “工资有两种计算方法，或者是按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算，或者是按劳动产

品来计算。”（《政治经济学原理概论》１７９６年巴黎版第３２页）这部匿名著作的作者是

热·加尔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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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知道，一小时的平均产品是多少。在做时装、改衣服等等时，雇

主和工人之间常常会为某件产品是否等于一小时等等发生争执，

最后还是要由经验来解决。在伦敦的家具制造厂等部门中也有同

样的情况。如果工人没有平均的工作效率，因而不能提供最低限

度的日劳动，他就会被解雇。（４９）

既然劳动的质量和强度在这里是由工资形式本身来控制的，

那末对劳动的监督大部分就成为多余的了。因此，计件工资的形

式既形成前面所说的现代家庭劳动的基础，也形成层层剥削和压

迫的制度的基础。后一种制度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方面，计件工资

使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寄生者的中间盘剥即包工制（ｓｕｂ－

ｌｅｔｔｉｎｇｏｆｌａｂｏｕｒ）更容易实行。中间人的利润完全来自资本家支

付的劳动价格和中间人实际付给工人的那部分劳动价格之间的差

额。（５０）在英国，这种制度有一个特别的称呼《ｓｗｅａ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血汗制度）。另一方面，计件工资使资本家能与工头（在手工工场

是组长，在矿井是采煤工人等等，在工厂是真正的机器工人）签订

按件计酬的合同，以便工头按照合同规定的价格自己负责招募帮

手和支付给他们工资。在这里，资本对工人的剥削是通过工人对

工人的剥削来实现的。（５１）

    

（４９） “交给他〈纺纱工人〉一定重量的棉花。经过一定时间，他必须交出一定重量

的有一定精细程度的线或纱，并且根据这样提供的每一磅产品，得到一定的报酬。如果

产品的质量不好，他就要受罚；如果产品数量少于一定时期应完成的最低限度，他就会

被解雇，就会被更能干的工人所代替。”（尤尔《工厂哲学》１８３５年伦敦版第３１６、３１７页）

（５０） “如果一件劳动产品要经过许多人的手，他们都要从中分取利润，而只有最

后一双手才从事劳动，那末女工最后得到的报酬就微乎其微了。”（《童工调查委员会。

第２号报告》第ＬＸＸ页第４２４号）

（５１） 甚至辩护士瓦茨也说：“如果在一项工作中所有被雇用的人都成为合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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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行了计件工资，很自然，工人的个人利益就会使他尽可能

紧张地发挥自己的劳动力，而这又使资本家容易提高劳动强度的

正常程度。（５１ａ）同样，延长工作日也是工人的个人利益之所在，

因为这样可以提高他的日工资或周工资。（５２）这就会引起那种在

研究计时工资时已经指出过的反作用，更不用说，即使在计件工

资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工作日的延长本身就包含着劳动价格的下

降。     

在实行计时工资的情况下，除少数例外，通常是对同样的职能

支付同样多的工资；在实行计件工资的情况下，虽然劳动时间的价

格是由一定量的产品来计量的，但日工资或周工资却因工人的个

人差别而变化，因为某一工人在一定时间内只提供最低限额的产

品，另一工人提供平均数额的产品，第三个工人则提供超过平均数

    

参加者，每个人都量力而为，而不是一个人只顾自己的利益，而让他的同伴去从事过度

劳动，那末这会是计件工资制的一个重大改进。”（约翰·瓦茨《工会和罢工，机器和合

作社》１８６５年曼彻斯特版第５３页）关于这个制度的害处，参看《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３

号报告》第６６页第２２号；第１１页第１２４号，第Ⅺ页第１３、５３、５９号等等。

（５１ａ） 这种自然的结果往往人为地得到助长。例如，伦敦的机器制造业中惯用的

诡计是：“资本家挑选一名特别强壮和灵巧的人做一定数量工人的头头。每到一个季度

或其他期限就付给他以追加工资，条件是他拚命地干，以促使他的那些只领取普通工

资的同伴也跟着拚命地干……这不用进一步解释就可以说明，为什么资本家要抱怨

说，‘工联限制活动，限制卓越的技能和劳动力’。”（托·约·登宁《工联和罢工》１８６０

年伦敦版第２２、２３页）因为作者本人就是工人和工联书记，人们也许会认为他的话过

于夸张。但是请看一看，比如说，约·查·摩尔顿的“受人推崇的”农业百科全书吧，在

“工人”一条里，这个方法是当作一种卓有成效的方法向租地农场主们推荐的。

（５２） “所有拿计件工资的人……由于劳动超过法定界限而获得利益。这种从事

额外时间的劳动的愿望，在织布女工和络纱女工中间尤为常见。”（《工厂视察员报告。

１８５８年４月３０日》第９页）“这种计件工资制对资本家非常有利……它直接促使少年

陶工在四、五年内从事过长的额外劳动，而得到的却是按低价支付的计件工资。这是引

起陶工身体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１号报告》第ＸＩＩ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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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工人的实际收入，就会因其技能、体

力、精力、耐力等等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５３）当然，这绝不会改

变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一般关系。第一，就整个工场来说，个人

的差别会互相抵销，所以，整个工场在一定劳动时间内会提供一个

平均的产品量，而支付的总工资也是本行业的平均工资。第二，工

资和剩余价值间的比例仍旧不变，因为各个工人各自提供的剩余

价值量是同他们各自的工资相适应的。但是计件工资给个性提供

的较大的活动场所，一方面促进了工人个性的发展，从而促进了自

由精神、独立性和自我监督能力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他们

之间的互相竞争。因此，计件工资有一种趋势，就是在把个别工资

提高到平均水平以上的同时，把这个水平本身降低。但是，在某种

计件工资根据长期的传统已经固定下来，因而特别难以降低的地

方，雇主就会破例地把计件工资强行改成计时工资。例如，１８６０年

考文垂织带工人大罢工就是由此引起的。（５４）最后，计件工资是

    

（５３） “如果在某个行业劳动是按单价计件支付报酬……那末各个工人的工资在

数量上就会有很大差别……但就日工资来说，通常都有一个统一的数额……雇主和工

人都把这个数额看作是该行业的中常工人的标准工资。”（托·约·登宁《工联和罢

工》１８６０年伦敦版第１７页）

（５４） “手工业帮工的劳动，是按日或按件规定的……从事每种手艺的工人一天

能完成多少工作，业主大体是心中有数的，所以，他们往往根据完成的工作量付给工人

报酬；这样，即使没有监督，这些帮工为了切身利益也会尽量劳动。”（康替龙《试论一

般商业的性质》１７５６年阿姆斯特丹版第１８５页和第２０２页。第１版于１７５５年出版）可

见，魁奈、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和亚·斯密曾充分利用过的康替龙，在这里已经把计

件工资看作只是计时工资的转化形式。在康替龙著作的法文版的扉页上注明系译自英

文，但是该书的英文版《关于工商业、货币、金银、银行和外汇的分析》（菲力浦·康替龙

著，选自一位已故的伦敦西蒂商人的手稿）不仅出版日期较晚（１７５９年），而且按其内容

来说，也表明是后来的修订版。例如，在法文版中还没有提到休谟，而在英文版中，配第

的名字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英文版在理论上的价值比较小，但是其中关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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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叙述的计时制的主要支柱。（５５）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计件工资是最适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工资形式。虽然计件工资绝不是什么新东西，在十四世纪，它就

已经与计时工资一起正式列入英法两国的劳工法中，但是只是在

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才得到比较广阔的活动场所。在大工业

的狂飈时期，特别是从１７９７年至１８１５年，计件工资成了延长劳动

时间和降低工资的手段。我们从蓝皮书《谷物法请愿特别委员会

的报告和证词》（１８１３年至１８１４年议会会期）和《上院委员会关于

谷物的生长、贸易、消费状况以及有关法律的报告》（１８１４年至

１８１５年会期）中，可以找到有关当时工资变动的十分重要的材料。

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自从反雅各宾战争开始以来劳动价格不断

下降的证明文件。例如，在织布业中计件工资下降得很厉害，尽管

工作日已经大大延长，但日工资仍旧低于以前的水平。

“织布工人的实际收入比从前大为减少：同普通工人相比，他的优越性以

前是很大的，而现在几乎完全消失了。事实上，熟练劳动和普通劳动的工资

间的差别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小得多。”（５６）

随着计件工资的实行而增加的劳动强度和长度，对农业无产

    

国贸易、贵金属贸易等等的各种专门材料，却是法文版所没有的。因此，英文版扉页上

注明的本书“主要选自一位已故的极有才能的绅士的手稿，加以改编”等字样，看来并

不完全是当时所流行的虚构手法。１８７

（５５） “我们不是常常看到，有些工场雇用的工人远远超过工作上的实际需要吗？

雇主雇用工人往往是为了期待某种无法预料的、有时甚至完全是想象的工作。既然雇

主支付计件工资，所以他说他并不冒任何风险，因为一切时间上的损失完全由没有活

干的人承担。”（昂·格里哥瓦尔《布鲁塞尔违警法庭上的印刷工人》１８６５年布鲁塞尔

版第９页）

（５６） 《评大不列颠的商业政策》１８１５年伦敦版第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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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毫无好处，这从一本维护大地主和租地农场主利益的书中摘

录出来的下面这段话就可以看出：

“绝大部分农活是由按日或按件雇用的人来完成的。他们的周工资约为

１２先令；虽然可以假定，一个人在采用计件工资的情况下，由于劳动有较大

的刺激，比在采用周工资的情况下能够多挣１先令或许２先令，但是在计算

他的总收入时就会发现，他在一年中由于失业所造成的损失抵销了这一增加

部分……一般说来我们还会发现，这些人的工资同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保持

着一定的比例，所以有两个孩子的人，可以不靠教区的救济而维持一家的生

活。”（５７）

当时马尔萨斯就议会公布的事实说过：

“我承认，我看到计件工资的广泛采用，感到不愉快。在较长的时期内每

天从事１２或１４小时实在繁重的劳动，对一个人来说是太多了。”（５８）

在受工厂法约束的工场内，一般都采用计件工资，因为在这

里，资本只能从强度方面扩大工作日。（５９）

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改变，同一产品量所代表的劳动时间也会

改变。于是计件工资也会改变，因为计件工资是一定劳动时间的

价格表现。就上面所举的例子来说，１２小时内生产出２４件产品，

１２小时的价值产品是６先令，劳动力的日价值是３先令，一个劳

动小时的价格是３便士，每件产品的工资是１１
２
便士。每件产品吸

收了
１
２个劳动小时。假定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同一个工作日现

在提供的产品不是２４件，而是４８件，在其他一切情况不变的条件下，

    

（５７） 《大不列颠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的抗辩》１８１４年伦敦第４、５页。

（５８） 马尔萨斯《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１８１５年伦敦版［第４９页注］。

（５９） “拿计件工资的工人，约占工厂工人总数的
４
５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８

年４月３０日》第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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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件工资就会由１
１
２
便士降低到

３
４
便士，因为现在每件产品所代

表的已经不是
１
２个劳动小时，而只是

１
４个劳动小时。２４×１

１
２
便士

＝３先令，同样４８×
３
４便士＝３先令。换句话说，计件工资的下降

是与同一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件数的增加成比例的（６０），从而，是

与耗费在同一件产品上的劳动时间的减少成比例的。计件工资的

这种变动虽然纯粹是名义上的，但也会引起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

经常不断的斗争：或者是因为资本家以此为借口来实际降低劳动

的价格，或者是因为在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同时也提高了劳动强度；

或者是因为工人当真看待计件工资的假象，认为被支付的是他的

产品，而不是他的劳动力，因此反对在商品的出售价格没有相应地

降低的情况下降低工资。

“工人仔细地注视着原料的价格和制品的价格，这样就能够准确地估计

他们的雇主的利润。”（６１）

资本有权拒绝这种要求，认为这是对雇佣劳动的性质的粗暴

歪曲。（６２）它痛斥这种要对产业进步课税的狂妄企图，并且断然宣

    

（６０） “他的纺纱机的生产力是准确计算好了的，靠这种机器完成的劳动的报酬，

随着这种机器的生产力的提高而减少，虽然不是按照同一比例减少。”（尤尔《工厂哲

学》第３１７页）可是尤尔自己又把后面那句辩护的话否定了。他承认，例如在走锭精纺

机加长的时候，这种加长就会引起追加劳动。可见，劳动不是按照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程

度减少。其次，“由于这种加长，机器的生产力提高了
１
５。这样一来，纺纱工完成的工作

将不能按从前的工资率付给报酬；但是由于他的工资率不是减少
１
５
，于是这种改良也

就提高了工人在每一定数量劳动小时中的货币工资”。但是，但是“上述情况需要有一

个限制条件……纺纱工必须从自己的追加收入６便士中拿出一部分来付给追加的未

成年的助手，此外，还有一部分成年工人被挤掉了”（同上，第３２０、３２１页），这一事实决

不能说明工资有提高的趋势。

（６１） 亨·福塞特《英国工人的经济状况》１８６５年剑桥和伦敦版第１７８页。

（６２） 在１８６１年１０月２６日伦敦的《旗帜报》上，载有一篇关于约翰·布莱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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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劳动生产率与工人毫不相干。（６３）

    

诉讼案的报告。该公司向罗契得尔治安法官“控告地毯业工联代表，说他们进行恐吓。

布莱特公司的股东采用了一种新机器，用以前生产１６０码地毯所需的时间和劳动〈！〉，

现在可以生产２４０码。工人对于企业主因投资于机器改良而获得的利润没有任何参与

分配的权利。因此，公司老板提议把每码的工资从１１
２
便士降低到１便士，这样，工人

以同量劳动所得的收入仍和以前完全一样。这只是名义上的降低。关于这件事，据说事

先没有老实地告诉工人”。

（６３） “工联为了要保持工资，力图分享改良机器所带来的利润！〈多么可怕啊！〉

……他们因为劳动缩短而要求较高的工资……换句话说，他们企图对产业改良课

税。”（《论工会》１８３４年伦敦新版第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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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章

工资的国民差异

在第十五章，我们考察了可以引起劳动力价值的绝对量或相

对量（即同剩余价值相比较的量）发生变化的种种组合的情况，而

另一方面，劳动力价格借以实现的生活资料量，又可以发生与这一

价格的变动无关（６４）或不同的运动。我们已经说过，只要把劳动

力的价值或价格换成外在的工资形式，那里的一切规律就会转化

为工资运动的规律。在这一运动中表现为各种变动着的组合的情

况，对于不同的国家说来，会表现为国民工资的同时存在的差异。

因此，在比较国民工资时，必须考虑到决定劳动力的价值量的变化

的一切因素：自然的和历史地发展起来的首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

格和范围，工人的教育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作用，劳动生产

率，劳动的外延量和内含量。即使作最肤浅的比较，首先也要求把

不同国家同一行业的平均日工资化为长度相等的工作日。在对日

工资作了这样换算以后，还必须把计时工资换算为计件工资，因为

只有计件工资才是计算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内含量的尺度。

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中等的劳动强度，在这个强度以下的劳

    

（６４） “因为用工资能买到更多更便宜的物品，就说工资〈这里指工资的货币表

现〉提高了，这是不正确的。”（大卫·布坎南对他出版的亚·斯密《国富论》所加的注。

１８１４年版第１卷第４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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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在生产一种商品时所耗费的时间要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

以不能算作正常质量的劳动。在一个国家内，只有超过国民平均

水平的强度，才会改变单纯以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价值尺度。

在以各个国家作为组成部分的世界市场上，情形就不同了。国家

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

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

均单位。因此，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

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而这又表现为更多的货币。

但是，价值规律在国际上的应用，还会由于下述情况而发生更

大的变化：只要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而被迫把它们的

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生产效率较高

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

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

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平。（６４ａ）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

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从而表现为

不同的价格，即表现为按各自的国际价值而不同的货币额。所以，

货币的相对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发达的国家里，比在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不太发达的国家里要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名义

工资，即表现为货币的劳动力的等价物，在前一种国家会比在后一

种国家高；但这决不是说，实际工资即供工人支配的生活资料也是

这样。

但是即使撇开不同国家货币价值的这种相对的差异，也常常

可以发现，日工资、周工资等等在前一种国家比在后一种国家高，

    
（６４ａ） 我们将在别处研究，哪些和生产率有关的情况能够在个别生产部门使这

一规律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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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相对的劳动价格，即同剩余价值和产品价值相比较的劳动价格，

在后一种国家却比在前一种国家高。（６５）

１８３３年工厂委员会委员约·伍·考威尔，曾对纺纱业作了仔

细调查，并得出如下结论：

“英国的工资虽然对于工人说来可能比大陆高，但是对于工厂主说来，实

际上比大陆低。”（尤尔《工厂哲学》第３１４页）

英国工厂视察员亚历山大·雷德格雷夫在１８６６年１０月３１

日的工厂报告中，根据同大陆各国比较的统计材料指出，大陆的劳

动，尽管工资较低，劳动时间也长得多，但是同产品相比较，还是比

英国贵。奥登堡一家棉纺织厂的一位英国经理说，那里的劳动时间

是从早晨５点半到晚上８点，星期六也不例外，而当地工人即使在

英国监工的监视下在这个时间内提供的产品，也比英国工人在１０

小时内提供的产品少，要是在德国监工的监视下，那还要少得多。

工资比英国的低得多，在许多场合低５０％，但是同机器相比的工

人数却要比英国的多得多，在一些部门达５∶３。雷德格雷夫先生

提供了有关俄国棉纺织厂的非常详尽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一位不

久前还在俄国工厂任职的英国经理提供给他的。在这块充满种种

    

（６５） 詹姆斯·安德森在同亚·斯密论战时说过：“同样应当指出，虽然在农产品

特别是谷物便宜的贫国中，劳动价格表面上通常较低，其实在那里，劳动价格实际上大

都比其他国家高。因为工人每日获得的工资，虽然是劳动的表面价格，但是并不代表劳

动的实际价格。实际价格是已完成的一定量劳动使企业主实际上花去的费用。从这个

观点看来，劳动在富国几乎总是比在贫国便宜，虽然谷物和其他生活资料的价格在贫

国通常比在富国低得多……按日计酬的劳动在苏格兰比在英格兰贱得多……而按件

计酬的劳动一般在英格兰较贱。”（詹姆斯·安德森《论激励民族创业精神的手段》

１７７７年爱丁堡版第３５０、３５１页）——相反地，工资的低廉又引起劳动的昂贵。“劳动在

爱尔兰比在英格兰贵……因为那里的工资低得多。”（《皇家铁道委员会记录》１８６７年

版第２０７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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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事的俄国土地上，英国工厂幼年时期的那些陈旧的骇人听闻的

现象还非常盛行。管理人当然都是英国人，因为当地的俄国资本

家不会管理工厂。尽管工人从事过度劳动，夜以继日地干活，而报

酬却微乎其微，但是俄国的工业品仍然只有在禁止外国货的情况

下才能勉强站住脚。最后，我还要举出雷德格雷夫先生的一张关

于欧洲各国每个工厂和每个纺纱工人的平均纱锭数的比较表。雷

德格雷夫先生本人指出，这些数字是他几年以前收集的，从那时以

来，英国工厂的规模和每个工人的纱锭数都扩大了。但是他假定，

所列举的大陆国家也有了同样程度的进步，因此这些数字材料仍

然有比较的价值。

每个工厂的平均纱锭数

英格兰 １２６００…………………………………………………

瑞 士 ８０００…………………………………………………

奥地利 ７０００…………………………………………………

萨克森 ４５００…………………………………………………

比利时 ４０００…………………………………………………

法 国 １５００…………………………………………………

普鲁士 １５００…………………………………………………

每个工人的平均纱锭数

法 国 １４……………………………………………………

俄 国 ２８……………………………………………………

普鲁士 ３７……………………………………………………

巴伐利亚 ４６…………………………………………………

奥地利 ４９……………………………………………………

比利时 ５０……………………………………………………

萨克森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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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各小邦 ５５……………………………………………

瑞 士 ５５……………………………………………………

大不列颠 ７４…………………………………………

雷德格雷夫先生说：

“这一比较对大不列颠是不利的，除了别的原因以外，特别是因为：在大

不列颠，有许多工厂是兼营机器织布业和纺纱业的，而在计算时，连一个织工

也没有除去。相反地，外国工厂大多只经营纺纱业。如果能够拿同样的情况

进行精确比较，我就可以从我的管区中举出许多棉纺厂，在这些工厂里，只要

一个男工和两个女助手就能看管几台共有２２００个纱锭的走锭精纺机，每天

生产出重２２０磅、长４００哩的棉纱。”（散见《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６年１０月

３１日》第３１—３７页）

我们知道，英国的一些公司在东欧和亚洲承包过铁路建筑工

程，它们除了使用当地工人外，还使用了一定数量的英国工人。它

们迫于实际的需要，就不得不考虑劳动强度的国民差异，但是这并

没有使它们受到任何损失。它们根据经验知道，即使工资水平多

少同中等劳动强度是相符合的，但是劳动的相对价格（同产品相比

较的价格）通常是按相反方向变动的。

亨·凯里在他的最早的经济学著作之一《论工资率》（６６）中企

图证明，不同的国民工资同各国工作日的生产率水平成正比，以便

从这种国际的对比中得出结论说，工资总是随着劳动生产率而升

降。即使凯里没有象往常那样把毫无批判地、表面地拼凑起来的

统计材料杂乱无章地罗列在一起，而是论证了自己的前提，我们关

于剩余价值生产的全部分析还是证明，他的这个推论是荒谬的。

最妙的是，他并不认为，事物实际上是同理论上所说的一样。正是

    

（６６） 《论工资率：世界劳动人民状况差别的原因的探讨》１８３５年费拉得尔菲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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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干涉歪曲了这种自然的经济关系。因此，在计算国民工资

时，似乎必须把工资中以税收的形式归国家所有的那一部分看作

是归工人自身所有的。凯里先生难道不应当进一步想一想：这种

“国家费用”不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果实”吗？这样的推论对

这样的人说来是十分相称的：他起初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说成是

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并且说这些规律的自由的、和谐的作

用只是由于国家干涉才遭到破坏，可是后来他发现，英国对世界市

场的恶魔般的影响（似乎这种影响不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

律中产生的），使国家干涉即通过国家来保护那些“自然规律和理

性规律”成为必要，换句话说，就是使实行保护关税制度成为必要。

其次他发现，李嘉图等人用来表述现存社会的对立和矛盾的定理，

并不是现实经济运动的观念的产物，相反地，英国和其他地方的资

本主义生产中的现实对立倒是李嘉图等人的理论的结果！最后，他

发现，破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优美与和谐的，归根到底是贸

易。再前进一步，他也许会发现，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祸害就是资

本本身。只有一个如此惊人地缺乏批判能力和如此假装博学的人

（尽管他相信保护关税的异端邪说），才配成为一位名叫巴师夏的

人和现代自由贸易派其他一切乐观主义者的和谐智慧的秘密源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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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篇

资本的积累过程

一个货币额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是要执行资本职能

的价值量所完成的第一个运动。这个运动是在市场上，在流通领

域内进行的。运动的第二阶段，生产过程，在生产资料转化为商品

时就告结束，这些商品的价值大于其组成部分的价值，也就是包含

原预付资本加上剩余价值。接着，这些商品必须再投入流通领域。

必须出售这些商品，把它们的价值实现在货币上，把这些货币又重

新转化为资本，这样周而复始地不断进行。这种不断地通过同一

些连续阶段的循环，就形成资本流通。

积累的第一个条件，是资本家能够卖掉自己的商品，并把由此

得到的绝大部分货币再转化为资本。下面假定资本是按正常的方

式完成自己的流通过程的。对这一过程的详细分析要在第二卷里

进行。

生产剩余价值即直接从工人身上榨取无酬劳动并把它固定在

商品上的资本家，是剩余价值的第一个占有者，但决不是剩余价值

的最后所有者。以后他还必须同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执行其他职能

的资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等等，共同瓜分剩余价值。因此，剩余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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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分为各个不同的部分。它的各部分归不同类的人所有，并具有

不同的、互相独立的形式，如利润、利息、商业利润、地租等等。剩

余价值的这些转化形式要在第三卷里才来研究。

因此，我们在这里一方面假定，生产商品的资本家按照商品的

价值出售商品，而不去进一步研究资本家如何回到商品市场：既不

研究资本在流通领域里所采取的那些新形式，也不研究这些形式

所包含的再生产的具体条件。另一方面，我们把资本主义的生产

者当作全部剩余价值的所有者，或者，不妨把他当作所有参加分赃

的人的代表。总之，我们首先抽象地来考察积累，也就是把积累只

看作直接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

此外，只要积累在进行，资本家就是在出售所生产的商品，并

把出售商品所取得的货币再转化为资本。其次，剩余价值分为各

个不同的部分，丝毫也不会改变它的性质以及使它成为积累要素

的那些必要条件。不管资本主义生产者自己握有的或分给别人的

剩余价值的比例如何，他总是最先占有剩余价值。因此，我们在说

明积累时假定的情况，也就是积累进行中实际发生的情况。另一

方面，剩余价值的分割和流通的中介运动模糊了积累过程的简单

的基本形式。因此，对积累过程的纯粹的分析，就要求我们暂时抛

开掩盖它的机构的内部作用的一切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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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简 单 再 生 产

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

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

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

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

生产的条件同时也就是再生产的条件。任何一个社会，如果

不是不断地把它的一部分产品再转化为生产资料或新生产的要

素，就不能不断地生产，即再生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

会在例如一年里所消费的生产资料，即劳动资料、原料和辅助材

料，只有在实物形式上为数量相等的新物品所替换，社会才能在原

有的规模上再生产或保持自己的财富，这些新物品要从年产品总

量中分离出来，重新并入生产过程。因此，一定量的年产品是属于

生产的。这部分本来供生产消费之用的产品，就采取的实物形式

来说，大多数不适于个人消费。

生产具有资本主义的形式，再生产也就具有同样的形式。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过程只表现为价值增殖过程的手段，同

样，再生产也只表现为把预付价值作为资本即作为自行增殖的价

值来再生产的手段。某个人之所以扮演资本家的经济角色，只是

由于他的货币不断地执行资本的职能。比如说，如果１００镑预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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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额在今年转化为资本，生产了２０镑剩余价值，那末，在明年及

以后各年它必须重复同样的活动。剩余价值作为资本价值的周期

增加额或处在过程中的资本的周期果实，取得了来源于资本的收

入的形式。（１）

如果这种收入只是充当资本家的消费基金，或者说，它周期地

获得，也周期地消费掉，那末，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就是简

单再生产。虽然简单再生产只是生产过程在原来规模上的重复，

但是这种重复或连续性，赋予这个过程以某些新的特征，或者不如

说，消除它仅仅作为孤立过程所具有的虚假特征。

生产过程是以购买一定时间的劳动力作为开端的，每当劳动

的售卖期限届满，从而一定的生产期间（如一个星期，一个月等等）

已经过去，这种开端就又更新。但是，工人只是在自己的劳动力发

挥了作用，把它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实现在商品上以后，才得到报

酬。因此，工人既生产了我们暂时只看作资本家的消费基金的剩余

价值，也生产了付给他自己报酬的基金即可变资本，而后者是在它

以工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里之前生产的，只有当他不断地再生产

这种基金的时候，他才被雇用。由此就产生了在第十六章里提到的

经济学家的公式Ⅱ，这个公式把工资表现为产品本身的一部分。（２）

    

（１） “消费别人劳动产品的富人，只有通过交换行为〈购买商品〉才能获得这种产

品。因此，他们似乎很快就会花光自己的准备金……但是在这种社会制度下，财富获得

了一种通过别人劳动而再生产出来的力量……财富，和劳动一样，并且通过劳动，每年

提供果实，这种果实每年可以被消费掉，但不会使富人变穷。这种果实就是来源于资本

的收入。”（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１卷第８１、８２页）

（２） “工资和利润一样，都应该看成成品的一部分。”（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第

１４２页）“产品的一部分以工资的形式属于工人。”（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帕里

佐译，１８２３年巴黎版第３３、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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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工人自己不断再生产的产品中不断以工资形式流回到工人

手里的那一部分。当然，资本家用货币把这个商品价值支付给工

人。但这些货币不过是劳动产品的转化形式。当工人把一部分生

产资料转化为产品的时候，他以前的一部分产品就再转化为货币。

工人今天的劳动或下半年的劳动是用他上星期的劳动或上半年的

劳动来支付的。只要我们不是考察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

考察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货币形式所造成的错觉就会立即消

失。资本家阶级不断地以货币形式发给工人阶级票据，让他们用

来领取由工人阶级生产而为资本家阶级所占有的产品中的一部

分。工人也不断地把这些票据还给资本家阶级，以便从资本家阶

级那里取得他自己的产品中属于他自己的那一部分。产品的商品

形式和商品的货币形式掩饰了这种交易。

因此，可变资本不过是劳动者为维持和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

生活资料基金或劳动基金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的表现形式；这种基

金在一切社会生产制度下都始终必须由劳动者本身来生产和再生

产。劳动基金所以不断以工人劳动的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

手里，只是因为工人自己的产品不断以资本的形式离开工人。但

是劳动基金的这种表现形式丝毫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资本家

把工人自己的物化劳动预付给工人。（３）以徭役农民为例。比如

说，他每周３天用自己的生产资料在自己的耕地上劳动，其余３天

在主人的田庄服徭役。他不断再生产自己的劳动基金，而这一劳

动基金对他来说，从来也没有采取第三者为换取他的劳动而预付的支

    

（３） “当资本用于预付给工人的工资时，它丝毫不增加用来维持劳动的基金。”

（卡泽诺夫对他出版的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所加的注。１８５３年伦敦版第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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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手段的形式。然而，他的无酬的强制的劳动也从来没有采取自

愿的和有酬的劳动的形式。一旦地主把徭役农民的耕地、耕畜、种

子，一句话，把他的生产资料都攫为己有，那末，徭役农民从此以后

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地主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他现在也和过去一样，每周劳动６天，３天为自己，３天为现在

变为雇主的过去的地主。他现在也和过去一样，要把这些生产资

料作为生产资料来消费，把它们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现在也和

过去一样，一定部分的产品仍要进入再生产。但是，既然徭役劳动

采取了雇佣劳动的形式，徭役农民和过去一样所生产和再生产的

劳动基金也就采取了由地主预付给徭役农民的资本的形式。资产

阶级经济学家由于头脑狭隘不能区别表现形式和它所表现的东

西，他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甚至今天，劳动基金在地球上也只是

例外地表现为资本的形式。（４）

诚然，只有从生产过程的不断更新来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可变资本才会失去从资本家私人基金中预付的价值的性质。（４ａ）

但是，这一过程总要从某地某时开始。因此，从我们上面所持的观

点来看，下面的情况是可能的：资本家曾经一度依靠某种与别人的

无酬劳动无关的原始积累而成为货币所有者，因而能够作为劳动

力的购买者进入市场。然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单纯连续或者

说简单再生产，还会引起其他一些特殊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影响资

    

（４） “工人的生活资料由资本家预付给工人的地方，在地球上还不到四分之

一。”（理查·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５２年哈特福版第３６页）

（４ａ）“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即制造业工人〉的工资虽然由雇主预付，但实际上雇主没有破

费什么，因为工资的价值通常总是带着利润，在工人的劳动加于其上的对象的增大的

价值中又被创造出来。”（亚·斯密《国富论》第２篇第３章第３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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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可变部分，而且影响整个资本。

如果１０００镑资本周期地（例如每年）创造剩余价值２００镑，而

这些剩余价值每年又都被消费掉，那就很清楚，同一过程重复五年

以后，所消费的剩余价值量＝５×２００，也就是等于原预付资本价值

１０００镑。如果年剩余价值只是部分地被消费掉，例如只消费掉一

半，那末，在生产过程重复十年以后，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因为

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０。总之，预付资本价值除以每年所消费的剩余价

值，就可以求出，经过若干年或者说经过若干个再生产期间，原预

付资本就会被资本家消费掉，因而消失了。资本家认为，他所消费

的是别人无酬劳动的产品即剩余价值，而保存了原资本价值，但这

种看法绝对不能改变事实。经过若干年以后，资本家占有的资本

价值就等于他在这若干年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剩余价值额，而他

所消费的价值额就等于原有资本价值。诚然，他手中握有一笔数

量没有改变的资本，而且其中一部分如厂房、机器等等，在他开始

经营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但是，这里问题在于资本的价值，而不在

于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如果某人借了等于自己全部财产的价值

的债务而把全部财产耗尽，那末他的全部财产正好只代表他的全

部债务。同样，如果资本家把自己预付资本的等价物消费掉，那末

这些资本的价值不过只代表他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的总额。他的

原有资本的任何一个价值原子都不复存在了。

因此，撇开一切积累不说，生产过程的单纯连续或者说简单再

生产，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以后，必然会使任何资本都转化为

积累的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即使资本在进入生产过程的时

候是资本使用者本人挣得的财产，它迟早也要成为不付等价物而

被占有的价值，成为别人无酬劳动的货币形式或其他形式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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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第四章已经看到，要使货币转化为资本，只有商品生产

和商品流通的存在还是不够的。为此首先必须有下列双方作为买

者和卖者相对立：一方是价值或货币的所有者，另一方是创造价值

的实体的所有者；一方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是

除了劳动力以外什么也没有的所有者。所以，劳动产品和劳动本

身的分离，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过

程事实上的基础或起点。

但是，起初仅仅是起点的东西，后来通过过程的单纯连续，即

通过简单再生产，就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结果而不断重新生

产出来，并且永久化了。一方面，生产过程不断地把物质财富转化

为资本，转化为资本家的价值增殖手段和消费品。另一方面，工人

不断地象进入生产过程时那样又走出这个过程——是财富的人身

源泉，但被剥夺了为自己实现这种财富的一切手段。因为在他进

入过程以前，他自己的劳动就同他相异化而为资本家所占有，并入

资本中了，所以在过程中这种劳动不断物化在别人产品中。因为

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所以工人的产品不

仅不断地转化为商品，而且也转化为资本，转化为吸收创造价值的

力的价值，转化为购买人身的生活资料，转化为使用生产者的生产

资料。（５）可见，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作资本，当作同他

相异化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而资本家同样不断地把

劳动力当作主观的、同它本身物化的和实现的资料相分离的、抽象

的、只存在于工人身体中的财富源泉来生产，一句话，就是把工人

    

（５） “这就是生产消费的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属性。生产中所消费的东西就是资

本，并且通过消费才成为资本。”（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第２４２页）可是詹

·穆勒并没有说明这种“特别值得注意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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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雇佣工人来生产。（６）工人的这种不断再生产或永久化是资

本主义生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工人的消费有两种。在生产本身中他通过自己的劳动消费生

产资料，并把生产资料转化为价值高于预付资本价值的产品。这

就是他的生产消费。同时这也是购买他的劳动力的资本家对他的

劳动力的消费。另一方面，工人把购买他的劳动力而支付给他的

货币用于生活资料：这是他的个人消费。可见，工人的生产消费和

个人消费是完全不同的。在前一种情况下，工人起资本动力的作

用，属于资本家；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属于自己，在生产过程以外执

行生活职能。前者的结果是资本家的生存，后者的结果是工人自

己的生存。

在考察“工作日”等等时，有些场合已经表明：工人往往被迫把

自己的个人消费变成生产过程的纯粹附带的事情。在这种情况

下，他给自己添加生活资料，是为了维持自己劳动力的运转，正象

给蒸汽机添煤加水，给机轮上油一样。在这里，他的消费资料只是

一种生产资料的消费资料，他的个人消费是直接生产的消费。但

是，这表现为一种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无关的无谓消耗。

（７）

只要我们考察的不是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资本家阶

    

（６） “确实，一种工场手工业最初采用时，会使许多贫民得到工作；但他们依然贫

穷，而且这种工场手工业的继续经营又会造成更多的贫民。”（《限制羊毛出口的理由》

１６７７年伦敦版第１９页）“租地农场主荒谬地断言他维持穷人生活。实际上，穷人被维持

在贫困生活中。”（《最近济贫税增加的理由，或劳动价格和粮食价格的比较研究》１７７７

年伦敦版第３１页）

（７） 要是罗西真正识破“生产消费”的秘密，他就不会在这一点上如此夸夸其谈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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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和工人阶级，不是孤立的商品生产过程，而是在社会范围内不断

进行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那情况就不同了。当资本家把自己一

部分资本变成劳动力时，他就由此增殖了自己的总资本。他一举

两得。他不仅从他由工人那里取得的东西中，而且从他给工人的

东西中获取利益。用来交换劳动力的资本转化为生活资料，这种

生活资料的消费是为了再生产现有工人的肌肉、神经、骨骼、脑髓

和生出新的工人。因此，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绝对必需的限度

内，只是把资本用来交换劳动力的生活资料再转化为可供资本重

新剥削的劳动力。这种消费是资本家最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即工人

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可见，工人的个人消费，不论在工场、工厂

等以内或以外，在劳动过程以内或以外进行，都是资本生产和再生

产的一个要素，正象擦洗机器，不论在劳动过程中或劳动过程的一

定间歇进行，总是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一样。虽然工人实现

自己的个人消费是为自己而不是为资本家，但事情并不因此有任

何变化。役畜的消费并不因为役畜自己享受食物而不成为生产过

程的必要的要素。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再生

产的条件。资本家可以放心地让工人维持自己和繁殖后代的本能

去实现这个条件。他所操心的只是把工人的个人消费尽量限制在

必要的范围之内，这种做法同南美洲那种强迫工人吃营养较多的

食物，不吃营养较少的食物的粗暴行为，真有天壤之别。（８）

    

（８） “南美洲矿工每天的劳动（也许是世界上最繁重的劳动），就是把重１８０—２００

磅的矿石从４５０呎深的地下背到地面上来，但他们只靠面包和豆子过活：他们宁愿只

吃面包，但他们的雇主发现他们光吃面包不可能干这样的重活，所以把他们当作牛马，

强迫他们吃豆子；豆子含磷酸钙比面包多得多。”（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

应用》１８６２年第７版第１卷第１９４页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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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资本家及其思想家即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只有使工人阶

级永久化所必需的，也就是为了使资本能消费劳动力所实际必要

的那部分工人个人消费，才是生产消费。除此以外，工人为了自己

享受而消费的一切都是非生产消费。（９）假使资本积累引起工资

的提高，从而使工人的消费资料增加，但资本并没有消费更多的劳

动力，那末追加资本就会非生产地消费掉。（１０）实际上，工人的个

人消费对他自己来说是非生产的，因为这种消费仅仅是再生产贫

困的个人；而对资本家和国家来说是生产的，因为它生产了创造别

人财富的力量。（１１）

因此，从社会角度来看，工人阶级，即使在直接劳动过程以外，

也同死的劳动工具一样是资本的附属物。甚至工人的个人消费，

在一定限度内，也不过是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不过，这个

过程关心的是，在它不断使工人的劳动产品从工人这一极移到资

本那一极时，不让这种有自我意识的生产工具跑掉。工人的个人

消费一方面保证他们维持自己和再生产自己，另一方面通过生活

资料的耗费来保证他们不断重新出现在劳动市场上。罗马的奴隶

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他

这种独立的假象是由雇主的经常更换以及契约的法律虚构来保

    

（９） 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第２３８页及以下各页。

（１０） “如果劳动价格大大提高，以致增加资本也无法使用更多的劳动，那我就要

说，这样增加的资本就会非生产地消费掉。”（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

伦敦第３版第１６３页）

（１１）“唯一真正的生产消费，就是资本家为了再生产而对财富的消费或破坏〈他指

的是生产资料的消耗〉——工人……对于使用他的人、对于国家是生产的消费者，但严

格说来，对自己本身就不是生产的消费者。”（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１８５３年伦敦

版第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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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

从前，资本在它认为必要的时候，就通过强制的法律来实现对

自由工人的所有权。例如在１８１５年以前，英国曾以严厉的刑罚来

禁止机器工人向国外迁移。

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同时也包括技能的世代传授和积累。

（１２）资本家竭力把这种熟练的工人阶级的存在算作属于自己的生

产条件，并且实际上把这种熟练的工人阶级看作自己的可变资本

的实际存在，每当危机使这种工人阶级有丧失的危险时，这一点就

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大家知道，美国的南北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

棉荒，把郎卡郡等地的大部分棉纺织业工人抛向街头。于是从工

人阶级自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中发出呼声，要求通过国家援助或

国民的自愿捐款把“多余的人”迁往英国的殖民地或美国。当时

《泰晤士报》（１８６３年３月２４日）发表了曼彻斯特前任商会会长艾

德蒙·波特尔的一封信。这封信在下院被恰当地称为“工厂主宣

言”。（１３）我们在这里举出几处有代表性的地方，这些地方毫无掩

饰地表明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所有权。

“可能有人对棉纺织业工人说，他们的劳动供给太多了……也许应当减

少三分之一，这样才能保障对其余三分之二的正常需求……社会舆论坚决要

求移民……雇主〈即棉纺织厂主〉不愿意看到他的劳动供给转移出去；他会

想，这样做既不公正又不正确……如果靠公共基金实行移民，他就有权提出

意见，也许有权提出抗议。”

    
（１２） “人们可以说储存起来和预先准备好的唯一的东西，就是工人的技能……

熟练劳动的积累和储存，这种最重要的工作，对大部分工人来说，不要任何资本也可以

完成。”（霍吉斯金《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第１２、１３页）

（１３） “这封信可以看作工厂主宣言。”（１８６３年４月２７日弗兰德在下院会议上

就棉荒提出的议案）

０３６ 第七篇 资本的积累过程



  这个波特尔接着谈到，棉纺织业是如何有用，如何“无疑地吸

收了爱尔兰和英国农业区的多余人口”，它的规模是如何的大，如

何在１８６０年占英国输出总额的
５
１３
，它如何经过几年后，会由于市

场特别是印度市场的扩大，并由于“按每磅６便士输入足够数量的

棉花”而再行扩展。他继续说：

“时间（一年两年或许是三年）会生产出必要的数量……于是我要提出一

个问题：这种工业值得维持吗？这种机器〈指活的劳动机器〉值得费力去维护

吗？想抛弃这种机器不是最大的愚蠢吗？我认为是这样。我承认，工人不是

财产，不是郎卡郡和雇主们的财产，然而他们是二者的力量；他们是有智慧的

和受过训练的力量，不是在一代之内就能替换的；相反地，其他机器即工人进

行操作的机器，很大一部分可以在１２个月内加以替换和改良而获得利益。

（１４）如果鼓励或允许〈！〉劳动力迁往国外，那资本家怎么办呢？”

这种发自内心的叫喊使人想起了宫廷侍卫长卡尔勃。
１８８

“……抛掉工人的精华，固定资本就会大大贬值，流动资本就会经不起同

劣等劳动供应不足的斗争……有人对我们说，工人自己希望迁往国外。工人

要这样做，那是很自然的……抛掉棉纺织业的劳动力，把支付给他们的工资

比如降低
１
３
，或５百万，使棉纺织业生产缩减，这样一来，工人上面的一个阶

级即小店主怎么办呢？地租及小屋租金怎么办呢？……小租地农场主、比较优

裕的房主和土地所有者怎么办呢？输出国家最优秀的工厂工人，降低

    
（１４） 人们会记得，通常在必须降低工资的情况下，同一资本就唱完全不同的调

子。这时“主人”异口同声地说（见第４篇第１８８注第３８９页①）：“工厂工人们应当牢牢

记住，他们的劳动实际上是一种极低级的熟练劳动；没有一种劳动比它更容易学会，按

质量来说比它报酬更高，没有一种劳动能通过对最无经验的人进行短期训练而在这样

短的时间这样大量地得到。在生产事务中，主人的机器〈现在我们听到，这种机器可以

在１２个月内加以替换和改良而获得利益〉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比工人的劳动和技巧

〈现在我们听到，这种劳动和技巧在３０年中无法替换〉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因为工人

的劳动和技巧６个月就可以教完，并且任何一个雇农都可以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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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那部分生产效率最高的资本和财富的价值，以使这个国家贫弱，请问，对

国内一切阶级说来，还有什么计划会比这种计划更具有自杀性呢？”“我建议

两三年内分批发行５—６百万公债；这笔钱由棉纺织工业区济贫所所属的特

别委员掌管，依照特别法律的规定来使用，并实行一定的强制劳动来保持受

救济者的道德标准……放弃自己最优秀的工人，并且由于实行大规模的造成

国内空虚的移民，以及把全区的资本和价值弄得一干二净，而使剩下的工人

道德败坏，意志消沉，对土地所有者或雇主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坏的事情

吗？”

波特尔这位棉纺织厂主选中的喉舌，把“机器”分为两类，这两

类都属于资本家。一类在资本家的工厂里，另一类在夜间和星期

日住在厂外的小屋中。一类是死机器，另一类是活机器。死机器不

仅逐日损坏和贬值，而且由于技术不断进步，它的现有数量中的大

部分也变得陈旧了，以致在几个月之内可以用新机器来替换而获

得利益。活机器则相反，它延续的时间越久，历代的技能积累得越

多，就越好。《泰晤士报》在回答这位大厂主时写道：

“艾·波特尔先生深深感到棉纺织企业主的异乎寻常的绝对的重要性，

以致为了维持这个阶级并且使他们的行业永世长存，他准备把５０万工人强

行关进庞大的有道德的贫民习艺所。波特尔先生问道，这种工业值得维持

吗？我们回答说，当然值得，应当用一切正直的手段来维持。波特尔先生又

问，这种机器值得费力去维护吗？这里我们就犹豫了。波特尔先生指的机器

是人这种机器，因为他断言他并不打算把这种机器当作绝对的财产。我们必

须承认，维护人这种机器，也就是把他们关起来并且给他们上油，直到需要他

们的时候为止，我们认为这是‘不值得费力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人这种机

器有一种特性：尽管你上油擦洗，不使用就会生锈。此外，正如我们已经看见

的，人这种机器能自己放出蒸汽，发生爆炸，在我们的大城市里疯狂地胡闹。

正如波特尔先生所说，再生产工人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只要我们手里

有机械师和货币，我们总是能够找到克勤克俭、吃苦耐劳的人，从这些人中间

可以造就出超过我们任何时候所能需要的工厂工长……波特尔先生谈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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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两年或三年工业又会活跃起来，要求我们不鼓励或不允许劳动力迁往

国外！他说工人希望迁移国外是很自然的，但是他认为，国家必须不顾他们的

要求，把这５０万工人和他们的７０万家属关闭在棉纺织工业区里，并且——

这是必然会得出的——国家必须用暴力压制他们的不满，用救济维持他们的

生存；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考虑到有朝一日棉纺织企业主可能再需要他们

……现在已经是这个岛国强大的舆论行动起来，从那些想把劳动力同煤、铁、

棉花一样看待的人的手里拯救出‘这种劳动力’的时候了。”（１５）

《泰晤士报》的文章只不过是一种益智游戏。“强大的舆论”实

际上同波特尔先生的意见一样，认为工厂工人是工厂的活动的附

属物。工人被制止迁往国外。（１６）他们被关进棉纺织工业区的“有

道德的贫民习艺所”，他们仍然是“郎卡郡棉纺织企业主的力

量”。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本身的进行中，再生产出劳动力和

劳动条件的分离。这样，它就再生产出剥削工人的条件，并使之永

久化。它不断迫使工人为了生活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同时不断

使资本家能够为了发财致富而购买劳动力。（１７）现在资本家和工

人作为买者和卖者在商品市场上相对立，已经不再是偶然的事情

了。过程本身必定把工人不断地当作自己劳动力的卖者投回商品

市场，同时又把工人自己的产品不断地变成资本家的购买手段。

    

（１５） １８６３年３月２４日《泰晤士报》。

（１６） 议会没有为移民批准一个铜板的经费，只是颁布法令，责成市政当局把工

人维持在半死不活的状态中，或不付给标准工资而对他们进行剥削。相反，三年后，当

牛瘟流行的时候，议会甚至粗暴地破坏议会体统，立即批准数百万来补偿百万富翁地

主们的损失；他们的租地农场主显然由于肉价上涨而未曾遭受损失。土地所有者在

１８６６年议会开会时的野兽般的吼叫表明，即使不是印度教徒也可以礼拜撒巴拉神牛，

即使不是丘必特也可以变成牛。

（１７） “工人为了生活而需要生活资料，工厂主为了获利而需要劳动。”（西斯蒙

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巴黎版第１卷第９１页）

３３６第二十一章 简单再生产



实际上，工人在把自己出卖给资本家以前就已经属于资本了。工

人经济上的隶属地位（１８），是由他的卖身行为的周期更新、雇主的

更换和劳动的市场价格的变动造成的，同时又被这些事实所掩盖

（１９）。

可见，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联系起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

来考察，它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

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２０）

    

（１８） 德勒穆郡存在着这种隶属地位的农村粗野形式。有几个郡，当地的条件不

能保证租地农场主对农业短工的当然所有权，德勒穆郡就是其中的一个。采矿业使农

业短工有选择的机会。因此，在这些地方，租地农场主打破惯例，只承租筑有工人小屋

的土地。小屋租金就是工资的一部分。这些小屋叫做“农业工人房舍”。工人要租这些

小屋必须完成一定的封建义务，租赁契约就叫做《ｂｏｎｄａｇｅ》〔“依附关系”〕，按照这种束

缚工人的契约，例如工人在外地做工的时候，必须由他的女儿或其他人代他工作。工人

本人叫ｂｏｎｄｓｍａｎ，即依附农。这种关系还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表明，工人的个人消费是

为资本的消费或生产消费。“值得注意的是，甚至这种依附农的粪便都成了他的利欲熏

心的主子的一项额外收入……租地农场主除了自己的厕所以外，不许邻近有别的厕

所，而且不容许对这方面的领主权有任何侵犯。”（《公共卫生。第７号报告。１８６４年》

第１８８页）

（１９） 我们记得，在儿童劳动等方面，甚至连卖身的形式也不存在。

（２０） “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

者相互产生。一个棉纺织厂的工人是不是只生产棉织品呢？不是，他生产资本。他生产

重新供人利用去支配他的劳动并借他的劳动创造新价值的价值。”（卡尔·马克思《雇

佣劳动与资本》，载于《新莱茵报》１８４９年４月７日第２６６号１８９）用这个标题在《新莱茵

报》上发表的文章，是１８４７年我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１９０就这个题目发表的演说

的一部分；文章的登载由于二月革命而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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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１．规模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

 主义占有规律        

我们以前考察了剩余价值怎样从资本产生，现在我们考察资

本怎样从剩余价值产生。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

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叫做资本积累。（２１）

首先，我们从单个资本家的角度来考察这个过程。例如，一个

纱厂主预付了１００００镑的资本，其中
４
５
用于棉花、机器等等，其余

１
５用于工资。假定他每年生产棉纱２４００００磅，价值为１２０００镑。

如果剩余价值率为１００％，剩余价值就包含在４００００磅棉纱的剩

余产品或纯产品中，它占总产品的
１
６，价值２０００镑。这２０００镑价

值将由出售而实现。２０００镑的价值额就是２０００镑的价值额。从这

笔货币上既嗅不出也看不出它是剩余价值。一个价值是剩余价值

这一点，表明这一价值怎样来到它的所有者手里，但是丝毫也不能

改变价值或货币的本性。

    
（２１） “资本积累就是把收入的一部分当作资本使用。”（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

定义》，卡泽诺夫出版，第１１页）“收入转化为资本。”（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
１８３６年伦敦第２版第３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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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纱厂主要把他新增加的２０００镑货币变成资本，在其他

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得预付其中的
４
５
去购买棉花等物，

１
５
去购买

新的纺纱工人，这些纺纱工人会在市场上找到生活资料，而生活资

料的价值已由纱厂主预付给他们了。于是，这２０００镑新资本就在

纺纱厂中执行职能，并又带来４００镑的剩余价值。

资本价值最初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相反，剩余价值一开始就

作为总产品的一定部分的价值而存在。如果总产品卖出去，变成

货币，那末资本价值就又取得了自己最初的形式，而剩余价值则改

变了自己最初的存在方式。但是从这时候起，资本价值和剩余价

值二者都成了货币额，并且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重新转化为资本。

资本家把这二者都用来购买商品，以便能够重新开始制造自己的

产品，而这次是在扩大规模上进行的。但是，他要买到这些商品，

就必须在市场上找到这些商品。

他自己的棉纱所以能流通，只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年产品投入

市场，正象其他所有的资本家也把自己的商品投入市场一样。但

这些商品在进入市场以前，就已经存在于年生产基金中了，也就是

说，已经存在于由各个单个资本的总额或社会总资本在一年中转

化成的各种物品的总额中了，而每个资本家只占有其中的一个相

应部分。市场上的过程只是实现年生产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交换，

使它们从一个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人的手里，但它既不能增大年生

产的总额，也不能改变产品的本性。可见，全部年产品能有什么用

途，取决于它本身的构成，而绝不取决于流通。

首先，年生产必须提供一切物品（使用价值）以补偿一年中所

消费的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扣除这一部分以后，剩下的就是包

含剩余价值的纯产品或剩余产品。但这种剩余产品究竟是由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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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的呢？也许是那些供资本家阶级满足需要和欲望的物品，即加

入他们的消费基金的物品吧？如果真是这样，剩余价值就会被挥霍

尽，这样就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了。

要积累，就必须把一部分剩余产品转化为资本。但是，如果不

是出现了奇迹，能够转化为资本的，只是在劳动过程中可使用的物

品，即生产资料，以及工人用以维持自身的物品，即生活资料。所

以，一部分年剩余劳动必须用来制造追加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它们要超过补偿预付资本所需的数量。总之，剩余价值所以能转

化为资本，只是因为剩余产品（它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已经包含

了新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２１ａ）

但要使这些组成部分真正执行资本的职能，资本家阶级还需

要追加劳动。如果从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都不能增加对就业工人

的剥削，那就必须雇用追加的劳动力。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机构也

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因为它把工人阶级当作靠工资过活的阶级

再生产出来，让他们的通常的工资不仅够用来维持自己，而且还够

用来进行繁殖。资本只要把工人阶级每年向它提供的各种年龄的

追加劳动力同已经包含在年产品中的追加生产资料合并起来，剩

余价值向资本的转化就完成了。具体说来，积累就是资本的规模

不断扩大的再生产。简单再生产的循环改变了，按照西斯蒙第１９１

的说法，变成螺旋形了。（２１ｂ）

    

（２１ａ） 这里我们把出口贸易撇开不说。一个国家借助出口贸易可以使奢侈品转

化为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或者相反。为了在纯粹的状态下对我们的研究对象进行考

察，避免次要情况的干扰，我们在这里必须把整个贸易世界看作一个国家，并且假定资

本主义生产已经到处确立并占据了一切产业部门。

（２１ｂ） 西斯蒙第对积累的分析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他太满足于“收入转变为

资本”这句话，而没有深究这个行为的物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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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谈我们所举的例子。这是亚伯拉罕生以

撒，以撒生雅各１９２等等的老故事。１００００镑原有资本带来２０００镑

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资本化了；新的２０００镑资本又带来４００

镑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又资本化了，于是变成了第二个追加资

本，又带来８０镑新的剩余价值，依此类推。

我们在这里撇开资本家自己所消费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不说。

追加资本是同原有资本合并，还是同它分开而独立增殖；是由积累

它的同一资本家使用，还是转入别的资本家手中，这些我们暂时也

不必过问。只是我们不应当忘记，在新形成的资本旁边，原有资本

仍在继续再生产自己，并生产剩余价值，而且每一个积累起来的资

本就它同自己所创造的追加资本的关系来说，也是这样。

原有资本是由预付１００００镑而形成的。它的所有者是从哪里

得到它的呢？它是通过所有者本人的劳动和他的祖先的劳动得到

的！——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一致这样回答我们（２１ｃ），而他们

的这种假定好象真的是唯一符合商品生产的规律的。

２０００镑追加资本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它的产生过程我们是

一清二楚的。这是资本化了的剩余价值。它一开始就没有一个价

值原子不是由别人的无酬劳动产生的。合并追加劳动力的生产资

料，以及维持这种劳动力的生活资料，都不外是剩余产品的不可缺

少的组成部分，即资本家阶级每年从工人阶级那里夺取的贡品的

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资本家阶级用贡品的一部分来购买追

加劳动力，甚至以十足的价格来购买，就是说，用等价物交换等价

物，那还是征服者的老把戏，用从被征服者那里掠夺来的货币去

    
（２１ｃ） “最初的劳动是他的资本产生的由来。”（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巴黎版第１卷第１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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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被征服者的商品。

如果追加资本所雇用的就是把它生产出来的人，那末后者首

先必须继续使原有资本增殖，其次要对自己过去劳动的产品用比

它所费劳动更多的劳动买回来。如果我们把这看作资本家阶级和

工人阶级之间的交易，那末，即使用从前雇用的工人的无酬劳动来

雇用追加的工人，问题的实质也不会有丝毫改变。资本家也许还

把追加资本转化为机器，而机器又把这种追加资本的生产者抛向

街头，用几个儿童来代替他们。不管怎样，工人阶级总是用他们这

一年的剩余劳动创造了下一年雇用追加劳动的资本。（２２）这就是

所谓“资本生资本”。

第一个追加资本２０００镑的积累的前提，是资本家所预付的、

由于他的“最初劳动”而属于他的１００００镑价值额。而第二个追加

资本４００镑的前提，只能是第一个追加资本２０００镑的预先积累，

４００镑就是这２０００镑的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现在，对过去无酬劳

动的所有权，成为现今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占有活的无酬劳动的唯

一条件。资本家已经积累的越多，就越能更多地积累。

既然构成第一个追加资本的剩余价值，是用一部分原资本购

买劳动力的结果，而这种购买完全符合商品交换的规律，从法律上

看来，这种购买的前提不外是工人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能力，而货币

或商品的所有者自由地支配属于他的价值；既然第二个追加资本

等等不过是第一个追加资本的结果，因而是前一种关系的结果；既

然每一次交易都始终符合商品交换的规律，资本家总是购买劳动

力，工人总是出卖劳动力，甚至还可以假定这种交易是按劳动力的

    
（２２） “在资本使用劳动以前，劳动就已经创造了资本。”（爱·吉·威克菲尔德

《英国和美国》１８３３年伦敦版第２卷第１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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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价值进行的；那末很明显，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占

有规律或私有权规律，通过它本身的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转

变为自己的直接对立物。表现为最初行为的等价物交换，已经变

得仅仅在表面上是交换，因为，第一，用来交换劳动力的那部分资

本本身只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别人劳动产品的一部分；第二，这

部分资本不仅必须由它的生产者即工人来补偿，而且在补偿时还

要加上新的剩余额。这样一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仅

仅成为属于流通过程的一种表面现象，成为一种与内容本身无关

的并只能使它神秘化的形式。劳动力的不断买卖是形式。其内容

则是，资本家用他总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别人的已经物化的劳

动的一部分，来不断再换取更大量的别人的活劳动。最初，在我们

看来，所有权似乎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至少我们应当承认

这样的假定，因为互相对立的仅仅是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占有

别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让渡自己的商品，而自己的商品又只能是

由劳动创造的。现在，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别人无

酬劳动或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

产品。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

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２３）

因此，不论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好象同最初的商品生产规律如

何矛盾，但这种占有方式的产生决不是由于这些规律遭到违反，相

反地，是由于这些规律得到应用。只要略微回顾一下以资本主义

积累为终点的各个依次发生的运动阶段，就可以再次弄清楚这

    

（２３） 资本家对别人劳动产品的所有权“是占有规律的严酷的结果，但这个规律

的基本原则却是每个工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拥有唯一的所有权”（舍尔比利埃《富或

贫》１８４１年巴黎版第５８页，但是这种辩证的转变，在那里并没有得到正确的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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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

首先我们看到，一个价值额最初转化为资本是完全按照交换

规律进行的。契约的一方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方购买劳动力。前

者取得自己商品的价值，从而把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劳动让渡

给后者。后者就借助于现在也归他所有的劳动，把已经归他所有

的生产资料转化为一种新产品，这个产品在法律上也归他所有。

这个产品的价值首先包含了已被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有用劳动不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上去，就不能消费这

些生产资料；但劳动力要卖得出去，必须能够向使用它的工业部门

提供有用劳动。

新产品的价值还包含了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和剩余价值。这

是由于按一定时期（一日，一周等等）出卖的劳动力的价值，低于它

在这期间被使用后所创造的价值。但是，工人得到付给他的劳动

力的交换价值，因而让渡了他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这同任何买卖

都一样。

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它能提供劳动，从

而能创造价值，但这并不触犯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所以，如果说

预付在工资上的价值额不仅仅在产品中简单地再现出来，而且还

增加了一个剩余价值，那末，这也并不是由于卖者被欺诈，——他

已获得了自己商品的价值，——而只是由于买者消费了这种商品。

交换规律只要求彼此出让的商品的交换价值相等。这一规律

甚至从来就要求商品的使用价值各不相同，并且同它们的消费毫

无关系，因为消费只是在买卖结束和完成以后才开始的。

可见，货币最初转化为资本，是完完全全符合商品生产的经济

规律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权的。尽管这样，这种转化仍然有以下

１４６第二十二章 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的结果：

１．产品属于资本家，而不属于工人；

２．这一产品的价值除包含预付资本的价值外，还包含剩余价

值，后者要工人耗费劳动，而不要资本家耗费任何东西，但它却成

为资本家的合法财产；

３．工人保持了自己的劳动力，只要找到买者就可以重新出卖。

简单再生产仅仅是这种最初的活动的周期反复。货币总是一

次又一次地重新转化为资本。因此，规律并没有遭到违反，相反

地，只是得到不断发生作用的机会。

“好多次连续发生的交换行为，不过使最后一次成为最初一次的代

表。”（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１卷第７０页）

然而，我们已经知道，简单再生产足以使这种最初的活动具有

一种同把它当作孤立过程来考察时完全不同的性质。

“在参加国民收入分配的人中间，一部分人〈工人〉每年通过新的劳动获

得新的分配权；另一部分人〈资本家〉则通过最初劳动已经预先取得了永久的

分配权。”（同上，第１１０、１１１页）

大家知道，劳动领域并不是长子继承权创造奇迹的唯一领域。

如果简单再生产为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为积累所代替，事情也

还是一样。在前一种情况下，资本家花费了全部剩余价值，在后一

种情况下，他只消费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把其余部分转化为货

币，以此表现了自己的公民美德。

剩余价值是资本家的财产，它从来不属于别人。资本家把剩

余价值预付在生产上，完全象他最初进入市场的那一天一样，是从

自己的基金中预付的。至于这一次他的基金是由他的工人的无酬

劳动产生的这一事实，和问题绝对无关。如果工人Ｂ是用工人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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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剩余价值来雇用的，那末，第一，Ａ提供这种剩余价值时，资

本家对他的商品支付了全部合理价格，分文也没有少给；第二，这

一交易同工人Ｂ毫无关系。Ｂ所要求的而且有权要求的，是资本

家把他的劳动力的价值付给他。

“双方都有利，因为对工人来说，他在劳动前〈应当说：在他自己的劳动带

来成果前〉就预先得到他的劳动〈应当说：别的工人的无酬劳动〉的果实；对雇

主来说，这个工人的劳动的价值大于他的工资的价值〈应当说：他生产的价值

大于他的工资的价值〉。”（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１卷第１３５页）

诚然，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生产看作不断更新的过程，如果我

们考察的不是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他们的整体，即资本家

阶级和与它对立的工人阶级，那末，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但这样

一来，我们就得应用一个与商品生产完全不同的标准。

在商品生产中，互相对立的仅仅是彼此独立的卖者和买者。

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随着他们所签订的契约期满而告结束。要

是交易重复进行，那是由于订了新的契约，这同以前的契约完全无

关，在这里同一买者和同一卖者再次碰在一起只是偶然的事情。

因此，如果要把商品生产或属于商品生产的过程按其本身的

经济规律来加以判断，我们就必须把每个交换行为就其本身来加

以考察，撇开它与以前和以后的交换行为的一切联系。由于买卖

只是在个别人之间进行，所以不可能在这里找到整个社会阶级之

间的关系。

现在执行职能的资本，不管它经过的周期的再生产和先行积

累的系列多么长，总是保持着它本来的处女性。尽管每一个单独

考察的交换行为仍遵循交换规律，但占有方式却会发生根本的变

革，而这丝毫不触犯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所有权。同一所有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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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归生产者所有，生产者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只能靠自己劳动

致富的初期，是有效的；在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成为那些能不断地

重新占有别人无酬劳动的人的财产的资本主义时期，也是有效

的。    

一旦劳动力由工人自己作为商品自由出卖，这种结果就是不

可避免的。但只有从这时起，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典型的生

产形式；只有从这时起，每一个产品才一开始就是为卖而生产，而

生产出来的一切财富都要经过流通。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

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能

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说雇佣劳动的介入使商品生产变得不纯，

那就等于说，商品生产要保持纯粹，它就不该发展。商品生产按自

己本身内在的规律越是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

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２４）

我们已经看到，甚至在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全部预付资本，

不管它的来源如何，都转化为积累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值。但在

生产的巨流中，全部原预付资本，与直接积累的资本即重新转化为

资本（不论它是在积累者手中，还是在别人手中执行职能）的剩余

价值或剩余产品比较起来，总是一个近于消失的量（数学意义上的

无限小的量）。所以，政治经济学一般都把资本说成是“用来重新生

产剩余价值的积累起来的财富”（２５）（转化了的剩余价值或收入），

    

（２４） 蒲鲁东把永恒的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同资本主义所有制对立起来，想以此

来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对他的这种机智不能不感到惊讶！

（２５） “资本就是用来获取利润的积累起来的财富。”（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

理》［第２６２页］）“资本……就是由收入中节约下来并用来获取利润的财富所构成

的。”（查理·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５２年哈特福版第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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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把资本家说成是“剩余产品的占有者”（２６）。这种看法不过是用

另一种方式来说明全部现存的资本是积累起来的或资本化的利

息，因为利息不过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２７）

２．政治经济学关于规模扩大

  的再生产的错误见解  

在进一步探讨积累或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的某些规定以

前，我们必须清除古典经济学提出的一种含糊观点。

资本家为自己消费而用一部分剩余价值购买的商品，对他不

能起生产资料和价值增殖手段的作用，同样，他为满足自己的自然

需要和社会需要而购买的劳动，也不起生产劳动的作用。资本家

没有通过购买这种商品和劳动，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相反地，

把它作为收入消费掉或花费掉了。旧贵族的思想，如黑格尔正确

地指出的，主张“消费现存的东西”１９３，特别是讲究个人侍奉的豪

华，以示阔绰，与此相反，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看来，具有决定性重要

意义的是，宣布积累资本是每个公民的首要义务，并谆谆告诫人

们，如果把全部收入吃光用尽，而不把其中相当的一部分用来雇用

追加的生产工人，让他们带来的东西超过他们耗费的东西，那就不

能积累。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经济学又不得不同一般人的偏见作

    

（２６） “剩余产品成资本的占有者。”（《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致约翰·

罗素勋爵的一封信》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４页］）

（２７） “资本加上储蓄资本的每部分复利，把一切东西都攫取走了，以致世界上能

提供收入的一切财富早就成了资本的利息。”（伦敦《经济学家》杂志１８５１年７月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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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这种偏见把资本主义生产和货币贮藏混为一谈（２８），以为积

累财富就是使财富现有的实物形式免遭破坏，也就是不被消费掉，

或者说，把财富从流通中救出来。其实，把货币贮藏起来不加入流

通，同把货币作为资本而增殖，恰恰是相反的两回事，从货币贮藏

的意义上进行商品积累，是十足的愚蠢行为。（２８ａ）大量商品的积

累是流通停滞或生产过剩的结果。（２９）诚然，在一般人的观念中

是把下面这两种现象混在一起了：一方面是富人消费基金中积累

的供慢慢消费的财物，另一方面是一切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储备。

后一现象，我们在分析流通过程时还要略微谈到。

因此，古典经济学强调指出，积累过程的特点是，剩余产品由

生产工人消费，而不由非生产工人消费，这一点是对的。但它的错

误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亚·斯密使人们形成一种流行的看法，把

积累仅仅看成剩余产品由生产工人消费，或者说，把剩余价值的资

本化仅仅看成剩余价值转变为劳动力。例如，我们可以听听李嘉

图的说法：

“必须懂得，一个国家的全部产品都是要消费掉的，但究竟由再生产另一

个价值的人消费，还是由不再生产另一个价值的人消费，这中间有难以想象

的区别。我们说收入节约下来加入资本，我们的意思是，加入资本的那部分

收入，是由生产工人消费，而不是由非生产工人消费。如果认为资本可以由于

    
（２８） “现代任何政治经济学家都不能把储蓄看作只是货币贮藏：撇开这种做法

的狭隘和无效不说，储蓄这个名词在涉及国民财富方面只能设想有一个用法，这个用

法是从储蓄的不同用途中产生并以储蓄所维持的各种不同劳动的实际差别为基础

的。”（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６年伦敦第２版第３８、３９页）

（２８ａ） 例如巴尔扎克曾对各色各样的贪婪作了透彻的研究。那个开始用积累商

品的办法来贮藏货币的老高利贷者高布赛克，在他笔下已经是一个老糊涂虫了。

（２９） “资本积累……交换停滞……生产过剩。”（托·柯贝特《个人致富的原因

和方法的研究》第１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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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消费而增加，那就大错特错了。”（３０）

李嘉图和一切以后的经济学家追随亚·斯密一再重复地说：

“加入资本的那部分收入，是由生产工人消费”，这就大错特错了。

根据这种看法，所有转化为资本的剩余价值都要成为可变资本了。

其实，剩余价值和原预付价值一样，分成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分

成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劳动力是可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存在形

式。在这个过程中，它本身被资本家消费了。它通过自己的职能

——劳动——去消费生产资料。同时，购买劳动力所付出的货币，

转化为不是由“生产劳动”而是由“生产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亚

·斯密根据自己根本错误的分析得出了以下的荒谬结论：虽然每

一单个资本分成不变组成部分和可变组成部分，但社会资本只分

解为可变资本，或者说，只用来支付工资。例如，一个呢绒厂主把

２０００镑转化为资本。他把这些货币的一部分用来雇织工，另一部

分用来购买毛纱和织毛机等等。而把毛纱和织毛机卖给他的人，

又把其中的一部分用来支付劳动，依此类推，直到２０００镑完全用

于支付工资，或者这２０００镑所代表的全部产品都由生产工人消费

掉。我们看到，这个论据的全部力量就在于把我们推来推去的“依

此类推”这几个字。事实上，亚当·斯密正是在困难开始的地方中

止了他的研究。（３１）

要是我们只考察年总生产基金，每年的再生产过程是容易理

    

（３０）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１６３页注。

（３１） 尽管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著有《逻辑》一书１９４，但从未发现他前辈这
种错误的分析，这种错误分析即使以资产阶级的眼光，从纯粹科学的观点来看，也极需

加以纠正。他到处以门徒的教条主义态度记下他的老师们的混乱思想。在这里也是这

样，他说：“从长远来看，资本本身终归要全部分解为工资，当资本因产品出售而得到补

偿时，会再转化为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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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但年生产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必须投入商品市场，而困难就

在这里开始。各个资本的运动和个人收入的运动交错混合在一

起，消失在普遍的换位中，即消失在社会财富的流通中，这就迷惑

了人们的视线，给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极其复杂的问题需要解决。

在本书第二卷第三篇中，我将对实际的联系进行分析。重农学派

最大的功劳，就在于他们在自己的《经济表》１９５中，首次试图对通过

流通表现出来的年生产的形式画出一幅图画。（３２）

不言而喻，政治经济学不会不利用亚·斯密的所谓纯产品中

转化为资本的部分完全由工人阶级消费这一论点，来为资本家阶

级的利益服务。

３．剩余价值分为资本

  和收入。节欲论 

在前一章里，我们把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只是看作资本家的

个人消费基金，在这一章里，我们到现在为止把它只是看作积累基

金。但是，剩余价值不仅仅是前者，也不仅仅是后者，而是二者兼

    

（３２） 亚·斯密对再生产过程从而对积累的说明，在很多方面不仅没有比他的前

辈特别是重农学派有所进步，甚至有决定性的退步。同本文中所提到的他的错觉有关

的是他遗留给政治经济学的极其荒谬的教条：商品的价格由工资、利润（利息）和地租

构成，也就是仅仅由工资和剩余价值构成。从这个基础出发，至少有施托尔希幼稚地承

认：“把必要价格分解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是不可能的”（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

１８１５年彼得堡版第２卷第１４１页注）。宣称商品价格不可能分解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

这是多么妙的经济科学！关于这一点，我将在本书第二卷第三篇和第三卷第七篇更详

细地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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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之。剩余价值一部分由资本家作为收入（３３）消费，另一部分

用作资本或积累起来。

在一定量的剩余价值中，这两部分中的一部分越大，另一部分

就越小。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种分割的比例决定着

积累量。但这种分割是由剩余价值的所有者资本家来进行的。因

此，这是他的意志行为。至于他所征收的贡物中由他积累的部分，

据说是他节约下来的，因为他没有把它吃光用尽，也就是说，他执

行了他作为资本家的职能，即执行使自己致富的职能。

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值，才有象聪

明的利希诺夫斯基所说的“没有任何日期”１９６的历史存在权。也只

有这样，他本身的暂时必然性才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

必然性中。但既然这样，他的动机，也就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而

是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增殖了。他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殖，肆

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

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

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

础。资本家只是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才受到尊敬。作为这样一种人，

他同货币贮藏者一样，具有绝对的致富欲。但是，在货币贮藏者那

里，这表现为个人的狂热，在资本家那里，这却表现为社会机构的

作用，而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构中的一个主动轮罢了。此外，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

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

    

（３３） 读者会注意到，收入一词有双重用法：第一是指剩余价值，即从资本周期地

产生的果实；第二是指这一果实中被资本家周期地消费掉或加入他的消费基金的部

分。我保留了这一双重意义，因为它同英法两国经济学家的用语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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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

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

所以，就资本家的一切行动只是通过他才具有意志和意识的

资本的职能而论，他的私人消费，对他来说也就成了对他的资本积

累的掠夺，就象在意大利式簿记中把资本家的私人开支记在资本

的借方一样。积累是对社会财富世界的征服。它在扩大被剥削的

人身材料的数量的同时，也扩大了资本家直接和间接的统

治。（３４）    

    

（３４） 路德用高利贷者这种虽然在不断更新但是老式的资本家形式为例，很清楚

地说明了统治欲是致富欲的一个要素。“异教徒根据理性得出了高利贷者是四倍盗贼

和杀人犯的结论。而我们基督教徒却非常尊敬他们，几乎要为了他们的货币而崇拜他

们……凡是吸尽、抢劫和盗窃别人营养的人，就是犯了使人饿死，使人灭亡的杀人大罪

（杀多少，由他决定）。高利贷者就是犯了这样的大罪，他照理应当上绞架，如果他身上

的肉多得足供许多乌鸦啄而分食，那末，他盗窃了多少古尔登，就应该被多少乌鸦去

吃。但是他们却泰然坐在安乐椅上，而小偷却被绞死……小偷带上镣铐，大盗却腰缠万

贯，身著丝绸……所以，在世界上人类再没有比守财奴和高利贷者更大的敌人了（恶魔

除外），因为他想成为支配一切人的上帝。土耳其人、武夫、暴君都是恶人，但他们仍不

得不让人们生活，并自认是恶人和敌人。他们有时还会同情甚至不得不同情某些人。而

高利贷者和贪财之徒却想竭尽全力使整个世界毁灭于饥渴贫苦之中，从而使他能独占

一切，人人都把他奉为上帝，去领受他的恩赐，永远成为他的奴隶……披上长外套，带

上金链指环，擦擦油嘴，让人看来俨如尊贵的虔诚者……高利贷者是一个庞大可怕的

怪物，象一只蹂躏一切的恶狼，比任何卡库斯、格里昂或安泰都厉害。但他却装出一付

虔诚的样子，想使人无法知道被他倒着牵回洞穴去的公牛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然而

海格立斯必然会听到公牛的吼声和俘虏的叫声，甚至到悬崖峭壁中去搜寻卡库斯，把

公牛从恶汉手中拯救出来。所谓卡库斯就是指盗窃、抢劫和吞食一切的虔诚的高利贷

者这个恶汉。他不承认自己做了恶事，并且认为谁也不会找到他，因为公牛是倒着牵回

他的洞里去的，从足迹看来公牛似乎是被放走了。高利贷者正是想这样愚弄整个世界，

似乎他带来了利益，他把公牛给了世界，其实他夺取了公牛并把它独吞了……既然对

劫路人、杀人犯和强盗应处以磔车刑或斩首，那就更应该把一切高利贷者处以磔车刑

和斩首……驱逐，革出教门，或斩首。”（马丁·路德《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

高利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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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原罪到处发生作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积累和财

富的发展，资本家不再仅仅是资本的化身。他对自己的亚当①具有

“人的同情感”１９７，而且他所受的教养，使他把禁欲主义的热望嘲笑

为旧式货币贮藏者的偏见。古典的资本家谴责个人消费是违背自

己职能的罪恶，是“节制”积累，而现代化的资本家却能把积累看作

是“放弃”自己的享受欲。“啊，他的胸中有两个灵魂，一个要想同

另一个分离！”１９８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初期，——而每个资本主义的暴

发户都个别地经过这个历史阶段，——致富欲和贪欲作为绝对的

欲望占统治地位。但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不仅创立了一个享乐世

界；随着投机和信用事业的发展，它还开辟了千百个突然致富的源

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已经习以为常的挥霍，作为炫耀富有从

而取得信贷的手段，甚至成了“不幸的”资本家营业上的一种必要。

奢侈被列入资本的交际费用。此外，资本家财富的增长，不象货币

贮藏者那样同自己的个人劳动和个人消费的节约成比例，而是同

他榨取别人的劳动力的多少和强使工人放弃一切生活享受的程度

成比例的。因此，虽然资本家的挥霍从来不象放荡的封建主的挥

霍那样是直截了当的，相反地，在它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最肮脏的贪

欲和最小心的盘算；但是资本家的挥霍仍然和积累一同增加，一方

决不会妨害另一方。因此，在资本家个人的崇高的心胸中同时展

开了积累欲和享受欲之间的浮士德式的冲突。

艾金医生在１７９５年发表的一部著作中说：

“曼彻斯特的工业可分为四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工厂主为了维持生

活，不得不辛勤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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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特别是靠盘剥那些把子女送来当学徒的父母而大发横

财，那些父母付给他们高额学费，而这些学徒却忍饥挨饿。另一方

面，当时平均利润很低，要积累就得大大节俭。他们过着象货币贮

藏者一样的生活，甚至连资本的利息也不肯消费。

“在第二个时期，他们开始赚到了少量的财产，但还象过去那样辛勤地劳

动”，——因为象一切奴隶监督者都知道的那样，对劳动的直接剥削是要花费

劳动的，——“并且过着和过去一样的俭朴生活…… 在第三个时期，奢侈开

始了，各企业通过派骑马的人〈骑马的推销员〉到王国各商业城市去兜揽生意

而扩大了经营。在１６９０年以前，在工业中能赚到３０００—４０００镑资本的人可

能为数极少，甚至根本没有。但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或者在稍后的时期，工业

家已经积累了货币，开始建造石头房子来代替木棚或土房…… 但在十八世

纪最初几十年，如果一个曼彻斯特的工厂主以一品脱外国葡萄酒款待自己的

客人，那就会遭到所有邻居的议论和非难。”

在机器生产出现以前，工厂主们晚上在酒店聚会时花的费用

从来不会超过６便士一杯果汁酒和１便士一包烟。直到１７５８年，

才出现了划时代的事情，人们第一次看到“一个实际从事营业的人

坐上自己的马车！”“第四个时期”，即十八世纪最后三十多年，“是

穷奢极欲，大肆挥霍的时期，这是靠扩大营业来维持的”（３５）。如

果善良的艾金医生今天在曼彻斯特复活的话，他又将说些什么呢！

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１９９“勤劳提供物资，而

节俭把它积累起来”。（３６）因此，节俭啊，节俭啊，也就是把尽可能

多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重新转化为资本！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

而生产——古典经济学用这个公式表达了资产阶级时期的历史

    

（３５） 艾金医生《曼彻斯特市外三十至四十英里范围内的郊区》１７９５年伦敦版第

［１８１］、１８２页及以下各页［１８８］。

（３６） 亚·斯密《国富论》第２卷第３章［第３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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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它对财富分娩的痛苦从来不迷惑（３７），但对历史必然性悲

叹又有什么用处呢？在古典经济学看来，无产者不过是生产剩余价

值的机器，而资本家也不过是把这剩余价值转化为追加资本的机

器。它非常严肃地对待资本家的历史职能。为了使资本家的内心

摆脱享受欲和致富欲之间的不幸的冲突，马尔萨斯在本世纪二十

年代初期曾维护这样一种分工：让实际从事生产的资本家承担积

累的任务，而让另一些参加剩余价值分配的人，如土地贵族、领受

国家和教会俸禄的人等等承担挥霍的任务。他说，最重要的就是

“把支出欲和积累欲分开”（３８）。那些早就变得享乐成性和善于交

际的资本家先生们不由得大叫起来。他们的代言人之一，一个李

嘉图派叫道：马尔萨斯先生鼓吹高额地租、高额税收等等，难道是

为了让非生产消费者来不断地刺激工业家！诚然，口号所标榜的是

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生产，但是，

“这个过程与其说会促进生产，不如说会阻碍生产。而且让一部分人过着游

手好闲的生活，只是为了去鞭策另一些人，这也不是十分公正的。尽管从后

者的性格来说，如果强迫他们去做，他们是能把事情办好的”（３９）。

尽管他认为靠吸掉工业资本家汤里的油水这种办法来刺激工

业资本家去积累是不公正的，但是他觉得，“要使工人勤勉地劳

动”，必须尽可能地把工人的工资减到最低限度。他从来也不隐瞒

生财之道就在于占有无酬劳动。

    

（３７） 甚至让·巴·萨伊也说：“富人是靠牺牲穷人进行储蓄的。”２００“罗马的无

产者几乎完全靠社会过活…… 几乎可以说，现代社会是靠无产者过活，靠夺取无产

者的那一部分劳动报酬过活。”（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第１卷第２４页）

（３８）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第３１９、３２０页。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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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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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需求的增加不过是表明他们甘愿拿走自己产品中的一小部分，而

把其中大部分留给他们的雇主：要是有人说，消费〈工人的消费〉减少会产生

‘过剩现象’〈市场商品充斥，生产过剩〉，那我只能回答说：过剩现象是高额利

润的同义语。”（４０）

关于从工人那里掠夺来的赃物应该怎样在工业资本家和游手

好闲的土地所有者等人之间进行分配才最有利于积累这种学究气

的争论，遇到七月革命就平息下去了。此后不久，城市无产阶级在

里昂敲起了警钟，而农村无产阶级在英国又燃起了熊熊烈火。海峡

此岸在传播欧文主义，海峡彼岸在传播圣西门主义和傅立叶主义。

庸俗经济学的丧钟已经响了。在纳骚·威·西尼耳于曼彻斯特发

现资本的利润（包括利息）是无酬的“最后第十二个劳动小时”的产

物恰恰一年以前，他曾向世界宣布了自己的另一个发现。他庄严地

声称：“我用节欲一词来代替被看作生产工具的资本一词。”（４１）这

真是庸俗经济学的“发现”的不可超越的标本！它用阿谀的词句来

替换经济学的范畴。如此而已。西尼耳教训说：“野蛮人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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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９页。

（４１） 西尼耳《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阿里瓦本译，１８３６年巴黎版第３０９页。在旧

古典学派的追随者看来，这也未免太狂妄了。“西尼耳先生用劳动和节欲这两个词来代

替劳动和资本这两个词…… 节欲是一个单纯的否定。利润的来源不是节欲，而是用

于生产的资本的使用。”（约翰·卡泽诺夫对他出版的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所

加的注。１８５３年伦敦版第１３０页）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一面同意李嘉图的利润

理论，同时又接受西尼耳的“节欲报酬论”。他对于黑格尔的“矛盾”，一切辩证法的源

泉，虽然十分生疏，但对各种平庸的矛盾却很内行。

第２版补注：庸俗经济学家从来也不会作这种简单的思考：人的一切行动都可以

看作他的相反行动的“节欲”。吃饭是绝食的节欲，行走是站立的节欲，劳动是闲逸的节

欲，闲逸是劳动的节欲等等。这些先生们应当想一想斯宾诺莎的话：规定即否定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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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弓就是从事工业，但他没有实行节欲。”这就向我们说明，在早

期的社会状态下，劳动资料如何和为何没有资本家的“节欲”也被

制造出来了。“社会越进步，就越要求节欲”（４２），也就是越要求那

些以占有别人劳动及其产品为业的人实行节欲。从此劳动过程的

一切条件就如数转化成资本家的节欲行为了。谷物不只是吃掉，

而且还用来播种，这是资本家的节欲！葡萄酒保留一个时期用以发

酵，这是资本家的节欲！（４３）资本家“把生产工具贷给〈！〉工人”，也

就是说，把生产工具同劳动力合并在一起作为资本来增殖，而不把

蒸汽机、棉花、铁路、肥料、挽马等等吃光，或者按照庸俗经济学家

的幼稚说法，不把“它们的价值”变成奢侈品和其他消费资料挥霍

掉，这就是资本家在掠夺自己的欲望。（４４）资本家阶级究竟怎样

能做到这一点，至今仍然是庸俗经济学严加保守的秘密。够了，世

界之所以能生存，无非全靠这个在毗湿奴神前的现代赎罪者资本

家的自我修行。不仅是积累，就是单纯的“保存资本也要求不断地

努力克服把资本吃光用尽的诱惑”（４５）。所以很明显，单是人道就

要求把资本家从殉道和诱惑中解救出来，其办法同不久前乔治亚

州的奴隶主所采取的一样，后者通过废除奴隶制而摆脱了这样一种

    

（４２） 西尼耳《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第３４２页。

（４３） “如果不打算获得追加价值，谁……也不会把例如自己的小麦种在地里一

年，或把自己的葡萄酒藏在窖里好多年，而会立即把这些东西或它们的等价物消费

掉。”（斯克罗普《政治经济学原理》，阿·波特尔编，１８４１年纽约版第１３３页２０２）

（４４） “资本家如果不把自己生产资料的价值转化为消费品或奢侈品供自己消

费，而把生产资料贷给工人，就是节制。”（古·德·莫利纳里《经济学研究》第３６页）

用“贷给”这种委婉的说法，是为了按照庸俗经济学家的有效手法，把受工业资本家剥

削的雇佣工人，与那些向借贷资本家借款的工业资本家本身混为一谈。

（４５） 库尔塞尔－塞纳伊《工商企业、农业企业的理论和实践概论，或业务手册》

第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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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为难的境地：是把鞭打黑奴所得的全部剩余产品消耗在香槟

酒上，还是把其中一部分再转化为更多的黑人和土地。

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不仅都有简单再生产，而且都

有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虽然程度不同。生产和消费会累进地增加，

因此，转化为生产资料的产品也会累进地增加。但是，只要工人的

生产资料，从而他的产品和生活资料，还没有以资本形式同他相对

立，这个过程就不会表现为资本积累，因而也不会表现为资本家的

职能。（４６）几年前去世的、继马尔萨斯之后在海利贝里东印度学

院讲授政治经济学的理查·琼斯，曾用两大事实很好地阐明了这

一点。因为印度人民大部分是自耕农，所以他们的产品、劳动资料

和生活资料从来不具有“从别人的收入中节约下来从而要经过一

个预先的积累过程的基金的形式”（４７）。另一方面，在旧制度被英

国统治破坏最小的省份，非农业工人由豪门直接雇用，一部分剩余

农产品以贡物或地租形式流到这些豪门手中。这种剩余产品的一

部分在实物形式上为豪门所消费，另一部分由工人替他们转化为

奢侈品及其他消费品，而剩下的一部分则形成自己占有劳动工具

的工人的工资。在这里，虽然没有那种奇异的圣徒、神色黯然的骑

士、“禁欲的”资本家介于其间，生产和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也仍在照

常进行。

    

（４６） “最有助于国民资本进步的几种特殊收入，在它们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上是

不同的，因此它们在处于这种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各个国家里也是截然不同的…… 在

社会的初期阶段，同工资和地租相比，利润……是一个不重要的积累源泉…… 当国

民劳动的力量真正得到显著发展时，利润作为积累的源泉就相当重要了。”（理查·琼

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第１６、２１页）

（４７） 同上，第３６页及以下各页。｛第４版注：这一定是错了，这句话没有找到出

处。——弗·恩·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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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几种同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
入的比例无关但决定积累量的

情况：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劳

动生产力；所使用的资本和所

消费的资本之间差额的扩大；

预付资本的量       

假设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已定，积累的资本量显

然取决于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假定８０％资本化，２０％被消费掉，那

末，积累的资本是２４００镑还是１２００镑，就要看剩余价值的总额是

３０００镑还是１５００镑。可见，决定剩余价值量的一切情况也影响着

积累的量。在这里我们对这些情况再作一次总括的说明，但是只

限于它们在积累方面会提供新观点的范围。

我们记得，剩余价值率首先取决于劳动力的剥削程度。政治

经济学非常重视剥削程度的这种作用，以致有时把由于提高劳动

生产力而造成的积累的加速和由于加强对工人的剥削而造成的积

累的加速等同起来。（４８）在论述剩余价值的生产的那几篇里，我

们总是假定工资至少和劳动力的价值相等。但是，把工资强行压低

    

（４８） “李嘉图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资本或使用〈即剥削〉劳动的手段的

积累有快有慢，但无论怎样都必然取决于劳动生产力。一般说来，在有大量肥沃土地的

地方，劳动生产力最高。’假如这里所说的劳动生产力，是指每一产品中属于亲手生产

该产品的人的那一部分很小，那末这段话就是同义反复，因为其余部分形成一个基金，

只要它的所有者高兴，便可以用来积累资本。但是在土地最肥沃的地方，大多不会有这

种情况。”（《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第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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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一价值以下，在实际运动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不

能不对这一点略加考察。在一定限度内，这实际上是把工人的必

要消费基金转化为资本的积累基金。

约·斯·穆勒说：

“工资没有生产力；它是一个生产力的价格；工资不会同劳动本身一起贡

献于商品的生产，正如机器的价格也不会同机器本身一起贡献于商品的生产

一样。如果劳动无须购买就能得到，工资就成为多余的了。”（４９）

但是，假如工人能靠空气过活，那用任何价格也不能购买他们

了。因此，工人不费分文是一个数学意义上的极限：虽然可以逐渐

接近，但永远无法达到。资本的不断趋势是使工人降到这种不费

分文的地步。我常引用的一个十八世纪著作家、《论手工业和商

业》的作者声称，英国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把英国的工资降低到法国

和荷兰的水平，他不过是泄露了英国资本灵魂深处的秘密。（５０）

例如，他天真地说：

“如果我们的穷人〈称呼工人的术语〉想过奢侈的生活……他们的劳动就

必然昂贵…… 我们只要想想那些工场手工业工人消费多得惊人的奢侈品

就够了，例如白兰地酒、杜松子酒、茶叶、砂糖、外国水果、烈性啤酒、印花亚麻

布、鼻烟和香烟等等。”（５１）

    

（４９） 约·斯·穆勒《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待解决的问题》１８４４年伦敦版第

９０、９１页。

（５０） 《论手工业和商业》１７７０年伦敦版第４４页。１８６６年１２月和１８６７年１月的

《泰晤士报》也类似地表达了英国矿山所有者的心情，文中描绘了比利时矿工的幸福生

活，他们只是要求和得到为他们的“主人”而生存所绝对必需的东西。比利时工人备受

熬煎，但是《泰晤士报》却把他们描写成模范工人！１８６７年２月初，比利时的矿工（在马

尔希延）用罢工作了回答，这次罢工是用火药和枪弹镇压下去的。

（５１） 《论手工业和商业》１７７０年伦敦版第４４、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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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引用了北安普顿郡的一个工厂主的文章，这位工厂主仰

天悲鸣：

“劳动在法国要比在英国整整便宜三分之一，因为法国的穷人劳动繁重，

但衣食简单，他们的主要食物是面包、水果、青菜、根菜和干鱼；他们很少吃

肉，小麦昂贵时，面包也吃得很少”（５２）。这篇文章的作者接着说道：“而且他

们喝的只是白水或清淡饮料。因此他们实际上花的钱极少…… 这种状况

当然很难达到，但并不是不能达到的，法国和荷兰已经存在这种状况，就令人

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５３）

二十年后，一位名列贵族的美国骗子本杰明·汤普逊（又称朗

福德伯爵）遵循着同一博爱主义的路线，使上帝和人都大为满意。

他的《论文集》可以说是一本食谱，其中全是制作各种各样的代用

品的方法，用以代替工人日常的昂贵食品。请看这位令人惊异的

“哲学家”的一张特别成功的菜单：

“大麦５磅，玉米５磅，青鱼３便士，盐１便士，醋１便士，胡椒和白菜２

便士，总计２０３
４
便士，可以做成供６４个人喝的汤，如果粮食的价格中常，汤

的费用还可以降低到每人合
３
４便士。”（５４）

    
（５２） 北安普顿郡的这位工厂主犯了一个虔诚的欺骗罪，这是出于内心的冲动，

因而是可以原谅的。他表面上是在比较英国的和法国的工场手工业工人的生活，但是，

正如他后来所承认的，在本文的引文中，他描写的却是法国的农业工人！

（５３） 《论手工业和商业》１７７０年伦敦版第７０、７１页。第３版注：由于此后出现了

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我们现在大大地迈进了一步。议员斯特普耳顿向他的选举人说：

“如果中国成了一个大工业国，那末欧洲的劳动人口除非把生活水平降低到他们的竞

争者的水平，否则，我就不知道他们怎样才能坚持竞争。”（１８７３年９月３日《泰晤士

报》）——现在英国资本渴望达到的目标已经不再是大陆的工资，而是中国的工资了。

（５４） 本杰明·汤普逊《政治、经济、哲学论文集》，三卷集，１７９６—１８０２年伦敦版

第１卷第２９４页。弗·摩·伊登爵士在他所著的《贫民的状况，或英国劳动者阶级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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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商品掺假使汤普逊的理想也成为

多余的了。（５５）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间，英国的租地农场主

和地主把工资强行降低到绝对的最低限度，他们以工资形式付给

农业短工的钱比最低限度还要低，而以教区救济金的形式付给不

足的部分。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英国的道勃雷们在利用“法律”

来规定工资率时的丑态：

“１７９５年，当地主们在规定斯宾诺姆兰德地方的工资的时候，他们已用

过午餐，但是他们显然认为工人是无须用午餐的…… 他们决定：当一个８

磅１１盎斯重的面包卖１先令的时候，每人每周的工资应为３先令，在这种面

包价格上涨，而没有达到１先令５便士之前，工资可以适当增加。一旦超过了

这一价格，工资则应按比例地减少，直到这种面包的价格达到２先令为止，这

时每人的食量应比以前减少
１
５。”（５６）

    
征服时期到现在的历史》一书中，竭力向贫民习艺所的主管人推荐朗福德的乞丐汤，并

且以责备的口吻提醒英格兰的工人说：“在苏格兰，有许多家庭一连几个月都只吃加盐

和水的燕麦面和大麦面，而不吃小麦、黑麦和肉，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生活得很舒适”

（同上，第１卷第２篇第２章第５０３页）。在十九世纪也有过类似的“提示”。例如：“英格

兰的农业工人不愿吃掺有杂粮的混合面粉。在教育比较好的苏格兰可能不会有这种偏

见。”（医学博士查理·亨·帕里《从农业工人、佃农、土地所有者和国家方面来看现行

谷物法的必要》１８１６年伦敦版第６９页）可是这位帕里也哀叹，现在（１８１５年）英格兰工

人的境况比伊登时代（１７９７年）差多了。

（５５） 从最近的议会调查委员会关于生活资料掺假的报告可以看到，在英国，甚

至药物的掺假也不是例外的现象，而成为一种通例。例如，把从伦敦３４家药房买来的

鸦片样品进行化验，发现其中３１种掺有罂粟头、面粉、树胶、粘土和沙等物，而且许多

样品连一个吗啡原子也没有。

（５６） 格·耳·纽纳姆（律师）《评议会两院谷物法委员会上的证词》１８１５年伦敦

版第２０页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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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１４年，有一位大租地农场主，治安推事，贫民院主管，工资

调整人阿·贝奈特在上院调查委员会上被质问：

“一天劳动的价值和教区给工人的救济金之间是否有某种比例？”他回答

说：“有的，每个家庭每周的收入要超过名义工资，补足到每人一加仑面包（８

磅１１盎斯）和每人３便士…… 我们认为一个家庭中每人每周有一加仑面

包就足以维持生活了；３便士则用来买衣服；如果教区愿意发给衣服，这３便

士就可以不发了。这种办法不仅在威尔特郡西部一带普遍采用，我想全国也

在普遍采用。”（５７）

当时有一位资产阶级著作家喊道：

“这样，租地农场主们在若干年内就把自己同胞中的这个可敬的阶级贬

低了，竟然迫使他们以贫民习艺所作为栖身之所…… 租地农场主甚至阻碍

工人最必要的消费基金的积累，以便增加自己的收入。”（５８）

目前，直接掠夺工人必要的消费基金对于剩余价值的形成，从

而对于资本的积累基金的形成究竟起怎样的作用，已经由所谓家

庭劳动（参看第十三章第八节ｄ）的例子说明了。在本篇中我们还

要举出更多的事实。

虽然在一切工业部门里，由劳动资料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必

须足够供一定数量（这由企业规模决定）的工人使用，但是它完全

不必总是同所使用的劳动量按同一比例增加。假定某一工厂有

１００个工人，每人劳动８小时，共８００个劳动小时。如果资本家想

使这个劳动小时数增加一半，他可以再雇用５０个工人，但这

    

（５７） 《评议会两院谷物法委员会上的证词》第１９、２０页。

（５８） 查·亨·帕里《从农业工人、佃农、土地所有者和国家方面来看现行谷物法

的必要》第７７、６９页。地主老爷们不仅“补偿了”他们以英国的名义所进行的反雅各宾

战争中的损失，而且还大发横财。“在１８年中，他们的地租增加了１倍、２倍、３倍，个别

的甚至增加了５倍。”（同上，第１００、１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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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来，他不仅要在工资上预付新的资本，而且要在劳动资料上预

付新的资本。不过他也可以使原有的１００个工人不是劳动８小时

而是劳动１２小时，这样，现有的劳动资料就足够使用了，只是损耗

得快一些罢了。可见，由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而获得的追加劳

动，没有不变资本部分的相应增加，也可以增加剩余产品和剩余价

值，即积累的实体。

在采掘工业中，例如在采矿业中，原料不是预付资本的组成部

分。这里的劳动对象不是过去劳动的产品，而是由自然无偿赠予

的。如金属矿石、矿物、煤炭，石头等等。这里的不变资本几乎完全

由劳动资料组成，它们能很容易地容纳增加了的劳动量（如工人日

夜换班）。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产品的数量和价值同所使

用的劳动成正比地增加。在这里，正象生产的第一天一样，形成产

品的原始要素，从而也就是形成资本物质成分的要素，即人和自

然，是同时起作用的。由于劳动力具有伸缩性，即使不预先增加不

变资本，积累的领域也能扩大。

在农业中，不预付追加的种子和肥料，就不可能扩大耕地。但

是，一旦预付了追加的种子和肥料，那末，即使对土地进行纯粹机

械性的耕作，也会对产量的提高发生奇迹般的作用。只要原有数

量的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量，不必预付新的劳动资料，也可以提高

肥力。这又是人对自然的直接作用，这种作用无需新资本的介入，

也会成为扩大积累的直接源泉。

最后，在本来意义的工业中，任何追加的劳动消耗都要求相应

地追加原料的消耗，但是不一定要追加劳动资料的消耗。因为采

掘工业和农业给加工工业提供了它本身需要的原料和它的劳动资

料的原料，所以采掘工业和农业无需追加资本就能生产的追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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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对于加工工业也是有利的。

总的结论是：资本一旦合并了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

劳动力和土地，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张的能力，这种能力使资本能把

它的积累的要素扩展到超出似乎是由它本身的大小所确定的范

围，即超出由体现资本存在的、已经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数量

所确定的范围。

资本积累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

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体现一定量价值从而一定量剩余价

值的产品量也会提高。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甚至下降，但其下降比

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缓慢的情况下，剩余产品量也会增加。因此，在

剩余产品分为收入和追加资本的比例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家

的消费可以增加，而积累基金并不减少。积累基金的相对量甚至

可以靠牺牲消费基金而增加，而同时由于商品变得便宜，资本家享

用的消费品仍和过去相等甚至比过去还多。但是我们已经知道，

工人之变得便宜，从而剩余价值率的增加，是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携手并进的，即使在实际工资提高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实际工资

从来不会和劳动生产率按同一比例增加。这样，同一可变资本价

值可以推动更多的劳动力，从而可以推动更多的劳动。同一不变

资本价值可以体现在更多的生产资料上，即体现在更多的劳动资

料、劳动材料和辅助材料上，从而会提供更多的形成产品和价值的

要素，或者说，提供更多的吸收劳动的要素。因此，在追加资本的

价值不变甚至降低的情况下，积累仍然可以加快。不仅再生产的

规模在物质上扩大了，而且剩余价值的生产也比追加资本的价值

增长得更快。

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对原资本或已经处于生产过程中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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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生反作用。执行职能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是由劳动资料如机

器等等构成的，这些劳动资料只有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才会被消

费掉，因而被再生产出来或被同一种新的物品所替换。但是，这些

劳动资料每年都有一部分死亡，或者说，达到了它的生产职能的终

点。因此，每年都有一部分是处在周期的再生产或被同一种新的

物品所替换的阶段。如果生产这些劳动资料的部门的劳动生产力

发展了（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

的），旧的机器、工具、器具等等就为效率更高的、从功效来说更便

宜的机器、工具和器具等等所代替。撇开现有的劳动资料在细节

上的不断改进不说，旧的资本也会以生产效率更高的形式再生产

出来。不变资本的另一部分，即原料和辅助材料在一年当中不断

地再生产出来，而其中由农业生产的大多是一年再生产一次。因

此改良方法等等的每次采用，在这里对追加资本和已在执行职能

的资本几乎同时发生影响。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

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从而随着资本的增长扩大投资领域。

同时，它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

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

料。正象只要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就能加强对自然财富的利用

一样，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

转移的扩张能力。同时，这种扩张能力对原资本中已进入更新阶

段的那一部分也发生反作用。资本以新的形式无代价地合并了在

它的旧形式背后所实现的社会进步。当然，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同

时会使正在执行职能的资本部分地贬值。只要这种贬值通过竞争

被人们痛切地感觉到，主要负担就会落到工人身上，资本家力图用

加强对工人剥削的办法来弥补自己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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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把它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去。另一方

面，一定量的劳动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数量是同劳动的生

产效率的提高成比例地增加的。因此，虽然同量的劳动始终只是

给自己的产品增加同量的新价值，但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同时由劳动转移到产品上的旧资本的价值仍会增加。

例如，一个英国的纺纱工人和一个中国的纺纱工人以同样的

强度劳动同样多的小时，那末在一周当中他们会创造出相等的价

值。但是，尽管有这种相等，使用一架强有力的自动机劳动的英国

人一周的产品的价值和只使用一架手摇纺车的中国人一周的产品

的价值，仍有大得惊人的差别。在同一个时间内，中国人纺一磅棉

花，英国人可以纺好几百磅。一个几百倍大的旧价值总额使英国

人的产品的价值膨胀了，这些旧价值以新的有用形式保存在产品

中，因而又可以重新执行资本的职能。弗·恩格斯告诉我们：“在

１７８２年，〈英国〉前三年剪下的全部羊毛都因为缺少工人而没有加

工，假若不是新发明的机器帮助把所有的羊毛都纺出来的话，这些

羊毛还得这样搁下去。”（５９）在机器形式中物化的劳动自然没有

直接创造出任何一个人，但是它使为数不多的工人通过追加相对

少的活劳动，就能不仅把羊毛生产地消费掉，加进新的价值，而且

还以毛纱等等的形式保存它的旧价值。同时，它又提供了羊毛扩

大再生产的手段和刺激。在创造新价值时又保存旧价值，这是活

劳动的自然恩惠。因此，随着劳动的生产资料的效能、规模和价值

的增长，从而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造成的积累的增长，劳动在

不断更新的形式中把不断膨胀的资本的价值保存下来并使其永

    

（５９）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２０页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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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化。（６０）劳动的这种自然能力表现为合并劳动的资本所固有的

自我保存的能力，正象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属性，资本

家对剩余劳动的不断占有表现为资本的不断自行增殖一样。劳动

的一切力量都显现为资本的力量，正象商品价值的一切形式都显

现为货币的形式一样。

随着资本的增长，所使用的资本和所消费的资本之间的差额

也在增大。换句话说，劳动资料如建筑物、机器、排水管、役畜以及

各种器具的价值量和物质量都会增加，这些劳动资料在或长或短

的一个时期里，在不断反复进行的生产过程中，用自己的整体执行

职能，或者说，为达到某种有用的效果服务，而它们本身却是逐渐

    

（６０） 古典经济学由于对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作了不完全的分析，所以从来

也没有真正了解再生产的这一重要因素。例如，我们在李嘉图那里就可以看到这种情

形。例如他说：不管生产力发生怎样的变化，“一百万人在工厂里总是生产出相同的价

值”。在他们的劳动的外延量和内含量已定时，这样说是对的。但是这一点不会妨碍下

面的事实，即在劳动生产力不同的情况下，一百万人会把极不相同的生产资料量转化

为产品，因而会把极不相同的价值量保存在他们的产品中，也会提供极不相同的产品

价值。而李嘉图在作某些结论时把这一情况忽视了。顺便提一下，李嘉图妄图用上述例

子向让·巴·萨伊阐明使用价值（在这里他把它叫做ｗｅａｌｔｈ，即物质财富）和交换价值

的区别。萨伊回答说：“李嘉图说，应用较好的方法，一百万人可以生产出多一两倍的财

富，而并不生产更多的价值。李嘉图提出的这一难题，只要我们把生产看作（也必须看

作）一种交换，即人们为了取得产品而在其中提供自己的劳动、土地和资本的生产服务

的那种交换，就能迎刃而解了。我们正是通过这些生产服务才获得世界上的一切产品

…… 因此……在名为生产的那种交换中，我们的生产服务所产生的有用物的量越

多，我们就越富，我们的生产服务的价值就越大。”（让·巴·萨伊《给马尔萨斯先生的

信》１８２０年巴黎版第１６８、１６９页）萨伊想要说明的“难题”（这种“难题”对他来说是存在

的，对李嘉图来说并不存在）如下：为什么在使用价值的量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增

加时，使用价值的价值不会增加？回答是：只要我们把使用价值叫作交换价值，这个难

题就解决了。交换价值是一种以某种方式与交换相联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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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耗的，因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地丧失自己的价值，也就是一部分一

部分地把自己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这些劳动资料越是作为产

品形成要素发生作用而不把价值加到产品中去，也就是说，它们越

是整个地被使用而只是部分地被消费，那末，它们就越是象我们在

上面说过的自然力如水、蒸汽、空气、电力等等那样，提供无偿的服

务。被活劳动抓住并赋予生命的过去劳动的这种无偿服务，会随

着积累规模的扩大而积累起来。

因为过去劳动总是装扮成资本，也就是说，Ａ、Ｂ、Ｃ等人的劳

动的被人所有总是装扮成非劳动者Ｘ的自己所有，所以资产者和

政治经济学家们对过去劳动的功绩赞扬备至；苏格兰的天才麦克

库洛赫甚至认为，过去劳动应当得到特殊的报酬（利息、利润等

    

因此，我们把生产称为劳动和生产资料同产品的“交换”，同时十分清楚，生产提供的使

用价值越多，所得到的交换价值也就越多。换句话说，一个工作日给织袜厂主生产的使

用价值例如袜子越多，工厂主也就越富有袜子。但是萨伊先生突然想起，随着袜子“量

的增加”，袜子的“价格”（它当然与交换价值毫无关系）就会下降，“因为竞争迫使他们

〈生产者〉按照他们在产品上花去的费用出售产品”。但如果资本家按照他在商品上所

花的成本价格出售这些商品，那末利润又从什么地方来呢？这不要紧。萨伊解释说，由

于生产率的提高，每一个人用从前换一双袜子的同一等价物，现在可以换两双。他所得

出的结论正是他想反驳的李嘉图的论点。经过了这样一番苦思之后，他洋洋得意地对

马尔萨斯说道；“先生，这是个有充分根据的学说，我敢说，如果没有这个学说，便无从

解决政治经济学上一些非常困难的问题，特别是解决这样的问题：财富代表价值，但在

产品价值下降时，一个国家怎么会变得更为富有。”（《给马尔萨斯先生的信》第１７０

页）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对于萨伊在信中所玩弄的类似手法说道：“这些装腔作势的说法

大体上就是萨伊先生喜欢称之为自己的学说的东西，他还力劝马尔萨斯在哈特福讲授

这种学说，就象人们‘在欧洲许多地方’已经做过的那样。他说：‘如果你发现这一切论

断中有什么似乎矛盾的地方，就请你考察一下它们所表现的那些事物吧，我敢相信，你

会觉得这些论断是十分简单，十分合理的。’毫无疑问，通过这种手法，这些论断决不

会表现为独创的或重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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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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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６１）于是，那种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参与活劳动过程的过去劳

动所取得的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就被归功于这种劳动的同工人本

身相异化的形态，即它的资本的形态，虽然这种劳动是工人的过去

的和无酬的劳动。就象奴隶主不能把劳动者本身和他的奴隶身分

分开来考虑一样，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当事人及其胡说八道的思

想家不能把生产资料和它们今天所具有的对抗性的社会化装分开

来考虑。

在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已定的情况下，剩余价值量就取决于同

时被剥削的工人人数，而工人人数和资本的量是相适应的，虽然它

们的比例是变动着的。所以，资本由于连续的积累而增加得越多，

分为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的价值额也就增加得越多。因此，资本

家既能过更优裕的生活，又能更加“禁欲”。最后，生产的规模越是

随着预付资本量一同扩大，生产的全部发条也就越是开动得有力。

５．所谓劳动基金

我们在这一研究的进程中已经知道，资本不是一个固定的量，

而是社会财富中一个可伸缩的、随着剩余价值分为收入和追加资

本的比例而不断变化的部分。其次我们知道，即使执行职能的资

本的量已定，资本所合并的劳动力、科学和土地（经济学上所说的

土地是指未经人的协助而自然存在的一切劳动对象），也会成为资

本的有伸缩性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一定的限度内使资本具有

    

（６１） 在西尼耳取得“节欲的报酬”的专利权以前，麦克库洛赫早就取得了“过去

劳动的报酬”的专利权。

８６６ 第七篇 资本的积累过程



一个不依赖于它本身的量的作用范围。在这里，我们把流通过程中

一切会使同量资本发生程度极不相同的作用的条件完全撇开不

说。因为我们只是以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为前提，是以社会生产过

程的纯粹自然发生的形式为前提，所以我们把一切用现有的生产

资料和劳动力可以直接而有计划地实现的更合理的结合也撇开不

说。古典经济学从来就喜欢把社会资本看成一个有固定作用程度

的固定量。不过这种偏见只是在庸人的鼻祖耶利米·边沁手里，即

在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平庸理智的这个枯燥乏味的、迂腐不堪的、夸

夸其谈的圣哲手里，才确立为教条。（６２）边沁在哲学家中的地位，

就象马丁·塔波尔在诗人中的地位一样。他们两人只有在英国才

能制造出来。（６３）按照他的教条，生产过程的最普通的现象，如生

产过程的突然扩张和收缩，甚至积累本身，都是完全不可理解

    

（６２） 参看耶·边沁《惩罚和奖赏的理论》，厄·杜蒙编，１８２６年巴黎第３版第２

卷第４册第２章。

（６３） 耶利米·边沁纯粹是一种英国的现象。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里，都不曾有

一个哲学家，就连我们的哲学家克利斯提安·沃尔弗也算在内，曾如此洋洋得意地谈

论这些庸俗不堪的东西。效用原则并不是边沁的发明。他不过把爱尔维修和十八世纪

其他法国人的才气横溢的言论枯燥无味地重复一下而已。假如我们想知道什么东西对

狗有用，我们就必须探究狗的本性。这种本性本身是不能从“效用原则”中虚构出来的。

如果我们想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身上来，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

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

的人的本性。但是边沁不管这些。他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

成是标准的人。凡是对这种标准的人和他的世界有用的东西，本身就是有用的。他还用

这种尺度来评价过去、现在和将来。例如基督教是“有用的”，因为它对刑法从法律方面

所宣判的罪行，从宗教方面严加禁止。艺术批评是“有害的”，因为它妨碍贵人们去欣赏

马丁·塔波尔的作品，如此等等。这位勇敢的人的座右铭是“没有一天不动笔”２０４，他就

用这些废话写出了堆积如山的书。如果我有我的朋友亨·海涅那样的勇气，我就要把

耶利米先生称为资产阶级蠢才中的一个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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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６４）边沁本人和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等人都

利用这一教条以达到辩护的目的，特别是为了把资本的一部分，即

可变资本或可转化为劳动力的资本，说成是一个固定的量。可变

资本的物质存在，即它所代表的工人生活资料的量或所谓劳动基

金，被虚构为社会财富中受自然锁链束缚的而且不能突破的特殊

部分。为了推动作为固定资本，或从物质方面说，作为生产资料执

行职能的那一部分社会财富，必需有一定量的活劳动。这个量是

由工艺学所确定的。但是，推动这一劳动量所需要的工人人数是

没有一定的，因为这个数目随着单个劳动力的剥削程度而变化，这

个劳动力的价格也是没有一定的，所知道的只是它的具有很大伸

缩性的最低界限。这一教条根据的事实是：一方面，工人对社会财

富分为非劳动者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这一点无权过问。另一方

面，工人只有在幸运的例外情况下才有可能靠牺牲富人的“收入”

来扩大所谓“劳动基金”。（６５）

把劳动基金的资本主义界限改写成劳动基金的社会的自然界

    

（６４） “政治经济学家们喜欢把一定量的资本和一定数目的工人看作具有一种划

一力量的和以划一的强度发生作用的生产工具…… 那些主张商品是生产的唯一要

素的人证明生产根本不能扩大，因为要扩大生产就必须预先增多生活资料、原料和工

具，实际上就等于说，没有生产的预先增加，就不可能有生产的增加，或者换句话说，任

何增加都是不可能的。”（赛·贝利《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第５８、７０页）贝利主要是从

流通过程的观点来批判这个教条。

（６５） 约·斯·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第２篇第１章第３节］中说：“现

在劳动产品的分配是同劳动成反比的：产品的最大部分属于从来不劳动的人，次大部

分属于几乎只是名义上劳动的人，而且劳动越艰苦和越不愉快，报酬就越少，最后，从

事最劳累、最费力的体力劳动的人甚至连得到生活必需品都没有保证”。为了避免误

解，我说明一下，约·斯·穆勒之流由于他们的陈旧的经济学教条和他们的现代倾向

发生矛盾，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是，如果把他们和庸俗经济学的一帮辩护士混为一

谈，也是很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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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造成了多么荒唐的同义反复，这可以用福塞特教授的例子来说

明。他说：

“一个国家的流动资本（６６）就是它的劳动基金。因此，要想计算出每个

工人所得到的平均货币工资，只要简单地用工人人口的数目去除这个资本就

行了。”（６７）

这就是说，我们先算出实际付给的个人工资的总额，然后我们

就可以断言，这样加起来的结果就是上帝和自然强行规定的“劳动

基金”的价值总额。最后，我们把用这种办法得出的总额除以工人

人数，就可以又发现平均每个工人能得到多少。这是一个非常狡

猾的手法。它并不妨碍福塞特先生一口气说出：

“英国每年所积累的总财富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用来维持英国本身的

工业。另一部分则输往国外…… 用在本国工业上的那一部分占这个国家

每年积累的财富的不大的一部分。”（６８）

由此可见，从英国工人那里不付等价物而窃取的、逐年都在增

长的剩余产品的一大部分，不是在英国而是在其他国家资本化的。

但是同追加资本一起输出的，还有上帝和边沁所发明的“劳动基

金”的一部分。（６９）

    

（６６） 这里我要提醒读者，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这两个范畴是我最先使用的。亚

·斯密以来的政治经济学都把这两个范畴中包含的规定性，同那种由流通过程产生的

形式区别，即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混淆起来了。关于这个问题本书第二卷第二

篇还要更详细地谈到。

（６７） 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亨·福塞特《英国工人的经济状况》１８６５年伦敦

版第１２０页。

（６８） 同上，第１２２、１２３页。

（６９） 可以说，每年从英国输出的不仅是资本，而且还有以移民形式输出的工人。

不过本文所指的并不是移民的特有财产２０５，这些移民大部分不是工人。其中租地农民

的儿子占很大部分。每年为了获得利息而输往国外的英国追加资本同每年的积累的比

率，要比每年的移民同每年人口的增长的比率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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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１．资本构成不变，对劳动力的

需求随积累的增长而增长 

我们在这一章要研究资本的增长对工人阶级的命运产生的影

响。在这种研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资本的构成和它在积累过

程进行中所起的变化。

资本的构成要从双重的意义上来理解。从价值方面来看，资

本的构成是由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或者说，分为

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即工资总额的比率来决定的。从

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方面来看，每一个资本都分为生产

资料和活的劳动力；这种构成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为使用

这些生产资料而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来决定的。我把前一种

构成叫做资本的价值构成，把后一种构成叫做资本的技术构成。

二者之间有密切的相互关系。为了表达这种关系，我把由资本技

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做资本的

有机构成。凡是简单地说资本构成的地方，始终应当理解为资本

的有机构成。

投入一定生产部门的许许多多单个资本，彼此间具有多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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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构成。把这些资本的一个个构成加以平均，就得出这个生产

部门的总资本的构成。最后，把一切生产部门的平均构成加以总

平均，就得出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的构成，我们以下要谈的归根到

底只是这种构成。

资本的增长包含它的可变部分，即转化为劳动力的部分的增

长。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价值总要有一部分再转化为可变资

本，或追加的劳动基金。假定资本的构成不变，也就是说，为了推

动一定量的生产资料或不变资本始终需要同量劳动力，同时其他

情况也不变，那末，对劳动的需求和工人的生存基金，显然按照资

本增长的比例而增长，而且资本增长得越快，它们也增长得越快。

因为资本每年都生产出剩余价值，其中的一部分每年都并入原资

本，因为这种增殖额本身随着已经执行职能的资本的规模的扩大

每年都在增长，最后，因为在特殊的致富欲的刺激下，例如，在由于

新发展起来的社会需求而开辟了新的市场、新的投资领域等等的

情况下，只要改变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积

累的规模就能突然扩大，所以，资本的积累需要，能够超过劳动力

或工人人数的增加，对工人的需求，能够超过工人的供给，这样一

来，工资就会提高。只要上述假定一直不变，这种情况最终一定会

发生。因为雇用的工人一年比一年多，所以迟早必定会出现这样

的时候：积累的需要开始超过通常的劳动供给，于是工资提高。在

整个十五世纪和十八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就可以听到这方面的怨

言。但是这些多少有利于雇佣工人的维持和繁殖的情况，丝毫不

会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性质。简单再生产不断地再生产出资

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同样，规模

扩大的再生产或积累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资本关系：一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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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或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劳动力必须

不断地作为价值增殖的手段并入资本，不能脱离资本，它对资本的

从属关系只是由于它时而卖给这个资本家，时而卖给那个资本家

才被掩盖起来，所以，劳动力的再生产实际上是资本本身再生产的

一个因素。因此，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７０）

古典经济学十分懂得这个原理，以致象前面已经说过的，亚·

斯密、李嘉图等人甚至错误地把积累同剩余产品中整个资本化的

部分由生产工人消费或转化成追加的雇佣工人混为一谈。还在

１６９６年，约翰·贝勒斯就说过：

“假设某人有１０万英亩土地，有１０万镑货币和１０万头牲畜，而没有一

个工人，那末这个富人自己还不就是工人？既然工人使人变富，所以工人越

多，富人也就越多…… 穷人的劳动就是富人的财源。”（７１）

同样，贝尔纳德·德·孟德维尔在十八世纪初也曾说过：

“在财产有充分保障的地方，没有货币还比较容易生活，没有穷人就不

行，不然谁去劳动呢？…… 应当使工人免于挨饿，但不应当使他们拥有任

    
（７０） 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２０６。——“在群众受压迫的程度相同的情

况下，一个国家的无产者越多，这个国家就越富。”（科兰《政治经济学。革命及所谓社

会主义乌托邦的起源》１８５７年巴黎版第３卷第３３１页）“无产者”在经济学上只能理解

为生产和增殖“资本”的雇佣工人，只要他对“资本先生”（贝魁尔对这种人的称呼）的价

值增殖的需要成为多余时，就被抛向街头。“原始森林中的病弱的无产者”是罗雪尔的

奇妙的幻想。原始森林人是原始森林的所有主，他象猩猩一样毫不客气地把原始森林

看作自己的财产。可见，他不是无产者。只有在原始森林剥削他，而不是他剥削原始森

林时，他才是无产者。至于说到他的健康状况，那末，不仅完全可以同现代无产者的健

康状况相比，而且也可以同患梅毒的和患瘰疬病的“可尊敬的人士”的健康状况相比。

不过，威廉·罗雪尔先生所说的原始森林，大概是指他的家乡律内堡的荒野吧。

（７１） 约翰·贝勒斯《关于创办一所一切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

议》１６９６年伦敦版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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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可供储蓄的东西。如果某处有一个属于最低阶级的人，想靠异常的勤劳和

忍饥挨饿来摆脱自己生长起来的那种环境，那谁也不应当妨碍他，因为对社

会上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来说，节俭无可否认是最聪明的办法；但是对一切

富裕民族有利的是：绝大部分穷人永远不要无事可做，但要经常花光他们所

收入的一切…… 靠每天劳动为生的人，只有贫困才能激励他们去工作，缓

和这种贫困是明智的，想加以治疗则未免愚蠢。能使工人勤勉的唯一手段是

适度的工资。工资过低会使工人依各自的气质或者变得垂头丧气，或者变得

悲观绝望，工资过高则会使他们变得傲慢不逊，好逸恶劳…… 从以上的说

明就可以知道，在不允许奴隶存在的自由民族中，最可靠的财富就是众多的

勤劳贫民。没有他们，就不能有任何享乐，任何一个国家的产品都不可能被

用来谋利，此外，他们还是补充海陆军的永不枯竭的源泉。要使社会〈当然是

非劳动者的社会〉幸福，使人民满足于可怜的处境，就必须使大多数人既无知

又贫困。知识会使我们产生更大和更多的愿望，而人的愿望越少，他的需要

也就越容易满足。”（７２）

孟德维尔这个诚实的和头脑清晰的人还没有了解：积累过程

的机构本身，会在增大资本的同时，增加“勤劳贫民”即雇佣工人的

数量，这些雇佣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转化为日益增长的资

本的日益增大的增殖力，并且由此把他们对自己所生产的、但已人

格化为资本家的产品的从属关系永久化。弗·摩·伊登爵士在他

所著《贫民的状况，或英国劳动者阶级的历史》一书中曾谈到这种

从属关系，他说：

“在我们这个地带，为了满足需求，就需要有劳动，因此，社会上至少有一

    
（７２） 贝·德·孟德维尔（《蜜蜂的寓言》１７２８年伦敦第５版附注第２１２、２１３、３２８

页）——“有节制的生活和不断的劳动，对于穷人来说，是通向物质幸福〈他是指尽可能

长的工作日和尽可能少的生活资料〉的道路，而对于国家〈即地主、资本家和他们的政

界显贵与代理人〉来说，是通向富裕的道路。”（《论手工业和商业》１７７０年伦敦版第５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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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人必须不倦地劳动…… 但是一些不劳动的人却支配着勤劳的产品。

这些所有主所以能够如此，仅仅归因于文明和秩序；他们纯粹是市民制度的

创造物（７３）。因为这种制度承认，除了劳动之外，还可以用别种方法占有劳

动的果实。拥有独立财产的人所以能够拥有财产，几乎完全是靠别人的劳

动，而不是靠他们自己的能力，他们的能力绝不比别人强；富人不同于穷人的

地方，不在于占有土地和货币，而在于拥有对劳动的支配权…… 对穷人适

宜的，不是使他们处于卑贱的或奴隶般的地位，而是使他们处于安适和宽松

的从属关系，对拥有财产的人来说，他们则应当对于为他们劳动的人拥有充

分的影响和权威…… 每一个懂得人类天性的人都知道，这样一种从属关系

是工人自身安乐所必需的”（７４）。

顺便提一下，在亚当·斯密的学生中，只有弗·摩·伊登爵士

在十八世纪有过某些重要的成就。（７５）

    

（７３） 伊登应当问一下：“市民制度”又是谁的创造物？他从法律幻想的观点出发，

不是把法律看作物质生产关系的产物，而是相反，把生产关系看作法律的产物。兰盖只

用“法的精神就是所有权”２０７这样一句话，就把孟德斯鸠幻想的“法的精神”推翻了。

（７４） 伊登《贫民的状况，或英国劳动者阶级的历史》第１卷第１篇第１章第１、２

页和序言第ＸＸ页。

（７５） 假如读者想提醒我们不要忘了１７９８年发表《人口原理》的马尔萨斯，那我

也要提醒你们：他这本书最初的版本不过是对笛福、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唐森、富

兰克林、华莱士等人的小学生般肤浅的和牧师般拿腔做调的剽窃，其中没有一个他独

自思考出来的命题。这本小册子所以轰动一时，完全是由党派利益引起的。法国革命在

不列颠王国找到了热情的维护者；“人口原理”是在十八世纪逐渐编造出来的，接着在

一次巨大的社会危机中被大吹大擂地宣扬为对付孔多塞等人学说的万无一失的解毒

剂，英国的寡头政府认为它可以最有效地扑灭一切追求人类进步的热望，因而报以热

情的喝采。马尔萨斯对自己的成功大为惊奇，于是着手把一些表面地拼凑起来的材料

塞进原来的模型中去，又添加了点新东西，不过这些东西不是马尔萨斯发现的，而只是

被他据为己有的。——顺便提一下，马尔萨斯虽然是英国国教高教会派的牧师，但他

曾立过修道士终身不婚的誓言。这正是取得新教派的剑桥大学的特待校友资格的条件

之一。“本会会员不得结婚。一旦娶妻，即不再为会员。”（《剑桥大学委员会报告》第

１７２页）这种情况使马尔萨斯区别于其他新教牧师而处于有利的地位，因为其他新教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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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上所假定的对工人最有利的积累条件下，工人对资本的

从属关系是采取可以忍受的，或者如伊登所说的“安适和宽松的”

形式。随着资本的增长，这种关系不是更为加强，而只是更为扩

大，也就是说，资本的剥削和统治的范围只是随着它本身的规模和

它的臣民人数的增大而扩大。在工人自己所生产的日益增加的并

且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产品中，会有较大的份额以

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中，使他们能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

围，有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费基金，并且积蓄一小笔货币准备

    

抛弃了天主教关于教士终身不婚的圣诫，并且力言“滋生繁殖”是他们特殊的圣经使命

以致到处为人口的增殖作出极不体面的贡献，而同时却又向工人宣讲“人口原理”。能

说明问题的是：经济学上拙劣地仿造出来的原罪，亚当的苹果，“迫不及待的情欲”，唐

森牧师风趣地称之为“要把邱比特的箭弄钝的各种障碍”——这个微妙的问题过去和

现在都是由新教神学或不如说新教教会的老爷们所垄断。除了威尼斯的僧侣奥特斯这

位有创见有才智的著作家外，大多数人口论者都是新教牧师。例如：布吕克纳，他１７６７

年在来顿出版的《动物界论》一书详尽无遗地论述了现代人口理论，而该书的思想是由

魁奈同自己的学生老米拉波对这一题目的一次短暂争论所提供的，后来就是华莱士牧

师、唐森牧师、马尔萨斯牧师及其学生托·查默斯大牧师，至于这一派的一些次要的牧

师文人，那就根本不用谈了。最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是象霍布斯、洛克、休谟一类的哲

学家，以及象托马斯·莫尔、坦普尔、萨利、德·维特、诺思、罗、范德林特、康替龙、富兰

克林一类的实业家和政治家，而特别在理论方面进行过研究并获得巨大成就的，是象

配第、巴尔本、孟德维尔、魁奈一类的医生。甚至在十八世纪中叶，一位当时著名的经济

学家，牧师塔克尔先生，还曾为他自己研究钱财而进行过辩解。后来，正是随着“人口原

理”的出现，新教牧师的丧钟敲响了。把人口看作财富的基础，并且和亚当·斯密一样

是牧师们不可调和的敌人的配第，似乎预料到了这些拙劣的干涉，因此说道：“教士最

守苦行时，宗教最繁荣，正如在律师饿死的地方，法律最昌明一样”。配第劝告新教的牧

师们：如果你们不愿再追随使徒保罗，不愿终身不婚来“禁欲”，“至少不要生出多于现

有牧师俸禄所能吸收的牧师，也就是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只有１２０００份牧师俸禄的

时候，要是生出２４０００个牧师，那是不明智的，因为１２０００个无以为生的人总要设法自

谋生计。为此他们走向民间，向人们游说：那１２０００个受俸牧师在毒害人们的灵魂，使

这些灵魂饿死，把他们引入歧途，使他们无法升入天国。除了这样做而外，难道还能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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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
２０５
多一些，不会消除

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

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

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

它略微放松一点。在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中，大都把主要的东西，

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忽略了。在这里，购买劳动

力，不是为了用它的服务或它的产品来满足买者的个人需要。买

者的目的是增殖他的资本，是生产商品，使其中包含的劳动比他

    

别的更容易谋生的方法吗？”（配第《赋税论》１６６７年伦敦版第５７页）亚当·斯密对当时

新教牧师的态度可以从下面这件事看出来。在《给法学博士亚·斯密的一封信，论他的

朋友大卫·休谟的生平和哲学》（一位称作基督徒的人著，１７８４年牛津第４版）这一著

作中，诺里奇的高教会派主教霍恩博士责难亚·斯密，因为斯密在一封致斯特兰先生

的公开信中要使自己的“朋友大卫〈即休谟〉不朽”，因为斯密向公众讲述，“休谟在他临

终的床上以读琉善的作品和玩惠斯特牌而自娱”，甚至胆敢写道：“无论在休谟生前或

死后，我始终认为，他在人类天性的弱点所允许的范围内，接近了一个理想的全智全德

的人”。这位主教愤怒地叫喊道：“先生，您把一个不可救药地反对一切叫作宗教的东

西，并且竭尽全力甚至要使宗教这个名称也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的人的性格利品行，

向我们描绘成全智全德的，您这样做合适吗？”（同上，第８页）“但是，热爱真理的朋友

们，不要气馁，无神论是长久不了的。”（第１７页）亚当·斯密“抱着残忍的恶意，要在

全国宣扬无神论〈就是通过他的《道德情操论》〉…… 博士先生，我们了解您的诡计！

您想得倒好，但是这一次却失算了。您想用大卫·休谟先生的例子来使我们相信，无神

论对于意志沮丧的人来说是唯一的兴奋剂，是对付死亡恐怖的唯一的解毒剂…… 您

去笑那废墟中的巴比伦吧！去祝贺那无情的恶魔法老吧！”（同上，第２１、２２页）在亚·

斯密的学生中，一个正统派在亚·斯密死后写道：“斯密对休谟的友谊妨碍他成为一个

基督徒…… 他相信休谟的每一句话。即使休谟对他说，月亮是一块绿色的干酪，他也

会相信。所以，休谟说没有上帝，没有奇迹，他也同样相信…… 斯密在政治原则上接

近于共和主义。”（詹姆斯·安德森《蜜蜂》１７９１—１７９３年爱丁堡版，共十八卷，第３卷

第１６６、１６５页）托·查默斯牧师曾怀疑，亚·斯密捏造出“非生产工人”这个范畴纯粹

是出于恶意，是专门用来影射新教牧师的，虽然牧师们在上帝的葡萄园中也进行了幸

福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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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了报酬的劳动多，也就是包含一个不花费他什么、但会通过商

品的出售得到实现的价值部分。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

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劳动力只有在它会把生产资料当作资本来保

存，把自身的价值当作资本再生产出来，并且以无酬劳动提供追加

资本的源泉的情况下，才能够卖出去。（７６）所以，劳动力的出卖条

件不管对工人怎样有利，总要使劳动力不断地再出卖，使财富作为

资本不断地扩大再生产。我们已经知道，工资按其本性来说，要求

工人不断地提供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即使完全撇开工资提高而

劳动价格同时下降等情况不说，工资的增大至多也不过说明工人

必须提供的无酬劳动量的减少。这种减少永远也不会达到威胁制

度本身的程度。撇开关于工资率的暴力冲突不说，——亚当·斯

密也早就指出过，在这种冲突中，一般说来雇主始终是雇主，——

由资本积累而引起的劳动价格的提高不外是下列两种情况之一：

一种情况是，劳动价格继续提高，因为它的提高不会妨碍积累

的进展；这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地方，因为，亚·斯密说过，

“即使利润下降，资本还是能增长，甚至增长得比以前还要快…… 利润小的

大资本，一般也比利润大的小资本增长得快”（《国富论》第１卷第１８９页）。

在这种情况下，很显然，无酬劳动的减少决不会妨碍资本统治

的扩大。另一种情况是，积累由于劳动价格的提高而削弱，因为利

润的刺激变得迟钝了。积累减少了。但是随着积累的减少，使积

    

（７６） 第２版注：“但是，不论工业工人还是农业工人，他们就业的界限是一致的，

那就是雇主能够从他们的劳动产品中榨取利润。如果工资率过高，使雇主的利润降低

到平均利润以下，那末，雇主就会不再雇用他们，或者只有在他们答应降低工资的条件

下才会继续雇用他们。”（约翰·威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１８３５年伦敦第３

版第２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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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减少的原因，即资本和可供剥削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衡，也就消

失了。所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构会自行排除它暂时造成的

障碍。劳动价格重新降到适合资本增殖需要的水平，而不管这个

水平现在是低于、高于还是等于工资提高前的正常水平。可见，在

第一种情况下，并不是劳动力或工人人口绝对增加或相对增加的

减缓引起资本的过剩，相反地，是资本的增长引起可供剥削的劳动

力的不足。在第二种情况下，并不是劳动力或工人人口绝对增加

或相对增加的加速引起资本的不足，相反地，是资本的减少使可供

剥削的劳动力过剩，或者不如说使劳动力价格过高。正是资本积

累的这些绝对运动反映成为可供剥削的劳动力数量的相对运动，

因而看起来好象是由后者自身的运动引起的。用数学上的术语来

说：积累量是自变量，工资量是因变量，而不是相反。同样，在工业

周期的危机阶段，商品价格的普遍降低表现为货币相对价值的提

高，而在繁荣阶段，商品价格的普遍提高表现为货币相对价值的降

低。所谓通货学派８４就从这里得出结论说，物价高时，流通的货币

太多；物价低时，流通的货币太少①。他们的无知和对事实的完全

误解（７７），有这样一些经济学家现在可以与之媲美，这些经济学家

把积累的上述现象说成是：在一种情况下是雇佣工人太少，在另一

种情况下是雇佣工人太多。

作为所谓“自然人口规律”的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可以

简单地归结如下：资本、积累同工资率之间的关系，不外是转化为

    
（７７） 参看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２０８。

０８６ 第七篇 资本的积累过程

① 第３版和第４版中是：物价高时，流通的货币太少；物价低时，流通的货币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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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无酬劳动和为推动追加资本所必需的追加劳动之间的关

系。因此，这决不是两个彼此独立的量，即资本量和工人人口数量

之间的关系；相反地，归根到底这只是同一工人人口所提供的无酬

劳动和有酬劳动之间的关系。如果工人阶级提供的并由资本家阶

级所积累的无酬劳动量增长得十分迅速，以致只有大大追加有酬

劳动才能转化为资本，那末，工资就会提高，而在其他一切情况不

变时，无酬劳动就会相应地减少。但是，一旦这种减少达到一定

点，滋养资本的剩余劳动不再有正常数量的供应时，反作用就会发

生：收入中资本化的部分减少，积累削弱，工资的上升运动受到反

击。可见，劳动价格的提高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

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而且还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规

模扩大的再生产。可见，被神秘化为一种自然规律的资本主义积

累规律，实际上不过表示：资本主义积累的本性，绝不允许劳动剥

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劳动价格的任何提高有可能严重地危及资本

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在一种不是物

质财富为工人的发展需要而存在，相反是工人为现有价值的增殖

需要而存在的生产方式下，事情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正象人在

宗教中受他自己头脑的产物的支配一样，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受

他自己双手的产物的支配。（７７ａ）

    

（７７ａ） “如果回头来看看我们在最初研究时曾经指出的……资本本身不过是人

的劳动的产物……那末似乎完全不能理解的是，人怎么会落入他自己的产物——资本

——的统治下，并且从属于这个产物；然而，因为实际上情况确实如此，所以不禁要问：

工人作为资本的创造者，怎么会由资本的主人变为资本的奴隶呢？”（冯·杜能《孤立国

家》１８６３年罗斯托克版第２部第２编第５、６页）杜能的功绩在于提出了问题。他的回答

却十分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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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在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的
进程中资本可变部分相对减少

按照经济学家们自己的见解，引起工资提高的，既不是社会财

富的现有量，也不是已经取得的资本量，而仅仅是积累的不断增长

和它的增长速度。（亚·斯密《国富论》第１篇第８章）以上我们只

考察了这个过程的一个特殊阶段，即在资本技术构成不变的情况

下资本增长的阶段。但是过程会越出这一阶段。

一旦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奠定下来，在积累过程中就一

定会出现一个时刻，那时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

有力的杠杆。亚·斯密说：

“引起工资提高的原因，即资本的增长，也促使劳动生产能力提高，使较

小量的劳动能够生产出较大量的产品。”２０９

如果撇开土壤肥力等等自然条件，撇开分散劳动的独立生产

者的技能（这种技能更多地表现在质量即制品的优劣上，而不是表

现在数量即制品的多寡上），那末，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就表现

为一个工人在一定时间内，以同样的劳动力强度使之转化为产品

的生产资料的相对量。工人用来进行劳动的生产资料的量，随着工

人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增长。在这里，这些生产资料起着双重作

用。一些生产资料的增长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结果，另一些生产资

料的增长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条件。例如，由于有了工场手工业分

工和采用了机器，同一时间内加工的原料增多了，因而，进入劳动

过程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量增大了。这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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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另一方面，使用的机器、役畜、矿物质肥料、排水管等等的量，

则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条件。以建筑物、炼铁炉、运输工具等等形

式积聚起来的生产资料的量，也是这样。但是，不管是条件还是结

果，只要生产资料的量比并入生产资料的劳动力相对增长，这就表

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因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劳动的量

比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减少，或者说，表现为劳动过程的

主观因素的量比它的客观因素的量相对减少。

资本技术构成的这一变化，即生产资料的量比推动它的劳动

力的量相对增长，又反映在资本的价值构成上，即资本价值的不变

组成部分靠减少它的可变组成部分而增加。例如，有一笔资本，按

百分比计算，起初５０％投在生产资料上，５０％投在劳动力上。后

来，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８０％投在生产资料上，２０％投在劳动

力上，等等。资本的不变部分比可变部分日益相对增长的这一规

律，在每一步上都由商品价格的比较分析所证实（象前面已经说明

的），不管我们比较的是同一国家的不同经济时代，还是同一时代

的不同国家。只代表所耗费的生产资料价值或资本不变部分的那

个价格要素的相对量，同积累的增进成正比；用来支付劳动或代表

资本可变部分的另一价格要素的相对量，一般同积累的增进成反比。

不过，资本可变部分比不变部分的相对减少，或资本价值构成

的变化，只是近似地表示出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构成上的变化。

例如，目前投入纺纱业的资本价值中，不变资本占
７
８，可变资本占

１
８
，而在十八世纪初不变资本占

１
２
，可变资本占

１
２
，但是，目前一定

量纺纱劳动在生产中所消费的原料、劳动资料等等的量却比十八

世纪初要多几百倍。原因很简单：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不仅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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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量增大了，而且生产资料的价值比生产资料

的量也相对地减小了。这样一来，生产资料的价值绝对地增长了，

但不是同它的量按比例增长。因此，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

差额的增大，同不变资本转化成的生产资料的量和可变资本转化

成的劳动力的量之间的差额的增大相比，要慢得多。随着后一个

差额的增长，前一个差额也增长，但是增长的程度较小。

然而，积累的增进虽然使资本可变部分的相对量减少，但是

决不因此排斥它的绝对量的增加。假定资本价值起初分为５０％的

不变资本和５０％的可变资本，后来分为８０％的不变资本和２０％

的可变资本。如果原有资本在此期间从例如６０００镑增加到１８０００

镑，那末，它的可变组成部分也要增加
１
５
。这个可变部分原来是

３０００镑，现在是３６００镑。但是，要使劳动的需求提高２０％，以

前只需资本增加２０％就够了，现在则要求原有资本增加为三

倍。    

在第四篇中已经指出，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怎样以大规模

的协作为前提，怎样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组织劳动的分工和结

合，才能使生产资料由于大规模积聚而得到节约，才能产生那些按

其物质属性来说只适于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如机器体系等等，才

能使巨大的自然力为生产服务，才能使生产过程变为科学在工艺

上的应用。在商品生产中，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因而劳动者或者

分散地、独立地生产商品，或者由于缺乏自己经营的资料而把自己

的劳动力当作商品来出卖；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上述的前提只有

通过单个资本的增长来实现，或者说，随着社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

料转化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来实现。商品生产的地基只有在资本

主义的形式上才能担负起大规模的生产。所以，单个商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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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者手中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

前提。因此，在从手工业到资本主义生产的过渡中，我们必须假定

已经有这种积累。这种积累可以叫作原始积累，因为它不是特殊

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的历史结果，而是这种生产的历史基础。这种

积累本身是怎样发生的，我们还用不着在这里研究。只要知道它

是起点就行了。但是，一切在这个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提高社会劳

动生产力的方法，同时也就是提高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生产的

方法，而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又是积累的形成要素。因此，这些方

法同时也就是资本生产资本或加速资本积累的方法。剩余价值不

断再转化为资本，表现为进入生产过程的资本量的不断增长。这

种增长又成为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基础，成为随之出现的提高劳

动生产力和加速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的基础。可见，一定程度的

资本积累表现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条件，而特殊的资

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反过来引起资本的加速积累。因此，特殊的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随着资本积累而发展，资本积累又随着特殊

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发展。这两种经济因素由于这种互相推

动的复合关系，引起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从而使资本的可变组成

部分同不变组成部分相比越来越小。

每一个资本，都是生产资料的或大或小的积聚，并且相应地指

挥着一支或大或小的劳动军。每一个积累都成为新的积累的手

段。这种积累随着执行资本职能的财富数量的增多而扩大这种财

富在单个资本家手中的积聚，从而扩大大规模生产和特殊的资本

主义的生产方法的基础。社会资本的增长是通过许多单个资本的

增长来实现的。假定其他一切条件不变，各单个资本，从而生产资

料的积聚，会按照它们各自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份额的比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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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同时，从原资本上会分出枝杈来，作为新的独立资本执行职

能。在这方面，资本家家庭内部的分产起着重大作用。因此，随着

资本的积累，资本家的人数也多少有所增加。这种直接以积累为

基础的或不如说和积累等同的积聚，有两个特征。第一，在其他条

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生产资料在单个资本家手中积聚的增进，受

社会财富增长程度的限制。第二，社会资本中固定在每个特殊生

产部门的部分，分在许多资本家身上，他们作为独立的和互相竞争

的商品生产者彼此对立着。所以，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不仅分

散在许多点上，而且执行职能的资本的增长还受到新资本的形成

和旧资本的分裂的阻碍。因此，积累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资料和对

劳动的支配权的不断增长的积聚，另一方面，表现为许多单个资本

的互相排斥。

社会总资本这样分散为许多单个资本，或它的各部分间的互

相排斥，又遇到各部分间的互相吸引的反作用。这已不再是生产

资料和对劳动的支配权的简单的、和积累等同的积聚。这是已经

形成的各资本的积聚，是它们的个体独立性的消灭，是资本家剥夺

资本家，是许多小资本变成少数大资本。这一过程和前一过程不

同的地方就在于，它仅仅以已经存在的并且执行职能的资本在分

配上的变化为前提，因而，它的作用范围不受社会财富的绝对增长

或积累的绝对界限的限制。资本所以能在这里，在一个人手中大

量增长，是因为它在那里，在许多人手中丧失了。这是不同于积累

和积聚的本来意义的集中。

资本的这种集中或资本吸引资本的规律，不可能在这里加以

阐述。简单地提一些事实就够了。竞争斗争是通过使商品便宜来

进行的。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便宜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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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因此，较大的资本战胜较小的资

本。其次，我们记得，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在正常条件

下经营某种行业所需要的单个资本的最低限量提高了。因此，较

小的资本挤到那些大工业还只是零散地或不完全地占领的生产领

域中去。在那里，竞争的激烈程度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多少成正

比，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大小成反比。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

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

灭。除此而外，一种崭新的力量——信用事业，随同资本主义的生

产而形成起来。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的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

进来，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

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

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变成一个实现资本

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发展，竞争和信用——集中的两

个最强有力的杠杆，也以同样的程度发展起来。同时，积累的增进

又使可以集中的材料即单个资本增加，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又

替那些要有资本的预先集中才能建立起来的强大工业企业，一方

面创造了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创造了技术手段。因此，现在单个资

本的互相吸引力和集中的趋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虽然

集中运动的相对广度和强度在一定程度上由资本主义财富已经达

到的数量和经济机构的优越性来决定，但是集中的进展决不取决

于社会资本的实际增长量。这正是集中和积聚特别不同的地方，

因为积聚不过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另一种表现而已。集中可以

通过单纯改变既有资本的分配，通过单纯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

分的量的组合来实现。资本所以能在这里，在一个人手中大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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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是因为它在那里，在许多单个人的手中被夺走了。在一个生产

部门中，如果投入的全部资本已溶合为一个单个资本时，集中便达

到了极限。（７７ｂ）在一个社会里，只有当社会总资本或者合并在唯

一的资本家手中，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的时候，集中

才算达到极限。

集中补充了积累的作用，使工业资本家能够扩大自己的经营

规模。不论经营规模的扩大是积累的结果，还是集中的结果；不论

集中是通过强制的道路进行吞并，——在这种场合，某些资本成为

对其他资本的占压倒优势的引力中心，打破其他资本的个体内聚

力，然后把各个零散的碎片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还是通过建立

股份公司这一比较平滑的办法把许多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资本

溶合起来，经济作用总是一样的。工业企业规模的扩大，对于更广

泛地组织许多人的总体劳动，对于更广泛地发展这种劳动的物质

动力，也就是说，对于使分散的、按习惯进行的生产过程不断地变

成社会结合的、用科学处理的生产过程来说，到处都成为起

点。    

不过很明显，积累，即由圆形运动变为螺旋形运动的再生产所

引起的资本的逐渐增大，同仅仅要求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

量的组合的集中比较起来，是一个极缓慢的过程。假如必须等待

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

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

把这件事完成了。集中在这样加强和加速积累作用的同时，又扩

    

（７７ｂ） ｛第４版注：英美两国最新的“托拉斯”已经在为这一目标而奋斗，它们力

图至少把一个生产部门的全部大企业联合成一个握有实际垄断权的大股份公

司。——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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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加速资本技术构成的变革，即减少资本的可变部分来增加它

的不变部分，从而减少对劳动的相对需求。

通过集中而在一夜之间集合起来的资本量，同其他资本量一

样，不断再生产和增大，只是速度更快，从而成为社会积累的新的

强有力的杠杆。因此，当人们谈到社会积累的增进时，今天已经把

集中的作用包括在内。

在正常的积累进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见第２２章第１节），主

要是充当利用新发明和新发现的手段，总之，是充当利用工业改良

的手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旧资本总有一天也要从头到尾地

更新，要脱皮，并且同样会以技术上更加完善的形式再生出来，在

这种形式下，用较少量的劳动就足以推动较多量的机器和原料。

由此必然引起对劳动需求的绝对减少，不言而喻，经历这种更新过

程的资本越是由于集中运动而大量聚集，对劳动需求的绝对减少

也就越厉害。

可见，一方面，在积累进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同它自己的

量比较起来，会越来越少地吸引工人。另一方面，周期地按新的

构成再生产出来的旧资本，会越来越多地排斥它以前所雇用的工

人。    

３．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

后备军的累进生产 

资本积累最初只是表现为资本的量的扩大，但是以上我们看

到，它是通过资本构成不断发生质的变化，通过减少资本的可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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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来不断增加资本的不变部分而实现的。（７７ｃ）

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之相适应的劳动生产力的发

展以及由此引起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不只是同积累的增进或

社会财富的增长保持一致的步伐。它们的进展要快得多，因为简单

的积累即总资本的绝对扩大，伴随有总资本的各个分子的集中，追

加资本的技术变革，也伴随有原资本的技术变革。因此，随着积累

的进程，资本的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比例会发生变化；假定原来

是１∶１，后来会变成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７∶１等等，因而随着

资本的增长，资本总价值转化为劳动力的部分不是
１
２
，而是递减为

１
３
、
１
４
、
１
５
、
１
６
、
１
８
等等，转化为生产资料的部分则递增为

２
３
、
３
４
、
４
５
、

５
６
、
７
８
等等。因为对劳动的需求，不是由总资本的大小决定的，而是

由总资本可变组成部分的大小决定的，所以它随着总资本的增长

而递减，而不象以前假定的那样，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按比例增

加。对劳动的需求，同总资本量相比相对地减少，并且随着总资本

量的增长以递增的速度减少。诚然，随着总资本的增长，总资本的

可变组成部分即并入总资本的劳动力也会增加，但是增加的比例

越来越小。积累表现为生产在一定技术基础上的单纯扩大的那种

间歇时间缩短了。为了吸收一定数目的追加工人，甚至为了在旧资

本不断发生形态变化的情况下继续雇用已经在职的工人，就不仅

要求总资本以不断递增的速度加快积累。而且，这种不断增长的积

累和集中本身，又成为使资本构成发生新的变化的源泉，也就是成为

    
（７７ｃ） 第３版注：在马克思的自用本上，此处作了如下的边注：“为了以后备考，这

里应当指出：如果扩大只是量上的扩大，那末同一生产部门中，较大和较小资本的利润
都同预付资本的量成比例。如果量的扩大引起了质的变化，那末，较大资本的利润率就
会同时提高”。——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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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和不变组成部分相比再次迅速减少的源

泉。总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的相对减少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加

快，而且比总资本本身的增长还要快这一事实，在另一方面却相反

地表现为，好象工人人口的绝对增长总是比可变资本即工人人口

的就业手段增长得快。事实是，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

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

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

就社会总资本来考察，时而它的积累运动引起周期的变化，时

而这个运动的各个因素同时分布在各个不同的生产部门。在某些

部门，由于单纯的积聚①，资本的构成发生变化而资本的绝对量没

有增长；在有些部门，资本的绝对增长同它的可变组成部分或它所

吸收的劳动力的绝对减少结合在一起；在另一些部门，资本时而在

一定的技术基础上持续增长，并按照它增长的比例吸引追加的劳

动力，时而有机构成发生变化，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缩小；在一切

部门中，资本可变部分的增长，从而就业工人人数的增长，总是同

过剩人口的激烈波动，同过剩人口的暂时产生结合在一起，而不管

这种产生采取排斥就业工人这个较明显的形式，还是采取使追加

的工人人口难于被吸入它的通常水道这个不大明显但作用相同的

形式。（７８）随着已经执行职能的社会资本量的增长及其

    

（７８） 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调查表明：

全体从事农业的人员（土地所有者、租地农场主、园丁、牧人等等都包括在内）１８５１
年为２０１１４４７人，１８６１年为１９２４１１０人，减少８７３３７人。毛织厂——１８５１年为１０２７１４
人，１８６１年为７９２４２人；丝织厂——１８５１年为１１１９４０人，１８６１年为１０１６７８人；印
染工人——１８５１年为１２０９８人，１８６１年为１２５５６人，虽然生产大为扩

１９６第二十三章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① 第３版中是：集中。——编者注



增长程度的提高，随着生产规模和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扩大，随着

他们劳动的生产力的发展，随着财富的一切源流的更加广阔和更

加充足，资本对工人的更大的吸引力和更大的排斥力互相结合的

规模不断扩大，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技术形式的变化速度不断加

快，那些时而同时地时而交替地被卷入这些变化的生产部门的范

围不断增大。因此，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

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

（７９）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事实上，每一种

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

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

界。

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

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

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

    

大，但人数增加很少，这就意味着就业工人人数相对地大为减少。制帽工人——１８５１年

为１５９５７人，１８６１年为１３８１４人；草帽及便帽工人——１８５１年为２０３９３人，１８６１年为

１８１７６人；麦芽工人——１８５１年为１０５６６人，１８６１年为１０６７７人；蜡烛工人——１８５１年

为４９４９人，１８６１年为４６８６人，人数减少的原因之一是煤气灯的增多。制梳工人——

１８５１年为２０３８人，１８６１年为１４７８人；锯木工人——１８５１年为３０５５２人，１８６１年为

３１６４７人，由于锯木机的推广，人数增加很少；制钉工人——１８５１年为２６９４０人，１８６１

年为２６１３０人，人数减少是由于机器的竞争；锡矿和铜矿工人——１８５１年为３１３６０人，

１８６１年为３２０４１人。相反，棉纺织业——１８５１年为３７１７７７人，１８６１年为４５６６４６人；煤

矿——１８５１年为１８３３８９人，１８６１年为２４６６１３人。“一般说来，１８５１年以来，工人人数

的增加在那些直到现在还没有成功地采用机器的部门最为显著。”（《１８６１年英格兰和

威尔士人口调查》１８６３年伦敦版第３卷第３５—３９页）

（７９） 可变资本相对量递减的规律和这个规律对雇佣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曾经

被古典学派某些优秀的经济学家感觉到，但是没有被他们所理解。在这方面，最大的功

绩应归于约翰·巴顿，虽然他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把不变资本同固定资本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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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隶属于资本，就好象它是由

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过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实际增长的限

制，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

随着积累和伴随积累而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的突然扩张

力也增长了，这不仅是因为执行职能的资本的伸缩性和绝对财富

——资本不过是其中一个可伸缩的部分——增长了，也不仅是因

为信用每当遇到特殊刺激会在转眼之间把这种财富的非常大的部

分作为追加资本交给生产支配。这还因为生产过程本身的技术条

件，机器、运输工具等等，有可能以最大的规模最迅速地把剩余产

品转化为追加的生产资料。随着积累的增进而膨胀起来的并且可

以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大量社会财富，疯狂地涌入那些市场突然扩

大的旧生产部门，或涌入那些由旧生产部门的发展而引起的新

    

把可变资本同流动资本混为一谈。他说：“对劳动的需求取决于流动资本的增加，而不

是取决于固定资本的增加。如果这两种资本的比例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情况下确实都

是一样的话，那末由此的确可以得出结论说，就业工人的人数同国家的财富成比例。但

是这种假定一点也不现实。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和文明的传播，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

相比越来越大。英国生产一匹凡尔纱所使用的固定资本额至少等于印度生产同样一匹

凡尔纱所使用的固定资本额的一百倍，也许是一千倍。而流动资本的份额则是百分之

一或千分之一…… 如果把一年的全部积蓄都加到固定资本上去，也不会使劳动的需

求有任何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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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１７页）“使国家纯收入增加的原因，同时可以使人口过剩，从而使工人状况恶化。”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４６９页）随着资本的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会相

对地减少”（同上，第４８０页注）。“用来维持劳动的资本额可以不依赖于资本总额的变

化而发生变化…… 随着资本本身越来越雄厚，就业规模的大波动以及大贫困变得越

来越频繁。”（理查·琼斯《政治经济学绪论》１８３３年伦敦版第１２页）“〈对劳动的〉需求

的提高……并不是同总资本的积累成比例的…… 因此，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用于

再生产的国民资本的每次增加，对工人状况的影响会越来越小。”（拉姆赛《论财富的

分配》第９０、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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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生产部门，如铁路等等。在所有这些场合，都必须有大批的人可

以突然地被投到决定性的地方去，而又不致影响其他部门的生产

规模。这些人就由过剩人口来提供。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由

中等活跃、生产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滞这几个时期构成的、穿插着

较小波动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产业后备军或过剩

人口的不断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后再形成这样的基础之上

的。而工业周期的阶段变换又补充新的过剩人口，并且成为过剩

人口再生产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

现代工业这种独特的生活过程，我们在人类过去的任何时代

都是看不到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也不可能出现。

那时资本构成的变化还极其缓慢。因此，对劳动的需求的增长，总

的说来是同资本的积累相适应的。不管那时资本积累的增进同现

代相比是多么缓慢，它还是碰到了可供剥削的工人人口的自然限

制，这些限制只有通过以后将要谈到的暴力手段才能清除。生产

规模突然的跳跃式的膨胀是它突然收缩的前提；而后者又引起前

者，但是没有可供支配的人身材料，没有不取决于人口绝对增长的

工人的增加，前者是不可能的。工人的这种增加，是通过使一部分

工人不断地被“游离”出来的简单过程，通过使就业工人人数比扩

大的生产相对减少的方法造成的。因此，现代工业的整个运动形

式来源于一部分工人人口不断地转化为失业的或半失业的人手。

政治经济学的肤浅性也表现在，它把信用的膨胀和收缩，把工业周

期各个时期更替这种单纯的征兆，看作是造成这种更替的原因。

正如天体一经投入一定的运动就会不断地重复这种运动一样，社

会生产一经进入交替发生膨胀和收缩的运动，也会不断地重复这

种运动。而结果又会成为原因，于是不断地再生产出自身条件的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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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阶段变换就采取周期性的形式。①这种周期性一经固定下

来，那末，就连政治经济学也会把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

需要的过剩人口的生产，看作是现代工业的生活条件。

曾任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后来又任英国殖民部官员的

赫·梅里威耳说：

“假定在危机时期国家竭力通过向国外移民的办法来摆脱几十万过剩的

贫民，那结果会怎样呢？结果是，当对劳动的需求刚一恢复时，就会感到劳动

不足。人的再生产不管多么快，要把成年工人补充起来，总需要有一代人的

时间。可是我们的工厂主的利润主要取决于是否有能力利用畅销的有利时

机，并以此来弥补滞销时期的损失。而他们只有拥有对机器和体力劳动的指

挥权，才能保证有这种能力。他们必须找到可供支配的人手；他们必须能够

依据市场情况在必要时加强或收缩他们的营业活动，否则他们就决不能在竞

争的角逐中保持优势，而这种优势是国家财富的基础。”（８０）

甚至马尔萨斯也承认，过剩人口对于现代工业来说是必要的，

虽然他按照自己的偏狭之见，把它解释成工人人口的绝对过剩，而

    

（８０） 赫·梅里威耳《关于殖民和殖民地的演说》１８４１—１８４２年伦敦版第１卷第

１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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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作者校订过的法文版中，这里插入了下面这段话：“但是，当机器工业如此根

深蒂固，以致对整个国民生产产生了绝对的影响时；当对外贸易由于机器工业

而开始超过国内贸易时；当世界市场逐渐侵占了新世界即亚洲和澳洲的广阔

地区时；最后，当走上竞赛场的工业国家为数众多时；——只是从这个时候起，

才开始出现不断重复的周期，它们的各个相继的阶段都为时数年，而且它们总

是以一场普遍危机的爆发而告终，这场危机既是一个周期的终点，也是另一个

新周期的起点。直到现在，这种周期的延续时间是十年或十一年，但绝不应该

把这个数字看作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根据我们以上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

各个规律，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数字是可变的，而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

缩短”。——编者注



不是工人人口的相对过剩。他说：

“在一个主要依靠工商业的国家里，如果在工人阶级中间盛行慎重地对

待结婚的习惯，那对国家是有害的…… 按人口的性质来说，即使遇到特殊

需求，不经过１６年或１８年的时间，也不可能向市场供应追加工人。然而，收

入通过节约转化为资本却可以快得多；一个国家的劳动基金比人口增长得快

的情况，是经常有的。”（８１）

政治经济学这样把工人的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生产宣布为资

本主义积累的必要条件之后，就恰如其分地以一个老处女的姿态，

通过自己“最理想的人”资本家的嘴，对那些因自己创造了追加资

本而被抛向街头的“过剩的人”说了如下的话：

“我们工厂主增大你们借以生存的资本，为你们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事情；

而你们必须去做其余的事情，去使你们的人数同生存资料相适应”（８２）。

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人口自然增长所提供的可供支配的劳

动力数量是绝对不够的。为了能够自由地活动，它需要有一支不

以这种自然限制为转移的产业后备军。

以上我们假定，就业工人人数的增减正好同可变资本的增减

相一致。

然而，可变资本在它所指挥的工人人数不变或甚至减少的情

况下也会增长。如果单个工人提供更多的劳动，因而得到更多的

工资，——即使劳动价格不变，或者甚至下降，但只要下降得比劳

    

（８１）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第２１５、３１９、３２０页。在这本书中，马尔萨斯依

靠西斯蒙第终于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美妙的三位一体：生产过剩，人口过剩，消费过

剩，实在是三个极美妙的怪物！参看弗·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１０７页及以

下各页２１０。

（８２） 哈里埃特·马提诺《曼彻斯特的罢工》１８３２年版第１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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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量的增加慢，——情况就是如此。在这种场合，可变资本的增长

是劳动增加的指数，而不是就业工人增加的指数。每一个资本家

的绝对利益在于，从较少的工人身上而不是用同样低廉或甚至更

为低廉的花费从较多的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劳动。在后一种情

况下，不变资本的支出会随着所推动的劳动量成比例地增长，在前

一种情况下，不变资本的增长则要慢得多。生产规模越大，这种动

机就越具有决定意义。它的力量随资本积累一同增长。

我们已经知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

既是积累的原因，又是积累的结果——使资本家能够通过从外延

方面或内含方面加强对单个劳动力的剥削，在支出同样多的可变

资本的情况下推动更多的劳动。其次，我们还知道，资本家越来越

用不大熟练的工人排挤较熟练的工人，用未成熟的劳动力排挤成

熟的劳动力，用女劳动力排挤男劳动力，用少年或儿童劳动力排挤

成年劳动力，这样，他就用同样多的资本价值买到更多的劳动力。

所以，在积累的进程中，一方面，较大的可变资本无须招收更

多的工人就可以推动更多的劳动；另一方面，同样数量的可变资本

用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就可以推动更多的劳动；最后，通过排挤较高

级的劳动力可以推动更多低级的劳动力。

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或工人的游离，比生产过程随着积

累的增进本身而加速的技术变革，比与此相适应的资本可变部分

比不变部分的相对减少，更为迅速。如果说生产资料在扩大自己

的规模和作用的同时，在越来越小的程度上成为工人的就业手段，

那末，这种情况本身又会由于下述事实而有所变化：劳动生产力越

是增长，资本造成的劳动供给比资本对工人的需求越是增加得快。

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它的后备军的队伍，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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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

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反过来，它的一部分无

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

的手段（８３），同时又按照与社会积累的增进相适应的规模加速了

产业后备军的生产。这个因素在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上是多么重

要，可以拿英国的例子来证明。英国“节约”劳动的技术手段是十

分强大的。但是，如果明天把劳动普遍限制在合理的程度，并且把

工人阶级的各个阶层再按年龄和性别进行适当安排，那末，要依照

现有的规模继续进行国民生产，目前的工人人口是绝对不够的。

目前“非生产”工人的大多数都不得不转化为“生产”工人。

    

（８３） 甚至在１８６３年棉荒时期，布莱克本的纺纱工人在其散发的一本小册子中，

对过度劳动也提出了强烈的指责。由于工厂法的约束，从事这种过度劳动的当然只有

成年男工。“这个工厂要求成年工人每天劳动十二至十三小时，虽然有成百的人被迫无

事可做，而他们又愿意劳动一部分时间，以便养家活口和防止自己的工人弟兄因过度

劳动而早死。”小册子接着说，“我们要问，进行额外时间的劳动这种作法，能使主人和

‘仆役’之间建立某种可以容忍的关系吗？过度劳动的牺牲者和因此而被宣告为被迫无

事可做的人，同样地感到不公平。如果把劳动加以公平的分配，那末，这个地区所需完

成的工作足以使所有的人都能部分地就业。我们只要求一个权利：我们请求业主们，至

少在目前状况维持不变的期间，普遍缩短劳动时间，而不是使一部分人从事过度劳动，

使另一部分人由于没有活干被迫靠救济来维持生活。”（《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３年１０

月３１日》第８页）——《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以其惯有的不会弄错的资产阶级本

能，来理解相对过剩人口对就业工人的影响。“在这个王国中，引起怠惰的另一个原因，

就是缺少足够数量的劳动人手。只要出现对产品的某种特殊需求，而使劳动量变得不

足时，工人就会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并且想使业主也感觉到这一点；这是令人惊奇

的；但是这帮家伙的心思坏透了，每遇到这种场合，成群的工人就联合起来，终日游惰，

使他们的业主陷于困境。”（《论手工业和商业》第２７、２８页）他是说，这帮家伙要求提

高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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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体说来，工资的一般变动仅仅由同工业周期各个时期的更

替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来调节。因此，决定工资的

一般变动的，不是工人人口绝对数量的变动，而是工人阶级分为现

役军和后备军的比例的变动，是过剩人口相对量的增减，是过剩人

口时而被吸收、时而又被游离的程度。现代工业具有十年一次的

周期，每次周期又有各个周期性的阶段，而且这些阶段在积累进程

中被越来越频繁地相继发生的不规则的波动所打断。对于这个现

代工业来说，如果有下面这样的规律，那确实是太好了：劳动的供

求不是通过资本的膨胀和收缩，因而不是按照资本当时的增殖需

要来调节，以致劳动市场忽而由于资本膨胀而显得相对不足，忽而

由于资本收缩而显得过剩，而是相反，资本的运动依存于人口量的

绝对运动。然而，这正是经济学的教条。按照这个教条，工资因资

本的积累而提高。工资的提高刺激工人人口更快地增加，这种增

加一直持续到劳动市场充斥，因而资本同工人的供给比较相对不

足时为止。工资下降，于是事情走向反面。由于工资的下降，工人

人口逐渐减少，以致资本同工人人口比较又相对过剩了，或者象另

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工资的降低和对工人剥削的相应提高，会重新

加速积累，而与此同时，低工资又会抑制工人阶级的增长。这样一

来，就又出现劳动供不应求、工资提高等等情况。这对于发达的资

本主义生产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运动方法啊！可是，在真正有劳动能

力的人口因工资提高而可能出现某种实际增长以前，已经一再经

过了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必然发生工业战，展开厮杀，并且

决出胜负。

１８４９年至１８５９年间，在谷物价格下降的同时，英国农业地区

出现了实际考察起来只是名义上的工资提高。例如，周工资在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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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特郡由７先令提高到８先令，在多尔塞特郡由７先令或８先令

提高到９先令，等等。这是农业过剩人口空前外流的结果，而人口

外流是由战争的需要２１１和铁路工程、工厂、矿山等部门的大规模扩

展引起的。工资越低，它的任何提高，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提高，在

百分比上也表现得越高。例如，周工资是２０先令，提高到２２先令，

就是提高１０％；但如果周工资只有７先令，提高到９先令，那就是

提高２８４
７
％，这就耸人听闻了。不管怎样，租地农场主大喊大叫起

来，甚至伦敦《经济学家》在谈到这些饥饿工资时，也郑重其事地胡

诌什么有了“普遍的和重大的提高”（８４）。租地农场主该怎么办

呢？难道他们会象教条的经济学的头脑所设想的那样，等待这种优

厚的报酬促使农业工人繁殖，直到他们的工资不得不重新下降吗？

不，租地农场主采用了更多的机器，工人转瞬间又“过剩”了，过剩

的比例连租地农场主也感到满意了。同以前相比，现在投入农业

的“资本更多了”，并且采取了生产效率更高的形式。这样一来，对

劳动的需求不仅相对地下降，而且绝对地下降了。

经济学的上述虚构，把调节工资的一般变动或调节工人阶级

即总劳动力和社会总资本之间的关系的规律，同在各个特殊生产

部门之间分配工人人口的规律混为一谈了。例如，由于市场情况

良好，某一生产部门的积累特别活跃，利润高于平均利润，追加资

本纷纷涌来，这样，对劳动的需求和工资自然就会提高。较高的工

资把较大一部分工人人口吸引到这个有利的部门，直到这里劳动

力达到饱和，工资终于又下降到以前的平均水平，如果工人流入过

多，甚至会降到这个水平以下。那时工人流入该生产部门的现象不

    

（８４） １８６０年１月２１日《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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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停止，甚至还会发生流出现象。在这里，政治经济学家就以为看

到了，随着工资的提高，工人人数“在何处以及如何”绝对增长，而

随着工人人数的绝对增长，工资“在何处以及如何”下降；但是事实

上，他所看到的，只是某一特殊生产部门的劳动市场的局部波动，

他所看到的，只是工人人口按照资本变化不定的需要而在各投资

部门之间分配的现象。

产业后备军在停滞和中等繁荣时期加压力于现役劳动军，在

生产过剩和亢进时期又抑制现役劳动军的要求。所以，相对过剩

人口是劳动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背景。它把这个规律的作用范围

限制在绝对符合资本的剥削欲和统治欲的界限之内。这里正好应

该回过来谈一下经济学辩护论者的一大业绩。我们记得，由于采

用新机器或扩大旧机器，一部分可变资本转化为不变资本，这是

“束缚”资本并从而“游离”工人的活动，而经济学辩护士却相反地

把这种活动说成是为工人游离资本。只有到现在我们才能充分地

评价辩护士的厚颜无耻。其实，被游离出来的，不仅有直接被机器

排挤的工人，而且还有他们的代替者和企业在原有基础上实行一

般扩大时通常会吸收的追加人员。现在他们全被“游离”出来，并

且每一笔希望执行职能的新资本都能支配他们。不管这种资本吸

引的是这些工人，还是另一些工人，只要这笔资本刚好足以从市场

上雇走被机器抛到市场上的那么多工人，那末对劳动的总需求的

影响就等于零。如果它雇用的人数较少，过剩的人数就会增加；如

果它雇用的人数较多，劳动总需求增加的幅度也只不过等于就业

的人超过“被游离的人”的那个差额。可见，寻求投资场所的追加

资本本来会激起的劳动总需求的增加，在以上每一种场合都会按

照工人被机器抛向街头的程度而受到抵销。因此，这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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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资本主义生产的机构已安排好，不让资本的绝对增长伴有劳动

总需求的相应增加。而辩护士们就把这叫作对于被排挤的工人在

被抛入产业后备军的过渡时期中遭受贫困、痛苦和可能死亡的一

种补偿！劳动的需求同资本的增长并不是一回事，劳动的供给同工

人阶级的增长也不是一回事，所以，这里不是两种彼此独立的力量

互相影响。骰子是假造的。资本在两方面同时起作用。它的积累

一方面扩大对劳动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过“游离”工人来扩大工

人的供给，与此同时，失业工人的压力又迫使就业工人付出更多的

劳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的供给不依赖于工人的供给。劳

动供求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的运动成全了资本的专制。因此，一旦

工人识破秘密，知道了他们为什么劳动越多，为别人生产的财富越

多，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是提高，他们连充当资本增殖手段的职能

也就越是没有保障；一旦工人发现，他们本身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

完全取决于相对过剩人口的压力；一旦工人因此试图通过工联等

等在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组织有计划的合作，来消除或削弱

资本主义生产的那种自然规律对他们这个阶级所造成的毁灭性的

后果，这时，资本和它的献媚者政治经济学家就大吵大叫起来，说

这是违反了“永恒的”和所谓“神圣的”供求规律。也就是说，就业

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的任何联合都会破坏这个规律的“纯粹的”作

用。另一方面，例如在殖民地，只要有不利的情况妨碍建立产业后

备军，从而妨碍工人阶级绝对地隶属于资本家阶级，资本就会同它

的庸俗的桑科·判札一道起来反叛“神圣的”供求规律，并企图用

强制手段来阻碍它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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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相对过剩人口的各种存在形式。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相对过剩人口是形形色色的。每个工人在半失业或全失业的

时期，都属于相对过剩人口。工业周期阶段的更替使相对过剩人

口具有显著的、周期反复的形式，因此相对过剩人口时而在危机时

期急剧地表现出来，时而在营业呆滞时期缓慢地表现出来。如果

撇开这些形式不说，那末，过剩人口经常具有三种形式：流动的形

式、潜在的形式和停滞的形式。

在现代工业的中心——工厂、制造厂、冶金厂、矿山等等，工人

时而被排斥，时而在更大的规模上再被吸引，因此总的说来，就业

人数是增加的，虽然增加的比率同生产规模相比不断缩小。在这

里，过剩人口处于流动的形式。

无论在真正的工厂中，还是在一切使用机器或者甚至仅仅实

行现代分工的大工场中，都需要大量的还没有脱离少年期的男工。

少年期一过，便只剩下极少数的人能够被原生产部门继续雇用，而

大多数的人通常要被解雇。他们成了流动过剩人口的一个要素，

这个要素随着工业规模的扩大而增大。其中一部分人移居国外，

其实不过是跟着外流的资本流出去。由此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女

性人口比男性人口增长得快，英格兰就是一个例子。工人数量的

自然增长不能满足资本积累的需要，但同时又超过这种需要，这是

资本运动本身的一个矛盾。资本需要的少年工人数量较大，成年

工人数量较小。比这个矛盾更引人注目的是另一个矛盾：在成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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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万的人手流落街头的同时，却有人抱怨人手不足，因为分工把人

手束缚在一定的生产部门了。（８５）此外，资本消费劳动力是如此

迅速，以致工人到了中年通常就已经多少衰老了。他落入过剩者

的队伍，或者从较高的等级被排挤到较低的等级。我们看到，正是

大工业中的工人寿命最短。

“曼彻斯特保健医官李医生证实，该市富裕阶级的平均寿命是３８岁，而

工人阶级的平均寿命只有１７岁。在利物浦，前者是３５岁，后者是１５岁。可

见，特权阶级的寿命比他们的不那么幸运的同胞的寿命要长一倍以上。”

（８５ａ）

在这种情况下，这部分无产阶级的绝对增长就需要采取这样

一种形式：它的成员迅速耗损，但是它的人数不断增大。这样就需

要工人一代一代地迅速更替。（这个规律对人口中的其他阶级是

不适用的。）这种社会需要，是通过早婚这一大工业工人生活条

件的必然后果，并通过榨取工人子女以奖励工人生育子女的办法

来得到满足的。

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占领农业，或者依照它占领农业的程度，对

农业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随着在农业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积累而绝

对地减少，而且对人口的这种排斥不象在非农业的产业中那样，会

由于更大规模的吸引而得到补偿。因此，一部分农村人口经常准

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的队伍，经常等待着有

利于这种转化的条件。（这里所说的制造业是指一切非农业的产

    

（８５） １８６６年下半年，伦敦有８万到９万工人失业，而同时期的工厂报告却说：

“说需求总是恰好在必需的时候引起供给，似乎不是绝对正确的。拿劳动来说，就不是
这样，去年由于缺乏劳动力，许多机器不得不停工”（《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６年１０月
３１日》第８１页）。
（８５ａ）当时的北明翰市长｛现任（１８８３年）商务大臣。——弗·恩·｝约·张伯伦

１８７５年１月１４日在北明翰市卫生会议上的开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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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８６）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源泉是长流不息的。但是，

它不断地流向城市是以农村本身有经常潜在的过剩人口为前提

的，这种过剩人口的数量只有在排水渠开放得特别大的时候才能

看得到。因此，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总是有一只脚

陷在需要救济的泥潭里。

第三类相对过剩人口，停滞的过剩人口，形成现役劳动军的一

部分，但是就业极不规则。因此，它为资本提供了一个贮存着可供

支配的劳动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这种劳动力的生活状况降到

了工人阶级的平均正常水平以下，正是这种情况使它成为资本的

特殊剥削部门的广泛基础。它的特点是劳动时间最长而工资最

低。它的主要形式，我们在家庭劳动一节中已经看到了。它不断地

从大工业和农业的过剩者那里得到补充，特别是从那些由于手工

业生产被工场手工业生产打垮，或者工场手工业生产被机器生产

打垮而没落的工业部门那里得到补充。它的数量随着由积累的规

模和能力的增大造成的“过剩”工人的增长而增加。但是，它同时

又是工人阶级中会自行再生产和繁衍不息的要素，它在工人阶级

的增长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大于其他要素。实际上，不仅出生和死

亡的数量，而且家庭人口的绝对量都同工资的水平，即各类工人所

支配的生活资料量成反比。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个规律，在野蛮人

中间，或者甚至在文明的移民中间，听起来会是荒谬的。它使人

    

（８６） 根据１８６１年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调查，“７８１座城市有居民１０９６０９９８

人，而乡村和农村教区只有居民９１０５２２６人…… 在１８５１年的人口调查中列有５８０座
城市，它们的人口同它们周围的农业地区的人口大致相等。可是，在以后的１０年中，农
业地区的人口只增加５０万人，而５８０座城市的人口却增加了１５５４０６７人。农村教区的
人口增加６．５％，而城市人口增加１７．３％。增长率的差额是由于农村人口流入城市造

成的。人口增长总额中有
３
４属于城市”（《人口调查》第３卷第１１、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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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各种个体软弱的、经常受到追捕的动物的大量再生产。（８７）

最后，相对过剩人口的最底层陷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境地。

撇开流浪者、罪犯和妓女，一句话，撇开真正的流氓无产阶级不说，

这个社会阶层由三类人组成。第一类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只要粗

略地浏览一下英格兰需要救济的贫民的统计数字，就会发现，他们

的人数每当危机发生时就增大，每当营业复苏时就减少。第二类

是孤儿和需要救济的贫民的子女。他们是产业后备军的候补者，

在高度繁荣时期，如在１８６０年，他们迅速地大量地被卷入现役劳

动军的队伍。第三类是衰败的、流落街头的、没有劳动能力的人。

属于这一类的，主要是因分工而失去灵活性以致被淘汰的人，还有

超过工人正常年令的人，最后还有随着带有危险性的机器、采矿

业、化学工厂等等的发展而人数日益增多的工业牺牲者，如残废

者、病人、寡妇等等。需要救济的赤贫形成现役劳动军的残废院，

形成产业后备军的死荷重①。它的生产包含在相对过剩人口的生

产中，它的必然性包含在相对过剩人口的必然性中，它和相对过剩

人口一起，形成财富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的一个存在条件。它

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项非生产费用，但是，资本知道怎样把这项费

用的大部分从自己的肩上转嫁到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的肩上。

    

（８７） “贫困似乎会促进繁殖。”（亚·斯密２１２）在风流才子加利阿尼神甫看来，这
甚至是上帝特别英明的安排：“上帝安排好了，让从事最有益的职业的人生得绰绰有
余”（加利阿尼《货币论》第４卷第７８页）。“贫困在达到引起饥饿和瘟疫的极限以前，与
其说会妨碍人口的增长，不如说会促进人口的增长。”（赛·兰格《国家的贫困》１８４４年
版第６９页）兰格用统计材料说明了这个论点之后，又继续说道：“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
都生活在舒适安乐的环境中，那末世界上很快就会荒无人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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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

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

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

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

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

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①。最

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

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象其

他一切规律一样，这个规律在实现中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

有所变化，不过对这些情况的分析不属于这里的范围。

我们可以明白，当经济学的智者们向工人说教，要工人使自己

的人数去适应资本增殖的需要时，他们是多么愚蠢。资本主义生

产和积累的机构在不断地使这个人数适应资本增殖的需要。这种

适应的开头是创造出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结尾是现役劳

动军中不断增大的各阶层的贫困和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死荷重。

由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进，花费越来越少的人力可以推动

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这个规律在不是工人使用劳动资料，而是劳

动资料使用工人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表现为：劳动生产力越高，工

人对他们自己就业手段的压力就越大，因而他们的生存条件，即为

增加别人财富或为资本自行增殖而出卖自己的力气，也就越没有

保障。因此，生产资料和劳动生产率比生产人口增长得快的事实，

在资本主义下却相反地表现为：工人人口总是比资本的增殖需要

增长得快。

我们在第四篇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已经知道，在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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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

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

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

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

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

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

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变成劳动时间，并且

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１２３。但是，一切

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

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

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最后，使

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

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

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

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

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

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政治经济学家们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说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这

种对抗性质（８８），虽然他们把它同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的那些

尽管部分地相类似但本质上不同的现象混同起来。

十八世纪的一位大经济学著作家、威尼斯的修道士奥特斯，把

    

（８８） “资产阶级运动在其中进行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一致的单纯的，

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
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只有在不断消灭资产阶级个别成员的财富和形成不断壮大的
无产阶级的条件下，这些关系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
天比一天明显了。”（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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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的对抗性理解为社会财富的普遍的自然规律。

“在一个国家里，经济上的善和经济上的恶总是保持平衡，一些人财富的

充裕总是与另一些人财富的贫乏相抵。一些人享有巨大财富，同时总伴有更

多得多的其他人被完全剥夺必需品。一个国家的财富同它的人口相适应，而

它的贫困则同它的财富相适应。一些人勤劳迫使另一些人懒惰。穷人和懒惰

者，是富人和勤劳者所造成的一个必然结果”等等。（８９）

在奥特斯之后大约过了１０年，高教会新教牧师唐森，曾十分

露骨地颂扬贫困是财富的必要条件。

“用法律来强制劳动，会引起过多的麻烦、暴力和叫嚣，而饥饿不仅是和

平的、无声的和持续不断的压力，而且是刺激勤勉和劳动的最自然的动力，会

唤起最大的干劲。”

所以，一切问题都归结为怎样使工人阶级的饥饿永久化，而照

唐森的看法，那个特别在穷人中起作用的人口原理已经把这件事

安排好了。

“这似乎是一个自然规律：穷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轻率的〈也就是说，他们

是如此轻率，嘴里没有衔着金羹匙就降生到世界上来〉，所以，总是有一些人

去担任社会上最卑微、最肮脏和最下贱的职务。于是，人类的幸福基金大大

增加，比较高雅的人们解除了烦劳，可以不受干扰地从事比较高尚的职业等

等…… 济贫法有一种趋势，就是要破坏上帝和自然在世界上所创立的这个

制度的和谐与优美、均称与秩序。”（９０）

    

（８９） 扎·奥特斯《国民经济学》，六卷集，１７７４年版，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

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２１卷第６、９、２２、２５等页。奥特斯在该书第３２页上写

道：“我不想提出对人民幸福无用的制度，我只研究人民不幸的原因。”

（９０） 《论济贫法》，一个愿人们幸福的人〈即牧师约·唐森先生〉著，１７８６年版，

１８１７年伦敦再版，第１５、３９、４１页。这位“高雅的”牧师的上述著作和他的《西班牙游

记》，马尔萨斯经常整页整页地加以抄袭，而唐森自己的大部分学说却是从约·斯图亚

特爵士那里抄袭来的，不过加以歪曲了而已。例如斯图亚特说：“这里，在奴隶制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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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尼斯的修道士从使贫困永久化的命运中，找到基督教的善

行、终身不婚、修道院和慈善机关存在的理由，而这位新教的牧师

却从其中找到借口，来诅咒使穷人有权享受少得可怜的社会救济

的法律。施托尔希说：

“社会财富的增长产生出那个有用的社会阶级……它从事最单调、最下

贱和最令人厌恶的职业，一句话，它把生活中一切不愉快的、受奴役的事情担

在自己的肩上，从而使其他阶级有闲暇，有开阔的心境和传统的〈妙！〉高贵品

性……”（９１）

施托尔希问自己：这种伴随有群众贫困和堕落的资本主义文

明，同野蛮相比究竟有什么优越性呢？他只找到一个答案：安全！

西斯蒙第说：

“由于工业和科学的进步，每一个工人每天所能生产的东西比他自己消

费所需要的东西多得多。但是，在他的劳动生产财富的同时，如果叫他自己

去消费这个财富，那末这个财富就会使他不适宜于劳动了。”他认为，“如果

人们〈即非工人〉必须象工人那样不倦地劳动才能获得技艺的一切改良和工

业给我们带来的一切享受，那末他们大概会放弃这些东西…… 在今天，努

力同它的报酬分开了；不是同一个人先劳动而后休息，相反地，正是因为一个

人劳动，另一个人才休息…… 因此，劳动生产力的无限增长的结果，只能增

加那些游手好闲的富人的奢侈和享受。”（９２）

最后，冷血的资产阶级空论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冷酷地

    

有一种使人〈为了非劳动者〉勤勉劳动的暴力方法…… 那时人们被迫从事劳动〈也就

是说，为别人从事无偿劳动〉，因为他们是别人的奴隶；而现在，人们被迫从事劳动〈也

就是说，为了非劳动者从事无偿劳动〉，因为他们是自己需求的奴隶”２１４，他这样说，但

并没有因此就象这位大腹便便的牧师那样做出结论：雇佣工人应当经常挨饿。相反地，

他希望增加雇佣工人的需要，并希望他们需要量的增加能刺激他们去为“比较高雅的

人们”劳动。

（９１） 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１５年圣彼得堡版第３卷第２２３页。

（９２）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１卷第７９、８０、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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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称：

“在贫国，人民是安乐的；在富国，人民通常是贫苦的。”（９３）

５．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例证

（ａ）１８４６—１８６６年的英格兰

现代社会的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如最近二十年这样适合于研

究资本主义的积累。在这个时期，真好象是福尔土纳特的钱袋被

发现了。不过，在所有国家中，英格兰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

它在世界市场上占据首位，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在这里才

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最后还因为，从１８４６年以来自由贸易千年王

国的实现，又切断了庸俗政治经济学最后的退路。我们已经在第

四篇里充分谈到了生产的巨大进步，由于这种进步，这二十年中的

后十年又远远超过了前十年。

最近半世纪以来，英格兰人口的绝对增长虽然很大，但是它的

相对增长或增长率却不断下降。引自官方人口调查的下列表格就

可以证明。

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十年中人口每年增长的百分率：

１８１１—１８２１     １．５３３％

１８２１—１８３１     １．４４６％

１８３１—１８４１     １．３２６％

１８４１—１８５１     １．２１６％

１８５１—１８６１     １．１４１％

    

（９３）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论意志及其作用》第２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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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财富的增长。在这里，应纳所得

税的利润、地租等等的变动情况是最可靠的依据。１８５３—１８６４年，

大不列颠应纳税的利润（不包括租地农场主的和若干其他项目的

利润）增长５０．４７％（平均每年增长４．５８％）（９４），而同时期人口约

增长１２％。１８５３—１８６４年，应纳税的地租（包括房屋、铁路、矿山、

渔场等等的地租）增加３８％，每年增加３５
１２
％，其中增加最快的是

下列项目（９５）：

１８５３年到１８６４年

收入增加  

每年增加

房屋…………… ３８．６０％  ３．５０％

采石场………… ８４．７６％  ７．７０％

矿山…………… ６８．８５％  ６．２６％

铸铁厂………… ３９．９２％  ３．６３％

渔场…………… ５７．３７％  ５．２１％

煤气厂………… １２６．０２％  １１．４５％

铁路…………… ８３．２９％  ７．５７％

  如果把１８５３—１８６４年这段时间以每四年为一期作一比较，就

会看出，收入的增长程度是不断提高的。例如，利润的收入，

１８５３—１８５７年期间每年增加１．７３％，１８５７—１８６１年期间每年增

加２．７４％，１８６１—１８６４年期间每年增加９．３０％。联合王国应纳所

得税的收入总额，１８５６年为３０７０６８８９８镑，１８５９年为３２８１２７４１６

镑，１８６２年为３５１７４５２４１镑，１８６３年为３５９１４２８９７镑，１８６４年为

３６２４６２２７９镑，１８６５年为３８５５３００２０镑。（９６）

    

（９４） 《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１０号报告》１８６６年伦敦版第３８页。

（９５） 同上。

（９６） 这些数字用来作比较是足以说明问题的，但是绝对地看来，则是虚假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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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积累的同时伴随有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虽然英格兰没有

官方的农业统计材料（爱尔兰倒有），但是有１０个郡自动提供了统

计材料。根据这些统计材料可以看出：１８５１年到１８６１年，１００英

亩以下的租地农场从３１５８３个减少到２６５６７个，也就是说，有

５０１６个合并于较大的租地农场了。（９７）１８１５年到１８２５年，在应

纳遗产税的动产中还没有一份超过１００万镑的，但是从１８２５年到

１８５５年，就有了８份，从１８５５年到１８５９年６月，也就是４年半的

时间里，又有了４份。（９８）简单地分析一下１８６４年和１８６５年的Ｄ

项所得税（把租地农场主等等除外的利润），可以极为明显地看出

这种集中。首先应该指出，这种来源的收入达到６０镑就要交纳所

得税。在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这种应纳税的收入１８６４年为

９５８４４２２２镑，１８６５年为１０５４３５７８７镑（９９），纳税的人数１８６４年在

居民总数２３８９１００９人中是３０８４１６人，１８６５年在居民总数

２４１２７００３人中是３３２４３１人。两年中这种收入的分配情况如下

表：    

    

为每年也许有１亿镑的收入被“隐瞒”了。国内税务委员在每一次报告中都要对这种一

贯的欺瞒，特别是商业和工业方面的欺瞒抱怨不已。例如：“某股份公司呈报应纳税的

利润是６０００镑，而税务员估算为８８０００镑，结果还是按后面这个数目纳了税。另一家

公司呈报的是１９万镑，但后来被迫承认，实际数目是２５万镑。”（《皇家国内税务委员

第１０号报告》第４２页）

（９７） 《人口调查》１８６３年伦敦版第３卷第２９页。约翰·布莱特断言，英格兰的土

地有一半属于１５０个地主，苏格兰的土地有一半属于１２个地主。这一说法从未有人反

驳过。

（９８） 《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４号报告》１８６０年伦敦版第１７页。

（９９） 这是纯收入，即已扣除了法定的免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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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１８６４年４月５日为止的一年 到１８６５年４月５日为止的一年

利润收入（镑） 人  数 利润收入（镑） 人  数

总 收 入

 其 中

 其 中

 其 中

 其 中

９５８４４２２２

５７０２８２９０

３６４１５２２５

２２８０９７８１

 ８７４４７６２

３０８４１６

 ２２３３４

  ３６１９

   ８２２

    ９１

１０５４３５７８７

 ６４５５４２９７

 ４２５３５５７６

 ２７５５５３１３

 １１０７７２３８

３３２４３１

 ２４０７５

  ４０２１

   ９７３

   １０７

  联合王国的煤产量，１８５５年为６１４５３０７９吨，价值１６１１３２６７

镑，１８６４年为９２７８７８７３吨，价值２３１９７９６８镑；生铁产量，１８５５年

为３２１８１５４吨，价值８０４５３８５镑，１８６４年为４７６７９５１吨，价值

１１９１９８７７镑。联合王国的营业铁路里程，１８５４年为８０５４哩，投入

资本２８６０６８７９４镑，１８６４年为１２７８９哩，投入资本４２５７１９６１３镑。

联合王国的进出口总额，１８５４年为２６８２１０１４５镑，１８６５年为

４８９９２３２８５镑。出口的变动情况如下表（１００）：

１８４７年     ５８８４２３７７镑

１８４９年     ６３５９６０５２镑

１８５６年     １１５８２６９４８镑

１８６０年     １３５８４２８１７镑

１８６５年     １６５８６２４０２镑

１８６６年     １８８９１７５６３镑

根据这些为数不多的材料，我们已经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国

民中央注册局局长１７７发出这样一种胜利的欢呼了：

    

（１００） 现在，１８６７年３月，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由于英国棉纺织厂主的委托销售，

又已经商品剩了。１８６６年棉纺织业工人的工资开始下降５％，１８６７年由于类似的过程，

普雷斯顿发生了２万人的罢工。｛这是接踵而来的危机的序幕。——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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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的增加固然迅速，但它赶不上工业和财富的增长”（１０１）。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这种工业的直接代表，或这种财富的生

产者，即工人阶级。格莱斯顿说：

“我国社会状况最令人感到忧虑的特点之一就是，国民的消费力在下降，

工人阶级的困苦和贫穷在加剧，而与此同时，上层阶级的财富不断积累，资本

不断增长。”（１０２）

这位假献殷勤的大臣１８４３年２月１３日在下院是这样说的。

过了二十年，在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６日，他在预算演说中又说：

“从１８４２年到１８５２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６％…… 在从

１８５３年到１８６１年的８年内，如以１８５３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２０％。事

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

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但是……但是这种增长对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间

接的好处，因为它会降低日用消费品的价格，——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少

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１０３）。

多么拙劣的诡辩！如果说工人阶级仍然“穷”，只是随着他们给

有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而变得“不那么

穷”了，那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相对地还是象原来一样穷。如果说

穷的极端程度没有缩小，那末，穷的极端程度就增大了，因为富的

极端程度已经增大。至于说到生活资料价格的降低，那末官方的

统计材料，例如伦敦孤儿院的材料却表明，１８６０—１８６２年３年间

的生活资料价格平均比１８５１—１８５３年３年间上涨了２０％。在随

后的３年中，即１８６３—１８６５年，肉类、油类、奶类、糖、盐、煤以及

    

（１０１） 《人口调查》１８６３年伦敦版第３卷第１１页。

（１０２） 格莱斯顿１８４３年２月１３日在下院的演说。（１８４３年２月１４日《泰晤士

报》。２月１３日《汉萨德》）

（１０３） 格莱斯顿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６日在下院的演说。４月１７日《晨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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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许多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又继续上涨了。（１０４）格莱斯顿

在１８６４年４月７日所做的下一个预算演说，是一首对赚钱事业的

进步和因“贫穷”而减色的国民幸福的品得式的赞歌。他谈到“处

于需要救济的赤贫边缘”的群众，谈到“工资没有提高的”行业，最

后，他用下面这样的话概括了工人阶级的幸福：

“人的生活十有八九都纯粹是为生存而挣扎”（１０５）。

不象格莱斯顿那样受官方考虑的约束的福塞特教授则直截了

当地说：

“自然我并不否认，货币工资随着资本的这种增加〈最近几十年〉而有所

提高，但是，由于许多生活必需品日益昂贵〈他认为这是由于贵金属贬值造成

的〉，这种表面上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都丧失了…… 富人迅速地变得更富

了，而工人阶级的生活却没有什么可以觉察得出来的改善…… 工人几乎成

了小店主的奴隶，他们都是小店主的债务人。”（１０６）

    

（１０４） 见蓝皮书中的官方材料：散见《联合王国的各种统计材料（第６部分）》

１８６６年伦敦版第２６０—２７３页。不说孤儿院等的统计材料，就是政府公报中为皇家儿女

婚嫁费用辩护的言论也可以作为证明。这些公报从未忘记提到生活资料昂贵的情

形。    

（１０５） 格莱斯顿１８６４年４月７日在下院的演说。《汉萨德》上的文字是这样写

的：“而且，一般说来，人的生活多半是为生存而挣扎。”英国的一位作家用布瓦洛的下

面的文句，来说明１８６３年和１８６４年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

   “人皆如此：暮四朝三，

    由白变黑，反复无常，

    有如时装，时时变换，

    惹人讨厌，自己心烦”２１５。

    （［引自亨·罗伊］《兑换理论》１８６４年伦敦版第１３５页）

（１０６） 亨·福塞特《英国工人的经济状况》１８６５年伦敦版第６７、８２页。至于说工

人越来越依赖于小店主，这是工人就业方面越来越多的变动和中断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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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论述工作日和机器的那几篇里，我们揭示了不列颠工人阶

级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为有产阶级创造了“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

的增长”。不过我们那时考察的，主要是执行社会职能时的工人。

为了全面说明积累的规律，还必须考察工人在厂外的状况，考察他

们营养和居住的状况。由于本书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主要考察

工业无产阶级和农业工人中报酬最微薄的部分，也就是考察工人

阶级的大多数。

在这以前，我还要简单谈一谈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

是工人阶级中丧失了出卖劳动力这个生存条件而靠社会施舍度日

的那部分人。在英格兰（１０７），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的人数

１８５５年是８５１３６９人，１８５６年是８７７７６７人，１８６５年是９７１４３３人。

由于棉荒，１８６３年和１８６４年这种贫民的人数分别增加到１０７９３８２

人和１０１４９７８人。１８６６年的危机使伦敦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在

这个居民比苏格兰王国还要多的世界市场中心，这种贫民的人数

１８６６年比１８６５年增加了１９．５％，比１８６４年增加了２４．４％，而在

１８６７年的头几个月比１８６６年增加得还多。在分析需要救济的贫

民的统计数字时必须指出两点。一方面，这种贫民人数的增减运

动反映着工业周期各阶段的变换。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积累，阶

级斗争日益发展，工人的觉悟日益提高，关于需要救济的贫民实际

人数的官方统计也就越来越带有欺骗性。例如，最近两年来英国

报刊（《泰晤士报》、《派尔－麦尔新闻》等）大声叫嚷的虐待需要救

济的贫民的现象，是早就存在的。弗·恩格斯在１８４４年就叙述过

完全相同的惨状和完全相同的“应时文学”喧闹一时的

    
（１０７） 英格兰总是包括威尔士；大不列颠包括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联合王

国包括以上三个地方和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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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善呼叫。
２１６
不过，最近十年伦敦饿死的人数惊人地增加了，这无

疑证明工人是更加憎恶贫民习艺所（１０８）这种贫民监狱的奴役

了。    

（ｂ）不列颠工业工人阶级中

   报酬微薄的阶层   

现在我们来考察工业工人阶级中报酬微薄的阶层。１８６２年棉

荒时期，枢密院１０６委派斯密斯医生调查了郎卡郡和柴郡的衰弱的

棉纺织工人的营养状况。根据过去多年的观察，斯密斯曾得出过

这样的结论：“为了避免饥饿病”，每个中常妇女一天的营养，最低

限度必须包含３９００克冷碳素，１８０克冷氮素，每个中常男子一天

的营养，最低限度必须包含４３００克冷碳素，２００克冷氮素，这就是

说，一个妇女需要的养料大致等于２磅上等小麦面包所含的养料，

男子需要的还要多
１
９
。成年男女平均每周最低限度需要２８６００克

冷碳素和１３３０克冷氮素。他的计算在实际生活中惊人地得到了

证实：他的计算同棉纺织工人消费的营养量因贫困而被压低到的

可怜水平是相一致的。１８６２年１２月，棉纺织工人每周得到的碳素

是２９２１１克冷，氮素是１２９５克冷。

１８６３年，枢密院下令调查英国工人阶级中营养最差的那部分

人的贫困状况。枢密院医官西蒙医生选派了上述那位斯密斯医生

担任这项工作。他的调查范围一方面包括农业工人，另一方面包

    

（１０８） 亚·斯密有时还把ｗｏｒｋｈｏｕｓｅ〔贫民习艺所〕一词同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ｏｒｙ〔手工工

场〕一词等同起来。例如，他在论分工那一章的开头写道：“在各种劳动部门就业的人，

往往可以被集合在同一工场（ｗｏｒｋｈｏｕｓｅ）里。”２１７这件事以特别的方式说明了亚·斯

密以来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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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丝织工人、女缝工、皮手套工人、织袜工人、织手套工人和制鞋工

人。后一方面的各类工人，除织袜工人外，全是城市工人。按照调

查的惯例，选择的对象是每一类工人中最健康的和境况比较好的

家庭。

调查得出的总的结论是：

“调查过的各类城市工人中，只有一类工人消费的氮素略微超过那个免

于患饥饿病的绝对最低量；有两类工人氮素和碳素营养都感不足，而其中一

类相差很多；调查过的农业家庭中，有
１
５以上得到的碳素营养少于必要量，

有
１
３以上得到的氮素营养少于必要量；有三个郡（伯克郡、牛津郡、索美塞特

郡）普遍缺乏最低限度的氮素营养。”（１０９）

在农业工人中，联合王国最富庶的地区英格兰的农业工人营

养最差。（１１０）农业工人中缺乏营养的主要又是妇女和儿童，因为

“男人要去干活，总得吃饭”。在调查过的各类城市工人中，营养缺

乏的程度更为严重。“他们的饮食非常坏，以致必然发生许多严重

的有害健康的不足现象。”（１１１）（这一切都是资本家的“禁欲”！

也就是连勉强糊口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都节省下来不付给他的

工人！）

下表表明，上述各类纯粹城市工人的营养状况同斯密斯医生

假定的最低营养量，以及同棉纺织工人最贫困时期的营养状况的

对比。（１１２）

    

（１０９） 《公共卫生。第６号报告。１８６３年》１８６４年伦敦版第１３页。

（１１０） 同上，第１７页。

（１１１） 同上，第１３页。

（１１２） 同上，附录第２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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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女   两   性
每 周 平 均 的

碳素量（克冷）

每 周 平 均 的

氮素量（克冷）

五种城市生产部门

郎卡郡失业的工厂工人

郎卡郡工人应得的最低限量

（按男女人数相等计算）

２８８７６

２９２１１

２８６００

１１９２

１２９５

１３３０

  调查过的各类工业工人中，有半数即
６０
１２５
完全得不到啤酒，

２８％得不到牛奶。平均每周消费的流质食物量，最低的是女缝工

的家庭，只有７盎斯，最高的是织袜工人的家庭，有２４３
４
盎斯。完

全得不到牛奶的人当中，大部分是伦敦的女缝工。每周消费的面

包量，最低的是女缝工，只有７３
４
磅，最高的是制鞋工人，有１１

１
４

磅，每个成年人每周消费的平均总量是９．９磅。糖（糖浆等等）每

周的消费量，最低的是皮手套工人，只有４盎斯，最高的是织袜工

人，有１１盎斯；所有各类中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周消费的总量是８

盎斯。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周的奶油（脂肪等等）消费总量是５盎

斯。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周的肉类（腊肉等等）消费量，最低是丝织

工人，只有７１
４
盎斯，最高是皮手套工人，有１８１

４
盎斯；各类工人

每人消费的平均总量是１３．６盎斯。每个成年人每周的饮食费大

致平均如下：丝织工人２先令２１
２
便士，女缝工２先令７便士，皮

手套工人２先令９１
２
便士，制鞋工人２先令７３

４
便士，织袜工人２

先令６１
４
便士。麦克尔士菲尔德丝织工人的饮食费平均每周只有

１先令８１
２
便士。营养最差的是女缝工、丝织工人和皮手套工人。

（１１３）

    

（１１３） 《公共卫生。第６号报告。１８６３年》１８６４年伦敦版第２３２、２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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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这种营养状况，西蒙医生在他的总的卫生报告中说：

“由于缺乏营养而引起疾病或者加重疾病的事例是举不胜举的，任何一

个熟悉贫民医疗情况，或者熟悉医院的住院或门诊病人的人都可以证实这一

点…… 但是，从卫生的观点看，这里还要加上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

应该记住，缺乏饮食是极难忍受的，而饮食的严重缺乏通常总是跟随在其他

方面的不足发生之后。远在缺乏营养成为卫生问题以前，远在生理学家想到

计算决定生死的氮素和碳素的克冷数以前，家庭生活中早已谈不上任何物质

享受了。衣服和燃料比食物还缺。没有足够的抗寒能力；居住面积狭小到了

引起疾病或者加重疾病的程度；家具器皿几乎一无所有；甚至保持整洁也成

了破费和难于办到的事。如果出于自尊心想保持整洁，那末任何这样的尝试

都会加重饥饿的痛苦。住的地方是在房屋最便宜的地区；是在卫生警察的工

作收效最少，排水沟最坏，交通最差，环境最脏，水的供给最不充分最不清洁

的地区，如果是在城市的话，阳光和空气也最缺乏。当穷到连饮食都感到缺

乏时，也就必然要遭到这些威胁健康的灾祸。这些灾祸加在一起对生命固然

是可怕的威胁，但仅仅缺乏饮食本身就已经够骇人的了…… 这真令人痛

苦，特别是，如果想到这里所说的贫困完全不是由于游手好闲而应得的贫困。

这是工人的贫困。是的，说到城市工人，他们为了换取少量的食物，竟多半要

使劳动延长到超出一切界限。然而，只有作极大的保留，才能说这种劳动可

以使工人维持生活…… 在大多数场合，这种名义上的维持生活不过是一条

或长或短的通向需要救济的赤贫的迂回道路而已。”（１１４）

最勤劳的工人阶层的饥饿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基

础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费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当人们认

识了经济规律时才能揭露出来。居住状况却不是这样。在这方面，

任何一个公正的观察者都能看到，生产资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也

就越要相应地聚集在同一个空间，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

工人的居住状况就越悲惨。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实行的城市“改

    

（１１４） 《公共卫生。第６号报告。１８６３年》１８６４年伦敦版第１４、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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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是通过下列方法进行的：拆除建筑低劣地区的房屋，建造供银

行和百货商店等等用的高楼大厦，为交易往来和豪华马车而加宽

街道，修建铁轨马车路等等；这种改良明目张胆地把贫民赶到越来

越坏、越来越挤的角落里去。另一方面，每个人都知道，房屋的昂

贵和房屋的质量成反比，房屋投机分子开采贫民这个矿山比当年

开采波托西矿山花的钱还要少，赚的钱还要多。在这里，资本主义

积累的对抗性质，从而整个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对抗性质（１１５），

表现得如此明显，就连英国官方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也都充满了

对“财产和财产权”的异端攻击。随着工业的发展、资本的积累、城

市的扩展和“美化”，灾祸越来越严重，以致在１８４７年到１８６４年

间，仅仅由于害怕那些对“上流人士”也决不留情的传染病，议会就

制定了不下十项卫生警察法令，在某些城市，如利物浦、格拉斯哥

等地，吓破了胆的资产阶级还通过他们的市政当局来进行干涉。

不过，西蒙医生在他的１８６５年的报告中仍然大声疾呼：“一般说

来，这些灾祸在英国还没有控制住。”根据枢密院的命令，１８６４年

对农业工人的居住条件进行了调查，１８６５年又对城市中较贫穷的

阶级的居住条件进行了调查。人们在《公共卫生》第７号和第８号

报告中，可以看到朱利安·汉特医生完成的这一出色工作。关于

农业工人我在后面再谈。我先引用西蒙医生总的评语来说明城市

的居住状况。他说：

“虽然我的职务上的观点仅限于医学方面，然而最普通的人道不容许我

忽视这种灾祸的另外一面。在灾祸达到较严重的程度时，几乎必然会使人们

    
（１１５） “任何情况都不象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这样露骨这样无耻地使人权成为

产权的牺牲品。每个大城市都是使人成为牺牲品的场所，都是一个祭坛，每年要屠杀成

千上万的人来祭祀贪婪的摩洛赫。”（赛·兰格《国家的贫困》１８４４年版第１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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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顾任何体面，造成肉体和肉体机能如此龌龊的混杂，如此毫无掩饰的性的

裸露，以致使人象野兽而不象人。受这种影响会使人堕落，时间越久，堕落越

深。对于在这样可诅咒的环境下出生的儿童来说，这种环境本身就是一种寡

廉鲜耻的洗礼。如果想让处在这种境况下的人们在其他方面努力向上，追求

以身心纯洁为本质的文明气氛，那是绝对无望的。”（１１６）

就住宅过分拥挤和绝对不适于人居住而言，伦敦首屈一指。

汉特医生说：

“有两点是肯定无疑的：第一，在伦敦，大约有２０个大的贫民区，每个区

住１万人左右，这些人的悲惨处境超过了在英国其他任何地方所能见到的一

切惨象，而这种处境几乎完全是由住宅设备恶劣造成的；第二，在这些贫民

区，住房过于拥挤和破烂的情形，比２０年前糟糕得多。”（１１７）“即使把伦敦

和新堡的许多地区的生活说成是地狱生活，也不算过分。”（１１８）

在伦敦，随着城市的不断“改良”，旧街道和房屋的拆除，随着

这个京城中工厂的不断增多和人口的不断流入，随着房租同城市

地租一道不断地上涨，就连工人阶级中处境较好的那部分人以及

小店主和其他下层中产阶级分子，也越来越陷入这种可诅咒的恶

劣的居住环境中了。

“房租过高，只有少数工人才付得起一间房子以上的租金。”（１１９）

    
（１１６） 《公共卫生。第８号报告》１８６６年伦敦版第１４页注。

（１１７） 同上，第８９页。关于生活在这些贫民区里的儿童，汉特医生说：“我们不知

道，在这种贫民密集成堆的时期以前，孩子们是怎样被教养成人的。现在，孩子们同各

种年龄的人混到深更半夜，酗酒，猥亵，寻事，他们就是这样在我国史无前例的环境下

受着使他们将来成为危险阶级人物的教育；要是有谁敢预断这样的孩子将来会有怎样

的品行，那他就是个大胆的预言家。”（同上，第５６页）

（１１８） 同上，第６２页。

（１１９） 《菲尔德的圣马丁的医官的报告。１８６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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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伦敦，几乎没有一所房产不寄生着无数的“中间人”。伦敦

的地价总是大大高于土地的年收入，因为每个买地的人都抱着投

机的目的，指望迟早会按审定价格（即征用时由陪审员确定的价

格）再把地抛售出去，或者会由于靠近某个大企业而能诈取异常高

的价钱。结果是，买卖快到期的租约成了一项经常的交易。

“对于从事这种营业的绅士们所能期待的，就是他们会象他们所干的那

样去干——尽量从房客身上榨取一切可能榨取的东西，而把糟到不能再糟的

房子留给他们的后继者。”（１２０）

房租是按周支付的，所以这些先生们不会冒任何风险。由于

市内修建铁路的关系，

“不久前，我们看到伦敦东头有许多家庭从自己的旧住所里被赶出来，在一个

星期六的晚上背着少得可怜的家当到处徘徊，可是除了投奔贫民习艺所，找

不到任何栖身之处”（１２１）。

贫民习艺所已经有人满之患，而议会批准的“改良”措施不过

刚刚开始执行。如果工人因拆毁旧房而被赶了出来，那他们并不

离开自己的教区，或者，最远也只是搬到紧靠原来教区的地方。

“他们自然想要尽量住在自己劳动场所的附近。结果原来住两间房的人

家，现在也不得不住一间。即使出的房租比原来的高，住的房子却比他们被

从中赶出来的那些糟糕的房子还要糟糕。住在滨河路的工人，有半数要走两

哩路才能到达劳动场所。”

滨河路的主要街道虽然使异乡人为伦敦的富庶而惊叹，但是

这条路本身可以作为伦敦人口拥挤的例子。据保健医官计算，在

滨河路的一个教区里，每英亩面积就住有５８１人，而且还把太晤士

河的一半水面算了进去。很明显，每一项卫生警察措施，都由于拆

    

（１２０） 《公共卫生。第８号报告》１８６６年伦敦版第９１页。

（１２１） 同上，第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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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不适用的房子而把工人从某个街区赶出去，其唯一的结果就是

使他们更加密集地拥挤在另一个街区，在伦敦历来就是这样。汉

特医生说：

“或者是必须把这一整套办法看作荒谬的而予以停止；或者是必须唤起

公众的同情〈！〉，让公众关心现在可以毫不夸大地称为国民义务的事情，这就

是为那些不能出资自建房屋，但能定期交纳房租以报偿出租者的人提供住

房。”（１２２）

让我们来赞美资本主义的公正吧！土地所有者、房主、实业家，

在他们的财产由于进行“改良”，如修铁路、修新街道等等而被征用

时，不仅可以得到充分的赔偿，而且按照上帝的意旨和人间的法

律，他们还要得到一大笔利润，作为对他们迫不得已实行“禁欲”的

安慰。而工人及其妻子儿女连同全部家当却被抛到大街上来，如

果他们过于大量地拥到那些市政当局要维持市容的市区，他们还

要遭到卫生警察的起诉！

十九世纪初，在英国除伦敦外再没有一个１０万人口的城市。

只有５个城市超过５万人。而现在，超过５万人的城市已有２８个。

“这种变化的结果，不仅是城市人口大量增加，而且原先人口稠密的小城

市现在也变成了中心，四周建筑起许多房屋，挤得简直没有地方让空气自由

流通。这里已不再合富人的心意了，于是他们搬到爽心悦目的郊外去。继这

些富人之后而来的住户，住进这些较大的房子里，每家一间，往往还要再收房

客。这样一来，居民就都被塞到不是专为他们盖的、完全不适合他们住的房

子里，周围的环境的确会使成年人堕落，使儿童毁灭。”（１２３）

一个工业城市或商业城市的资本积累得越快，可供剥削的人

身材料的流入也就越快，为工人安排的临时住所也就越坏。因此，

    

（１２２） 《公共卫生。第８号报告》１８６６年伦敦版第８９页。

（１２３） 同上，第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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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不断增加的煤铁矿区的中心太恩河畔新堡，是一座仅次于伦

敦而居第二位的住宅地狱。那里住小单间房屋的不下３４０００人。

在新堡和格茨黑德，不久前大量的房屋由于绝对有害公益，根据警

察的命令拆毁了。可是新房子盖得很慢，而营业却发展得很快。因

此，１８６５年，城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拥挤不堪。简直难得有一

间招租的小单间。新堡热病医院的恩布尔顿医生说：

“毫无疑问，伤寒病持续和蔓延的原因，是人们住得过于拥挤和住房肮脏

不堪。工人常住的房子都在偏街陋巷和大院里。从光线、空气、空间、清洁各

方面来说，简直是不完善和不卫生的真正典型，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耻辱。

男人、妇女、儿童夜晚混睡在一起。男人们上日班和上夜班的你来我往，川流

不息，以致床铺难得有变冷的时候。这些住房供水不良，厕所更坏，肮脏，不

通风，成了传染病的发源地。”（１２４）

这样的洞窟，每周房租也从８便士涨到了３先令。汉特医生说：

“太恩河畔新堡是一个例子，说明我们同胞中最优秀的一部分，由于房屋

和街道这些外部环境，往往沉沦到接近野蛮的退化状态。”（１２５）

由于资本和劳动的大量流动，一个工业城市的居住状况今天

还勉强过得去，明天就可能变得恶劣不堪。或者，有时市政官员终

于能振作起来去消除最恶劣的弊端，然而明天，衣衫褴褛的爱尔兰

人或者破落的英格兰农业工人就会象蝗虫一样成群地拥来。人们

把他们塞到地下室和仓库里，或者把过去还象样的工人住房变成

一种寓所，在这里住客变动得非常迅速，就象三十年战争时期的营

房一样。布莱得弗德就是一个例子。那里的市政当局的凡夫俗子

们正在从事城市改革。１８６１年那里还有１７５１栋没有住人

    

（１２４） 《公共卫生。第８号报告》１８６６年伦敦版第１４９页。

（１２５） 同上，第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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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房子。但是现在营业兴旺起来了，关于这种情况，黑人之友、温和

的自由主义者福斯特先生最近曾经文雅地谈到过。自然，随着营业

的兴旺，那里也就被不断起伏的“后备军”或“相对过剩人口”的浪

潮所淹没。汉特医生从一家保险公司代办所得到一张表格（１２６），

    

（１２６） 布莱得弗德某工人保险公司的代办所的一张表格：

火神街１２２号 １间房……………………………… １６人

拉姆利街１３号 １间房……………………………… １１人

鲍威尔街４１号 １间房……………………………… １１人

波特兰街１１２号 １间房…………………………… １０人

哈尔迪街１７号 １间房……………………………… １０人

北街１８号 １间房…………………………………… １６人

北街１７号 １间房…………………………………… １３人

魏曼街１９号 １间房………………………………… ８个成年人

乔威特街５６号 １间房……………………………… １２人

乔治街１５０号 １间房……………………………… ３家

莱福场马丽门１１号 １间房………………………… １１人

马歇尔街２８号 １间房……………………………… １０人

马歇尔街４９号 ３间房……………………………… ３家

乔治街１２８号 １间房……………………………… １８人

乔治街１３０号 １间房……………………………… １６人

爱德华街４号 １间房……………………………… １７人

［乔治街４９号 １间房……………………………… ２家］

约克街３４号 １间房………………………………… ２家

咸饼街 ２间房……………………………………… ２６人

地 下 室

瑞琴特广场 １个地下室………………………………… ８人

爱克街 １个地下室……………………………………… ７人

罗伯茨街３３号 １个地下室……………………………… ７人

普腊特后街（炼铜场） １个地下室……………………… ７人

埃本尼泽街２７号 １个地下室…………………………… ６人

     （《公共卫生。第８号报告》１８６６年伦敦版第１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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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上记载的这些令人厌恶的地下室和小房间，住的大多还都是收

入较好的工人。这些人都说，如果有较好的房子他们是愿意租赁

的。正当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福斯特议员为自由贸易的恩赐，为布

莱得弗德的经营精梳毛纺业的巨头们的利润流着激动的眼泪的时

候，工人们一家大小却在颠沛流离，疾病缠身。布莱得弗德的贫民

诊所医生贝尔在他１８６５年９月５日的报告中说，在他的管区内，

热病患者的惊人的死亡率是由他们的居住条件造成的。他说：

“在一个１５００立方呎的地下室里住着１０个人…… 在文辛街、格林—

艾尔广场和利斯，有２２３栋房子住着１４５０人，可是只有４３５个床铺和３６个

厕所…… 我所指的床铺是连一卷肮脏的破布或一小堆刨花也都算在内的，

每个床铺平均睡３．３人，有些甚至睡４—６个人。很多人没有床，穿着衣服睡

在光秃秃的地上，青年男女，已婚的和未婚的，都混睡在一起。这些房子大都

是些阴暗、潮湿、污秽、发臭的洞穴，根本不适合人住，这还用得着说吗？这里

是散布疾病和死亡的中心。连那些听任这种毒疮在我们中间溃烂的境况良

好的人也身受其害。”（１２７）

居住状况的恶劣次于伦敦而居第三位的，是布利斯托尔。

“这里，在这个欧洲最富的城市之一，赤贫现象和住房惨状也极为严

重。”（１２８）

（ｃ）流 动 人 口

现在我们谈谈一个来自农村而大部分在工业中就业的居民阶

    

（１２７） 《公共卫生。第８号报告》１８６６年伦敦版第１１４页。

（１２８） 同上，第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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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他们是资本的轻步兵，资本按自己的需要把他们时而调到这

里，时而调到那里。当不行军的时候，他们就“露营”。这种流动的

劳动被用在各种建筑工程和排水工程、制砖、烧石灰、修铁路等方

面。这是一支流动的传染病纵队，他们把天花、伤寒、霍乱、猩红热

等疾病带到他们扎营的附近地区。（１２９）在象铁路建设等需要大

量投资的企业中，通常由企业主本人为自己的军队提供一些木棚

之类的住所，这种临时性的村落，没有任何卫生设备，不受地方当

局监督，对承包人先生非常有利可图，他把工人既当作产业士兵又

当作房客进行着双重剥削。木棚里各有１个、２个或３个洞穴，住

户即掘土工人等等按照洞穴数每周分别付房租２先令、３先令或４

先令。（１３０）举一个例子就够了。据西蒙医生报告，１８６４年９月，内

务大臣乔治·格雷爵士收到塞文诺克斯教区卫生警察委员会主席

如下一份揭发报告：

“大约１２个月以前，这个教区根本没听说有天花病。在那以前不久，从留

伊斯海姆到汤布里季的铁路工程开始了。主要工程就在这个城市附近进行，

工程总部也设在这里。因此有大量的人在这里就业。由于小屋住不下所有的

人，承包人杰伊先生就吩咐在铁路沿线各点建造一些供工人居住的小棚。这

些小棚既没有通风设备，也没有排水沟，而且必然拥挤不堪，因为每个房客不

管自己家里有多少人，而且尽管每个小棚只有两个房间，也必须接纳别的房

客。根据我们所收到的医生的报告说，结果是这些可怜的人夜里为了躲避从

窗前的臭水里和厕所里发出的恶臭，不得不忍受窒息的痛苦。最后，一位有机

会参观过这些小棚的医生向我们委员会提出了控诉。这位医生用极其沉痛的

语调叙述了这些所谓住宅的状况，他担心倘若不采取一些卫生预防措施，就

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大约一年前，上面提到过的那位杰伊曾答应安排一

所房子，以便他雇用的人在患传染病时可以立即被隔离。今年７月底，他再

    
（１２９） 《公共卫生。第７号报告》１８６５年伦敦版第１８页。

（１３０） 同上，第１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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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许下了这个诺言，但是此后尽管发生了几起天花，并且有两人因此死亡，他

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履行自己的诺言。９月９日凯尔桑医生向我报告说，

在这些小棚里又发生了几起天花，他把那里的情况描绘得非常可怕。我还应

当向阁下〈大臣〉补充报告一点。我们教区已有了一座隔离所，也就是所说的

传染病房，用来收容本教区传染病患者。几个月来，这个病房的病人总是挤

得满满的。有一家５个孩子死于天花和热病。今年４月１日至９月１日，死

于天花的已不下１０人，其中有４个人就是死在成为传染病发源地的上述小

棚中。由于遭难的家属竭力保守秘密，患者的数目无法确定”（１３１）。

煤矿以及其他矿山的工人是属于不列颠无产阶级中报酬最优

厚的一类工人。他们花了怎样的代价才挣得自己的工资，这一点

在前面已经说过了。（１３２）在这里我再略微谈谈他们的居住情况。

矿山开采者，不管他是矿山的所有主还是承租人，通常要为自己的

工人建造一定数量的小屋。工人“无代价地”得到小屋和燃料用

煤，也就是说，这些小屋和煤构成工资中用实物支付的部分。靠这

种办法安置不了的人，每年可以领到４镑作为补偿。矿区很快就

吸引来大批的居民，其中有矿业人口本身以及聚集在他们周围的

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等。这里也象其他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一

样，地租很高。因此，采矿业主力图在井口附近的尽量狭小的建筑地

    

（１３１） 《公共卫生。第７号报告》１８６５年伦敦版第１８页注。恰佩尔－恩－列－弗

利特联合教区的济贫所监督向中央注册局局长１７７报告说：“在达夫霍斯，在小山似的石

灰渣堆上挖了许多小窑洞。这些洞穴就是雇来修筑铁路的掘土工人和其他工人的住

处。这些洞穴狭窄、潮湿，没有排水沟，也没有厕所。除了在顶上凿一个小孔兼作烟囱

外，没有任何通风设备。天花十分猖獗，已经〈在这些穴居人之中〉造成几起死亡。”（同

上，注２）

（１３２） 第４６０页及以下各页①所引述的详细材料主要是关于煤矿工人的情况。

关于金属矿山的更加恶劣的状况，参看１８６４年皇家委员会的诚实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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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上，盖起正好能塞下他的工人和工人家属的必要数量的小屋。

一旦附近又开凿新矿井或者重新开采旧矿井，拥挤的程度就要增

加。在建造小屋方面，唯一起作用的着眼点就是：凡是绝非必需的

现金开支，资本家一概实行“禁欲”。朱利安·汉特医生说：

“除了蒙默思郡的一些类似的地区外，诺森伯兰和德勒穆矿山的矿工以

及其他工人的住宅，平均说来，大概是英国能够大量见到的最坏的和最贵的

住宅了。最糟糕的是：许多人拥挤在一间房里；建筑地段很狭小，却胡乱盖了

许多房子；缺乏水并且没有厕所；经常采取屋上架屋或者把屋子分成几层的

办法〈以致各种小屋都层层相叠〉…… 企业主把整个移民团看成似乎只是

露营，而不是驻扎。”（１３３）

斯蒂文斯医生说：

“我奉命视察了德勒穆联合教区大部分的大矿山村落…… 除了极少数

例外，可以说，所有的村落都没有采取过任何措施来保障居民的健康……所

有矿工都被束缚〈《ｂｏｕｎｄ》这个词和ｂｏｎｄａｇｅ〔依附〕一样，都来源于农奴制时

代〉在与矿山承租人或矿山所有主签订的１２个月的契约上。只要工人流露

出不满，或者在哪一方面得罪了监工，监工就在监督簿上他们的姓名下面作

个记号或加个注，等到签订新的一年的契约时就把他们解雇…… 在我看

来，再没有别的实物工资制比这个人口稠密地区所流行的实物工资制更坏

了。工人不得不接受处于传染病影响下的住房，作为他的工资的一部分。他

自己一点也无能为力。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是一个农奴。除了他的所有主

以外，恐怕很难有别的什么人能帮助他。但是所有主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

收支表，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工人还从所有主那里得到水的供应。不管供

应好坏，不管有无，工人都要付水费，或者不如说，都要从工资中扣除。”

（１３４）

在同“社会舆论”或甚至同卫生警察发生冲突时，资本总是恬

不知耻地对工人不得不在其中劳动和居住的、既危险又使人堕落

的条件进行“辩护”，说这是为了更有利地剥削工人所必需的。当

    

（１３３） 《公共卫生。第７号报告》１８６５年伦敦版第１８０、１８２页。

（１３４） 同上，第５１５、５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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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拒绝在工厂的危险机器上安装防护设备，拒绝在矿山中安装

通风设备和采取安全措施，对此一概实行禁欲时，就是这样说的。

现在，在矿工的住宅方面，它也是这样说的。枢密院的医官西蒙医

生在他的正式报告中说：

“人们替恶劣的房屋设备辩解，说矿山通常是以租赁方式开采的；租赁合

同期限太短（煤矿大多是２１年），所以矿山承租人认为不值得为企业所招来

的工人、手工业者等等提供良好的房屋设备；即使承租人自己想在这方面慷

慨一点，地主也会打消他的这种念头。地主有一种倾向，就是当地面上一旦

造起象样而舒适的村庄供给那些开采地下财产的矿工们居住时，地主就会马

上利用这种特权来索取异常高的追加地租。这种禁令似的价格，即使不是一

道直接的禁令，也会把另一些本想把房屋建造得好一些的人吓回去…… 我

不想进一步研究这种辩解的价值，也不想研究用来建造象样的住宅的追加费

用归根到底应当由谁负担，由地主、矿山承租人、工人还是由公众负担……但

是，面对后面所附报告〈汉特、斯蒂文斯等医生的报告〉中揭露出来的可耻事

实，必须采取一个补救的办法…… 土地所有权竟被利用来造成社会的极大

不公平。地主以矿山所有主的身分把一个工业移民团召到自己的领地上来

从事劳动，然后又以地面所有主的身分使他所招来的工人无法找到生活上必

不可少的合适住宅。矿山承租人〈资本主义的矿山开采者〉没有任何金钱上

的利益要来反对交易上的这种划分，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即使地主的条件

很苛刻，后果也不由他承担，而承担这种后果的工人又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连

自己的卫生权利也不认识，不论极端恶劣的住宅，还是污浊不堪的饮水，从来

都没有引起过罢工。”（１３５）

（ｄ）危机对工人阶级中报酬

   最优厚的部分的影响  

在谈到真正的农业工人之前，我还要举一个例子，说明危机甚

    

（１３５） 《公共卫生。第７号报告》１８６５年伦敦版第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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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对工人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部分即工人阶级的贵族产生了怎样

的影响。我们记得，１８５７年发生了一次大危机——工业周期每一

次都是以这种危机而告终。下一个周期是在１８６６年到期的。由于

棉荒把许多资本从通常的投资领域赶到了货币市场的大中心，这

次危机在真正的工厂区域已经打了折扣，因而主要带有金融的性

质。这次危机在１８６６年５月爆发，这是以伦敦一家大银行的破产

为信号的，继这家银行之后，无数在金融上进行欺诈的公司也接着

倒闭了。遭殃的伦敦大生产部门之一是铁船制造业。这一行业的

巨头们在繁荣时期不仅无限度地使生产过剩了，而且由于他们误

认为信用来源会照样源源不绝，所以还接受了大宗的供货合同。

今天，一种可怕的反作用发生了，而且直到现在，１８６７年３月底，

这种反作用还在伦敦其他工业部门（１３６）继续发生。为了说明工

人的状况，现在从１８６７年初采访过主要受难地区的《晨星报》记者

的详细报道中摘引一段如下。

“在伦敦东头，在波普拉尔、米尔瓦尔、格林威治、德普弗德、莱姆豪斯、坎

宁镇等区，至少有１５０００名工人及其家属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其中有３０００

多人是熟练的机械工人。他们已经一连失业６个月至８个月了，积蓄已全部

用光…… 我费了好大劲才挤到贫民习艺所（在波普拉尔）的大门口，因为它

已被饿坏了的人群团团围住。他们在等着发面包票，但是发票的时间

    
（１３６） “大批伦敦贫民在挨饿！…… 近几天来，在伦敦的墙上张贴着巨幅招贴

画，上面写着以下值得注意的字句：‘肥牛们，快饿死的人们！肥牛离开了自己的水晶

宫，来养肥住在豪华宅第中的财主，而快饿死的人们却惨死在自己的穷窟里。’载有这

种不祥字句的招贴画不断地重新出现。刚刚撕掉或盖住一批，马上在同一地方或在同

样显眼的地方又出现一批…… 这使人想起促使法国人民发动１７８９年事变的不祥之

兆…… 正当英国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死于饥寒交迫的时候，成百万的英国货币，

即英国劳动的产品，却被投资到俄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别的国家的企业中去。”（１８６７

年１月２０日《雷诺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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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到。院子很大，是方形的，沿着院墙盖有一圈棚子。几大堆雪覆盖着

堆在院子当中的铺路石块。院子里有一些用柳条篱笆隔成的小块地方，活象

羊栏一样；天气好的时候男人们就在里面干活。我去采访那天，栏子里面全

是雪，没法坐人。男人们就在棚子底下砸铺路的石块。每个人都坐在一块大

石头上，挥动着大锤砸碎结着冰的花岗石，直到砸满５蒲式耳为止。这样他

们一天的活才算干完，每人获得３便士和一张面包票。院子的一边有一座歪

歪斜斜的小木房。我们把门推开，看见里面塞满了人，肩并肩地挤在一起互

相取暖。他们一边撕麻絮一边争论，看谁能吃得最少而干的时间最长，因为

有耐力已经成了受称赞的事情。单是这个贫民习艺所就收容着７０００个接受

救济的人，其中有好几百人在６个月或８个月以前还拿着我国熟练劳动的最

高工资。许多人即使积蓄已经用光，但只要还有一点东西可以典当，也绝不

乞求教区救济；如果没有这种情况，接受救济的人数还要增加一倍……离开

贫民习艺所，我又到街上走了走，街道两旁大多是两层楼的房子，这种房子

在波普拉尔比比皆是。我的向导是失业委员会的委员。我们访问的第一家是

一个已经失业２７周的铁匠。我看见他和他的全家坐在一间后屋里。屋子里

还剩下一点家具，而且生着火。为了使小孩子们光着的脚不致冻坏，不生火

是不行的，因为那天非常冷。在火对面的盆子里放着一堆粗麻，妻子和孩子

们正在撕麻絮，这是从贫民习艺所领取面包的代价。丈夫在某个上面谈到过

的那种院子里干活，每天得一张面包票和３便士。这时他正好回家吃午饭。

他苦笑着对我们说，他饿极了；他的午饭只有几片薄薄的涂着油的面包和一

杯没有牛奶的清茶…… 我们又敲第二家的门，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她

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把我们领进一间狭小的后屋，一家大小都在那里一声不响

地坐着，呆望着快要熄灭的火。他们脸上和他们的小屋里笼罩着的那种凄凉

绝望的情景，使我再也不愿看到类似的景象。妇人指着她的孩子们说：‘先

生，他们已经２６个星期没有活干了。我们所有的钱都花光了，那是我和孩

子们的父亲在光景好时积蓄下来准备困难时用的。请你们看吧！’她几乎是

发狂似地喊着，一边拿出一本存取款项写得清清楚楚的银行存折；我们从上

面可以看出，这笔小小的财产最初怎样从５先令开始存起，怎样一点一点地

增加到２０镑，然后又怎样逐渐消失，从若干镑减到若干先令，直到最后一次

提款使存折变得象一张白纸一样一文不值。这家人每天从贫民习艺所领

到一顿救济饭…… 接着我们访问了一个曾在造船厂工作的爱尔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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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妻子。我们发现她已经饿病了，穿着衣服躺在一张垫子上，勉强算盖着一

条毯子，因为所有的被褥都已进了当铺。两个可怜的孩子照料着她，但是看

来孩子们自己正需要母亲的照顾。已经１９周被迫无事可干，致使她陷入这

样的境地。她在讲述她的痛苦经历的时候唉声叹气，仿佛失去了对美好未来

的一切希望…… 我们走出房子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跑来要我们到他家

去，看看是不是能帮他一点忙。一个年轻的妻子，两个可爱的小孩，一卷当

票，一间空房——这就是他指给我们看的一切。”

下面我们再从托利党的报纸上摘引一段描述１８６６年危机的

余痛的报道。不要忘记，这里谈到的伦敦东头，不仅是本章所谈到

的铁船制造业工人的中心，而且还是工资一向低于最低额的所谓

“家庭劳动”的中心。

“昨天在这个大都会的一角出现了一幅可怕的情景。东头的好几千失业

工人虽然没有打着黑色丧旗成群结队地游行，但是这股人潮已经够吓人的

了。让我们想想这些人受着怎样的苦难吧。他们快要饿死了。这是一个简单

而可怕的事实。他们共有４万人…… 在我们面前，在这个不可思议的大都

会的一个区，一边是旷古未有的最大量财富的积累，而紧挨着它的旁边的是

４万个走投无路的行将饿死的人！现在这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侵入其他市区；

这些一直处于半饥饿状态的人向我们大声诉苦，向天哀号，向我们诉说他们

的破烂不堪的住所，他们无法找到工作，求乞也没有用。而地方上交纳济贫

税的人，由于教区的勒索，也濒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边缘了。”（１８６７年４月

５日《旗帜报》）

英国的资本家中间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比利时是工人的乐

园，因为据说“劳动的自由”，其实也就是“资本的自由”，在那里既

不受工联专制的侵犯，也不受工厂法的侵犯。因此，我在这里应谈

一谈比利时工人的“幸福”。关于这种幸福的秘密，肯定再也没有

人比已故的杜克佩西奥先生更为熟悉的了。杜克佩西奥先生是比

利时监狱和慈善机关的总监，也是比利时中央统计委员会的委员。

现在让我们来翻看一下他的《比利时劳动阶级的经济预算》（１８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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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布鲁塞尔版）。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利时的标准工

人家庭，该书根据非常精确的材料算出了这个家庭每年的收支，然

后又把它的营养状况同士兵、水兵和囚犯的营养状况作了比较。

这个家庭有“父亲、母亲和４个孩子”。这６个人中“有４个人可以

全年就业而有所收益”；假定“他们中间没有生病的和不能劳动的

人”，他们“除了交纳为数极少的教堂坐位费以外，在宗教、道德和

精神需要方面没有什么开支”，他们不“在储蓄银行存款或交纳养

老准备金”，没有“奢侈品的开支或其他的多余的开支”。只有父亲

和大儿子抽点烟，星期天上个酒馆，这些总共每周花８６生丁。

“根据不同行业同意付给工人的工资的综合材料可以看出……一日工资

的最高平均额，男人是１法郎５６生丁，妇女是８９生丁，男孩是５６生丁，女孩

是５５生丁。按照这个标准计算，这家的收入一年最多不过１０６８法郎……我

们把这个当作典型的家庭的一切可能的收入都计算进去了。但是，既然我们

也给母亲算上一笔工资，这样，我们就使她无法料理家务了；谁来看家和照顾

小孩呢？谁来做饭、洗衣服和缝缝补补呢？这是工人每天都要碰到的难

题。”     

根据这个算法，这个家庭的预算是：

１日的工资额   ３００个工作日的工资总额

父亲

母亲

儿子

女儿

１．５６法郎

０．８９法郎

０．５６法郎

０．５５法郎

４６８法郎

２６７法郎

１６８法郎

１６５法郎

合计 １０６８法郎

工人如果要达到下述各种人的营养水平，全家每年的支出额

和不足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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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额

水兵的营养  １８２８法郎…………………

士兵的营养  １４７３法郎…………………

囚犯的营养  １１１２法郎…………………

不足额

７６０法郎

４０５法郎

４４法郎

“我们看到，只有少数工人家庭才能达到同囚犯差不多的营养，更不用说

达到水兵或士兵的营养了。１８４７—１８４９年，比利时每个囚犯每天平均花费６３

生丁，同工人每天的生活费用相比还有一个１３生丁的差额。管理费和监视

费可由囚犯不付房租来抵销…… 但是多数工人，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工人的

生活过得还要俭朴，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只是由于工人采取了只有他们自己

才了解其中秘密的应急措施；他们减少了每天的口粮；吃黑面包而不吃白面

包；少吃或者根本不吃肉；少用或者根本不用奶油和调味品；一家大小挤在一

两间小屋里，男孩和女孩睡在一起，往往就睡在同一张草垫子上；他们节减服

装、洗濯和清洁用品的开支；放弃星期天的消遣；总之，他们决心过最痛苦的

贫困生活。工人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只要生活资料的价格稍稍上涨一

点，或者一旦无工可做，或者生病，都会加深工人的贫困，使他完全毁灭。债

台高筑，借贷无门，衣服和绝对必需的家具也送进当铺，最后是全家申请列入

贫民名册。”（１３７）

其实，在这个“资本家的乐园”里，只要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

格发生最微小的变动，就会引起死亡和犯罪数字的变动！（见《协会

呼吁书：佛来米人，前进！》１８６０年布鲁塞尔版第１２页）全比利时

共有９３万个家庭。据官方统计，其中富有的家庭（选民）９万户，共

４５万人；城乡下层中产阶级家庭３９万户，共１９５万人，其中有相

当大一部分正在不断地下降为无产阶级。最后，工人家庭４５万

户，共２２５万人，其中的一些模范家庭正在享受着杜克佩西奥所描

写的那种幸福。在这４５万户工人家庭中，列入贫民名册的竟达

    

（１３７） 杜克佩西奥《比利时劳动阶级的经济预算》１８５５年布鲁塞尔版第１５１、

１５４、１５５、１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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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万户以上！

（ｃ）不列颠的农业无产阶级

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对抗性质，在任何地方再也没有比在

英格兰农业（包括畜牧业）的进步和农业工人的退步上表现得更为

残酷的了。在考察农业工人的现状之前，我们先略微回顾一下过

去。在英格兰，现代农业是在十八世纪中叶出现的，虽然生产方式

由以发生变化的基础，即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还要早得多。

阿瑟·杨格虽是一个肤浅的思想家，但不失为一个精确的观

察家，我们从他关于１７７１年农业工人的描述中可以看到，这些农

业工人同他们十四世纪末“生活得很富裕并且能积累财富”（１３８）

的先人比较起来，扮演着非常可怜的角色，更不用说同“英格兰城

乡劳动者的黄金时代”十五世纪相比了。但是我们用不着追溯这

么远。在１７７７年的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著作中写道：

“大租地农场主几乎上升到绅士的地位，而贫困的农业工人几乎被踩到

地下去了。把今天农业工人的状况和４０年前的状况比较一下，他们的不幸

处境是一目了然的…… 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狼狈为奸，压榨工人。”

（１３９）

    

（１３８） 詹姆斯·爱·撒·罗杰斯（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英国的农业史和

价格史》１８６６年牛津版第１卷第６９０页。这部著作是辛勤劳动的成果，目前已出版的头

两卷只包括１２５９—１４００年时期。第二卷全是统计资料。这是我们手头所有的关于那个

时期的第一部真实可靠的价格史。

（１３９） 《最近济贫税增加的理由，或劳动价格和粮食价格的比较研究》１７７７年伦

敦版第５、１１页。

８３７ 第七篇 资本的积累过程



  接着作者又详细地证明，农村中的实际工资从１７３７年到

１７７７年几乎降低了
１
４即２５％。当时理查·普莱斯博士也说：

“现代政治袒护国民中的上层阶级；其结果是，整个王国迟早终将只由绅

士和乞丐，贵族和奴隶组成。”（１４０）

但是英格兰农业工人在１７７０年至１７８０年期间的状况，无论

就他们的营养和居住状况来说，或者就他们的自尊感和娱乐情况

等等来说，都成了以后再也没有达到过的理想。他们的平均工资

如果用小麦来表示，１７７０年至１７７１年是９０品脱，到伊登时代

（１７９７年）已经只有６５品脱，而到１８０８年时则只剩下６０品脱了。

（１４１）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反雅各宾战争末期农业工人的状况，在这

次战争中，土地贵族、租地农场主、工厂主、商人、银行家、交易所骑

士、军火商等等大发横财。同时，一方面由于银行券贬值，另方面

由于同银行券贬值无关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名义工资也提

高了。但是工资的实际变动情况，用不着在这里详细论述，用很简

单的方法就可以说明。济贫法及其行政机关在１７９５年和１８１４年

并没有什么变化。我们还记得这项法令在农村中是怎样实施的，

那就是由教区以救济形式把名义工资补足到只够工人勉强糊口的

    

（１４０） 理查·普莱斯《评继承支付》，威·摩尔根发行，１８０３年伦敦第６版第２卷

第１５８、１５９页。作者在第１５９页上指出：“现在一个工作日的名义价格不过比１５１４年

提高３倍，或者最多不过提高４倍。可是现在谷物价格却涨了６倍，肉类和衣服的价格

涨了将近１４倍。因此，劳动价格的提高远远赶不上生活费用的上涨，现在的劳动价格

同生活费用相比较，看来大概还抵不上过去的一半。”

（１４１） 巴顿《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１８１７年伦敦版第２６页。关于十

八世纪末的情况，参看伊登《贫民的状况》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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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数额。租地农场主支付的工资和教区贴补的工资不足额之间

的比率说明两件事：第一，工资已经降到它的最低限额以下；第二，

农业工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既是雇佣工人又是需要救济的贫民，

或者说，在何种程度上被变成了他所在的教区的农奴。我们选一

个能代表其他各郡平均情况的郡来说吧。在北安普顿郡，１７９５年

平均周工资是７先令６便士，一个６口之家的年支出总额是３６镑

１２先令５便士，收入总额是２９镑１８先令，由教区贴补的不足额

是６镑１４先令５便士。１８１４年，该郡周工资是１２先令２便士，一

个５口之家的年支出总额是５４镑１８先令４便士，收入总额是３６

镑２先令，由教区贴补的不足额是１８镑６先令４便士。（１４２）可

见，在１７９５年，不足额占工资的
１
４弱，而到１８１４年竟占一半以上。

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伊登曾经在农业工人小屋中看到过的那

种略感舒适的情景，到１８１４年早已无影无踪了。（１４３）从此以后，

在租地农场主饲养的各种牲畜中，工人这种会说话的工具一直是

受苦最深、喂得最坏和虐待得最残酷的了。

这种状况一直平静无事地继续下去，直到

“１８３０年斯温暴动２１８使我们〈即统治阶级〉在燃烧着的麦垛的熊熊火光中看

到，在农业英格兰的表面下也象在工业英格兰的表面下一样，充满着贫困和

燃烧着阴森的反叛的怒火”（１４４）。

当时萨德勒曾在下院中给农业工人起了一个绰号，把他们叫

做“白奴”，一个主教在上院也袭用了这个绰号。当时最著名的政

    

（１４２） 帕里《从农业工人、佃农、土地所有者和国家方面来看现行谷物法的必要》

１８１６年伦敦版第８０页。

（１４３） 同上，第２１３页。

（１４４） 赛·兰格《国家的贫困》１８４４年版第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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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济学家爱·吉·威克菲尔德说：

“英格兰南部的农业工人不是奴隶，也不是自由人，而是需要救济的贫

民。”（１４５）

谷物法临废除前的一段时期，进一步透露了农业工人的状况。

一方面，资产阶级鼓动家的利益是要证明这个保护法对谷物的真

正生产者很少起什么保护作用。另一方面，工业资产阶级又非常

恼恨土地贵族对工厂状况的非难，恼恨这些腐败透顶、丧尽天良、

矜持高傲的游惰者对工厂工人的痛楚所表示的假慈悲，恼恨他们

对工厂立法所表现的那种“外交热忱”。英格兰有句古老的谚语说

得好：两贼相争，好人得利。事实上，统治阶级的两个派别在关于

它们当中谁最无耻地剥削工人的问题上展开的喧闹的狂热的争

吵，从两方面暴露了真相。舍夫茨别利伯爵，又称艾释黎勋爵，是

贵族慈善家反工厂运动的先锋。因此，他成了１８４４年至１８４５年

《纪事晨报》上揭露农业工人状况的文章中引人注目的人物。这家

报纸是当时最重要的自由党机关报，它在各个农业地区都有特派

记者。这些记者不以一般的记述和统计为满足，而且还把调查过

的工人家庭和他们的地主的姓名公布出来。下表（１４６）列举了布

兰弗德、维姆博恩和普耳附近三个村庄工资的支付情况。这些村

庄是乔治·班克斯先生和舍夫茨别利伯爵的财产。我们将会看

到，这位低教会派２１９的教皇，英格兰虔诚派的头目，同他的伙伴班

克斯一样，还以房租名义从工人的微薄工资中克扣掉相当大一部

分。

    

（１４５） 《英国和美国》１８３３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４７页。

（１４６） 伦敦《经济学家》杂志１８４５年３月２９日第２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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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

人数

全家

人口

男 子

周工资

儿 童

周工资

全家每

周收入

每 周

房 租

扣除房租后

每周净收入

平均每人

每周收入

先令 便士先令 便士先令 便士先令 便士 先令 便士 先令 便士

村    庄    一

２

３

２

２

６

３

４

５

４

４

８

５

８－

８－

８－

８－

７－

７－

－

－

－

－

１６

２－

８－

８－

８－

８－

１０６

７－

２－

１６

１－

１－

２－

１４

６－

６６

７－

７－

８６

５８

１６ 

１３
１

２

１９ 

１９ 

１ 
３

４

１１
１

２

村    庄    二

６

６

８

４

３

 ８

 ８

１０

 ６

 ５

７－

７－

７－

７－

７－

１６

１６

－

－

－

１０－

 ７－

 ７－

 ７－

 ７－

１６ 

１３
１

２

１３
１

２

１６
１

２

１６
１

２

８６ 

５８
１

２

５８
１

２

５５
１

２

５５
１

２

１ 
３

４

－ ８
１

２

－ ７ 

－ １１

１１ 

村    庄    三

４

３

０

６

５

２

７－

７－

５－

－

２－

２６

７－

１１６

５－

１－

－ １０

１－

６－

１０８

４－

１－

２１
１

２

２－

  谷物法的废除大大推动了英格兰的农业。修建巨大规模的排

水工程（１４７），采用圈养牲畜和人工种植饲料的新方法，应用施肥

机，采用处理粘土的新方法，更多地使用矿物质肥料，采用蒸汽机

以及其他各种新式工作机等等，总之，耕作更加集约化就是这一时

期的特点。皇家农业学会主席皮由兹先生断言，由于采用新机器，

（相对的）经营费用几乎减少了一半。另一方面，从土地上得到的

实际收益也迅速增加了。每英亩土地投资的增加，因而租地农场

    

（１４７） 为此目的，土地贵族自己从国库中贷给自己一笔低利资金（当然是通过议

会），而租地农场主却必须以双倍的利息偿还给这班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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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速积聚，这是采用新方法的基本条件。（１４８）同时，从１８４６年

到１８６５年耕地面积约扩大了４６４１１９英亩，东部各郡原为养兔场

和贫瘠牧场而现在变成了富饶的庄稼地的大片土地尚不计算在

内。我们已经知道，从事农业的总人数与此同时却减少了。就拿男

女两性各种年龄的真正农业工人来说，他们的人数从１８５１年的

１２４１２６９人减少到１８６１年的１１６３２１７人。（１４９）因此，英国中央注

册局局长１７７有理由说：“１８０１年以来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数目

的增加，同农产品的增长是极不相称的”（１５０）。但是最近一个时

期，这种不相称的情况更加严重了：一方面，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耕

作更加集约化，投在土地及其耕作上的资本有了空前的积累，农产

品获得了英格兰农业史上空前未有的增长，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大

大增加，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财富日益膨胀；另一方面，农业工

人人口却在绝对地减少。如果再加上城市销售市场的不断迅速扩

大，自由贸易的占统治地位，那末，农业工人在经过种种不幸之后

终于被安排在理应令人陶醉的幸福环境中了。

但是罗杰斯教授却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的英格兰农业工人，

不要说同他们十四世纪下半叶和十五世纪的先人相比，就是同他

    

（１４８） 中等租地农场主的减少特别可以从下列各栏人口调查情况中看出：“租地

农场主的儿子、孙子、兄弟、侄子、女儿、孙女、姊妹、侄女”，一句话，就是租地农场主所

使用的自己家庭的成员。这些栏的总人数１８５１年为２１６８５１人，到１８６１年就只有

１７６１５１人了。从１８５１年到１８７１年，英格兰２０英亩以下的租地农场减少了９００多个，

５０—７５英亩的租地农场由８２５３个减到６３７０个，所有１００英亩以下的其他各类租地农

场的情况也与此相仿。相反，在这２０年间大租地农场的数目却增加了，３００—５００英亩

的租地农场由７７７１个增加到８４１０个，５００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由２７５５个增加到３９１４

个，１０００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由４９２个增加到５８２个。

（１４９） 牧羊人总数由１２５１７人增加到２５５５９人。

（１５０） 《１８６１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调查》１８６３年伦敦版第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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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１７７０年到１７８０年时期的先人相比，他们的状况也是极端恶化

了，“他们又成了农奴”，而且是食宿都很坏的农奴。（１５１）朱利安

·汉特医生在他关于农业工人的居住状况的划时代的报告中说：

“农仆〈这是农奴制时期对农业劳动者的称呼〉的生活费用固定在只够他

活命的最低的数额上……他的工资和住房同从他身上榨取的利润相比，几乎

不值一提。他在租地农场主的算盘上是个零（１５２）…… 他的生存资料永远

被看成是一个固定的量”（１５３）。“至于谈到他的收入的任何进一步的减少，

他会说：我什么也没有，我什么也不操心。他不担心将来，因为他除了生存所

绝对必需的东西之外，一无所有。他降到了零点，也就是租地农场主打算盘

的起点。由它去吧，幸福与不幸反正同他无关。”（１５４）

１８６３年，对被判处流放和强制劳动的犯人的饮食状况和劳动

状况曾进行过正式调查。调查的结果记载在两大本厚厚的蓝皮书

中。其中写道：

“英格兰监狱中犯人的饮食同这个国家贫民习艺所中需要救济的贫民以

及自由农业工人的饮食的详细对比，无可辩驳地表明，前者的饮食比后二者

都要好得多。”（１５５）而“被判处强制劳动的犯人的劳动量，大约只有普通农

业工人的一半”（１５６）。

下面略引几段颇为典型的证词。爱丁堡典狱官约翰·斯密斯

    

（１５１） 罗杰斯《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１８６６年牛津版第１卷第６９３页。“农民又

成了农奴。”（同上，第１０页）罗杰斯先生属于自由学派，他是科布顿和布莱特的私人

朋友，因此绝不是“过去时代的赞颂者”２２０。

（１５２） 《公共卫生。第７号报告》１８６５年伦敦版第２４２页。因此一点也不奇怪，为

什么房屋出租者一听说工人挣得多一些就提高房租，而租地农场主一看到“工人的妻

子找到工作”就降低工人的工资（同上）。

（１５３） 同上，第１３５页。

（１５４） 同上，第１３４页。

（１５５） 《法律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关于流放和徒刑的报告》１８６３年伦敦版第４２

页第５０号。

（１５６） 同上，第７７页。《大法官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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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证时说：

“英格兰监狱中的饮食比普通农业工人要好得多。”（第５０５６号）“苏格兰

的普通农业工人很少吃到什么肉类，这是事实。”（第５０５７号）“你知道有什么

理由能说明犯人的饮食必须比普通农业工人好得多吗？——确实不知道。”

（第３０４７号）“你是否认为应当作进一步试验，使被判处强制劳动的犯人的饮

食和自由农业工人的饮食大致差不多呢？”（第３０４８号）（１５７）其中还写道：

“农业工人会说：我干的活很重但是吃不饱。我在蹲监狱的时候，活没有这样

重但是吃得很饱，因此我觉得释放出来还不如关在监狱里好。”（１５８）

综合该报告第一卷中所附的各种表格，可以得出如下比较表。

每 周 营 养 量（１５８ａ）

（单位：盎斯）

含氮成分 无氮成分 矿 物 质 合  计

波特兰监狱的犯人

皇 家 海 军 水 兵

士      兵

马 车 制 造 工 人

排 字 工 人

农 业 工 人

２８．９５

２９．６３

２５．５５

２４．５３

２１．２４

１７．７３

１５０．０６

１５２．９１

１１４．４９

１６２．０６

１００．８３

１１８．０６

４．６８

４．５２

３．９４

４．２３

３．１２

３．２９

１８３．６９

１８７．０６

１４３．９８

１９０．８２

１２５．１９

１３９．０８

  １８６３年医务调查委员会对国民中吃得较坏的各阶级的营养

状况进行过一次调查，这次调查的一般结果读者都已经知道了。

它表明，大部分农业工人家庭的饮食都低于“防止饥饿病”所必需

的最低限度。特别在康瓦尔、戴文、索美塞特、威尔兹、斯泰福、牛

津、伯克斯和赫尔茨等地的所有纯农业区更是这样。斯密斯医生说：

    

（１５７） 《法律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关于流放和徒刑的报告》１８６３年伦敦版第２卷

证词。

（１５８） 同上，第１卷附录第２８０页。

（１５８ａ） 同上，第２７４—２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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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工人得到的营养比平均量大，因为他吃的食物比家庭其他成员多

得多，这对他的劳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比较贫困的地区，几乎全部肉类

或油脂都归他一个人吃了。他的妻子和正处在发育期的孩子们得到的营养

量多半不够，主要是缺乏氮素，几乎所有的郡都是如此。”（１５９）

同租地农场主住在一起的男仆和婢女的营养倒很充足。他们

的总数由１８５１年的２８８２７７人减少到１８６１年的２０４９６２人。斯密

斯医生说：

“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尽管会有一些坏处，但在目前情况下对一个家庭来

说还是大有好处，因为这样可以挣几个钱补贴买鞋子、衣服和支付房租，从而

使一家人可以吃得好些。”（１６０）

这次调查的最值得注意的结果之一，就是弄清了英格兰农业

工人的营养比联合王国其他地区农业工人的营养要差得多。下表

就是证明：

中等农业工人每周消费的碳素和氮素（１６１）

（单位：克冷）

碳 素 氮素

英格兰  ４０６７３…………………… １５９４

威尔士  ４８３５４…………………… ２０３１

苏格兰  ４８９８０…………………… ２３４８

爱尔兰  ４３３６６…………………… ２４３４

    
（１５９） 《公共卫生。第６号报告。１８６３年》第２３８、２４９、２６１、２６２页。

（１６０） 同上，第２６２页。

（１６１） 同上，第１７页。英格兰农业工人得到的牛奶量只等于爱尔兰农业工人的
１
４，面包量只等于

１
２。十九世纪初，阿·杨格在他的《爱尔兰游记》中就指出，爱尔兰工

人的营养状况要好些。理由很简单：贫穷的爱尔兰租地农场主比富裕的英格兰租地农

场主要人道得多。至于说到威尔士，正文中引用的资料不适用于它的西南地区。“当地

的所有医生都一致承认，随着居民健康状况的恶化，由结核病和瘰疬病等等引起的死

亡率急剧上升了，并且一致认为健康状况的恶化是由贫困造成的。当地农业工人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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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蒙医生在官方的卫生报告中说：

“汉特医生报告的每一页都证明，我国农业工人的住宅数量不足而且质

量很坏。并且多年来，他们在这方面的情况一直在不断恶化。现在农业工人

更难找到栖身之所了，即使能够找到，也远不能适应他们的需要，这种情况也

许比几世纪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糟。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来，这种祸害更迅

    

的生活费大约为５便士，在许多地区，租地农场主〈他自己也很拮据〉付给的还要少些。

大量的葱花麦面汤或燕麦粥，加上一片干得象桃心木一样硬、几乎不值得费很大的劲

去消化的咸肉，或者加上一小块油脂当作调味品，这就是农业工人日复一日的午餐

……工业进步的结果对于这些工人来说，不过是在这样寒冷潮湿的气候下用廉价的棉

织品代替了结实的家庭手织棉布，用‘名义上的’茶代替了浓烈的饮料…… 农民在风

吹雨打中劳动了好几个小时以后回到自己的小屋里，坐下来烤烤火，烧的是泥炭或用

粘土和煤末做的煤球，碳酸气和硫酸气烟雾腾腾。小屋的墙是用粘土和石块砌成的，地

是光秃秃的泥地，跟没盖房子以前一样，屋顶是一束束蓬松的湿草秆。为了保暖，所有

的裂缝都堵死了。工人就是在这种充满恶臭的空气里，在泥泞的地上同他的老婆孩子

一起吃晚饭，往往披着仅有的一套湿衣服让它在身上暖干。有些曾在夜间不得不在这

类小屋里呆过几小时的助产医生们描绘说，他们的双脚曾怎样陷在泥泞里，他们曾经

怎样不得不在墙上挖一个小洞（这很容易办到！）来吸点新鲜空气。各阶层的大量证人

都证明，吃不饱的农民每天晚上都处在各种各样的有害健康的影响下；其结果是居民

身体孱弱，常常患瘰疬病，在这方面确实不乏证据…… 卡马登郡和卡尔迪根郡的教

区官吏的报告也清楚地证明了同样的情况。此外还有一个更大的灾难，这就是白痴病

的流行。下面再谈谈气候情况。在威尔士全境，一年中有八九个月刮着强烈的西南风，

带来了暴雨，受侵袭的主要是丘陵地带的西坡。树木稀少，只在有遮挡的地方才能见

到，在没有遮挡的地方全被大风刮倒了。小屋都蜷缩在山脚下，往往是在山沟里或者石

坑里，只有最小的羊和本地的牛才能在这种牧场上生活…… 年青人都跑到格勒莫冈

郡和蒙默思郡的东部矿区去了…… 卡马登郡是培养矿工的学校和他们的残废院

…… 人口勉强维持原状。例如在卡尔迪根郡：

      １８５１年      １８６１年

男人……… ４５１５５       ４４４４６

女人……… ５２４５９       ５２９５５

      

      ９７６１４       ９７４０１。”

（汉特医生的报告，散见《公共卫生。第７号报告。１８６４年》１８６５年伦敦版第４９８—５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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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滋长了，目前村民的居住条件简直糟糕透了。村民在这方面毫无办法可想，

除非那些靠他们的劳动发财致富的人认为值得对他们发点善心。农业工人能

不能在他耕种的土地上找到住处，那个地方适合于人住还是适合于猪住，同

时是否附有一小块能够大大减轻贫困压力的园圃——这一切都不取决于他

是否愿意或者有能力支付适当的房租，而是取决于别人怎样行使‘任意支配

自己财产’的权利。不管租地面积有多大，也没有一项法律规定必须在上面建

有一定数量的工人住宅，更不用说象样的住宅了；法律同样也没有给工人保

留拥有土地的丝毫权利，虽然工人的劳动对土地来说就象雨露和阳光一样必

不可少…… 还有一种大家都知道的情况更加深了工人的灾难……这就是

济贫法关于居住和负担济贫税的规定所产生的影响。（１６２）在这项法律的影

响下，各教区为了金钱上的利益都要把本教区居住的农业工人的人数限制在

最低限度之内；因为不幸的是，农业劳动并不能保证劳苦的工人和他的一家

维持永久可靠的独立地位，而多半不过是一条通向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或长或

短的迂回道路，在整个途程中工人离需要救济的赤贫境地是这样近，他只要

一生病或者暂时失业，就不得不立刻求助于教区救济；因此，只要有农业人口

在教区内定居下来，显然就会加重教区的济贫税负担…… 大地主们（１６３）

只要决定不准在他们的领地上建筑工人住宅，他们对穷人的负担马上就可以

减轻一半。那些可以‘任意支配自己财产’的地主，凭借绝对的土地所有权，竟

能够象对待异邦人那样对待土地的耕种者并把他们从自己的庄园上赶出去。

对于这样一种绝对的土地所有权，英国宪法和法律究竟准备在多大程度上予

以承认，这个问题不属于本报告所讨论的范围…… 这种驱逐权不单是一种

理论问题，它在实际上被广泛地行使着。这是对农业工人的居住条件有决定

性影响的情况之一…… 这种灾祸殃及的范围，从最近一次人口调查中就可

以看出。根据调查，在最近１０年间，尽管地方上对房屋的需求增加了，但是英

格兰的８２１个地区拆除的房屋却越来越多，以致撇开那些无法定居的人〈即

无法在自己劳动的教区内定居的人〉不说，１８６１年居民人数虽然比１８５１

    
（１６２） １８６５年这项法律有了某些改进。但是人们从经验中很快就知道，这种修补

是无济于事的。

（１６３） 为了便于理解下文，这里要说明：ｃｌｏｓｅｖｉｌｌａｇｅｓ（非开放村庄）是指一个或

几个大地主所有的村庄；ｏｐｅｎｖｉｌｌａｇｅｓ（开放村庄）是指土地分属于许多小地主的村庄。

建筑投机家只有在开放村庄才能建造小屋和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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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加了５
１
３
％，但是他们居住的房屋却减少了４

１
２
％…… 汉特医生说，

减少人口的过程一旦达到目的，就出现一种游赏村庄，那里小屋所剩无几，除

了牧羊人、园丁和看守狩猎场的人这些固定的仆役以外，谁也不准居住，只有

他们才能从慈善的主人那里得到对他们这个阶级来说通常已算不坏的待遇。

（１６４）但是土地需要耕种，于是我们看到，雇来种地的工人并不是地主的房

客，而是也许从３哩外的开放村庄来的；这种开放村庄有大量小房主，他们在

非开放村庄的工人的小屋被拆除以后就把这些人收容下来。在那些正走向

这种结局的地方，小屋大多破烂不堪，显示出它们注定要遭到的命运。这些

小屋正处在自然倒塌的各个阶段。只要房顶还没有塌下来，就允许工人租

用，而工人往往也非常乐意承租，即使他必须付出上等住宅的租金。可是房

子从来不加修缮，除非身无分文的住户自己动手收拾一下。当房屋终于完全

不能住人时，只不过表示又多了一座拆毁的小屋和未来的济贫税将相应减少

而已。当大地主这样把居民从他们控制的土地上赶走以摆脱济贫税时，附近

的小乡镇或开放村庄就把这些被赶出来的工人收容下来。我说的是附近，但

是这个‘附近’也可能离工人每天做苦工的租地农场有３—４哩远。这样，工人

为了挣得每天的面包，除了整天干活外，每天还必须走６—８哩路，而这好象

不算一回事似的。现在，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所从事的一切农活也要在同样困

难的条件下进行了。然而住得远所引起的灾难还不止此。在开放村庄里，建

筑投机家购买小块地皮，尽量密集地建造一些最简陋的小屋。英格兰农业工

人就硬塞在这些可怜的小屋里。这些小屋即使面临空旷的田野，也具有最坏

的城市住宅的种种最可怖的特点（１６５）…… 另一方面，绝不要以为，那些即

    
（１６４） 这种游赏村庄华而不实，如同叶卡特林娜二世巡游克里木时所看到的村

庄一样。近来，连牧羊人往往也被赶出这些村庄了。例如，在哈尔伯勒市场附近有一个

占地将近５００英亩的牧羊场，这里只需要一个男劳力。以前，为了减少在这个辽阔的草

原——莱斯特和北安普顿的美丽的牧场上进行长途跋涉，牧羊人通常可以在农场上得

到一所小屋。而现在每周付给他１３先令住宿费，他必须到很远的开放村庄去找住处

了。

（１６５） “工人住宅〈在开放村庄里，这些住宅当然总是挤得满满的〉通常都是盖成

一排一排的，后墙紧挨着建筑投机家声称属于他的小块地皮的边缘。因此这些住宅只

有从正面才能透进阳光和空气。”（汉特医生的报告，载于《公共卫生。第７号报告。１８６４

年》第１３５页）“在农村中，啤酒店老板或小店主往往同时就是房屋出租者。在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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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居住在他们耕种的土地上的工人能够找到一所同他们的辛勤劳动的生活

相称的住宅。甚至在最阔绰的田庄，工人的小屋也往往是非常简陋的。有些

地主认为，能让工人和他的家庭住上一间牲口棚已经很不错了，可是他们在

出租这类房子时竟然恬不知耻地榨取尽可能多的房租。（１６６）这也许是一座

破落的茅屋，只有一间卧室，没有火炉，没有厕所，没有可以开关的窗户，除了

水沟而外没有任何供水设备，没有园圃，但工人对这种虐待也无可奈何。而

我们的卫生警察法仍然是一纸空文。这些法律竟然恰恰要靠出租这类破屋

的地主们来实行…… 我们绝不能让那些偶尔见到的灿烂夺目的景象迷住

眼睛而看不见那些有辱英国文明的大量事实。尽管现在的居住情况已经糟

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但是权威的观察家们却一致得出结论说，住宅固然普

遍恶劣不堪，但同住宅数量不足比较起来，那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灾难。

    

下，农业工人除了租地农场主外，又有了这第二个主人。他同时还必须是这个主人的顾

客。农业工人每周收入１０先令，除每年付房租４镑外，还得按小店主随意规定的价格

向他购买一点茶叶、糖、面粉、肥皂、蜡烛和啤酒。”（同上，第１３２页）这些开放村庄实

际上成了英格兰农业无产阶级的“流放地”。许多小屋是不折不扣的旅店，附近地区的

一切流氓都在那里出出进进。村民和他的家庭虽然在最污浊的环境中也往往能惊人地

保持纯朴正直的品格，但是在这种地方也不免要堕落下去。显贵的夏洛克们在谈到建

筑投机家、小地主和开放村庄时，也会伪善地耸耸肩膀，这自然已经成了一种时髦。他

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的“非开放村庄和游赏村庄”乃是“开放村庄”的发源地，并且没

有后者前者也不可能存在。“如果没有开放村庄中的小地主，绝大部分农业工人就得在

他们劳动的田庄的树下过夜了。”（同上，第１３５页）“开放村庄”和“非开放村庄”的制

度，在英格兰中部各郡和整个东部地区非常流行。

（１６６） “房屋出租者〈租地农场主或地主〉直接或者间接地靠别人的劳动致富，他

每周给这个人１０先令工资，然后每年再从这个穷鬼身上榨取４镑或５镑房租。这种房

子在公开市场上连２０镑也不值，但是由于地主的权力却保持着人为的价格，地主会

说：‘要末住我的房子，要末滚你的蛋，没有我的证明，看你到哪里去找住处……’如果

有人为了改善自己的状况，想到铁路上去铺轨或者到采石场去干活，同样的权力又会

对他说：‘要末拿这样的低工资给我干下去，要末在提出声明后过一个星期就滚蛋，有

猪你也弄走，往后看你从你的菜园里长的马铃薯中能搞到什么’。如果地主〈或租地农

场主〉觉得还是采取别的办法更有利，这时他往往就抬高房租，以作为对工人辞工的惩

罚。”（同上，第１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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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况真是太可怕了。多年来，农业工人居住过挤的状况不仅使关心健康

的人深感不安，而且也使一切维护庄重和有道德的生活的人深感不安。因为

那些提出关于农村地区流行病蔓延情况报告的人总是用几乎一成不变的词

句再三指出，由于居住过挤，为制止已发生的流行病进一步蔓延而作的一切

努力都白费了。报告同样再三证明，农村生活本来对健康有许多好处，但是

由于居民过于密集，不仅传染病蔓延得很快，就是非传染性疾病也很容易发

生。揭露这类情况的人对别的祸害也没有保持沉默。虽然他们原来的任务只

限于保健工作，但是他们几乎总是不得不注意到问题的其他方面。他们在报

告中指出，已婚的和未婚的成年男女常常挤住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这定会

使人相信，在这种情况下羞耻心和庄重感被最粗暴地伤害了，道德的败坏几

乎是必然的（１６７）……例如，在我最近一次报告的附录里，载有奥德医生关于

白金汉郡温格地区突然发生热病的报告。他谈到一个从温格雷弗来的年轻

人怎样把热病带到了温格。他在得病的最初几天和另外９个人同住在一个

房间里。两个星期的工夫，房间里就有几个人被传染了。在几星期内，９人中

有５人得了热病，并有一人死亡！同时，圣乔治医院的医生哈维曾因私人出诊

的关系在传染病流行期间到过温格，他也向我提供了类似的情况：‘一个患热

病的年轻女人晚上同父亲、母亲、她的私生子、两个小伙子即她的兄弟以及各

有一个私生子的两个姊妹睡在一个房间里，一共是１０个人。几星期以前这

个房间曾住过１３个儿童’。”（１６８）

汉特医生调查过５３７５座农业工人小屋，其中不仅有纯农业区

的，而且有英格兰所有各郡的。在５３７５座小屋中，２１９５座小屋

    

（１６７） “新婚夫妇对于睡在同一个房间里的成年弟妹不会有什么好影响；虽然不

一定要记下实例，但有足够的材料可以证实这种说法：血亲通奸使妇女招致极大痛苦，

甚至常常死亡。”（汉特医生的报告，载于《公共卫生。第７号报告。１８６４年》第１３７

页）有个曾在伦敦风纪最坏的街区当过多年侦探的农村警官，在谈到他们村的姑娘时

说：“她们在这样小的年纪就这样道德败坏，这样放荡不羁和厚颜无耻，这是我在伦敦

风纪最坏的街区当侦探时都从来没有见过的……他们象猪一般地生活，小伙子和大姑

娘，母亲和父亲，统统睡在一个房间里。”（《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６号报告》１８６７年伦

敦版，附录第７７页第１５５号）

（１６８） 散见《公共卫生。第７号报告。１８６４年》第９—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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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间卧室（往往兼作餐室），２９３０座小屋有２间卧室，２５０座小

屋有２间卧室以上。现在我就１２个郡的情况简单摘录如下。

１．培德福德郡

勒斯特林沃思：卧室大约长１２呎、宽１０呎，还有许多比这

更小。矮小的平房通常都用木板隔成两间卧室，在高５呎６吋的

厨房里往往还放上一张床。房租３镑。住户要自己盖厕所，房东

只提供一个土坑。谁家一盖了厕所，邻居们便都来使用。理查逊

家租的一栋房屋真是漂亮非凡。它的石灰墙鼓得象行屈膝礼的女

人的长裙一样。山墙一边突出来，一边凹进去，而在凹进去的一

边不幸还竖着一根烟囱，即一根用泥土和木头做的歪歪扭扭的管

子，活象一个象鼻子。烟囱用一根长棍支着，防备它倒下来。门

和窗都是菱形的。在调查过的１７座房屋中，只４座有卧室一间以

上，不过也是挤得满满的。在一座只有一间卧室的小屋里，住着

３个大人和３个孩子，另一座这样的小屋住着一对夫妇和６个孩

子，如此等等。    

登顿：房租昂贵，４镑至５镑，男子每周工资１０先令。他们都

想靠家里人编草辫来挣钱付房租。房租越高，需要一起干活的人

便越多，这样才能付得起房租。一间住着６个大人和４个孩子的卧

室，房租是３镑１０先令。登顿最便宜的房屋外沿长１５呎，宽１０

呎，租金３镑。在调查过的１４座房屋中，只有一座有两间卧室。村

前不远有一座房屋，住户就在墙脚下大小便，房门下端烂掉了９

吋。晚上关门的时候，人们巧妙地从里面塞上几块砖头，再挡上块

破席子。半个窗户连玻璃带窗框全掉下来了。房子里没有任何家

具，３个大人和５个小孩挤做一团。登顿比起比格耳斯沃德联合教

区的其他地方来，还不算是最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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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伯克郡

宾汉姆：１８６４年６月，一间小屋住着丈夫、妻子和４个孩子。

一个女儿在干活的地方得了猩红热，回到家里后病死了。一个孩

子得病死去。汉特医生被请来的时候，母亲和一个孩子正患着伤

寒病。父亲和另一个孩子睡在屋外边。但是，这里是很难实行隔离

的，因为在这个不幸的村庄的拥挤的市场上就堆放着传染病人家

待洗的衣物。Ｈ家的房租每周１先令，一间卧室里住着一对夫妇

和６个孩子。另一座房子租金８便士（每周）；长１４呎６吋，宽７

呎，厨房高６呎；卧室没有窗户，没有火炉，没有门，除了一条过道

外，没有任何其他出入口，也没有园圃。不久前，有一个男人同他

的两个成年女儿和一个行将成年的儿子住在里边；父亲和儿子睡

在一张床上，两个女儿睡在过道里。他家住在这里的时候，两个女

儿各生过一个小孩，其中一个女儿是到贫民习艺所生了孩子以后

才回家来的。

３．白金汉郡：

在１０００英亩土地上有３０座小屋，大约住着１３０—１４０人。布

莱敦哈姆教区占地１０００英亩，１８５１年有３６座房屋，住着８４个男

人和５４个女人。男女人数的不平衡到１８６１年有所改变，这时男子

有９８人，女子８７人，１０年间男子增加１４人，女子增加３３人。然

而房屋却减少了一座。

温兹洛：大部分房屋是按好式样新建的；房屋的需要量看来很

大，因为极不象样的小屋每周也要付１先令或１先令３便士的租

金。

沃特－伊顿：这里的地主眼看居民增加了，却拆除了大约

２０％的房屋。有一个贫穷的工人上工时大约要走４哩路，有人问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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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找到一座比较近的小屋，他回答说：“不能，他们生怕招到象我

这样有一大家人口的房客。”

温兹洛附近的廷克尔斯－恩特：一间卧室长１１呎，宽９呎，最

高处６呎５吋，住着４个大人和５个孩子。另一间卧室长１１呎７

吋，宽９呎，高５呎１０吋，住着６个人。这两个家庭每个成员所占

的空间比一个苦役犯人所应占的空间还要小。每座房屋只有一间

卧室，没有后门，水非常缺乏。房租每周从１先令４便士到２先令。

在调查过的１６家住户中，只有一个人每周有１０先令的收入。在这

样的居住条件下，每个人得到的空气量相当于他整夜被关在４呎

立方的箱子里所得到的空气量。不过，那些旧房子倒有许多自然

的通风口。

４．剑桥郡：

甘布林盖属于几个地主所有。这里到处都可以看到破烂不堪

的小屋。许多人以编草辫为业。甘布林盖到处都是致命的疲惫，到

处都绝望地屈服于肮脏生活。中心地区年久失修已经成为南北两

端灾难加深的根源，在这两端房子正一座接一座地倒塌下去。另

有住处的地主们对这些穷窝敲骨吸髓。房租贵极了；８—９个人硬

挤在一间卧室里，有两处是６个大人各带着１—２个孩子挤在一间

小小的卧室里。

５．艾塞克斯：

在本郡的许多教区，小屋和居民同时减少。但是至少有２２个

教区，房屋的拆除并没有阻止住居民的增加，或者说，没有引起那

种到处发生的以“向城市移居”为名而进行的驱逐居民的现象。在

面积为３４４３英亩的芬格林格霍教区，１８５１年有房屋１４５座，到

１８６１年只剩了１１０座，但是居民不愿意搬走，并且甚至在这样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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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人口还增加了。在腊姆斯登－克莱斯教区，１８５１年２５２人住

在６１座房屋里，而到１８６１年，２６２人却挤在４９座房屋里。在面积

为１８２７英亩的巴西耳登教区，１８５１年１５７人住３５座房屋，１０年

以后，１８０人却只住２７座房屋。在总面积为８４４９英亩的芬格林格

霍、南芬桥、威德福德、巴西耳登和腊姆斯登－克莱斯等教区，１８５１

年１３９２人住３１６座房屋，到１８６１年，在同样大的面积上１４７３人

却只住２４９座房屋。

６．赫勒弗德郡：

这个小郡受“驱逐风气”之苦比英格兰任何其他郡都更厉害。

在马德利，小屋挤得满满的，这些小屋通常有两间卧室，多半为租

地农场主所有。他们很容易按每年３镑或４镑的租金出租这些小

屋，而他们每周支付的工资才９先令！

７．杭廷登郡：

哈特福德教区，１８５１年有房屋８７座，此后不久，这个面积为

１７２０英亩的小教区拆除了１９座小屋。居民１８３１年４５２人，１８５１

年３８２人，１８６１年３４１人。调查过的１４座小屋，都只有一间卧室。

其中一座小屋住着一对夫妇，３个成年儿子、１个成年姑娘、４个

小孩，共计１０人。另一座住着３个大人、６个小孩。有一个房间

长１２呎１０吋，宽１２呎２吋，高６呎９呎，住着８个人；连房内

突出部分计算在内，平均每人占有的空间才将近１３０立方呎。在

这１４间卧室内，共住着３４个大人和３３个小孩。这些小屋四周很

少有小园圃，不过许多住户可以按每路得（
１
４
英亩）１０或１２先令

的租金租到一小块土地。这些地块离住宅很远。住宅没有厕所。全

家人都不得不到自己的地里去大便，或者，这简直很难说出口，干

脆就拉在一个橱柜的抽屉里，满了以后，便抬到需要粪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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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倒掉。在日本，生活条件的循环也要比这清洁些。

８．林肯郡：

兰格托弗特：在莱特的房屋中住着１个男人、他的妻子、岳母

和５个孩子。这座房屋一进门有个厨房，还有个洗濯间，厨房顶上

是卧室。厨房和卧室长１２呎２吋，宽９呎５吋。房屋总面积长２１

呎３吋，宽９呎５吋。卧室是个小阁楼，四壁象宝塔糖一样越往上

越收拢，正面开着一个天窗。他为什么要住在这里？因为有园圃

吗？园圃小极了。因为房租吗？房租很贵，每周１先令３便士。因

为离工作地点近吗？不，离工作地点有６哩远，他每天来回要走１２

哩路。他住在这里，只是因为这座小屋可以租到，并且他想找一座

独门独户的小屋，而不管房子在什么地方，租价多高，好坏如何。

下面是兰格托弗特教区１２座房屋的统计资料，这些房屋都只有一

间卧室，共住着３８个大人和３６个小孩。

兰格托弗特的１２座房屋

房屋 卧室 大人 小孩 总人数 房屋 卧室 大人 小孩 总人数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３

４

４

５

２

５

５

３

４

４

２

３

８

７

８

９

４

８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３

３

２

２

３

２

３

２

０

３

３

４

６

５

２

５

６

６

  ９．肯特郡：

肯宁顿，１８５９年居民拥挤到了极点，当时发生了白喉，教区医

生对居民中较贫困阶级的状况进行了一次卫生调查。他发现，在

这个需要大量劳动的地方，好多小屋被拆除了，却没有建造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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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地区有４座被称为鸟笼的小房子，每座有４个房间，其大

小如下：

厨 房…………… ９呎５吋×８呎１１吋×６呎６吋

洗濯间…………… ８呎８吋×４呎 ６吋×６呎６吋

卧 室…………… ８呎５吋×５呎１０吋×６呎３吋

卧 室…………… ８呎３吋×８呎 ４吋×６呎３吋

１０．北安普顿郡：

布里克斯沃思、皮茨福德、弗路尔：这３个村庄中，一到冬天就

有２０—３０个人因为找不到工作流落街头。租地农民就种的谷物

和块根作物往往种得不够好，因此地主认为最好还是把他所有的

租地合并成２—３片大地块。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失业现象。一边是

土地需要耕种，另一边是受欺诈的工人眼巴巴地望着土地。工人

们夏天拚死拚活地劳动，而冬天却要忍饥挨饿，难怪工人们用他们

自己的方言说：《ｔｈｅｐａｒｓｏｎａｎｄｇｅｎｔｌｅｆｏｌｋｓｓｅｅｍｆｒｉｔｔｏｄｅａｔｈａｔ

ｔｈｅｍ》（１６８ａ）。

弗路尔村有好几家这样的例子：一间极其狭窄的卧室住着一

对夫妇和４、５或６个孩子，或者是住着３个大人和５个孩子，或者

是住着一对夫妇、祖父和６个患猩红热的孩子，如此等等。有两座

各有两间卧室的房子，住着两户人家，分别有８个大人和９个大

人。

１１．威尔特郡：

斯特腊顿：调查过３１座房屋，其中８座都只有一间卧室。在这

个教区的彭希耳地方，有一座小屋，每周租金１先令３便士，住

    

（１６８ａ） “牧师和贵族好象勾结起来要逼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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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４个大人和４个孩子，除了还算象样的墙壁之外，从粗糙的碎石

铺成的地面到腐烂的茅草屋顶，没有一处好地方。

１２．伍斯特郡：

这里拆除房屋的现象并不那么严重，但是从１８５１年到１８６１

年，每座房屋容纳的人数平均由４．２人增加到４．６人。

巴德西：这里有许多小屋和小园圃。有些租地农场主说，小屋

“是个大祸害，因为它招引穷人”。一个绅士说：

“穷人不会因此得到什么好处；即使再修建５００座小屋，也会象面包一样

被一抢而光；事实上，修建得越多，需要量也就越大”——

照他看来，房屋产生住户，而住户又按照自然规律对“住房”产生压

力。汉特医生在回答这种说法时指出：

“但是这些穷人必然是来自某个地方。既然巴德西没有任何慈善事业之

类能特别吸引人的东西，那必然是在另一个更不合适的地方存在着某种把他

们赶到这儿来的排斥力。如果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劳动地点附近找到一座

小屋和一小块土地，那他当然宁愿住在这种地方而不会搬到巴德西来了。在

巴德西，他租一小块土地的租金比租地农场主所付的租金贵一倍。”

人口不断地流往城市，农村人口由于租地集中、耕地变成牧

场、采用机器等原因而不断地“变得过剩”，农村人口因小屋拆除而

不断地被驱逐，这种种现象是同时发生的。一个地区的人口越稀

少，那里的“相对过剩人口”就越多，他们对就业手段的压力就越

大，农村人口多于住房的绝对过剩也就越大，从而农村中地方性的

人口过剩以及最容易传染疾病的人口拥挤现象也就越严重。人群

密集在分散的小村庄和小市镇的现象，同人们被强行从地面上赶

走是相适应的。尽管农业工人的人数不断减少，他们的产品的数

量不断增加，但他们还是不断地“变得过剩”，这是使他们成为需要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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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贫民的温床。他们可能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是他们被驱逐

的一个原因，也是居住条件恶劣的主要根源，而居住条件恶劣又打

破了他们最后的反抗能力，使他们完全变成地主（１６９）和租地农场

主的奴隶，以致获得最低的工资对他们来说已成了天经地义。另

一方面，农村中尽管经常出现“相对过剩人口”，但同时也感到人手

不足。这种现象不仅局部地发生在人口过快地流往城市、矿山、铁

路工地等处的地区，而且在收割季节以及在春夏两季，当英国的精

耕细作的、集约化的农业需要额外劳力的许多时候，到处都可以看

到。农业工人按耕作的平均需要来说总是过多，而按特殊的或者

临时的需要来说又总是过少。（１７０）因此，在官方的文件中可以看

到同一地区同时发出的自相矛盾的抱怨，既抱怨劳力不足，又抱怨劳

    

（１６９） “农业工人的天赋职业甚至使他的地位显得尊严。他不是奴隶，而是和平

的士兵，他理应得到必须由地主提供的适合已婚人居住的房屋，因为地主有权要求他

从事强制劳动，就象国家对待士兵一样。他的劳动，也象士兵的劳动一样，得不到按市

场价格支付的报酬。象士兵一样，他也是在年幼无知、只熟悉本行职业和本乡本土的时

候就被人抓去的。他必须早婚并遵守各种居住法，就象士兵必须应征入伍并遵守军法

一样。”（汉特医生的报告，载于《公共卫生。第７号报告。１８６４年》第１３２页）有时也例

外地有某个软心肠的地主对他一手造成的荒凉景象感到惋惜。例如莱斯特伯爵在人们

向他祝贺胡卡姆城堡落成的时候就说：“一个人独居在自己的领地上是非常郁闷的事。

我环顾四周，除了我自己的房子外，再看不到别的房子。我成了巨人城堡中的巨人，把

我所有的邻居都吃光了。”

（１７０） 近几十年来在法国，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侵入农业和把“过剩的”农村人口

赶往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这里，在“过剩”人口的发源地，居住条件和其他条件

也同样越来越坏。关于小块土地所有制所造成的真正“农业无产阶级”，请参看前面引

过的科兰的《政治经济学》和卡尔·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１８６９年汉

堡第２版第８８页及以下各页２２１）。１８４６年，法国城市人口占２４．４２％，农村人口占７５．

５８％；到１８６１年，城市人口占２８．８６％，农村人口占７１．１４％。最近５年来，农村人口所

占的百分比又大为减少了。早在１８４６年，比埃尔·杜邦就在自己的《工人之歌》中写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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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过剩。临时性的或局部的劳力不足并不会引起工资的提高，只

会迫使妇女和儿童也参加田间劳动，使工人的平均年龄不断下降。

一旦妇女和儿童被大规模地使用，这又会反过来成为一种新的手

段，造成农业中男工过剩，并使他们的工资下降。这种恶性循环的

美好结果之一是所谓的帮伙制度，这种制度在英格兰东部地区正

在兴盛起来。下面我简单地谈谈这种制度。（１７１）

帮伙制度几乎是林肯、杭廷登、剑桥、诺福克、萨福克和诺定昂

等郡所独有的，在邻近的北安普顿、培德福德和拉特兰德各郡的个

别地方也可以见到。我们且举林肯郡为例。这个郡的很大一部分

是新地，原来是些沼泽，或者象上述东部其他各郡的一些地方一

样，是刚从海水下夺来的土地。蒸汽机在排水方面创造了奇迹。过

去的沼泽地和沙地现在已成了一片富饶的米粮川，可以得到最高

的地租。阿克斯霍姆岛及特伦特河沿岸其他教区人工开拓的冲积

地也是如此。新的租地农场出现了，然而不但没有相应地修建新

的小屋，连旧的小屋也拆毁了，劳力供给来自几哩以外的、分布在

蜿蜒于丘陵之间的大道两旁的开放村庄。从前居民只是为了躲避

漫长的冬季水患才到那里居住。在４００—１０００英亩的租地农场上

长期住着一些工人（他们在当地被称为定居工人），他们专门干经

常性的使用马匹的繁重农活。每１００英亩（１英亩＝４０．４９公亩或

１．５８４普鲁士亩）土地平均还摊不到一座小屋。例如，一个租种

    

“穿破衣，住洞窟，

屋檐底下，垃圾堆里找栖身处，
猫头鹰，小扒手，这些黑夜之友啊，
齐来和我们同住。”

（１７１）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６号报告，也就是最后一次报告，于１８６７年３月底公
布，专门谈农业中的帮伙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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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泽地的租地农场主对童工调查委员会说：

“我的租地占地３２０多英亩，全是耕地。没有小屋。有一个工人现在住在

我这里。我有四个养马工，住在农场附近。需要大量人手的轻活都找帮伙去

做。”（１７２）

田间有许多轻活，如除草、松土、施肥、拣石子等等。所有这些

活都由住在开放村庄的帮伙，即一群有组织的人来干。

每个帮伙由１０人至４０或５０人组成，有妇女、男女青少年

（１３—１８岁，不过少年们大多一到１３岁就离开帮伙）和男女儿童

（６—１３岁）。为首的是帮头，他通常是一个普通农业工人，多半是

所谓的坏蛋，无赖汉，飘泊不定，好酗酒，但是有一定的胆识和才

干。他招募帮伙，帮伙在他指挥下干活，而不是在租地农场主指挥

下干活。他多半从租地农场主那里按活茬包揽农活，他的收入平

均起来不会比一个普通农业工人的收入高出许多（１７３），这种收入

几乎完全要看他有多大本领能在最短时间内使他的那伙人付出最

大量的劳动。租地农场主们发现，妇女只有在男子的专制下才能

好好地干活，而妇女和儿童一干起活来，正象傅立叶已经知道的那

样，就会拚命地使出自己的全身力气，可是成年男工却很滑头，总

是尽量节省力气。帮头带着人从一个庄园到另一个庄园，一年中

能使他的帮伙干６—８个月的活。因此对工人家庭来说，同他打交

道要比同个别租地农场主打交道有利和可靠得多，因为租地农场

主只是偶而才雇用孩子。这种情形大大地巩固了他在开放村庄中

的权势，以致孩子们多半只有经过他的介绍才能找到工作。从帮

    

（１７２）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６号报告》，证词第３７页第１７３号。

（１７３） 但是有的帮头已变成了拥有５００英亩土地的租地农场主，有的则变成了

成片房屋的所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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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中抽出个别儿童向外出租，成了他的副业。

这种制度的“阴暗面”，就是儿童和青少年要从事过度劳动，他

们每天要到５、６哩有时甚至７哩以外的庄园去劳动，往返时要长

途跋涉，最后，“帮伙”内道德败坏。虽然帮头（在某些地区被称为

“赶牲口的人”）备有一根长棍子，但是他很少用它打人，极少听到

有谁抱怨他虐待人。他是一个民主的皇帝，或者有些象哈默伦的

捕鼠者。他需要在自己的臣民中树立威望，他用那种在他的庇护

下风行一时的茨冈式的生活把他的臣民笼络住。粗野的放纵，漫

无节制的寻欢作乐和极端伤风败俗的猥亵行为，使帮伙具有巨大

的魔力。帮头常常在下流酒馆里畅饮到囊空如洗，然后酣醉而归，

左右各由一个慓悍的女人搀扶着，走在行列的前头，儿童和青少年

跟在后面乱嚷乱叫，唱着嘲讽轻浮的歌曲。在回家的路上，傅立叶

所说的“男女公开”２２２已经成了习以为常的事。十三四岁的女孩因

她们的年龄相仿的男伙伴而怀孕的现象屡见不鲜。帮伙所在的开

放村庄变成了所多玛和蛾摩拉（１７４）①，这些地方的非婚生子比王

国的其他地方要多一倍。受这种环境薰陶的姑娘出嫁以后，在道

德上会落到怎样的结果，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她们的子女即使

不被鸦片毁掉，也是帮伙的天生的新兵。

上面所说的是帮伙的典型形式，这种帮伙称为公开的，公共的

或流动的帮伙。此外，还有私人帮伙。私人帮伙的组成同普通帮伙

一样，但人数较少，并且不是在帮头手下干活，而是在一个租地

    

（１７４） “卢德弗德郡有半数少女让帮伙制度毁了。”（《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６号

报告》，附录第６页第３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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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主不知如何使用才好的老雇农手下干活。这里没有茨冈式的

放荡不羁的生活，但是各种证词表明，儿童的报酬和待遇变坏

了。    

最近几年来不断扩大的帮伙制度（１７５）当然不是为了帮头的

需要而存在的。它是为了大租地农场主（１７６）或地主（１７７）的发财

致富的需要而存在的。在租地农场主看来，再没有更巧妙的办法能

把他的工人人数大大压低到正常水平以下，又能经常拥有一批额

外劳力来应付额外工作，花尽量少的钱榨取尽量多的劳动（１７８），

并使成年男工“过剩”。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人们

一方面承认农民处于不同程度的失业中，而另一方面又认为，由于男

劳力缺乏并流往城市，帮伙制度是“必要的”。（１７９）林肯郡等地的

    

（１７５） “最近几年来，这种制度异常流行。在某些地区，这种制度刚实行不久，在

另一些实行较久的地区，就有更多和更年幼的儿童被卷到帮伙里面来了。”（《童工调

查委员会。第６号报告》第７９页第１７４号）

（１７６） “小租地农场主不使用帮伙。”“贫瘠的土地上不使用帮伙，只有每英亩能

提供２镑至２镑１０先令地租的土地上才使用帮伙。”（同上，第１７页和第１４页）

（１７７） 有一位地主感到地租收入对他是太合胃口了，他愤然地对调查委员会说，

一切喧扰的产生只是因为这种制度的名称不好。如果不叫“帮伙”，而叫“少年工农业合

作自立协会”，那就一切都不成问题了。

（１７８） 一个当过帮头的人说：“帮伙劳动比任何其他劳动都便宜，这就是人们所

以使用它的原因。”（同上，第１７页第１４号）一个租地农场主说：“帮伙制度对租地农

场主来说无疑是最便宜的，对儿童来说无疑是最有害的。”（同上，第１６页第３号）

（１７９） “毫无疑问，现在由帮伙中的儿童干的许多活过去都是由男子和妇女干

的。在使用妇女和儿童的地方，现在失业的男子比以前更多了。”（同上，第４３页第２０２

号）但是另一方面，“在许多农业地区，特别是产粮区，由于农民移居国外以及铁路使他

们便于流往大城市，劳力问题非常严重，所以，我〈这个“我”是某个大地主在农村的代

理人〉认为儿童劳动是绝对必要的”（同上，第８０页第１８０号）。英格兰农业地区的劳力

问题和文明世界的其他地区不同，这是地主和租地农场主的问题：怎样才能在农村人

口外流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在农村中永远保持足够的“相对过剩人口”并从而使农业工

人永远领取“最低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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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清除杂草的田地和人类的杂草，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的两

极。（１８０）

（ｆ）爱 尔 兰

在结束本节时，我们还应该到爱尔兰去看一看。首先说一说

与此有关的事实。

爱尔兰的人口，１８４１年曾达到８２２２６６４人，１８５１年减少到

６６２３９８５人，１８６１年减少到５８５０３０９人，１８６６年减少到５５０００００

人，即几乎减少到１８０１年的水平。人口减少是从饥荒的１８４６年开

    

（１８０） 前面我曾引用过的《公共卫生报告》，在说明儿童死亡率时顺便谈到了帮

伙制度，这个报告一直是报刊从而是英国公众所不知道的。但是，童工调查委员会最近

一次报告却为报刊提供了求之不得的“耸人听闻”的材料。自由派报刊质问那些麇集在

林肯郡的雍容尔雅的绅士们、女士们和国教会的牧师们，那些曾派出自己的使团到另

一半球去“驯化南洋野人”的人物们，怎么竟会睁着眼睛听任这样的制度在他们的庄园

内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上流报刊则大谈特谈农村居民的极端堕落，他们竟肯把亲生儿

女卖身为奴！其实，农村居民处在“显贵们”把他们紧紧束缚住的那种万恶的条件下，就

是把他们自己的儿女吃掉，也不足为奇。真正值得惊奇的，是他们大多数人都能保持良

好品德。官方报告的起草人证明，甚至在帮伙制度盛行的地区，父母们对这种制度也非

常反感。“在我们收集的证词中可以找到大量的材料证明，如果有一项强制法律能够使

父母们抵制他们经常遇到的诱惑和压力，他们多半会感激不尽。教区官吏或者雇主们

经常用解雇威胁他们，强迫他们把孩子送去劳动，而不是送去上学……时间上和精力

上造成种种浪费，农民全家由于过度的无益的劳累而含辛茹苦，父母们眼看自己的子

女由于小屋居住过挤或者帮伙制度的恶劣影响而道德败坏，——所有这一切在劳苦的

穷人的心中会引起怎样的感触是不难理解的，这里用不着详加叙述。他们意识到，他们

对于使他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遭受许多痛苦的处境是完全没有责任的，只要他们有能

力，他们是绝不会表示赞同的，但是他们无力反抗这种处境。”（《童工调查委员会。第

６号报告》第ⅩⅩ页第８２号；第ⅩⅩⅢ页第９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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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的，此后不到２０年的工夫，爱尔兰就失去了它的总人口的
５
１６以

上。（１８１）１８５１年５月到１８６５年７月，从爱尔兰移居国外的总人

数为１５９１４８７人，而在１８６１年到１８６５年最近５年间移居国外的

人口达５０００００人以上。住宅从１８５１年到１８６１年减少了５２９９０

座。从１８５１年到１８６１年，１５—３０英亩的租地农场增加６１０００个，

３０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增加１０９０００个，但是全部租地农场的总

数减少了１２００００个。可见，减少的原因完全是由于１５英亩以下的

租地农场不断消灭了，也就是说，它们不断集中了。

随着人口的减少，自然，产品量总的来说也减少了。从我们的

目的来说，只要考察一下１８６１年到１８６５年这５年就够了。这５年

间，有５０００００以上的人口移居国外，绝对人口数减少了３３００００以

上（见Ａ表）。

Ａ表 牲畜头数（１８２）

年  份
马 牛

总  数 减  少 总  数 减  少 增  加

１８６０

１８６１

１８６２

１８６３

１８６４

１８６５

６１９８１１

６１４２３２

６０２８９４

５７９９７８

５６２１５８

５４７８６７

－

５５７９

１１３３８

２２９１６

１７８２０

１４２９１

３６０６３７４

３４７１６８８

３２５４８９０

３１４４２３１

３２６２２９４

３４９３４１４

－

１３４６８６

２１６７９８

１１０６５９

－

－

－

－

－

－

１１８０６３

２３１１２０

    
（１８１） 爱尔兰的人口：１８０１年５３１９８６７人，１８１１年６０８４９９６人，１８２１年６８６９５４４

人，１８３１年７８２８３４７人，１８４１年８２２２６６４人。

（１８２） 如果我们回溯得更远一些，结果看起来更加糟糕。例如，１８６５年有羊３６８８７４２

只，而１８５６年是３６９４２９４只；１８６５年有猪１２９９８９３头，而１８５８年是１４０９８８３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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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羊 猪

总  数 减  少 增  加 总  数 减  少 增  加

１８６０

１８６１

１８６２

１８６３

１８６４

１８６５

３５４２０８０

３５５６０５０

３４５６１３２

３３０８２０４

３３６６９４１

３６８８７４２

－

－

９９９１８

１４７９２８

－

－

－

１３９７０

－

－

５８７３７

３２１８０１

０１２７１０７２

１１０２０４２

１１５４３２４

１０６７４５８

１０５８４８０

１２９９８９３

－

１６９０３０

－

８６８６６

８９７８

－

－

－

５２２８２

－

－

２４１４１３

  根据上表可得出如下结果：

马 牛 羊 猪

绝对减少 绝对减少 绝对增加 绝对增加

７１９４４ １１２９６０ １４６６６２ ２８８２１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为牲畜和人提供生活资料的农业。下表中

的各年度的数字是比上一年度减少或增加的数字。谷物包括小

麦、燕麦、大麦、黑麦、菜豆和豌豆；蔬菜包括马铃薯、芜菁、厚皮菜、

甜菜、白菜、胡萝卜、美洲防风、小豌豆等等。

Ｂ表 耕地和草地（即牧场）的面积的增减情况

（单位：英亩）

年 份
谷物地 蔬 菜 地

草 地 和
三叶草地 亚 麻 地

耕地及畜牧地
总 面 积

减少 减少 增加 减少 增加 减少 增加 减少 增加

１８６１

１８６２

１８６３

１８６４

１８６５

１８６１－６５

１５７０１

７２７３４

１４４７１９

１２２４３７

７２４５０

４２８０４１

３６９７４

７４７８５

１９３５８

２３１７

－

１０８０１３

－

－

－

－

２５４２１

－

４７９６９

－

－

－

－

－

－

６６２３

７７２４

４７４８６

６８９７０

８２８３４

－

－

－

－

５０１５９

－

１９２７１

２０５５

６３９２２

８７７６１

－

１２２８５０

８１３７３

１３８８４１

９２４３１

－

２８２１８

３３０３７０

－

－

－

１０４９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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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６５年，“草地”增加了１２７４７０英亩，这主要是由于“未开垦

的荒地和泥沼地”减少了１０１５４３英亩。我们把１８６５年同１８６４年

比较一下，则可以看到谷物减少了２４６６６７夸特，其中小麦减少

４８９９９夸特，燕麦减少１６６６０５夸特，大麦减少２９８９２夸特，等等；

马铃薯种植面积在１８６５年虽然有所增加，但是收获量却减少

４４６３９８吨，等等（见Ｃ表）。

我们以上考察了爱尔兰的人口和农业生产的变动，现在再说

一说爱尔兰地主、大租地农场主和工业资本家的财产的变动。这

种变动反映在所得税的增减上。为了便于理解下面的Ｄ表，应当

指出，Ｄ项（把租地农场主的利润除外的利润）也包括所谓“自由

职业”的利润，即律师、医生等的收入，表内没有单独列出的Ｃ和

Ｅ项则包括官吏、军官，领干薪的挂名官员、国债债权人等的收

入。    

Ｄ表 应纳所得税的收入（１８４）

（单位：镑）

１８６０ １８６１ １８６２ １８６３ １８６４ １８６５

Ａ项

地租

Ｂ项

租地农场主

 的利润

Ｄ项

工业等利润

Ａ至Ｅ

 各项合计

１２８９３８２９

２７６５３８７

４８９１６５２

２２９６２８８５

１３００３５５４

２７７３６４４

４８３６２０３

２２９９８３９４

１３３９８９３８

２９３７８９９

４８５８８００

２３５９７５７４

１３４９４０９１

２９３８８２３

４８４６４９７

２３６５８６３１

１３４７０７００

２９３０８７４

４５４６１４７

２３２３６２９８

１３８０１６１６

２９４６０７２

４８５０１９９

２３９３０３４０

（１８４） 《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１０号报告》１８６６年伦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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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表 耕地面积、每英亩产量和总产量和增减（１８６５年和１８６４年比较表）（１８３）

产 品
耕 地 英 亩 数

１８６５年的
增减情况

每英亩产量
１８６５年的
增减情况

总 产 量 １８６５年的增减情况

１８６４ １８６５ ＋ － １８６４ １８６５ ＋ － １８６４ １８６５ ＋ －

（ ） （ ） （ ）（ ） （夸特） （夸特） （夸特） （夸特）
小 麦 ２７６４８３ ２６６９８９ －  ９４９４ １３．３ １３．０ － ０．３ ８７５７８２ ８２６７８３ －  ４８９９９
燕 麦 １８１４８８６ １７４５２２８ －  ６９６５８ １２．１ １２．３ ０．２ － ７８２６３３２ ７６５９７２７ －  １６６６０５
大 麦 １７２７００ １７７１０２ ４４０２ －  １５．９ １４．９ － １．０ ７６１９０９ ７３２０１７ －  ２９８９２
毕尔麦 １６．４ １４．８ － １．６ １５１６０ １３９８９ －  １１７１
黑 麦 ８８９４ １００９１ １１９７ －  ８．５ １０．４ １．９ － １２６８０ １８３６４ ５６８４ －  

（吨） （吨） （吨）（吨） （吨） （吨） （吨） （吨）
马铃薯 １０３９７２４ １０６６２６０ ２６５３６ －  ４．１ ３．６ － ０．５ ４３１２３８８ ３８６５９９０ －  ４４６３９８
芜 菁 ３３７３５５ ３３４２１２ －  ３１４３ １０．３ ９．９ － ０．４ ３４６７６５９ ３３０１６８３ －  １６５９７６
厚皮菜 １４０７３ １４３８９ ３１６ －  １０．５ １３．３ ２．８ － １４７２８４ １９１９３７ ４４６５３ －  
白 菜 ３１８２１ ３３６２２ １８０１ －  ９．３ １０．４ １．１ － ２９７３７５ ３５０２５２ ５２８７７ －  
亚 麻 ３０１６９３ ２５１４３３ －  ５０２６０３４．２ ２５．２ － ９．０ ６４５０６ ３９５６１ －  ２４９４５
干 草 １６０９５６９ １６７８４９３ ６８９２４ －  １．６ １．８ ０．２ － ２６０７１５３ ３０６８７０７４６１５５４ －  

 单位为 （１ 合１４磅）

（１８３） 本文中的数字是按《爱尔兰农业统计。１８６０年每郡每省种植某些农作物的亩数和牲畜头数概况》（１８６０年都柏林版）
以及以后各年的统计和《爱尔兰农业统计。１８６６年平均产量估计表》（１８６７年都柏林版）的材料汇编的。我们知道，这些统计资料是
每年向议会提出的官方统计资料。

第２版补注：官方统计表明：１８７２年的耕地面积比１８７１年减少１３４９１５英亩。芜菁、厚皮菜等菜类种植面积“增加”了；耕地面
积“减少”的情况是：小麦减少１６０００英亩，燕麦减少１４０００英亩，大麦和黑麦减少４０００英亩，马铃薯减少６６６３２英亩，亚麻减少
３４６６７英亩，草地、三叶草地、小豌豆和油菜籽播种面积减少３００００英亩。小麦种植面积在最近５年中逐年减少的情况如下：１８６８
年为２８５０００英亩，１８６９年为２８００００英亩，１８７０年为２５９０００英亩，１８７１年为２４４０００英亩，１８７２年为２２８０００英亩。按概数计
算，１８７２年马增加２６００匹，牛增加８００００头，羊增加６８６００只，猪减少２３６０００头。

４４６３９８吨，等等（见Ｃ表）。

我们以上考察了爱尔兰的人口和农业生产的变动，现在再说

一说爱尔兰地主、大租地农场主和工业资本家的财产的变动。这

种变动反映在所得税的增减上。为了便于理解下面的Ｄ表，应当

指出，Ｄ项（把租地农场主的利润除外的利润）也包括所谓“自由

职业”的利润，即律师、医生等的收入，表内没有单独列出的Ｃ和

Ｅ项则包括官吏、军官，领干薪的挂名官员、国债债权人等的收

入。    

Ｄ表 应纳所得税的收入（１８４）

（单位：镑）

１８６０ １８６１ １８６２ １８６３ １８６４ １８６５

Ａ项

地租

Ｂ项

租地农场主

 的利润

Ｄ项

工业等利润

Ａ至Ｅ

 各项合计

１２８９３８２９

２７６５３８７

４８９１６５２

２２９６２８８５

１３００３５５４

２７７３６４４

４８３６２０３

２２９９８３９４

１３３９８９３８

２９３７８９９

４８５８８００

２３５９７５７４

１３４９４０９１

２９３８８２３

４８４６４９７

２３６５８６３１

１３４７０７００

２９３０８７４

４５４６１４７

２３２３６２９８

１３８０１６１６

２９４６０７２

４８５０１９９

２３９３０３４０

（１８４） 《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１０号报告》１８６６年伦敦版。



  从１８５３年到１８６４年，Ｄ项收入每年平均只增长０．９３％，而

同一时期在大不列颠该项收入每年平均却增长４．５８％。下表表明

１８６４年和１８６５年利润（租地农场主的利润除外）的分配情况。

Ｅ表 爱尔兰的Ｄ项利润收入（６０镑以上者）（１８５）

１ ８ ６ ４ 年 １ ８ ６ ５ 年

镑 分配人数 镑 分配人数

年总收入 …………………

６０镑以上１００镑以下的

 年收入 …………………

年总收入中 ………………

年总收入中尚余 …………

其中 ………………………

４３６８６１０

２３８７２６

１９７９０６６

２１５０８１８

１０７３９０６

１０７６９１２

４３０５３５

６４６３７７

２６２８１９

１７４６７

５０１５

１１３２１

１１３１

１０１０

１２１

９５

２６

３

４６６９９７９

２２２５７５

２０２８５７１

２４１８８３３

１０９７９２７

１３２０９０６

５８４４５８

７３６４４８

２７４５２８

１８０８１

４７０３

１２１８４

１１９４

１０４４

１５０

１２２

２８

３

  英格兰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发达和工业占优势的国家，如果

它的人口也象爱尔兰那样放血般地外流，它也许已失血而死。但

是今天的爱尔兰仅仅是英格兰的一个被大海峡隔开的农业区，它

为英格兰提供着谷物，羊毛，牲畜，工业新兵和军事新兵。

人口的减少使许多土地废止耕种，使农产品大大减少（１８６），

并且，尽管牧场面积扩大了，但是某些畜牧部门的生产绝对减少

了，而在另外一些部门中，即使有一点微不足道的进步，也经常为退步

    

（１８５） Ｄ项中年总收入的数字同前表不符，因为已经做了法律许可的一定扣除。

（１８６） 每英亩的产量相对地说减少了，但我们切不要忘记，英格兰间接输出爱尔

兰的土地已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可是连单纯补偿土地各种成分的资料都没有给予爱尔

兰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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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中断。然而，在人口减少的同时，地租和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却继

续增加，虽然后者的增加不象前者那样经常不断。原因是容易理

解的。一方面，随着租地农场集中和耕地变为牧场，总产品中越来

越大的部分转化为剩余产品。虽然总产品减少了，但是构成其中

一部分的剩余产品增加了。另一方面，这些剩余产品的货币价值

比它们的数量增长得更快，因为最近２０年来，特别是最近１０年

来，肉类、羊毛等等的英格兰市场价格不断地上涨了。

正如生产者所消费的他自己的产品不是商品一样，充当生产

者本身的就业手段和生存资料而不合并别人劳动以自行增殖的分

散的生产资料，也不是资本。随着人口的减少，用在农业上的生产

资料量也减少了，但是用在农业上的资本量却增加了，因为从前分

散的生产资料中的一部分转化成了资本。

爱尔兰用在农业以外即投入工商业的总资本，在最近二十年

间积累得很缓慢，而且处在经常不断的大波动之中。但是，这个总

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积聚却发展得更快了。最后，尽管它的绝

对增长量很小，但是相对地说，即同已经减少的人口比较起来，它

还是增大了。

因此，这里在我们眼前大规模地展开了一个过程。正统的经

济学不能指望有比这更美好的东西可用来证实他们的教条了。按

照他们的教条，贫困是由绝对的人口过剩产生的，减少人口才能够

恢复平衡。这是同马尔萨斯信徒所极力赞美的十四世纪中叶的鼠

疫１１９完全不同的另一重要实验。顺便指出，把十四世纪的尺度应

用到十九世纪的生产关系和相应的人口关系上来，这本身就是一

种学究式的天真，况且这种天真的做法还忽略了一个事实：随那次

鼠疫以及由此发生的人口大量减少之后，在海峡此岸的英格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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踵而来的固然是农村人口的解放和致富，但在海峡彼岸的法兰西

却是更加残酷的奴役和更大的贫困。（１８６ａ）

爱尔兰１８４６年的饥荒毁灭了一百万人以上，但是毁灭的全是

穷人。饥荒没有使该国的财富遭受丝毫损失。此后二十年不断扩

大的人口外流，也不象三十年战争那样，在人口大量减少的同时使

他们的生产资料也大量减少。爱尔兰的天才发明一种崭新的方法，

象行妖术一样把穷人从他们的贫困之境送到数千里之外。迁往北

美合众国的移民，逐年寄回家一笔钱，给留下来的人做旅费用。今年迁出

去的一批人会在明年带走另外一批人。这样一来，向国外移民不仅不需要

爱尔兰花费什么，相反地成了它的出口业中最能获利的部门之一。

最后，这种向国外移民又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它不只是暂时地为人

口钻开一个出口，它每年从人口中吸走的人数要比新生的人数多，

结果是绝对人口水平年复一年地下降。（１８６ｂ）

那些得以避免成为过剩人口而留下来的爱尔兰工人的结局又

是怎样的呢？目前的相对过剩人口同１８４６年以前一样庞大；工资

同样很低，劳动的折磨更重；农村的贫困再一次逼近新的危机。原

因很简单。农业革命和向国外移民保持同一步伐。相对过剩人口

的生产比人口的绝对减少更快。看一下Ｃ表就可以知道，在爱尔

兰，耕地变成牧场必然比在英格兰发生更加强烈的作用。在英格

兰，随着畜牧业的发展，菜类的生产也发展了，而在爱尔兰却减少

了。从前的大片耕地变成了休耕地或永久的草地，而同时一大部

    
（１８６ａ） 因为爱尔兰被看作“人口原理”的乐土，所以托·萨德勒在发表他的关于

人口问题的著作之前，先出版了他的名著，《爱尔兰，它的灾难及其补救办法》（１８２９年
伦敦第２版）。在该书中，他比较了各省的统计资料以及每一省里各郡的统计资料，并
证明，爱尔兰的普遍贫困并不象马尔萨斯所设想的那样同人口成正比，而是同人口成
反比。
（１８６ｂ） １８５１—１８７４年期间，移居国外的总人数达２３２５９２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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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从前未开垦的荒地和泥沼地被用来扩大畜牧业。中小租地农场

主——我把耕地不超过１００英亩的租地农场主全都计算在内——

仍然约占总数的
８
１０
。（１８６ｃ）他们越来越受到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

竞争的空前压迫而被挤垮，因此不断地为雇佣工人阶级提供新兵。

爱尔兰唯一的大工业，亚麻加工业，需要的成年男工比较少，虽然

自从１８６１年到１８６６年棉花涨价以来这种工业扩大了，但总的来

说，它只能雇用居民中较小的一部分人。象所有其他大工业一样，

它由于不断发生波动而在本部门内不断地生产出相对过剩人口，

即使在它吸收的人数绝对增加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农村居民的贫

困成为巨大的衬衫厂等等的基础，这类工厂的劳动大军大部分散

布在农村中。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碰到前面曾经叙述过的家庭劳

动制度。低工资和过度劳动是这种制度“生产过剩人口”的系统的

手段。最后，人口的减少虽然没有带来象它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

的国家所带来的那样破坏性后果，但是也不能不对国内市场产生

经常的反作用。国外移民现象在这里所造成的空隙，不仅使地方

性的劳动需求缩小了，而且也使小店主、手工业者，总之，一切小企

业主的收入减少了。Ｅ表内６０—１００镑收入的减少，就是由于这种

原因。

关于爱尔兰农业短工的状况，在爱尔兰济贫法视察员的报告

（１８７０年）（１８６ｄ）中叙述得很清楚。这些视察员既然供职于一个只

有靠刺刀，靠时而公开时而隐蔽的戒严状态才得以维持的政府，所

    

（１８６ｃ） 第２版注：根据墨菲《爱尔兰的工业、政治和社会》（１８７０年版）一书中的

一个统计表：１００英亩以下的农场占有土地的９４．６％，１００英亩以上者占有５．４％。

（１８６ｄ） 《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１８７０年都柏林版，并参

看《农业工人（爱尔兰）。答可尊敬的下院的征询》１８６１年３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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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措辞上不得不十分审慎，而这是他们的英格兰的同僚们所不

齿的。尽管如此，他们也没有让他们的政府沉湎于幻想。据他们

说，农村中工资率至今仍然很低，可是最近２０年来已经提高了

５０—６０％，现在每周平均是６—９先令。但是在这种表面提高的背

后，隐藏着工资的实际降低，因为工资的提高并没有和同一时期必

要生活资料的涨价保持平衡；从爱尔兰某个贫民习艺所的官方报

告中摘引的如下数字就可作为例证。

每人每周的平均生活费

日    期 食 衣 合  计

１８４８年９月２９日到

１８４９年９月２９日 
１先令３

１
４
便士 ３便士 １先令６

１
４
便士

１８６８年９月２９日到

１８６９年９月２９日 
２先令７

１
４
便士 ６便士 ３先令１

１
４
便士

  可见，同二十年前比较，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几乎上涨了一

倍，而衣类的价格恰好上涨一倍。

即使撇开这种不平衡不说，只是比较用货币表示的工资率，也

远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在饥荒以前，农村的工资大部分是用实

物支付的，用货币支付的只是极小一部分；而今天，用货币支付已

经是通例了。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不管实际工资如何变动，货币

工资率必然提高。

“饥荒以前，农业短工还有一小块土地，用来种植马铃薯，饲养猪和家禽。

现在，他不仅要购买一切生活资料，而且连出卖猪、家禽和蛋类所得的收入也

丧失了。”（１８７）

    
（１８７） 《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１８７０年都柏林版第２９、

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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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早些时候，农业工人实际上又是小租地农民，他们大多只是

中等农场和大农场的后卫部队，在这些农场里找些活干。只是在

１８４６年的灾荒以后，他们才开始构成纯粹雇佣工人阶级的一部

分，构成一个同他们的雇主只发生货币关系的特殊阶层。

我们已经知道１８４６年以前农业工人的居住状况是怎样的。

从那以后，他们的居住状况更糟了。一部分农业短工尽管人数日

益减少，仍然居住在租地农场主土地上的拥挤不堪的小屋里，这种

住处的可怕情景远远超过了英格兰各农业地区最坏的居住情况。

除了乌尔斯脱的某些地区以外，到处都是如此：南部有科克、里美

黎克、基尔肯尼等郡，东部有威克洛、威克斯弗特等郡，中部有国王

郡、女王郡、都柏林郡等，北部有达翁、安特林、提朗等郡，西部有斯

来果、罗斯考门、梅沃、高尔威等郡。一个视察员感慨地说：“这简

直是对宗教和我国文明的污辱。”（１８７ａ）为了使短工们的洞窟生

活更舒服些，那些自古以来就附属于住宅的小块土地也被系统地

没收了。

“由于意识到是地主及其管家使他们受到这种非人待遇，农业短工对那

些把他们当作无权人种看待的人，产生了一种相应的对抗情绪和憎恨心

理。”（１８７ａ）

农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以极大的规模，象奉天之命一

样，拆除耕地上的那些小屋。因此，许多工人不得不到村镇和城市

里去寻找栖身之所。在那里，他们就象废物一样被抛进阁楼，洞

窟，地下室和最糟糕的街区的屋角里。爱尔兰人素来以罕有的眷

恋乡土之情、开朗的性格和纯正的家风而著称，这是连抱有民族偏

    

（１８７ａ） 《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１８７０年都柏林版第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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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英格兰人也承认的，可是现在，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爱尔兰家庭

突然被移植到罪恶的温室中来了。男人们现在必须到邻近的租地

农场主那里找寻工作，并且只能按日受雇用，因而工资收入极不稳

定，同时，

“他们现在不得不在往返农场的路上长途跋涉，途中经常被雨淋透，还要吃到

别的苦头，结果往往引起身体虚弱、疾病以致贫困”（１８７ｂ）。

“城市不得不年年收容农业地区中被认为是过剩的工人”

（１８７ｃ），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城镇中工人过剩，而农村中则到处工

人不足！”（１８７ｄ）实际情形是，只有“在春秋农忙季节”才感到工人

不足，“而在其余季节，很多人都闲着没事干”（１８７ｅ）；“秋收以后，

从１０月到翌年开春，他们几乎找不到什么工作”（１８７ｆ）；甚至在干

活的季节，“他们也经常一连几天没事干，并且他们的工作还经常

发生各种各样的中断”（１８７ｇ）。

农业革命——耕地变成牧场，采用机器，最严格的节约劳动等

等——所引起的这些后果，被那些不在国外挥霍地租而甘愿住在

爱尔兰本人领地内的典型地主们弄得更加严重了。为了使供求规

律完全不受损害，这班老爷们

“现在几乎完全是从他们的小租地农民那里取得他们所需要的全部劳动，小

    
（１８７ｂ） 《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１８７０年都柏林版第２５

页。

（１８７ｃ） 同上，第２７页。

（１８７ｄ） 同上，第２６页。

（１８７ｅ） 同上，第１页。

（１８７ｆ） 同上，第３２页。

（１８７ｇ） 同上，第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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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地农民这样就不得不为他们的地主做苦工，而工资通常比普通短工还要

低。至于在播种或收割的紧急时刻，他们被迫搁下自己的田地而招致许多不

便和损失，那就更不用说了”（１８７ｈ）。

可见，就业的没有保障和不稳定，频繁和长期的失业，所有这

一切相对人口过剩的征候，都在济贫所视察员的报告中作为爱尔

兰农业无产阶级的苦难列举出来了。我们记得，在英格兰农业无

产阶级中我们已经看到过类似的现象。不过，不同的是，在工业国

的英格兰，工业后备军是从农村得到补充，而在农业国的爱尔兰，

农业后备军则是从城市，从被驱逐的农业工人的避难所得到补充。

在英格兰，过剩的农业工人变成工厂工人，而在爱尔兰，被驱逐到

城市里去的农业工人，虽然对城市的工资形成压力，但仍然是农业

工人，并不断地被送回农村去找活干。

官方报告的起草人对农业短工的物质状况作了如下的概

述：    

“虽然他们的生活极端俭朴，但是他们的工资只能勉勉强强应付他们自

己及其家属吃住之用。要做衣服，他们得有另外的收入……他们的居住环

境，加上其他方面的困苦，使得这个阶级特别容易感染伤寒和肺结核。”

（１８７ｉ）

这就无怪报告起草人都异口同声地证明，阴郁的不满情绪笼

罩着这个阶级的行列，他们留恋过去，厌恶现在，绝望于将来，“受

到煽动者的有害影响”，并且只有一个固执的想法：移居美洲。请

看，伟大的马尔萨斯的万应灵药——减少人口，已经把绿色艾

    

（１８７ｈ） 《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１８７０年都柏林版第３０

页。

（１８７ｉ） 同上，第２１、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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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①变成了多么幸福的乐土！

爱尔兰的工业工人又是过着怎样幸福的生活呢？举一个例子

就可以说明。

英格兰工厂视察员罗伯特·贝克说：

“我最近视察爱尔兰北部的时候，看到一个熟练的爱尔兰工人靠自己少

得可怜的收入尽力使自己的孩子受教育，这件事使我深为惊讶。我把他亲口

所说的情形逐字逐句地写在下面。只要我说出他是被雇用来为曼彻斯特市

场制造商品的，人们就会知道他是一个熟练的工厂工人。约翰逊说：我是一

个清棉工，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从早晨６点钟干到夜里１１点；星期六干

到下午６点，有３个钟头的吃饭和休息时间。我有５个孩子。我每周劳动的

收入是１０先令６便士；我的妻子也做工，每周挣５先令。大女儿１２岁，料理

家务。她是我们的厨师和唯一的帮手。她照料弟妹上学。我的妻子和我同时

起床上工。有一个小姑娘每天经过我家门口，她在早晨５点半钟把我叫醒。

我们什么也不吃就去上工。白天，由１２岁的女儿照顾弟妹。我们在８点钟回

家吃早饭。我们每周只喝一次茶；我们平时喝粥，有时是燕麦片粥，有时是玉

米面粥，这要看我们能弄到什么了。冬天，我们往玉米面里加一点糖和水。夏

天，我们收点马铃薯，那是我们在一小块地上自己种的；马铃薯吃完了，还得

喝粥。不管星期日也好，平日也好，一年到头就是这样过日子。晚上下工以

后，我总是感到非常疲乏。我们偶而也能见到一小块肉，但那是太难得了。我

们有３个孩子上学，每人每周要花费１便士。我们的房租每周９便士，泥炭和

燃料每两周至少也要１先令６便士。”（１８８）

这就是爱尔兰的工资，这就是爱尔兰的生活！

事实上，爱尔兰的贫困又成了英格兰当前的话题了。１８６６年

底和１８６７年初，有一个叫达费林侯爵的爱尔兰大地主，曾经在《泰

    

（１８８）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８６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９６页。

７７７第二十三章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① 爱尔兰的古称。——编者注



晤士报》上着手讨论解决这个问题。“这位伟大的至尊多么仁慈

啊！”２２３

我们从Ｅ表可以看出，１８６４年，３个谋利者从总利润４３６８６１０

镑中只捞去２６２８１９镑，而１８６５年，同是这３位大“禁欲家”就

从总利润４６６９９７９镑中捞去２７４５２８镑；１８６４年，２６个谋利者得

到６４６３７７镑，１８６５年，２８个谋利者得到７３６４４８镑；１８６４年，１２１

个谋利者得到１０７６９１２镑，１８６５年，１５０个谋利者得到１３２０９０６

镑；１８６４年，１１３１个谋利者得到２１５０８１８镑，几乎占全年总利润

的一半，１８６５年，１１９４个谋利者得到２４１８８３３镑，超过全年总利

润的一半。可是，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一小撮大地主从每

年国民地租总额中吞掉的庞大数额是太惊人了，以致英国的治国

明哲认为，关于地租的分配不宜于提出象利润分配这样的统计资

料。达费林侯爵就是这些大地主中的一个。说地租和利润会在某

个时候“过多”，或者说地租和利润的过多同人民的过于贫困有某

种联系，这当然是既“不体面”又“不健全的”概念。侯爵依据

的是事实。事实是，爱尔兰人口减少了，而爱尔兰的地租却增长

了；人口减少对土地所有者“有利”，从而对土地以及仅仅是土地

附属品的人民也“有利”。于是，侯爵宣告，爱尔兰的人口仍然过

剩，人口外流仍然太慢。要想享有十足的幸福，爱尔兰至少还应

该排出３０多万工人。桑格拉都学派的医生见病人没有起色，就让

放血，然后再放血，直到病人的血放完了，病也就没了。我们不

要以为这位还很富有诗意的侯爵是个桑格拉都学派的医生。他只

是要求再放３０多万人的血而不是大约２００万。但是事实上要想在

艾林建立起千年王国，非得放出大约２００万人的血不可。证据是

不难提出的。     

８７７ 第七篇 资本的积累过程



１８６４年爱尔兰租地农场的数目和面积

（单位：英亩）

１

１英亩以下

的租地农场

２

１－５英亩

的租地农场

３

６－１５英亩

的租地农场

４

１６－３０英亩

的租地农场

数 目  面 积

４８６５３  ２５３９４

数 目  面 积

８２０３７  ２８８９１６

数 目  面 积

１７６３６８ １８３６３１０

数 目  面 积

１３６５７８ ３０５１３４３

５

３１－５０英亩

的租地农场

６

５１－１００英亩

的租地农场

７

１００英亩以上

的租地农场

８

总 面 积

数 目  面 积

７１９６１ ２９０６２７４

数 目  面 积

５４２４７ ３９８３８８０

数 目  面 积

３１９２７ ８２２７８０７ ２０３１９９２４（１８８ａ）

  １８５１年到１８６１年间的集中所消灭的主要是前三类１英亩以

下至１５英亩的租地农场。这些农场必然首先被消灭。结果就产生

了３０７０５８户“过剩”的租地农民，作一个低的估计，每家平均４口

人，总人数就是１２２８２３２人。即使作一夸大的假定，假定农业革命

完成后，其中的
１
４将再度被吸收，结果仍须有９２１１７４人移居国外。

１６至１００英亩的４、５、６三类租地农场，用来经营资本主义的谷物

生产也嫌太小，至于用来牧羊，就简直等于零，这是我们在英格兰

早就知道的了。因此，在上述同样的假定下，又得有７８８７６１人移

居国外，结果总人数就是１７０９５３２人。既然胃口越吃越大，所以地

主们的眼睛立刻会发现，具有３５０万人口的爱尔兰仍然是个穷国，

而贫穷的原因是人口过剩，因此，必须更进一步大力减少

    

（１８８ａ） 总面积包括泥沼地和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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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才能完成它作为英格兰的一个牧羊场和放牧场的真正使命。

（１８８ｂ）

这个有利可图的方法，正象这个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样，

也有它的缺陷。地租在爱尔兰不断积累着，而爱尔兰人则在美洲

以同一步伐不断积累着。被羊和牛挤走的爱尔兰人作为芬尼亚社

社员２２４崛起于大洋彼岸了。年青的大共和国面对海上的老女皇

越来越带威胁性地昂起头来。

严酷的命运，兄弟互相残杀的罪孽，

使罗马人受尽了苦难。２２５

（１８８ｂ） 在本书第三卷论述土地所有权的那一篇，我将更详细地谈到，单个的土

地所有者以及英国的立法如何有计划地利用饥荒和由饥荒引起的情况来强力推行农

业革命，并使爱尔兰的人口稀少到符合地主希望的程度。在那里我还要重新谈到小租

地农民和农业工人的状况。这里只引证一段话。纳骚·威·西尼耳在他的遗著《关于爱

尔兰的日志、谈话和短评》（两卷集，１８６８年伦敦版第２卷第２８２页）中提到：“Ｇ博士中

肯地指出：我们有了一个济贫法，这是使地主取胜的强大工具；另一个工具就是往国外

移民。没有一个爱尔兰朋友会希望战争〈地主和克尔特族小租地农民之间的战争〉拖延

下去，更不希望这场战争以小租地农民获胜而告终……它〈这场战争〉越是迅速地结

束，爱尔兰越是迅速地变成牧场国，同时人口相应地减少到一个牧场国所需要的程度，

对一切阶级就越是有利。”１８１５年的英国谷物法保证了爱尔兰向大不列颠自由输入谷

物的独占权。这样一来，谷物法就人为地促进了谷物生产。１８４６年，随着谷物法的废

除，这种独占权突然消失了。即使撇开其他各种情况不说，单是这一事实就足以大大促

使爱尔兰的耕地变成牧场、租地农场积聚和小农被驱逐。１８１５—１８４６年间，人们称赞爱

尔兰土地的肥沃，大肆宣扬爱尔兰的土地天然适合种植小麦，可是后来，英国的农学

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又突然发现，这些土地除适于种植青饲料外别无用处！莱昂斯

·德·拉维涅先生也急急忙忙在海峡彼岸重复起这种论调。只有象拉维涅那样“认真”

的人才会相信这种幼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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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所 谓 原 始 积 累

１．原始积累的秘密

我们已经知道，货币怎样转化为资本，资本怎样产生剩余价

值，剩余价值又怎样产生更多的资本。但是，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

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

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因此，这整个运动

好象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要脱出这个循环，就只有假定在

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亚当·斯密称为“预先积

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

这种原始积累在政治经济学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学中

所起的作用几乎是一样的。亚当吃了苹果，人类就有罪了。人们在

解释这种原始积累的起源的时候，就象在谈过去的奇闻逸事。在

很久很久以前有两种人，一种是勤劳的，聪明的，而且首先是节俭

的中坚人物，另一种是懒惰的，耗尽了自己的一切，甚至耗费过了

头的无赖汉。诚然，神学中关于原罪的传说告诉我们，人怎样被注

定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而经济学中关于原罪的历史则向我们

揭示，怎么会有人根本不需要这样做。但是，这无关紧要。于是出

现了这样的局面：第一种人积累财富，而第二种人最后除了自己

１８７



的皮以外没有可出卖的东西。大多数人的贫穷和少数人的富有就

是从这种原罪开始的；前者无论怎样劳动，除了自己本身以外仍然

没有可出卖的东西，而后者虽然早就不再劳动，但他们的财富却不

断增加。例如梯也尔先生为了替所有权辩护，甚至带着政治家的

严肃神情，向一度如此富有才华的法国人反复叨念这种乏味的儿

童故事。但是，一旦涉及所有权问题，那末坚持把儿童读物的观点

当作对于任何年龄和任何发育阶段都是唯一正确的观点，就成了

神圣的义务。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

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

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正义和“劳动”自古以来就是唯一的致富手

段，自然，“当前这一年”总是例外。事实上，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

是田园诗式的东西。

货币和商品，正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样，开始并不是资

本。它们需要转化为资本。但是这种转化本身只有在一定的情况

下才能发生，这些情况归结起来就是：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所有者

必须互相对立和发生接触；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

所有者，他们要购买别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

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劳动的出卖

者。自由劳动者有双重意义：他们本身既不象奴隶、农奴等等那

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也不象自耕农等等那样，有生产资料

属于他们，相反地，他们脱离生产资料而自由了，同生产资料分离

了，失去了生产资料。商品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

生产的基本条件。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

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

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因此，创造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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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

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

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

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

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

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

直接生产者，劳动者，只有当他不再束缚于土地，不再隶属或

从属于他人的时候，才能支配自身。其次，他要成为劳动力的自由

出卖者，能把他的商品带到任何可以找到市场的地方去，他就必须

摆脱行会的控制，摆脱行会关于学徒和帮工的制度以及关于劳动

的约束性规定。因此，使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历史运动，一方

面表现为生产者从隶属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对于我们的

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来说，只有这一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

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

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对

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工业资本家这些新权贵，不仅要排挤行会的手工业师傅，而且

要排挤占有财富源泉的封建主。从这方面来说，他们的兴起是战

胜了封建势力及其令人愤恨的特权的结果，也是战胜了行会及其

对生产的自由发展和人对人的自由剥削所加的束缚的结果。但

是，工业骑士之所以能够排挤掉佩剑骑士，只是因为他们利用了与

自己毫不相干的事件。他们借以兴起的手段，同罗马的被释奴隶

成为自己保护人的主人所使用的手段同样卑鄙。

劳动者的奴役状态是产生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发展过程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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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这一发展过程就是这种奴役状态的形式变换，就是封建剥削

变成资本主义剥削。要了解这一过程的经过，不必追溯太远。虽然

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

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才开

始的。在这个时代来到的地方，农奴制早已废除，中世纪的顶点

——主权城市也早已衰落。

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

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

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

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

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

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只有在

英国，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们拿英国作例子。（１８９）

２．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

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十四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当时，

尤其是十五世纪，绝大多数人口（１９０）是自由的自耕农，尽管他们的

    

（１８９） 在意大利，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得最早，农奴制关系也瓦解得最早。在这里，

农奴在获得某种土地时效权之前，就已经得到解放。因此，解放立即使他们变成不受法

律保护的无产者，这些无产者又在大部分还是罗马时代保留下来的城市中找到了现成

的新主人。在十五世纪末开始的世界市场的革命２２６破坏了意大利北部的商业优势之

后，产生了一个方向相反的运动。城市工人大批地被赶往农村，给那里按照园艺形式经

营的小规模耕作带来了空前的繁荣。

（１９０） “用自己双手耕种自己的田地并满足于小康生活的小土地所有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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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还隐藏在封建的招牌后面。在较大的封建领地上，过去本

身也是农奴的管事，被自由的租地农场主排挤了。农业中的雇佣

工人包括两种人，一种是利用空闲时间为大土地所有者做工的农

民，一种是独立的、相对说来和绝对说来人数都不多的真正的雇佣

工人阶级。甚至后者实际上也是自耕农，因为除了工资，他们还分

得四英亩或更多一些的耕地和小屋。此外，他们又和真正的农民

共同利用公有地，在公有地上放牧自己的牲畜和取得木材、泥炭等

燃料。（１９１）在欧洲一切国家中，封建生产的特点是土地分给尽可

能多的臣属。同一切君主的权力一样，封建主的权力不是由他的

地租的多少，而是由他的臣民的人数决定的，后者又取决于自耕农

的人数。（１９２）因此，虽然英国的土地在诺曼人入侵后分为巨大的

男爵领地，往往一个男爵领地就包括九百个盎格鲁撒克逊旧领地，

但是小农户仍然遍布全国，只是在有些地方穿插有较大的封建领地。

    

时在国民中所占的部分比现在重要得多……至少有１６万个土地所有者靠耕种自己的

小块Ｆｒｅｅｈｏｌｄ〔自由地〕〈Ｆｒｅｅｈｏｌｄ是完全自由支配的财产〉为生，他们连同家属在内要

占总人口的
１
７
以上。这些小土地所有者的平均收入……估计为６０—７０镑。根据计算，

耕种自己土地的人多于租种别人土地的人。”（马考莱《英国史》１８５４年伦敦第１０版第

１卷第３３３—３３４页）——在十七世纪最后三十多年，还有
４
５的英国人是务农的。（同

上，第４１３页）——我所以引用马考莱的话，是因为他作为系统的历史伪造者，是要尽

量“砍掉”这类事实的。

（１９１） 决不要忘记，甚至农奴，不仅是他们宅旁的小块土地的所有者（虽然是负

有纳租义务的所有者），而且是公有地的共有者。“那里〈在西里西亚〉的农民是农奴。”

但是，这些农奴占有公有地。“直到今天还无法使西里西亚人分割公有地，而在诺伊马

尔克，几乎没有一个村庄不是非常成功地实行了这种分割。”（米拉波《弗里德里希大

帝时代的普鲁士君主制度》１７８８年伦敦版第２卷第１２５、１２６页）

（１９２） 日本有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同我们的大部分

充满资产阶级偏见的一切历史著作相比，它为欧洲的中世纪提供了一幅更真实得多的

图画。牺牲中世纪来显示“自由精神”，是极其方便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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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情况，加上代表十五世纪特点的城市繁荣，就使大法官福特斯

居在其《谈谈英国法律的优越性》一书中十分雄辩地描述过的人民

财富能够产生出来，但是这些情况是排斥资本财富的。

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十五世纪

最后三十多年和十六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由于封建家臣（这

些封建家臣，正如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正确指出的，“到处都无

用地塞满了房屋和城堡”２２７）的解散，大量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

被抛向劳动市场。虽然王权这个资产阶级发展的产物在追求绝对

权力时，用暴力加速了这些家臣的解散，但王权绝不是这件事情的

唯一原因。不如说，同王室和议会顽强对抗的大封建主，通过把农

民从土地（农民对土地享有和封建主一样的封建权利）上赶走，夺

去他们的公有地的办法，造成了人数更多得无比的无产阶级。在

英国，特别是弗兰德毛纺织工场手工业的繁荣，以及由此引起的羊

毛价格的上涨，对这件事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大规模的封建战

争已经消灭了旧的封建贵族，而新的封建贵族则是他们自己的时

代的儿子，对这一时代说来，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因而，把耕

地变为牧羊场就成了他们的口号。哈里逊在其著作《英国概述》

（载于霍林舍德的编年史的卷首）中，描述了对小农的剥夺给国家

造成了多么大的破坏。他写道：“我们的大掠夺者什么也不在乎！”

农民的住房和工人的小屋被强行拆除，或者任其坍毁。哈里逊说：

“我们对照一下每一个骑士领地的旧财产清单，就会发现，无数的房屋和

小农户消失了；现在土地供养的人口少得多了；虽然有一些新的城市繁荣起

来，但是很多城市衰落了……城市和乡村为了作牧羊场而被毁坏，只有领主

的房屋保留下来，这类情况我也能谈一些。”

这些老的编年史的作者的抱怨总是夸大的，但是他们准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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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了生产关系的革命给当时的人们造成的印象。把大法官福特

斯居的著作与大法官托马斯·莫尔的著作比较一下，我们就会清

楚地看见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之间的鸿沟。桑顿说得对，英国工

人阶级没有经过任何过渡阶段就从自己的黄金时代陷入了黑铁时

代。

立法被这一变革吓住了。它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文明程度：把

“国民财富”，也就是把资本的形成、对人民群众的残酷剥削和他们的

贫困化当作全部国策的极限。培根在他的亨利七世执政史中说道：

“这时〈１４８９年〉人们越来越多地抱怨把耕地变成少数牧人就可照管的

牧场〈牧羊场等〉；定期租地、终身租地和年度租地（很多自耕农靠年度租地生

活）变成了领地。这使人民衰落，因而使城市、教会、什一税也衰落……国王

和当时的议会为医治这一弊端表现出的智慧是值得赞叹的……他们采取措

施来制止对公有地的灭绝人口的掠夺，来制止随之而来的灭绝人口的牧场的

形成。”

１４８９年亨利七世颁布的第１９号法令，禁止拆毁附有２０英亩

以上土地的农民房屋。亨利八世二十五年颁布的法令，又重新规

定这条法律。其中谈到：

“很多租地和大畜群，特别是大羊群，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地租飞涨，

耕地荒芜，教堂和房屋被毁，无力养家糊口的人多得惊人。”

因此法律规定重建那些荒废了的农场，制定耕地和牧场的比

例等等。１５３３年的一项法令抱怨不少所有者拥有２４０００只羊，于

是限定不得超过２０００只。（１９３）但是，人民的抱怨和从亨利七世

以来１５０年内相继颁布的禁止剥夺小租地农民和农民的法律，都同

    

（１９３） 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一书中谈到一个奇怪的国家，在那里，“羊

把人吃掉了”（《乌托邦》，罗宾逊译，阿尔伯编，１８６９年伦敦版第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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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毫无效果。它们毫无效果的秘密，培根已经不自觉地透露给我

们了。他在《文明与道德论文集》第２９节中写道：

“亨利七世的法令是深思熟虑的和值得赞赏的，因为它建立了一定标准

的农场和农舍，也就是说，为农场和农舍保持一定数量的土地，这样，它们就

能提供相当富裕的、不是处于奴隶地位的臣民，并能使耕犁掌握在所有者手

中，而不是掌握在雇工手中。”（１９３ａ）

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却正是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

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在这一过渡

时期中，立法也曾力图使农业雇佣工人的小屋保有４英亩土地，并

且禁止他们以自己的小屋招揽房客。１６２７年，在查理一世的时候，

丰特米尔的罗吉尔·克罗克在丰特米尔的领地上修建一座小屋

时，还因没有拨出４英亩土地作为小屋的永久附属物而被判罪；

１６３８年，在查理一世的时候，还任命了一个皇家委员会来监督旧

法律的实施，特别是关于４英亩土地的法律的实施；克伦威尔还禁

止在伦敦周围４哩的地区内修建未附有４英亩土地的房屋。在十

    

（１９３ａ） 培根说明了自由的富裕农民和优秀的步兵之间的联系。“保持足够的租

地，以保证强壮的男子不致贫困，使王国的大部分土地牢靠地掌握在自耕农，即处于贵

族和茅舍贫农、雇农之间的中等地位的人的手里，这对维持王国的威力和风度是非常

重要的……因为最有权威的军事专家一致认为……军队的主力是步兵。但是，要建立

一支优秀的步兵，就需要不是在奴役或贫穷中而是在自由和小康的状况下成长的人。

因此，如果在一个国家里，贵族和上流人士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农村居民和庄稼人却是

他们的单纯的劳动者或雇农，却是茅舍贫农，即有栖身之处的乞丐，在这种情况下可能

会有一支优秀的骑兵，但决不会有一支坚忍卓绝的步兵……法国、意大利和其他一些

国家的情况就是这样，那里的居民实际上都是由贵族和贫穷的农民组成……因此，它

们只好雇用瑞士等国的人来当自己的步兵营的士兵，结果形成这种情况：这些国家人

口众多，但士兵很少。”（《亨利七世的执政时代》，全文转载自１７１９年肯尼特《英国》，

１８７０年伦敦版第３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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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世纪上半叶，如果农业工人的小屋未附有１—２英亩土地，他还

会到法院去控告。但是现在，如果小屋附有一个小园子，或者在远

离小屋的地方可以租到一点点土地，就是很幸运的了。汉特医生

说：

“地主和租地农场主在这方面是行动一致的。他们认为，小屋附有几英

亩土地就会使工人过于独立。”（１９４）

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和随之而来的对教会地产的大规模的

盗窃，使暴力剥夺人民群众的过程得到新的惊人的推动。在宗教

改革的时候，天主教会是英国相当大一部分土地的封建所有者。

对修道院等的压迫，把住在里面的人抛进了无产阶级行列。很大

一部分教会地产送给了贪得无厌的国王宠臣，或者非常便宜地卖

给了投机的租地农场主和市民，这些人把旧的世袭佃户大批地赶

走，把他们耕种的土地合并过来。法律保证贫苦农民对一部分教

会什一税的所有权，也被暗中取消了。（１９５）伊丽莎白女王一次巡

视英国之后叫喊说：“穷人到处受苦难。”２８８在她执政的第四十三

年，终于不得不通过征收济贫税而正式承认有需要救济的贫民。

“这一法律的起草人不好意思说明起草该法律的理由，因此一反惯例，未

附有任何说明性的序言就把该法律公布了。”（１９６）

查理一世十六年颁布的第４号法令宣布这项法律是永久性

的，事实上只是在１８３４年，这项法律才获得新的更严格的形

    

（１９４） 汉特医生《公共卫生。第７号报告。１８６４年》第１３４页。——“〈旧法律〉规

定的土地数量，现在看来对于工人是太多了，甚至能使他们变成小租地农民。”（乔治

·罗伯茨《过去若干世纪英国南部各郡人民的社会史》１８５６年伦敦版第１８４页）

（１９５） “贫民享有一部分教会什一税的权利是由旧法令明文规定的。”（塔克特

《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第２卷第８０４、８０５页）

（１９６） 威廉·科贝特《新教改革史》第４７１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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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９７）宗教改革的这些直接的影响并不是它的最持久的影响。

教会所有权是古老的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宗教堡垒。随着这一堡垒

的倾覆，这些关系也就不能维持了。（１９８）

在十七世纪最后几十年，自耕农即独立农民还比租地农民阶

级的人数多。他们曾经是克伦威尔的主要力量，甚至马考莱也承

    

（１９７） 从下述事实也可以看出新教的“精神”。在英格兰南部，若干土地所有者和

富有的租地农场主聚首集议，拟就了关于正确解释伊丽莎白济贫法的十个问题。他们

请当时著名的法学家皇家律师斯尼格（后来在詹姆斯一世时曾任法官）对这十个问题

发表意见。“第九个问题是：本教区某些富有的租地农场主想出了一个能排除法令执行

中遇到的任何困难的巧妙计划。他们建议在本教区设立一座监狱。每个贫民如不愿被

投入上述监狱，就不予救济。其次，应当通知邻近居民，如果有人打算租赁这个教区的

贫民，他可以在一定的日子，以密封函件提出他愿出的最低价格。这个计划的起草人认

为，邻郡有这样的人，他们不愿劳动，但又没有财产或信用，以便获得租地或船舶来过

不劳而获的生活。这种人经过开导，可以对教区作一些很有益的事情。如果贫民在雇主

的保护下死亡，那就罪在雇主，因为教区对这些贫民已经尽了自己的义务。但是，我们

耽心，现行法令不会允许实施这类英明措施，但你们要知道，本郡及邻郡的所有其他的

自由农都赞同我们的意见，来敦促他们的下院议员提出这样的法案：允许监禁贫民和

强迫贫民劳动，从而使任何拒绝受监禁的人都无权要求救济。我们希望，这样能使贫民

不致要求救济。”（罗·布莱基《古今政治文献史》１８５５年伦敦版第２卷第８４、８５

页）——苏格兰农奴制的废除要比英格兰迟几百年。１６９８年索耳通的弗列特切尔还在

苏格兰议会中说：“在苏格兰，乞丐的人数估计不下２０万。我，一个原则上的共和主义

者，能提出的消除这种现象的唯一办法是恢复农奴制的旧状态，把一切没有能力独立

谋生的人变为奴隶。”伊登在《贫民的状况》第１卷第１章第６０、６１页上说：“农民的自

由是需要救济的赤贫的开始……工场手工业和商业是我国贫民的真正父母。”伊登和

苏格兰的那位“原则上的共和主义者”的错误只在于：不是农奴制的废除，而是农民的

土地所有权的废除，才使农民成为无产者，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在法兰西，剥夺

是以另外的方式完成的，但１５６６年的穆兰敕令和１６５６年的敕令相当于英格兰的济贫

法。

（１９８） 罗杰斯先生当时虽然是新教正统派的故乡牛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

却在他所著的《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一书的序言中强调宗教改革使人民群众贫困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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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他们同酗酒的劣绅及其奴仆，即不得不娶主人的弃妾的乡村牧

师相比，处于有利的地位。甚至农业雇佣工人也仍然是公有地的

共有者。大约在１７５０年，自耕农消灭了（１９９），而在十八世纪最后

几十年，农民公有地的最后痕迹也消灭了。我们在这里不谈农业

革命的纯经济原因。我们只来研究一下它的暴力手段。

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土地所有者通过立法实行掠夺，而

这种掠夺在大陆各处都是不经过立法手续就直接完成了的。他们

取消了封建的土地制度，也就是使土地摆脱了对国家的贡赋，以对

农民和其他人民群众的课税来“补偿”国家，他们要求对地产的现

代私有权（他们对地产只有封建权利），最后，他们强令实行定居

法。只要把情况相应地改变一下，它们对英国农民的影响，就同鞑

靼人波利斯·戈东诺夫的命令对俄国农民的影响一样２２９。

“光荣革命”２３０把地主、资本家这些谋利者同奥伦治的威廉三

世（２００）一起推上了统治地位。他们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使以前只

是有节度地进行的对国有土地的盗窃达到了巨大的规模。这些土

地被赠送出去了，被非常便宜地卖掉了，或者被用直接掠夺的办法

    

（１９９） 《关于食物价格高昂给邦伯里爵士的一封信》，萨福克一绅士著，１７９５年伊

普斯维奇版第４页。甚至大租地制度的狂热的维护者，《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

关系的研究》（１７７３年伦敦版第１３９页）的作者［约·阿伯思诺特］也说：“我最感痛心的

是，我们的自耕农，即那群实际上维持这个国家的独立的人消失了；我惋惜的是，看见

他们的土地现在都掌握在垄断的地主的手里，并被分租给小租地农民，而小租地农民

承租的条件并不比必须随时听从召唤的隶农好多少。”

（２００） 下面的记载表明了这位资产阶级英雄的私人道德：“１６９５年爱尔兰的大片

土地被赠送给奥克尼夫人，这是国王的宠幸和夫人的影响的公开证明……奥克尼夫人

的可爱的效劳想必就是淫秽的嘴唇的效劳。”（英国博物馆斯隆收集的第４２２４号原

稿，原稿的标题是：《萨默斯、哈里法克斯、牛津、秘书维农等人给施鲁兹贝里公爵的原

信中所描绘的国王威廉、桑德兰等人的性格和行为》。里面充满了秘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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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到私人地产中去了。（２０１）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丝毫不遵守法

律成规的情况下完成的。用这种欺骗的方法攫取的国有土地和从

教会夺来的土地，既然在共和革命中没有再度失去，就构成现今英

国寡头政治的贵族领地的基础。（２０２）市民资本家鼓励这种做法，

为的是把土地变成纯粹的商品，扩大农业大规模生产的范围，增加

来自农村的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的供给等等。并且，新土地贵

族又是新银行巨头这一刚刚孵化出来的金融显贵和当时靠保护关

税支持的大手工工场主的自然盟友。英国资产阶级为了自身利益

做得同瑞典的市民一样正确，虽然后者的做法相反：他们同自己的

经济堡垒即农民协同一致，支持国王用暴力从寡头政府手中夺回

王室土地（从１６０４年开始，后来在查理十世和查理十一世时继续

进行）。

公有地——同刚才谈的国有土地完全不同——是一种在封建

制度掩护下保存下来的古代日耳曼制度。我们已经知道，对公有

地的暴力掠夺大都伴有变耕地为牧场的现象，它开始于十五世纪

末，在十六世纪还在继续下去。但是，当时这一过程是作为个人的

暴力行为进行的，立法曾同这种暴力行为斗争了１５０年而毫无效

果。十八世纪的进步表现为：法律本身现在成了掠夺人民土地的

工具，虽然大租地农场主同时也使用自己独立的私人小办

    

（２０１） “王室土地的非法让渡（一部分通过变卖，一部分通过赠送）是英国历史上

可耻的一章……是对国家的一个大欺骗。”（弗·威·纽曼《政治经济学讲演集》１８５１

年伦敦版第１２９、１３０页）——｛关于现代英国大土地所有者如何占有土地的详细材料，

见［恩·赫·伊文思］《我们的旧贵族》，一个位高任重者著，１８７９年伦敦版。——弗·

恩·｝

（２０２） 参看艾·伯克的关于培德福德公爵家族的小册子２３１。“自由主义的山雀”

约翰·罗素爵士就是这个家族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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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２０９）这种掠夺的议会形式就是“公有地圈围法”，换句话说，

是地主借以把人民的土地当作私有财产赠送给自己的法令，是剥

夺人民的法令。弗·摩·伊登爵士企图把公有地说成是代替封建

主的大土地所有者的私有地，但是他自己把这种狡黠的辩护词否

定了，因为他要求“为公有地的圈围制定一般性的议会法令”，即承

认要把公有地变成私有地必须由议会采取非常措施，另一方面，他

又要求立法对被剥夺的贫苦者给予“赔偿”。（２０４）

当任意租户，即按一年期限租佃土地的小租地农民，一群奴隶

般地完全听大地主摆布的人，代替独立的自耕农时，对国有土地的

掠夺，特别是对公有地的不断的盗窃，促使在十八世纪叫做资本租

地农场（２０５）或商人租地农场（２０６）的大租地农场增长，并且促使

农村居民变成无产阶级，把他们“游离”出来投向工业。

但是，十八世纪的人还不象十九世纪的人那样清楚地了解到，

国民财富和人民贫困是一回事。因此，当时经济著作中就有关于

“公有地的圈围”的十分激烈的论战。我从手边的大量材料中只摘

录几段话，因为这几段话就能生动地说明当时的情况。

一位作者愤慨地写道：

    

（２０３） “租地农场主禁止茅舍贫农在他们自身以外保有任何其他生物，其借口

是：如果他们饲养牲畜或家禽，他们就会从谷仓中偷窃饲料。他们还说：如果你们使茅

舍贫农处于贫困状态，你们就能使他们保持勤劳。实际上事情是这样：租地农场主用这

种办法夺取对公有地的一切权利。”（《圈围荒地的后果的政治上的分析》１７８５年伦敦

版第７５页）

（２０４） 伊登《贫民的状况》序言［第ⅩⅦ、ⅩⅠⅩ页］。

（２０５） 《Ｃａｐｉｔａｌｆａｒｍｓ．》（《论面粉业和谷物昂贵的两封信》，一个企业家著，１７６７

年伦敦版第１９、２０页）

（２０６）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ｆａｒｍｓ．》（《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１７６７年伦敦版第１１１页

注）这部匿名佳作的作者是牧师纳萨涅尔·福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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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哈特福郡的很多教区中，有２４个平均占５０—１５０英亩土地的租地农

场被合并为３个租地农场了。”（２０７）“在北安普顿郡和林肯郡，圈围公有地

的做法十分流行，由于圈地而形成的新领地大部分都变成牧场；结果在很多

领地中，现在耕地还不到５０英亩，而过去曾经耕种过１５００英亩……过去的

住宅、谷仓、马厩等等变成的废墟”是以往居民留下的唯一痕迹。“在某些地

方，１００所房屋和家庭已经减少到……８所或１０所……在大多数不过１５年

或２０年前才开始圈地的教区，土地所有者的数目同以前耕种开放地的土地

所有者的人数相比是很少的。往往还有这样的事情，４—５个富有的畜牧业主

侵吞了不久前圈围的大片领地，这些土地以前是在２０—３０个租地农民和同

样数目的较小的所有者以及其他居民的手里。所有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属，从

自己占有的土地上被赶走，同他们一起被赶走的，还有替他们做工以维持生

活的许多其他户人家。”（２０８）

邻近的地主在圈地的借口下，不仅侵占了荒地，而且往往也侵

占了个人以一定的租金向公社租来耕种的土地或共同耕种的土

地。

“我这里是说开放地和已耕地的圈围。甚至为圈地辩护的作者也承认，

圈地加强了大租地农场的垄断地位，提高了生活资料的价格，造成了人口的

减少……甚至象现在这样进行的荒地的圈围，也使贫民失去他们的一部分生

存资料，而把本来已经过大的租地农场更加扩大。”（２０９）

普莱斯博士说：

“如果土地落到少数大租地农场主手中，那末小租地农民〈以前他是指

    
（２０７） 托马斯·莱特《论大农场垄断的简短的公开演说》１７７９年版第２—３页。

（２０８） 散见牧师阿丁顿《赞成和反对圈地的论据的探讨》１７７２年伦敦版第３７—

４３页。

（２０９） 理·普莱斯博士《评继承支付》，威·摩尔根发行，１８０３年伦敦版第２卷第

１５５、１５６页。请读一读福斯特、阿丁顿、肯特、普莱斯和詹姆斯·安德森的论著，并把它

们同麦克库洛赫在他的书目汇编《政治经济学文献》（１８４５年伦敦版）中穷极无聊的献

媚的饶舌比较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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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小土地所有者和小租地农民，他们靠自己耕种的土地上的产品和在公

有地上放养的羊、家禽、猪等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因此几乎不必购买生

存资料”〉就要变成这样一种人，他们必须为别人劳动才能维持生活，而且不

得不到市场上去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劳动也许加多了，因为对劳动的

强制更大了……城市和手工工场将会扩大，因为将有更多寻找职业的人被赶

到那里去。这就是租地农场的扩大必然发生作用的道路，也是它多年以来在

这个王国中实际发生作用的道路。”（２１０）

他把圈地的总的结果概括如下：

“总的说来，下层人民的状况几乎在各方面都恶化了，小土地所有者和小

租地农民降到短工和雇工的地位；同时，在这种情况下谋生变得更加困难

了。”（２１１）

确实，对公有地的掠夺和随之而来的农业革命，对农业工人产

生十分强烈的影响，伊登自己就说，农业工人的工资在１７６５—

１７８０年之间开始降到最低限度以下，因此必须由官方的济贫费来

补助。他说，他们的工资“只够满足绝对必要的生活需要”。

现在我们再听一下一位圈地卫护者，普莱斯博士的反对者的

意见。

    

（２１０） 理·普莱斯博士《评继承支付》第２卷第１４７、１４８页。

（２１１） 同上，第１５９、１６０页。这使我们想起了古罗马。“富人占有了未分土地的最

大部分。他们根据当时的形势，相信这些土地不会再被夺去，因此，把邻近贫民的土地

也购买下来，部分是取得贫民的同意，部分是用暴力夺得，于是，他们不再是耕种零星

的土地，而是耕种大片的土地。这时他们使用奴隶来从事耕作和畜牧，因为自由民要服

兵役，因而不能替他们劳动。拥有奴隶所以给他们带来巨大利益，还因为奴隶不服兵

役，可以没有阻碍地繁殖和有许多孩子。这样一来，强者占有了一切财富，全境到处都

是奴隶。而意大利人则由于贫困、赋税和兵役的折磨而逐渐减少了。当和平时期到来

时，他们也还要遭到完全无事可做的痛苦，因为富人占有土地，并且用奴隶而不用自由

民来耕种。”（阿庇安《罗马内战》第１卷第７页）这里说的是李奇尼乌斯法２３２颁布以前

的时代的情况。兵役大大加速了罗马平民的没落，它也是查理大帝大力促使自由的德

意志农民变成依附农和农奴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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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不再看见人们在开放地上浪费自己的劳动，就得出人口减少的结

论，这是不对的……如果小农转变成不得不替别人劳动的人之后，可以把更

多的劳动动用起来，那末，这是国民〈那些已经经历转变的农民当然不在此

列〉应当期待的一种利益……如果他们的结合的劳动在一个租地农场上使

用，产品就会更多：这样就可以为工场手工业创造出剩余产品，从而工场手工

业，这个国家的金矿之一，就会随着生产出的谷物量的增加而相应增加。”

（２１２）

对“神圣的所有权”进行最无耻的凌辱，对人身施加最粗暴的

暴力，只要这是为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所需要的，政治经

济学家就会以斯多噶派２３３的平静的心情来加以观察。带有托利党

色彩的“博爱的”弗·摩·伊登爵士就是一个例子。从十五世纪最

后三十多年到十八世纪末，伴随着对人民的暴力剥夺的是一连串

的掠夺、残暴行为和人民的苦难，这些只不过使他得出下面这个

“称心如意的”结论：

“必须确定耕地和牧场之间的适当的比例。在整个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

的大部分时期，还要有２、３英亩甚至４英亩耕地才有１英亩牧场。在十六世

纪中叶，这个比例变为２英亩牧场对２英亩耕地，后来是２英亩牧场对１英

亩耕地，直到最后达到３英亩牧场对１英亩耕地这个适当的比例。”

到十九世纪，人们自然甚至把农民和公有地之间的联系都忘

却了。更不必谈最近的时期：１８０１年到１８３１年农村居民被夺去

３５１１７７０英亩公有地，并由地主通过议会赠送给地主，难道农村居

民为此得到过一文钱的补偿吗？

    

（２１２） ［约·阿伯思诺特］《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第１２４、

１２９页。下面这句话与此相类似，但倾向相反：“劳动者被赶出了自己的小屋，被迫去城

市寻找职业；但这样便生产出了更多的剩余产品，于是资本也增大了”（［罗·本·西

利］《国家的危险》１８４３年伦敦第２版单ⅩⅣ页）。

６９７ 第七篇 资本的积累过程



  最后，对农民土地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剥夺过程，是所谓的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ｏｆＥｓｔａｔｅｓ（清扫领地，实际上是把人从领地上清扫出

去）。“清扫”是前面谈过的英国的一切剥夺方法的顶点。我们在上

面谈到现代状况时知道，在已经没有独立农民可以清扫的地方，现

在是要把小屋“清扫”掉，结果农业工人在他们耕种的土地上甚至

再也找不到必要的栖身之所了。至于“清扫领地”的真正含意，我

们只有看看苏格兰高地这个现代小说中的天国，才可以领会。在

那里，这个过程的特点是：它有系统性，有一举完成的巨大规模（在

爱尔兰，地主同时把好几个村庄清扫掉；在苏格兰高地，一下子被

清扫的土地面积相当于德意志几个公国），最后，还有被侵吞的土

地所有权的特殊形式。

苏格兰高地的克尔特人由克兰①组成，每一克兰是该克兰所

居住的土地的所有者。克兰的代表，即克兰的首领或“大人”，只是

这块土地名义上的所有者，就象英国女王是全国土地名义上的所

有者完全一样。英国政府虽然成功地镇压了这些“大人”之间的内

部战争，制止了他们对苏格兰低地的不断侵袭，但是克兰首领们丝

毫没有放弃自己原来的劫掠行径；他们只不过改变了形式而已。

他们依靠自己的权威，把他们名义上的所有权变成私有财产权，由

于遭到克兰成员的反抗，他们就决定公开使用暴力把克兰成员驱

逐出去。纽曼教授说：

“英国国王可以有同样的权利把自己的臣民赶下大海。”（２１３）

    
（２１３） 弗·威·纽曼《政治经济学讲演集》１８５１年伦敦版第１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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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苏格兰，这种革命是在王位觊觎者的拥护者进行了最后一

次武装暴动２３４后开始的，我们可以从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２１４）

和詹姆斯·安德森（２１５）的著作中看到这一革命的最初阶段。在

十八世纪，还禁止从土地上被赶走的盖尔人２３６移居外国，以便用暴

力把他们赶到格拉斯哥和其他工业城市去。（２１６）至于十九世纪

盛行的方法（２１７），在这里以萨特伦德公爵夫人进行的“清扫”作例

子就够了。这位懂得经济学的女人一当权，就决定对经济进行彻

底的治疗，并且把全郡——郡内的人口通过以前的类似过程已经

减少到１５０００人——变为牧羊场。从１８１４年到１８２０年，这１５０００

    

（２１４） 斯图亚特说：“这些土地的地租〈他错误地把这个经济范畴用于塔克斯

缅２３５向克兰首领交纳的贡税〉与土地的面积相比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如果你把租地农

场所养活的人数拿来比较，也许你会发现，苏格兰高地的一块土地所养活的人数，是最

富饶地区的同等价值的土地所养活的人数的十倍。”（詹姆斯·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

原理研究》１７６７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１６章第１０４页）

（２１５） 詹姆斯·安德森《论激励民族创业精神的手段》１７７７年爱丁堡版。

（２１６） １８６０年，被暴力剥夺的人在各种虚伪的许诺下被运往加拿大。有些人逃往

山里和邻近的小岛。警察在后面追赶，他们便国警察格斗，然后逃走了。

（２１７） 亚·斯密的注释者布坎南在１８１４年写道：“在高地一带旧的所有权状况

日益被暴力破坏…… 地主不顾世袭租佃者〈这一范畴在这里也用错了〉而把土地给

予出价最高的人，如果这人是个改良家，他就会立即采用新的耕作制度。在先前广布着

小农的土地上，居住的人口是同它的产品数量相适应的；在耕作改良和地租增加的新

制度下，人们力求以尽量少的费用，获得尽量多的产品，因此，变得无用的人手都要被

赶走…… 被赶出故乡的人都到工业城市去找生路……”（大卫·布坎南《论亚·斯密

的国富论》１８１４年爱丁堡版第４卷第１４４页）“苏格兰的贵族象拔除野草那样剥夺农民

的家庭，象印第安人对野兽巢穴进行报复那样来对待村庄及其居民……一个人只能换

到一只羊的毛或一条羊腿，甚至更贱……当蒙古人入侵中国北部各省的时候，曾经商

议要消灭那里的居民，并把他们的土地变成牧场。苏格兰高地的许多地主已经在自己

的土地上对自己的同胞实现了这个方案。”（乔治·恩索尔《各国人口的研究》１８１８年

伦敦版第２１５、２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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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居民，大约３０００户，陆续地被驱逐和消灭了。他们的村庄全都

破破坏和烧毁，他们的田地全都变成了牧场。不列颠的士兵奉命

执行任务，同当地居民发生了冲突。一个老太婆因拒绝离开小屋

而被烧死在里面。这位夫人用这种方法把自古以来就属于克兰的

７９４０００英亩土地据为己有了。她把沿海地区大约６０００英亩的土

地分配给这些被驱逐的居民，每户２英亩。这６０００英亩土地以前

一直是荒地，没有给所有者带来过收入。这位公爵夫人是如此的

宽宏大量，她以平均每英亩２先令６便士的租金把这些荒地租给

那些几百年来为她的家族流洒鲜血的克兰成员。她把从克兰那里

夺来的全部土地划分为２９个大牧羊租地农场，每一个租地农场住

一户人家，他们大都是英格兰租地农场主的雇农。到１８２５年，

１５０００个盖尔人已经被１３１０００只羊所代替。被赶到海边的那部分

土著居民企图靠捕鱼为生。他们成了两栖动物，用一位英国作家

的话来说，他们一半生活在陆上，一半生活在水上，但是二者合在

一起也只能使他们过半饱的生活。（２１８）

但是，诚实的盖尔人由于他们对克兰“大人”的山岳般浪漫的

崇拜，必须更加含辛茹苦。鱼的气味传到“大人”的鼻子里去了。他

们嗅到其中有某种有利可图的东西，于是把沿海地区租给伦敦

    

（２１８） 当现在的萨特伦德公爵夫人为了表示她对美洲共和国的黑奴的同情，在

伦敦隆重欢迎《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比彻－斯托夫人的时候，——在南北战争时

期，她和其他贵妇人一样，明达地忘记了这种同情，当时所有“高贵的”英国人的心都是

同情奴隶主的，——我在《纽约论坛报》上描述了萨特伦德的奴隶的状况２３７。（凯里在

１８５３年费拉得尔菲亚出版的《奴隶贸易》一书的第２０２、２０３页上引用了我的文章的一

部分。）我的文章被一家苏格兰报纸转载，并且引起了该报和萨特伦德的献媚者之间

的一场激烈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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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鱼商。盖尔人又一次被驱逐了。（２１９）

最后，一部分牧羊场又变成了狩猎场。大家知道，英格兰没有

真正的森林。贵族们的鹿苑中的鹿长得象家畜，肥得象伦敦的市

议员一样。所以，苏格兰是这种“高贵情欲”的最后的寄托所。１８４８

年萨默斯写道：

“在苏格兰高地，森林面积大大扩大了。在盖克的一边，可以看见格伦菲

希新森林，在另一边，是阿德佛里基新森林。在同一条线上，布拉克山这一大

片荒地不久前植树造林了。从东到西，从阿贝丁附近到欧班峭壁，现在都是

一条连绵不断的林带，而在高地的其他地方，又有洛赫－阿尔恰格、格连加

里、格伦莫里斯顿等新森林出现……盖尔人由于他们的土地变为牧羊场……

而被赶到更贫瘠的地方。现在鹿开始代替羊，使盖尔人更加贫困……鹿林

（２１９ａ）和人民不能并存。总有一方要让位。如果在未来的二十五年当中，狩

猎场的数目和规模象过去二十五年那样增长，那末盖尔人就会在他们家乡的

土地上绝迹了。苏格兰高地土地所有者中间进行的这个运动，一方面是出于

时髦，贵族的欲望，打猎的爱好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做鹿的交易只是为了牟

取利润。因为事实是，把一块山地辟为狩猎场，在很多情况下都比把它变为

牧羊场有利得多…… 对于爱好打猎而寻找狩猎场的人说来，出价高低只受

自己钱袋大小的限制……苏格兰高地所受的痛苦，不下于诺曼人国王的政策

给英格兰带来的痛苦。鹿有了更自由的活动场所，而人却被赶到越来越窄的

圈子里去了…… 人民的自由接二连三地被夺去…… 压迫日甚一日。清

扫和驱逐人民，象在美洲和澳洲的荒野上砍除树木和灌木丛一样，被当作固

定的原则，当作农业上的必要，由地主们来实行；这一过程静静地、有条不

    
（２１９） 关于这种鱼类买卖的有趣材料，我们可以在戴维·乌尔卡尔特的《公文

集。新辑》中看到。——纳骚·威·西尼耳在他的前面引述过的遗著中把“萨特伦德郡

采取的这种办法说成是有史以来最有利的一次‘清扫’”（《关于爱尔兰的日志、谈话和

短评》１８６８年伦敦版〔第２８２页〕）。

（２１９ａ） 在苏格兰的“鹿林”中没有一棵树木。人们把羊群从秃山赶走，把鹿群赶

上秃山，并称此为“鹿林”。因此，连造林也谈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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紊地进行着。”（２２０）

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

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变为现代私有财

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

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

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

    

（２２０） 散见罗伯特·萨默斯《苏格兰高地来信，或１８４７年的饥荒》１８４８年伦敦版

第１２—２８页。这些信最初发表在《泰晤士报》上。英国经济学家自然把１８４７年盖尔人

遭到的饥荒说成是由于他们人口过剩。无论如何，盖尔人“压迫着”他们的食物。——

“清扫领地”或者象德国所说的《Ｂａｕｅｒｎｌｅｇｅｎ》在三十年战争后在德国特别盛行，１７９０年

还在萨克森选帝侯国引起了农民起义。它在德国东部尤为流行。在普鲁士的大部分省

里，弗里德里希二世第一次保证了农民的所有权。他占领了西里西亚以后，强迫地主重

建农舍、仓库等等，供给农户牲畜和农具。他的军队需要士兵，他的国库需要纳税人。但

农民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混乱的财政制度下和在专制主义、官僚主义、封建主义的混

合统治下，究竟过着怎样愉快的生活，这可以从弗里德里希的崇拜者米拉波的叙述中

看出：“亚麻是德国北部农民的最大财富之一。但可惜，对于人类来说，这只是防止贫困

的手段，而不是走向幸福生活的途径。直接税、徭役以及各种强制性服役使德国农民破

产，此外他们还要为他们所买的一切东西交纳间接税……而使他们彻底毁灭的是：他

们不敢在他们愿意的地方，以他们愿意的方式出售他们的产品；他们也不敢从那些能

够以较低廉的价格供给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商人那里购买这些东西。所有这些原因慢

慢地但必然地使他们毁灭，如果不纺纱，他们就无法到期交纳直接税；纺纱成了他们的

补助的来源，因为这可以使他们的妻子、儿女、男女仆人甚至他们自己从事有利的工

作。但是，即使有了这种补助来源，生活还是可怜极了！夏天，他们象犯人一样从事耕作

和收获的劳动，９点睡觉，２点就要起床，这样才能把活干完；冬天，他们本来需要有较

长期的休息来恢复体力，但是，如果他们为了交纳税款而出售产品，他们就缺少谷物来

做面包和种子了。因此，只好以纺纱来填补这种不足……而且要十分勤奋地纺。因此，

农民在冬天要到半夜或１点才睡觉，而早晨５点或６点就要起床，或者在晚上９点睡

觉，２点起床；除了星期日，他们一辈子天天都是这样。这种过度的不眠和劳动使人憔

悴；因此农村里的男女比城市里的男女要衰老得快”（米拉波《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

普鲁士君主制度》第３卷第２１２页及以下各页）。

第２版补注：１８６６年３月，在罗伯特·萨默斯的上述著作发表了１８年以后，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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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十五世纪末以来惩治被剥夺者
 的血腥立法。压低工资的法律

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断断续续遭到暴力剥夺而被驱逐

的人，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不可能象它诞生那样快地被

新兴的工场手工业所吸收。另一方面，这些突然被抛出惯常生活

轨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状态的纪律。他们大批地变

    

昂·里维教授在艺术协会１５０作了一个关于牧羊场变成鹿林的报告，他叙述了苏格兰高

地荒芜状态的加剧。他说：“减少人口，把土地变为牧羊场，是不花费代价便能获得收入

的最方便的手段…… 鹿林代替牧羊场已经成为苏格兰高地的普遍的变化。现在是野

兽赶走了羊群，就象从前为了给羊群腾出地盘而把人赶走一样…… 从福尔法尔郡的

达尔豪西伯爵领地一直到约翰·奥格罗兹都是森林。其中〈在这些森林中〉很多已住有

狐狸、野猫、黄鼠狼、白鼬、伶鼬和山兔；近来那里还出现了兔、松鼠和鼠。在苏格兰的统

计中被当作特别富饶和广阔的牧场的大片土地，现在既不耕作，也不改良，只是供少数

人在每年一个短时期内狩猎之用。”

１８６６年６月２日出版的一期伦敦《经济学家》杂志写道：“一家苏格兰报纸在上周

载有这样的消息：‘萨特伦德郡的最好的牧羊场之一，在不久前租约期满时，还曾有人

出价年租１２００镑，然而现在已变成了鹿林！’就象当时诺曼征服者……为造新林曾毁

掉了３６个村庄一样…… 这种封建本能现在又出现了…… 包括苏格兰某些最肥沃

的地区在内的２００万英亩土地完全变成了荒地。格伦－提尔特的野草是佩特郡最富于

营养的牧草之一；本－奥尔德的鹿林曾是巴登诺克广大地区内的最好的草地；布拉克

山森林的一部分曾是苏格兰最适宜放牧黑脸羊的牧场。为了狩猎爱好而变成荒野的土

地面积，比整个佩特郡的面积还要广阔得多，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想象出，这种荒野的

面积究竟有多大了。本－奥尔德森林的土地可以养活１５０００只羊，而这个森林的面积

不过只占苏格兰全部猎区的
１
３０，从这里可以看出，这种强制性的荒芜给国家带来了多

大的损失…… 所有这些猎场都完全是非生产的……结果等于是沉到了北海海底一

样。这种人为的荒野或荒地应当用立法的断然手段来加以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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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乞丐、盗贼、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是为

环境所迫。因此，十五世纪末和整个十六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

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现在的工人阶级的祖先，当初曾因被迫

变成了流浪者和贫民而受到惩罚。法律把他们看作“自愿的”罪

犯，其依据是：只要他们愿意，是可以继续在已经不存在的旧的条

件下劳动的。

在英国，这种立法是在亨利七世时期开始的。

亨利八世时期，１５３０年，允许年老和无劳动能力的乞丐行乞。

但对身强力壮的流浪者则加以鞭打和监禁。他们要被绑在马车后

面，被鞭打到遍体流血为止，然后要发誓回到原籍或最近三年所居

住的地方去“从事劳动”。多么残酷的讽刺！亨利八世二十七年，又

重申了以前的法令，但由于加上了新的条款而更严厉了。如果在

流浪时第二次被捕，就要再受鞭打并被割去半只耳朵；如果第三次

被捕，就要被当作重罪犯和社会的敌人处死。

爱德华六世在他即位的第一年（１５４７年）颁布的法令规定，拒

绝劳动的人，如被告发为游惰者，就要判为告发者的奴隶。主人应

当用面包和水，用稀汤和他认为适当的肉屑给自己的奴隶吃。他

有权用鞭打和镣铐强迫奴隶从事一切令人厌恶的劳动。如果奴隶

逃亡达１４天，就要判为终身奴隶，并在额头或脸颊打上Ｓ字样的

烙印，如果第三次逃亡，就要当作叛国犯处死。主人可以把他出

卖，遗赠，作为奴隶出租，完全象对待其他动产和牲畜一样。如果

奴隶图谋反抗主人，也要被处死。治安法官必须根据报告搜捕逃

亡的奴隶。如果发现流浪者３天无所事事，就要把他送回原籍，用

烧红的铁器在他胸前打上Ｖ字样的烙印，套上锁链在街道上服役

或服其他劳役。如果流浪者谎报籍贯，就要被罚充当该地、该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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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社团的终身奴隶，并打上Ｓ字样的烙印。任何人都有权把流浪

者的子女领去当学徒，男的当到２４岁为止，女的当到２０岁为止。

如果他们逃亡，就要成为他们师傅的奴隶，直到这个年龄为止。师

傅可以给他们戴上镣铐，鞭打他们等等。为了便于识别和更加保

险起见，每个主人可以在自己奴隶的脖子、手或脚上套一个铁环。

（２２１）这个法令的最后一部分规定，贫民必须在愿意给他们饮食和

劳动的地区或个人那里干活。在英国，这种教区的奴隶，在游荡者

的名义下一直保留到十九世纪。

伊丽莎白执政时期的１５７２年的法令规定，没有得到行乞许可

的１４岁以上的乞丐，如果没有人愿意使用他两年，就要受猛烈的

鞭打，并在左耳打上烙印；如果有人再度行乞而且年过１８，又没有

人愿意使用两年，就要被处死；第三次重犯，就要毫不容情地当作

叛国犯处死。类似的法令还有伊丽莎白十八年所颁布的第１３号

法令和１５９７年的法令。（２２１ａ）

    

（２２１） 《论手工业和商业》（１７７０年版）的作者说：“在爱德华六世执政时期，英国

人确实似乎非常认真地奖励工场手工业和使用贫民。这一点可以从规定一切流浪者都

要打上烙印这条值得注意的法令中看出来。”（第５页）

（２２１ａ） 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一书［第４１、４２页］中说：“于是，贪得无厌

的人，自己家乡的真正瘟疫，囊括几千英亩土地，用篱笆或栅栏圈围起来，或者通过暴

力和不正当的手段迫使所有者不得不出卖一切。不择手段地迫使他们迁移——这些贫

穷朴实的不幸者！男人、女人，丈夫、妻子，孤儿、寡妇，抱着婴儿的绝望的母亲，以及钱

少人多（因为农业需要许多劳动力）的家庭。我是说，他们被驱逐出熟悉的乡土，找不到

安身之处；他们所有的家庭用具虽然不很值钱，但在其他的情况下，还能卖一点钱；可

是他们是突然被驱逐出来的，因此只好以极低的价格卖掉。当他们游荡到不名一钱的

时候，除了偷盗以致被依法绞死以外，除了行乞以外，还能做什么呢？而他们去行乞，就

会被当作流浪者，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罪名被投入监狱，虽然他们努力找工作，但

没有人愿意给他们工作做。”在托马斯·莫尔所说的这些被迫行窃的贫穷的难民中

间，“在亨利八世执政时期有７２０００名大小盗贼被处死”（霍林舍德《英国概述》第１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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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姆斯一世时期，游荡和行乞的人被宣布为流浪者。即决法

庭２３８的治安法官有权当众鞭打他们，把第一次被捕者监禁６个月，

第二次被捕者监禁２年。在监禁期间，治安法官认为适当就可以

随时鞭打他们，要打多少就打多少…… 不可救药的危险的流浪

者，要在左肩打上Ｒ字样的烙印，并要从事强制劳动；如果他再度

在行乞时被捕，那就要毫不容情地处死。这些条例直到十八世纪

初还有效，到安女王十二年颁布第２３号法令时才被废除。

法国也有同样的法律，十七世纪中叶在巴黎建立了一个流浪

者王国。在路易十六初期（１７７７年７月１３日的敕令）还规定，１６岁

至６０岁的身体强壮而没有生存资料或职业的人，都要罚做苦工。

１５３７年１０月查理五世对尼德兰颁布的法令，１６１４年３月１９日荷

兰各州和各城市的第１号告示，１６４９年６月２５日联合省的公告

等，都有类似的规定。

这样，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

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

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

单是在一极有劳动条件作为资本出现，在另一极有除了劳动

力以外没有东西可出卖的人，还是不够的。这还不足以迫使他们

自愿地出卖自己。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中，工人阶级日益发展，

    

１８６页）。在伊丽莎白时代，“成队的流浪者被绞死，每年都要绞死３００或４００人”（斯特

莱普《伊丽莎白女王盛世的宗教改革和国教运动以及英国教会中其他事件的编年史》

１７２５年第２版第２卷）。这位斯特莱普还说，在索美塞特郡，仅仅一年中就有４０人被处

死，３５人被打上烙印，３７人遭鞭打和１８３个“不可救药的恶棍”被释放。但是他说：“由

于治安法官的疏忽大意和人民的愚昧同情，这个巨大的被控者人数还不到实际犯罪人

数的
１
５。”他又说：“英格兰其他郡的情形并不比索美塞特郡好，许多郡的情况甚至更

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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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

的自然规律。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粉碎一切反抗；相

对过剩人口的不断产生把劳动的供求规律，从而把工资限制在与

资本增殖需要相适应的轨道以内；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

本家对工人的统治。超经济的直接的暴力固然还在使用，但只是

例外地使用。在通常的情况下，可以让工人由“生产的自然规律”

去支配，即由他对资本的从属性去支配，这种从属性由生产条件本

身产生，得到这些条件的保证并由它们永久维持下去。在资本主

义生产在历史上刚刚产生的时期，情况则不同。新兴的资产阶级

为了“规定”工资，即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为

了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处于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就需要并

运用了国家权力。这是所谓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

雇佣工人阶级是在十四世纪下半叶产生的，它在当时和后一

世纪内只占居民中很小的一部分；它的地位受到农村的独立农民

经济和城市的行会组织的有力的保护。在农村和城市，雇主和工人

在社会上是接近的。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只是形式上的，就是说，生

产方式本身还不具有特殊的资本主义的性质。资本的可变要素大

大超过它的不变要素。因此，对雇佣劳动的需求随着资本的积累而

迅速增加，而雇佣劳动的供给只是缓慢地跟在后面。后来变成资本

积累基金的一大部分国民产品，在当时还是工人的消费基金。

自始就是为了剥削工人，而在其发展中一直与工人为敌的关

于雇佣劳动的立法（２２２），在英国开始于１３４９年爱德华三世的劳工

    

（２２２） 亚·斯密说：“每当立法机关企图调解雇主与其工人之间的纠纷时，它的

顾问总是雇主。”２３９兰盖说：“法的精神就是所有权。”２０７

６０８ 第七篇 资本的积累过程



法。在法国，与此相当的，是１３５０年以国王约翰名义颁布的敕令。

英法两国的立法齐头并进，内容也相同。关于劳工法企图强制延

长工作日这一点，我就不再谈了，因为前面（第８章第５节）已经讲

过了。

劳工法是由于下院的迫切要求而颁布的。一个托利党人天真

地说：

“以前贫民要求的工资太高，使工业和财富受到威胁。现在他们的工资

太低，也使工业和财富受到威胁，不过这种威胁和以前的不同，而且可能更危

险。”（２２３）

法律规定了城市和农村、计件劳动和日劳动的工资率。农村

工人受雇期限应为一年，城市工人则应在“自由市场”上受雇。支

付高于法定工资的人要被监禁，但接受高工资的人要比支付高工

资的人受到更严厉的处罚。例如，伊丽莎白的学徒法第１８条和第

１９条规定，支付高工资的人，监禁十天，而接受的人，则监禁二十

一天。１３６０年的法令加重了处罚，甚至授权雇主按法定的工资率

通过体罚去榨取劳动。把瓦匠和木匠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一切结

合、契约、誓约等都被宣告无效。从十四世纪起到１８２５年废除禁

止结社法１７５止，工人结社一直被认为是严重的犯罪行为。１３４９年

的劳工法和以后的一切类似法令的精神清楚地表现在这一事实

上：国家虽然规定了工资的最高限度，但从来没有规定工资的最低

限度。

大家知道，在十六世纪，工人的状况十分恶化。货币工资提高

了，但其提高的程度不及货币贬值和物价相应上涨的程度。因此，

    
（２２３） ［约·巴·拜耳斯］《自由贸易的诡辩》，一个律师著，１８５０年伦敦版第２０６

页。他挖苦地补充说：“我们总是准备为雇主效劳；难道就不能为雇工做一点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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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实际上是下降了。但是，旨在压低工资的法律仍然有效，同

时，“没有人愿意使用”的人还要被割耳朵和打烙印。伊丽莎白五

年颁布的第３号法令学徒法，授权治安法官规定一定的工资，并按

季节和物价加以调整。詹姆斯一世把这种有关劳动的规定推行到

纺织工人和其他各种工人身上。（２２４）乔治二世把禁止工人结社

的法律推行到一切工场手工业。

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相当强大，

因而用法律来规定工资已经行不通而且没有必要，但是人们为了

防备万一，还不想抛弃旧武库中的这件武器。在乔治二世八年，除

国丧期外，伦敦及其近郊的裁缝帮工的日工资还禁止超过２先令

７
１
２
便士；乔治三世十三年颁布的第６８号法令还授权治安法官规

定丝织工人的工资；在１７９６年，治安法官关于工资的命令是否也

适用于非农业工人，还需要经过高等法院的两次判决来确定；在

１７９９年，一项议会法令还规定，苏格兰矿工的工资要根据伊丽莎

白的一项法令和１６６１年及１６７１年的两项苏格兰法令来规定。在

此期间情况有了多大的变化，这可由英国下院的一件前所未闻的

    

（２２４） 从詹姆斯一世二年颁布的第６号法令的一条规定中可以看出，某些织布

业主以治安法官的身分在自己的工场内正式规定了工资率。——在德国，特别是在三

十年战争以后，常常颁布降低工资的法令。“对人口稀少地区的地主来说，缺乏仆人和

工人是十分麻烦的。所有村民都禁止把自己的房间租给独身男女；凡遇到这种租房人，

必须报告当局，如果他们不愿当仆人，那末，即使他们靠其他工作，靠替农民做短工或

从事货币和粮食买卖为生，也要被关进监狱。（《帝国对于西里西亚的特权和法令》第１

章第１２５条）在整整一百年中，各君主的命令中不断地强烈责骂那些不服从苛刻条件，

不满法定工资的恶劣而蛮横的无赖汉；每个地主都禁止付给高于行政区规定的工资。

但是，战后仆人的处境有时比一百年后还要好；１６５２年在西里西亚，仆人每周还可以吃

到两次肉，而在我们这个世纪，那里的某些地方，仆人每年只能吃到三次肉。而战后的

工资也比以后几个世纪都要高。”（古·弗莱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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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来说明。在这里，四百多年来人们都是制定法律来规定工资

绝不能超过的最高限度，而在１７９６年，惠特布雷德建议用法律规

定农业短工工资的最低限度。皮特表示反对，但承认“贫民的状况

是悲惨的”。最后，在１８１３年，规定工资的法律被废除了。自从资

本家以其私人立法来管理工厂，并依靠济贫税把农业工人的工资

补充到必要的最低限度以来，这些法律就变成了可笑的反常的东

西。但是劳工法中有关雇主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契约以及解约期限

等条款，直到现在还完全有效，这些条款规定，对违约的雇主只提

出民事诉讼，而对违约的工人则提出刑事诉讼。

残酷的禁止结社法于１８２５年在无产阶级的威胁性行动面前

取消了。虽然如此，但取消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旧法令某些美丽的

残片直到１８５９年才消失。最后，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９日的议会法令，在

法律上承认工联时就认为消除了这项阶级立法的最后痕迹。但

是，同一天颁布的一项议会法令，即关于惩治暴行、胁迫和侵害行

为的刑法修正法令，实际上是以新的形式恢复了旧的状态。这种

议会把戏，使工人在罢工或同盟歇业（结成同盟的工厂主同时把工

厂关闭）时可能利用的手段都不按普通法来处理，而按特别刑法来

处理，而这个刑法的解释权又操在担任治安法官的工厂主本人手

中。两年前，同一个下院和同一个格莱斯顿先生，以人所共知的正

直态度提出了一项取消一切反对工人阶级的特别刑法的法案。但

是这个法案只二读了事，这样，问题就被搁置下来，直到后来，“伟

大的自由党”同托利党结成联盟，竟然坚决反对扶它上台的无产阶

级。“伟大的自由党”并不以这种背叛为满足，它还让一贯奴颜婢

膝地为统治阶级效劳的英国法官把已经失效的禁止“秘密活动”法

２４０重新挖掘出来，用来对付工人的结社。我们看到，五百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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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议会一直卑鄙无耻地自私自利地保持旨在反对工人的永久的

资本家“工联”的地位，后来只是在群众的压力下才迫不得已地放

弃了反对罢工和工联的法律。

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风暴一开始，就胆敢再把工人刚刚争得

的结社权剥夺掉。它在１７９１年６月１４日颁布法令，宣布工人的一

切结社都是“对自由和人权宣言的侵犯”，要课以５００利弗尔的罚

金并剥夺公民权一年。（２２５）这个法律用国家警察手段把资本和

劳动之间的斗争限制在对资本有利的范围内，它经历了几次革命

和几次改朝换代。甚至恐怖政府２４１也没有触动它。直到最近它才

被从刑法典中取消。采取这一资产阶级非常措施的借口是最典型

不过的了。报告人列沙白里哀说：“工资比现在提高一些，使领工

资的人摆脱由于缺乏必要的生活资料而陷入的绝对的、几乎是奴

隶般的依赖状态，这虽然是应当的”，但是工人不应当彼此商定自

己的利益，不应当采取共同行动来缓和自己的“绝对的、几乎是奴

隶般的依赖状态”，因为他们这样做就会损害“他们从前的老板现

在的企业主的自由”（使工人保持奴隶状态的自由！），因为进行结

社来反对从前公会老板的专制，就是——猜猜看！——恢复法国

宪法所取消的公会！（２２６）

    

（２２５） 这个法律的第一条说：“取缔同一等级或同一职业的市民的各种联合组

织，是法国宪法的根本基础之一，因此禁止以任何借口或任何形式恢复这种联合组

织。”第四条说：“同一职业、手艺或手工业的市民，如果为了一致拒绝从事手艺或劳动

或为了按一定报酬才从事手艺或劳动而彼此协商或协议，那末这种协商和协议……应

视为违反宪法，侵犯自由和人权……”从而，和旧劳工法中的规定完全一样，应视为国

事罪。（《巴黎革命》１７９１年巴黎版第３卷第５２３页）

（２２６） 散见毕舍和卢－拉维涅《议会史》第１０卷第１９３—１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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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

我们考察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怎样通过暴力产生，考察

了使他们转化为雇佣工人的血腥纪律，考察了君主和国家用警察

手段加强对劳动的剥削程度来提高资本积累的无耻行为。现在要

问：资本家最初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对农村居民的剥夺只是直接

地产生了大土地所有者。至于说到租地农场主的产生，我们是能

够弄清楚的，因为这是一个延续了许多世纪的漫长过程。农奴本

身，此外还有自由小土地所有者，处于极不相同的财产状况下，因

而是在极不相同的经济条件下解放出来的。

在英国，最初形式的租地农场主是本身也是农奴的管事。他

的地位和古罗马的斐力卡斯相似，不过活动范围狭小一些。在十

四世纪下半叶，管事被由地主供给种籽、牲畜和农具的租地农民所

代替。这种租地农民的地位同农民没有多大的区别，不过他剥削

更多雇佣劳动。他不久就成为分成农，半租地农场主。他筹集农业

资本的一部分，而其余部分则由地主提供。双方按合同规定的比

例分配总产品。这种形式在英国很快就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真

正的租地农场主，他靠使用雇佣工人来增殖自己的资本，并把剩余

产品的一部分以货币或实物的形式作为地租交给地主。

在十五世纪，当独立农民和那些既当雇工同时又独自耕作的

雇农靠自己的劳动而富裕起来的时候，租地农场主的境况和生产

范围都同样是中等的。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开始的、几乎在整

个十六世纪（但最后几十年除外）继续进行的农业革命，以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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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使农村居民破产，使租地农场主致富。（２２７）对公有牧场等的

掠夺，使租地农场主几乎不费代价就大大增加了自己的牲畜数量，

这些牲畜又为他的土地的耕作提供了更丰富的肥料。

在十六世纪，又加进了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因素。当时，租

约的期限很长，往往达９９年。贵金属价值从而货币价值的不断下

降，给租地农场主带来了黄金果。把前面已经指出的其他一切情

况撇开不说，这种下降也降低了工资。工资的一部分变成了租地

农场主的利润。谷物、羊毛、肉类，总之，一切农产品的价格不断上

涨，不费租地农场主一点力气，就增大了他的货币资本，而他必须

支付的地租，却是按照以前的货币价值签订在契约上的。（２２８）所

以，他是同时靠牺牲自己的雇佣工人和地主的利益而致富的。因

    

（２２７） 哈里逊在自己的《英国概述》中说：“过去交出４镑地租都很困难的租地农

场主，现在要交４０镑、５０镑、１００镑，但是他们在租约满期时，如果手里没有积存６—７

年租金的话，就认为是做了一次不好的生意。”

（２２８） 关于十六世纪货币贬值对社会各阶级的影响，可以参看《对近来我国各界

同胞常有的一些抱怨的简单考察》，绅士威·斯·著（１５８１年伦敦版）。由于这一著作采

取对话形式，人们在很长时期内认为这是莎士比亚写的，直到１７５１年还用他的名字出

过新版。它的作者是威廉·斯泰福。书中的一个地方，骑士有如下的推论：

骑士：“您，我的邻居农民，您，商人先生，您，善良的铜匠，以及其他的手工业者们，

你们都知道怎样维护自己的利益。因为，一切物品比以前贵多少，你们也可以把你们出

卖的商品和劳动的价格提高多少。但是，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提高价格出卖，以抵偿

我们在购买物品时所受的损失。”在另一个地方，骑士问博士：“请告诉我，您指的是哪

种人？首先，您认为哪些人不会受到损失？”博士：“我指的是所有靠买卖为生的人，因为

他们以高价买进，也以高价卖出。”骑士：“其次，您认为哪种人会得利呢？”博士：“是所

有按旧租金租赁由自己耕种的租地或农场的人，因为他们按旧价格支付，按新价格出

售，就是说，他们为土地支付极少的钱，而以高价出售土地的一切产品……”骑士：“您

认为，哪种人会受到比这些人得到的利益还要大的损失？”博士：“那就是所有贵族、绅

士以及其他一切靠固定地租或薪金过活，不亲自耕种自己土地，或不做买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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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十六世纪末，英国有了一个就当时情况来说已很富有的“资

本主义租地农场主”阶级，是不足为奇的。（２２９）

５．农业革命对工业的反作用。

 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

我们已经知道，对农村居民断断续续的、一再重复的剥夺和驱

逐，不断地为城市工业提供大批完全处于行会关系之外的无产者。

这一奇妙的现象，使老亚·安德森（不要和詹姆斯·安德森相混）

在他的商业史２４２中也相信神的直接干预。我们还必须谈一谈原始

    

（２２９） 在法国，中世纪初期替封建主管理和征收租税的管家，不久就成为实业

家，他用勒索、欺骗等办法，变成了资本家。这些管家有时自己就是显贵。例如：“这个账

单是伯桑松的城堡主人，骑士雅克·德·托雷斯就其应当支付的１３５９年１２月２５日至

１３６０年１２月２８日的地租，交给勃艮第公爵和伯爵在第戎的管账先生的。”（阿列克西

斯·蒙泰《关于各科历史手稿的研究》第２３４、２３５页）由此可见，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

有很大的一部分落入了中间人的手里。例如，在经济方面，金融家、交易所经纪人、大小

商人吸去了营业的精华；在民法方面，律师敲诈诉讼双方；在政治方面，议员比选举人

重要，大臣比君主重要；在宗教方面，上帝被“中介人”挤到次要地位，而后者又被牧师

挤到次要地位，牧师又是善良的牧羊人和他的羊群之间的必然的中间人。在法国，和在

英国一样，大的封建领地被划分为无数的小农场，那是在对农村居民极其不利的条件

下进行的。在十四世纪出现了租地农场——ｆｅｒｍｅｓ或ｔｅｒｒｉｅｒｓ。它们的数量不断增长，

远远超过１０万个。它们以货币或实物支付产品的十二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作为地租。

ｔｅｒｒｉｅｒｓ根据土地价值和面积的大小分为封地、次封地（ｆｉｅｆｓ，ａｒｒｉèｒｅ－ｆｉｅｆｓ）等等，而土

地的面积有时只有几阿尔潘。所有这些ｔｅｒｒｉｅｒｓ对自己土地上的居民享有某种程度的

裁判权；这种裁判权有四等。农村居民在所有这些小暴君下受到压迫，是可以理解的。

蒙泰说，当时法国有１６万个法庭，而现在连治安法庭在内有４０００个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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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的这个要素。若弗卢瓦·圣伊雷尔用世界物质在那里的稀薄

化来解释它在这里的稠密化（２３０），但是，与独立的、自耕的农村居

民稀薄化相适应的，不仅仅是工业无产阶级的稠密化。虽然种地

的人数减少了，但土地提供的产品和过去一样多，或者比过去更

多，因为伴随土地所有权关系革命而来的，是耕作方法的改进，协

作的扩大，生产资料的积聚等等，因为农业雇佣工人不仅被迫加强

了劳动强度（２３１），而且他们为自己进行劳动的生产范围也日益缩

小了。因此，随着一部分农村居民的游离，他们以前的生活资料也

被游离出来。这些生活资料现在变成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被驱

逐出来的农民必须从自己的新主人工业资本家那里，以工资的形

式挣得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国内农业提供的工业原料也同生活

资料的情况一样。它变成了不变资本的一个要素。

例如，可以设想，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全都纺亚麻的威斯特

伐里亚农民，一部分遭到暴力剥夺，被逐出土地，另一部分留下来

的则变成了大租地农场主的短工。与此同时，出现了大亚麻纺织

厂，“被游离出来的人”受雇在那里做工。亚麻外表上和过去完全

一样。它的纤维一根也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一个新的社会灵魂已

经进入它的身体。它现在是手工工场主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以

前，亚麻分散在许多小生产者之间，他们自己种植亚麻，并和家人

一道小量地进行纺织；现在，它积聚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他叫别人

为自己纺织。消耗在纺亚麻上的额外劳动以前体现为无数农民家

庭的额外收入，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还体现为交给普鲁士国王

的赋税。现在，它体现为少数资本家的利润。纱锭和织机以前分

    
（２３０） 见他的《对自然哲学的认识》１８３８年巴黎版。

（２３１） 这一点是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所强调的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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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在农村，现在和工人以及原料一样都集中在少数大劳动营里了。

现在，纱锭、织机和原料由纺织工人独立生存的手段都变成了指挥

他们（２３２）和榨取他们的无酬劳动的手段。大手工工场同大租地

农场一样，看不出是由许多小生产单位联合而成的，是通过剥夺许

多独立小生产者而成的。但是，不带偏见的考察是不会受迷惑的。

在革命狮子米拉波的时代，人们还把大手工工场叫做ｍａｎｕｆａｃ－

ｔｕｒｅｓｒéｕｎｉｅｓ，即联合手工工场，正如我们现在说联合耕地一样。

米拉波说：

“人们只注意有几百人在一个厂长指挥下进行劳动的、通常叫做联合手

工工场的大手工工场；而对人数众多的工人分散地独自经营的手工工场，几

乎不屑一顾，把这些手工工场完全摆到次要的地位。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因为只有它们才是国民财富的真正重要的组成部分…… 联合工场使一两

个企业主大发其财，但工人不过是得到或多或少的报酬的短工，他们丝毫分

享不到企业主得到的好处。相反地，在分散的工场中没有人发财致富，但许

多工人过着优裕的生活…… 勤劳节俭的工人人数将会增加，因为他们将会

认识到，正当的生活和劳动，是根本改善自己状况而不是稍许提高工资的手

段；稍许提高工资对于将来决不可能是重要的事情，充其量只能使工人勉强

糊口的生活稍微好一点。通常同小农经济结合在一起的单个分散的手工工

场，才是自由的手工工场。”（２３３）

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游离出

    

（２３２） 资本家说：“如果你们把你们仅有的一点东西交给我，作为我辛苦指挥你

们的报酬，我就让你们得到为我服务的荣幸。”（让·雅·卢梭《论政治经济学》［１７６０

年日内瓦版第７０页］）

（２３３） 散见米拉波《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普鲁士君主制度》１７８８年伦敦版第３

卷第２０—１０９页。米拉波认为，分散的工场比“联合的”工场更经济，生产力更高，并把

后者只是看作由政府人为地培养出来的温室植物。当时大陆上大部分手工工场的情况

可以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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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材料，同时也建立了国内市场。

事实上，使小农转化为雇佣工人，使他们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

料转化为资本的物质要素的那些事件，同时也为资本建立了自己

的国内市场。以前，农民家庭生产并加工绝大部分供自己以后消

费的生活资料和原料。现在，这些原料和生活资料都变成了商品；

大租地农场主出售它们，手工工场则成了他的市场。纱、麻布、粗

毛织品（过去每个农民家庭都有这些东西的原料，它把这些东西纺

织出来供自己消费），现在变成了工场手工业的产品，农业地区正

是这些东西的销售市场。以前由于大量小生产者独自经营而造成

的分散各地的许多买主，现在集中为一个由工业资本供应的巨大

市场。（２３４）于是，随着以前的自耕农的被剥夺以及他们与自己的

生产资料的分离，农村副业被消灭了，工场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过

程发生了。只有消灭农村家庭手工业，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国内市

场获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范围和稳固性。

但是，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并没有引起根本的改变。我们记

住，工场手工业只涉及国民生产的很小一部分，它一直以城市手工

业和农村家底副业作为广阔的背景。它在某种形式下，在某些工业

部门，在某些地方消灭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同时又在其他

地方使它们重新出现，因为它需要它们把原料加工到一定的程度。

因此，它产生了一个新的小农阶级，这些小农以种地为副业，

    

（２３４） “一个工人家庭在它从事的各种劳动的间歇，通过自己的辛劳不知不觉地

把二十磅羊毛变为全家一年的衣着，这并不引人注意。但是，如果它把羊毛拿到市场，
送进工厂，然后送到经纪人手里，然后再送到商人手里，那末就可以看到频繁的商业活
动，所用的名义资本要比羊毛的价值大二十倍…… 工人阶级就是这样为了维持不幸
的工厂人口、寄生的商人阶级和虚假的商业制度、货币制度、财政制度而受人剥削。”
（戴维·乌尔卡尔特《家常话》第１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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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把产品直接或通过商人卖给手工工场。这就

是首先使研究英国历史的人困惑不解的现象所以会产生的一个原

因，虽然不是主要的原因。研究英国历史的人看到，从十五世纪最

后三十多年起怨声不断（只是有时中止），抱怨资本主义经济在农

村日益发展，农民日益被消灭，另一方面又看到，这些农民不断重

新出现，虽然他们人数在减少，处境日益恶化。（２３５）主要原因在

于，英国在不同的时代，有时以谷物业为主，有时以畜牧业为主，因

而农民的生产范围也跟着变化。只有大工业才用机器为资本主义

农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彻底地剥夺了极大多数农村居民，使农业

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完全分离，铲除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根基——纺纱和

织布。（２３６）这样，它才为工业资本征服了整个国内市场。（２３７）

    

（２３５） 克伦威尔时代是一个例外。在实行共和制期间，英国各阶层的人民群众都

从他们在都铎王朝时代所陷入的那种衰落状态中恢复过来。

（２３６） 塔克特知道，随着机器的采用，大羊毛工业从真正的工场手工业中，从农

村或家庭工业的消灭中产生出来了。（塔克特《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１８４６年伦敦

版第１卷第１３９—１４４页）“犁和轭为神所发明，而由英雄使用——难道织机、纱锭和纺

车的由来就没有这么高贵吗？你们把纺车和犁分开，把纱锭和轭分开，结果产生了工厂

和贫民院、信贷和恐慌，产生了两种敌对的国民，即农业国民和商业国民。”（戴维·乌

尔卡尔特《家常话》１８５５年伦敦版第１２２页）但凯里出来了，他当然不是没有理由地责

备英国，说英国力图把其他所有国家变成纯农业国，而英国则成为它们的工厂主。他断

言，土耳其就是这样被毁灭的，因为“〈英国〉从来不允许土耳其的土地所有者和耕种者

把犁和织机、锤和耙自然地结合起来，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奴隶贸易》第１２５页）。在

他看来，乌尔卡尔特本人就是毁灭土耳其的罪魁之一，因为乌尔卡尔特曾在土耳其为

英国的利益鼓吹过自由贸易。但是最妙不过的是，凯里（附带说一下，他是俄国的大奴

仆）竟想利用保护关税制来阻止这个分离过程，其实它只会加速这个过程。

（２３７） 英国的博爱主义经济学家（如穆勒、罗杰斯、高德文·斯密斯、福塞特等

人）和自由主义工厂主（如约翰·布莱特之流），象上帝向该隐询问他的弟弟亚伯的下

落一样，向英国的土地贵族问道，我们成千上万的自由农到哪里去了？然而你们又是从

哪里来的呢？是从这些自由农的消灭中来的。为什么你们不往下问，那些独立的纺纱工

人、织布工人、手工业者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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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工业资本家的产生

工业（２３８）资本家不是象租地农场主那样逐渐地产生的。毫

无疑问，有些小行会师傅和更多的独立小手工业者，甚至雇佣工

人，变成了小资本家，并且由于逐渐扩大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和相应

的积累，成为不折不扣的资本家。在中世纪城市的幼年时期，逃跑

的农奴中谁成为主人，谁成为仆人的问题，多半取决于他们逃出来

的日期的先后，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情形往往也是这样。

但是这种方法的蜗牛爬行的进度，无论如何也不能适应十五世纪

末各种大发现所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的贸易需求。而中世纪已经

留下两种不同形式的资本，它们是在极不相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

成熟的，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期到来以前，就被当作资本

了，这就是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

“现在，社会的一切财富首先落入资本家手中……他对土地所有者支付

地租，对工人支付工资，对赋税和什一税的征收者支付他们要求的东西，而留

给自己的是年劳动产品的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最大的而且日益增长的一部

分。现在，资本家可以看作是全部社会财富的最先所有者，虽然没有任何一项

法律给予他这种所有权…… 所有权方面的这种变化是由于资本的取息而

产生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整个欧洲的立法者都想用取缔高利贷的法律来阻

止这件事…… 资本家支配国家的全部财富的权力是所有权上的一种彻底的革命；

然而这个革命是靠哪一项法律或者哪一套法律来实行的呢？”（２３９）

    
（２３８） 这里所用的“工业”是和“农业”相对而言。就“范畴”的意义来说，租地农场

主和工厂主一样，也是工业资本家。

（２３９） 《财产的自然权利和人为权利的比较》１８３２年伦敦版第９８、９９页。这一匿

名著作的作者是托·霍吉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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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应该知道，革命不是靠法律来实行的。

高利贷和商业所形成的货币资本在转化为工业资本时，曾受

到农村封建制度和城市行会制度的阻碍。（２４０）这些限制随着封

建家臣的解散，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一部分被驱逐而消失。新的

工场手工业建立在通海港口或不受旧城市及其行会制度控制的内

陆地区。因此，在英国，享有公会特权的城市对这些新的工业培养

所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

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

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

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跟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

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

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

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等等。

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

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十七世纪末系统

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

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

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

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

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

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关于基督教殖民制度，有一位把基督教当作专业来研究的人，

    
（２４０） 甚至在１７９４年，里子城的小织布业者还派代表请求议会制定法律，禁止

任何一个商人成为工厂主。（艾金医生《曼彻斯特市外三十至四十英里范围内的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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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豪伊特曾这样说过：

“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

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

都无法比拟的。”（２４１）

荷兰——它是十七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营殖民地

的历史，“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

画”（２４２）。最有代表性的是，荷兰人为了使爪哇岛得到奴隶而在

苏拉威西岛实行盗人制度。为此目的训练了一批盗人的贼。盗贼、

译员、贩卖人就是这种交易的主要代理人，土著王子是主要的贩卖

人。盗来的青年在长大成人可以装上奴隶船以前，被关在苏拉威

西的秘密监狱中。一份官方报告说：

“例如，孟加锡这个城市到处都是秘密监狱，一座比一座恐怖，里面挤满

了不幸的人，贪欲和暴政的牺牲者，他们戴着镣铐，被迫和家人分离。”

荷兰人为了霸占马六甲，曾向葡萄牙的总督行贿。１６４１年总

督允许他们进城。他们为了“节省”支付２１８７５镑贿款，立即到总

督住宅把他杀了。他们走到哪里，那里就变得一片荒芜，人烟稀

少。爪哇的班纽万吉省在１７５０年有８万多居民，而到１８１１年只有

８０００人了。这就是温和的商业！

大家知道，英国东印度公司７６除了在东印度拥有政治统治权

外，还拥有茶叶贸易、同中国的贸易和对欧洲往来的货运的垄断

    

（２４１） 威廉·豪伊特《殖民和基督教。欧洲人对待所有殖民地人民的通俗历史》

１８３８年伦敦版第９页。关于对奴隶的待遇，在沙尔·孔德的《立法论》（１８３７年布鲁塞

尔第３版）中收集了很多材料。要想知道资产者在其能够随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面貌

来改造世界的地方，把自己和工人变成了什么，就必须仔细研究这部著作。

（２４２） 前爪哇岛副总督托马斯·斯坦弗德·莱佛尔斯《爪哇史》１８１７年伦敦版

［第２卷第ＣＸＣ、ＣＸＣ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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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而印度的沿海航运和各岛屿之间的航运以及印度内地的贸

易，却为公司的高级职员所垄断。对盐、鸦片、槟榔和其他商品的

垄断权成了财富的取之不尽的矿藏。这些职员自定价格，任意勒

索不幸的印度人。总督也参与这种私人买卖。他的宠信们是在使

他们这些比炼金术士聪明的人们能从无中生出金来的条件下接受

契约的。巨额财产象雨后春笋般地增长起来，原始积累在不预付

一个先令的情况下进行。华伦·哈斯廷斯的审判记录中有很多这

样的实例。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个名叫沙利文的人，当他因公出

差到印度一个离鸦片产地很远的地区时，接受了一项鸦片契约。

沙利文以４万镑把契约卖给一个名叫宾恩的人，宾恩又在当天以

６万镑转卖给别人，而这张契约的最后购买者和履行者声称，他从

中还赚了一大笔钱。根据一个呈报议会的表报，从１７５７年到１７６６

年，东印度公司和它的职员让印度人赠送了６００万镑！在１７６９年

到１７７０年间，英国人用囤积全部大米，不出骇人听闻的高价就拒

不出售的办法制造了一次饥荒。（２４３）

在象西印度那样专营出口贸易的种植殖民地，以及在象墨西

哥和东印度那样任人宰割的资源丰富人口稠密的国家里，土著居

民所受的待遇当然是最可怕的。但是，即使在真正的殖民地，原始

积累的基督教性质也是无可否认的。那些谨严的新教大师，新英

格兰的清教徒，１７０３年在他们的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张印第

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４０镑；１７２０年，每张

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１００镑；１７４４年马萨诸塞湾的一个部落被宣

布为叛匪以后，规定了这样的赏格：每剥一个１２岁以上男子的头

    
（２４３） １８６８年仅奥里萨一个邦就饿死了一百多万印度人。尽管如此，有人仍力图

以高价把粮食卖给那些快要饿死的人，借此来充实印度的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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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皮得新币１００镑，每俘获一个男子得１０５镑，每俘获一个妇女或

儿童得５０镑，每剥一个妇女或儿童的头盖皮得５０镑！数十年后，

殖民制度对这些虔诚的新教徒们的背叛祖国的子孙进行了报复。

在英国人的唆使和收买下，他们被人用短战斧砍死了。英国议会

曾宣布，杀戮和剥头盖皮是“上帝和自然赋予它的手段”。

殖民制度大大地促进了贸易和航运的发展。“垄断公司”（路

德语）是资本积聚的强有力的手段。殖民地为迅速产生的工场手

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保证了通过对市场的垄断而加速的积累。

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

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第一个充分发展了殖民制度的荷兰，

在１６４８年就已达到了它的商业繁荣的顶点。它

“几乎独占了东印度的贸易及欧洲西南部和东北部之间的商业往来。它的渔

业、海运业和工场手工业，都胜过任何别的国家。这个共和国的资本也许比

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资本总和还要多”２４４。

居利希忘记加上一句：荷兰的人民群众在１６４８年就已经比欧

洲所有其他国家的人民群众更加劳动过度，更加贫困，更加遭受残

酷的压迫。

现在，工业上的霸权带来商业上的霸权。在真正的工场手工

业时期，却是商业上的霸权造成了工业上的优势。所以殖民制度

在当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和欧洲各个旧神并列于祭坛上的“一

位陌生的神”，有一天一下子把所有的旧神都打倒了。殖民制度宣

布，赚钱是人类最终的和唯一的目的。

公共信用制度，即国债制度，在中世纪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就已

产生，到工场手工业时期流行于整个欧洲。殖民制度以及它的海

外贸易和商业战争是公共信用制度的温室。所以它首先在荷兰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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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来。国债，即国家的让渡，不论是在专制国家，立宪国家，还是

共和国家，总是给资本主义时代打下自己的烙印。在所谓国民财

富中，真正为现代人民所共有的唯一部分，就是他们的国债。

（２４３ａ）因此，一个国家的人民负债越多就越富这一现代理论是完

全合乎逻辑的。公共信用成了资本的信条。随着国债的产生，不可

饶恕的罪恶，已不再是亵渎圣灵，而是破坏国债的信用了。

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它象挥动魔杖一

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

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投资于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

和风险。国家债权人实际上并没有付出什么，因为他们贷出的金

额变成了容易转让的公债券，这些公债券在他们手里所起的作用

和同量现金完全一样。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产生的有闲的食利者阶

级，充当政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就大发横财，每次国债的

一大部分就成为从天而降的资本落入包税者、商人和私营工厂主

的手中，——撇开这些不说，国债还使股份公司、各种有价证券的

交易、证券投机，总之，使交易所投机和现代的银行统治兴盛起来。

用国家的名义装饰起来的大银行，从一产生起就只不过是私

人投机家的公司，它们支持政府，依靠取得的特权能够把货币贷给

政府。因此，国债积累的最准确的尺度就是这些银行的股票的不

断涨价，这些银行的充分发展是从英格兰银行的创立（１６９４年）开

始的。英格兰银行开始营业的第一笔生意，就是以８％的利率贷款

给政府；同时它由议会授权用同一资本铸造货币，这同一资本又以

银行券的形式贷给公众。它可以用这些银行券来办理期票贴

    
（２４３ａ） 威廉·科贝特指出，英国的一切公共机构都被称为“皇家的”，但是债是

“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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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抵押货物、购买贵金属。这样，过了不久，这些由银行自己制造

的信用货币又变成了铸币，英格兰银行用这些铸币贷款给国家并

代国家支付公债利息。它一只手拿出去，另一只手拿更多的进来，

这还不够；当它拿进来时，它仍然是国民的永远债权人，直到最后

一个铜板付清为止。它逐渐成了国家的贵金属必然贮藏所和全部

商业信用的重心。在英国，当人们禁止焚杀女巫的时候，却开始绞

死伪造银行券者。至于银行巨头、金融家、食利者、经纪人、证券投

机家和交易所的豺狼这一伙人的突然兴起，对同时代人曾产生怎

样的影响，当时的著作如博林布罗克的著作可以证明。（２４３ｂ）

随着国债同时产生的，有国际信用制度。国际信用制度常常

隐藏着这个或那个国家原始积累的源泉之一。例如，由于没落的

威尼斯以巨额货币贷给荷兰，威尼斯的劫掠制度的卑鄙行径就成

为荷兰资本财富的这种隐蔽的基础。荷兰和英国的关系也是这

样。在十八世纪初，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已经远远落后了，荷兰已不

再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工商业国家。因此，荷兰在１７０１—１７７６年

时期的主要营业之一就是贷放巨额资本，特别是贷给它的强大竞

争者英国。现在英国和美国之间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形。今天出现

在美国的许多身世不明的资本，仅仅在昨天还是英国的资本化了

的儿童血液。

由于国债是依靠国家收入来支付年利息等等开支，所以现代

税收制度就成为国债制度的必要补充。借债使政府可以抵补额外

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感到负担，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

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债务的不断增加而引起的增税，又使政府在

遇到新的额外开支时，总是要借新债。因此，以对最必要的生活资

    

（２４３ｂ） “如果鞑靼人充满了今日的欧洲，要使他们理解我们这里的金融家是什

么，会是很困难的。”（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１７６９年伦敦版第４卷第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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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课税（因而也是以它们的昂贵）为轴心的现代财政制度，本身

就包含着税收自行增加的萌芽。过重的课税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情，倒不如说是一个原则。因此，在首先建立这种制度的荷兰，大

爱国者德·维特在他的箴言２４５中对这种制度备加赞扬，把它说成

是促使雇佣工人服从、俭朴、勤勉和……从事过度劳动的最好制

度。但这里，我们所关心的，与其说是这种制度对雇佣工人状况的

破坏性影响，不如说是它所引起的对农民、手工业者，一句话，对一

切下层中产阶级分子的暴力剥夺。关于这一点，甚至在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中间也没有异议。现代财政制度的剥夺作用，被这一制

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保护关税制度加强了。

公债和与之相适应的财政制度在财富的资本化和对群众的剥

夺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使科贝特、达布耳德等许多著作家错误地要

在公债和财政制度中寻找现代人民贫困的根本原因。

保护关税制度是制造工厂主、剥夺独立劳动者、使国民的生产

资料和生活资料变成资本、强行缩短从旧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

式的过渡的一种人为手段。欧洲各国为了获得这种发明的专利权

而勾心斗角，它们一旦成为谋利者的奴仆，就不仅要为此目的而间

接通过保护关税和直接通过出口补助金等来掠夺本国人民，而且

还要强制地摧毁其附属邻国的一切工业，例如英格兰摧毁了爱尔

兰的毛纺织工场手工业。在欧洲大陆上，柯尔培尔开了先例以后，

这个过程更是大大地简化了。在那里，工业家的原始资本有一部

分直接来自国库。米拉波喊道：

“为什么要追溯到那么远去寻找七年战争以前萨克森工场手工业繁荣的

原因呢？只要看看１８０００万国债就够了！”（２４４）

    
（２４４） 米拉波《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普鲁士君主制度》第６卷第１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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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殖民制度、国债、重税、保护关税制度、商业战争等等——所有

这些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嫩芽，在大工业的幼年时期都大大地

成长起来了。大工业是以希罗德王式的大规模掠夺儿童来庆贺自

己的诞生的。象皇家海军强征水兵一样，工厂也是用强力招收工

人的。尽管弗·摩·伊登爵士对于从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到他

所处时代即十八世纪末这一段时间里，由于剥夺农村居民的土地

而造成的惨象，处之泰然，尽管他对于为建立资本主义农业以及

“确定耕地和牧场的合理比例”所“必需的”这一过程，满意地表示

庆幸，然而他对于为了使工场手工业生产转变为工厂生产以及确

定资本和劳动力的合理比例而必需掠夺和奴役儿童这一点，却没

有表现出同样的经济学上的洞察力。他说：

“公众也许有必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如果一种工场手工业只有掠夺小

屋和贫民习艺所中的贫苦儿童，并让他们成群结队地轮班劳动大半夜而得不

到休息，才能顺利地经营下去，如果这种工场手工业把不同年龄和不同爱好

的男女混杂在一起，以致通过实例的传染必然造成道德败坏，荒淫放荡，——

这样一种工场手工业难道能够增加国家和个人的幸福的总和吗？”（２４５）

菲尔登写道：

“在得比郡、诺定昂郡，尤其在郎卡郡，沿着能够推动水车的河流修建的

大工厂，采用了最新发明的机器。这些远离城市的地方，突然需要成千上万

的人手；其中以当时人口较少、土地贫瘠的郎卡郡最需要人。特别需要手指

细小而灵巧的儿童。于是，从伦敦、北明翰等地的教区贫民习艺所招收学徒

〈！〉之风盛行一时。成千上万这种从７岁到１３、１４岁的无依无靠的儿童，就这

样被运到北方去。通常，主人〈即掠夺儿童的人〉要供给自己的学徒衣食，让

他们住在工厂附近的徒工房里。派来监工监督他们的劳动。这些监工的工资

和从儿童身上榨取的产品量成正比，因此他们的兴趣是让儿童尽量多干活。结

    
（２４５） 伊登《贫民的状况》第２卷第１章第４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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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必然是残酷虐待…… 在许多工厂区，尤其是在郎卡郡，这些任凭工厂主

支配的无依无靠的无辜儿童，遭到了最悲惨的折磨。他们被过度的劳动折磨

至死……他们被鞭打，戴上镣铐，受尽挖空心思的残酷虐待；他们大多饿得骨

瘦如柴，但还得在皮鞭下干活…… 他们有时甚至被逼得自杀！…… 得比

郡、诺定昂郡和郎卡郡的那些与世隔绝的美丽而浪漫的山谷，竟成为折磨人，

甚至常常虐杀人的恐怖地方！…… 工厂主的利润是巨大的。但这只能燃起

他们狼一般的贪欲。他们开始实行夜间劳动，就是说，在做日工的一批人精

疲力尽之后，他们已经准备好另一批人去做夜工；夜班工人刚下床，日班工人

就躺上去，然后再反过来。郎卡郡流行一句俗语：床永不凉。”（２４６）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发展，欧洲的舆论丢

掉了最后一点羞耻心和良心。各国恬不知耻地夸耀一切当作资本

积累手段的卑鄙行径。例如，读一读老实人亚·安德森的天真的

商业编年史。这本编年史把下面的事实当作英国国策的巨大胜利

而备加赞扬：英国在乌得勒支和谈时通过阿西恩托条约２４６，从西班

牙人手里夺走了经营非洲和西属美洲之间贩卖黑人的特权，而在

此以前，英国只经营非洲和英属西印度之间的这种买卖。英国

    

（２４６） 约翰·菲尔登《工厂制度的祸害》第５、６页。关于工厂制度的早期的丑恶，

见艾金医生《曼彻斯特市外三十至四十英里范围内的郊区》第２１９页，以及吉斯伯恩

《论大不列颠上层和中层社会阶级人们的义务》１７９５年版第２卷。——由于蒸汽机使

工厂从农村有瀑布的地方搬到城市中心，“喜欢禁欲”的谋利者现在随手就可以找到童

工，而不必用强力从贫民习艺所索取奴隶了。——当罗·皮尔爵士（“诡辩大臣”的父

亲）于１８１５年提出保护儿童法案时，弗·霍纳（金条委员会的杰出人物，李嘉图的密

友）在下院说：“大家都知道，有一帮工厂儿童（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被列为一个破产

者的财产的一部分，同他的动产一起公开登广告拍卖，并且卖掉了。两年前〈１８１３年〉皇

家法院受理一件令人愤慨的案子。这是一件关于一批儿童的案子。伦敦一个教区把这

批儿童交给一个工厂主，这个工厂主又把他们转让给另一个工厂主。最后，一些慈善家

发现这些儿童处于绝对饥饿的状态。作为议会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他还知道另一个更

令人愤慨的案件。几年前，伦敦某一教区和郎卡郡一个工厂主签订了一项合同，规定这

个工厂主每购买２０个健全的儿童，必须购买一个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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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到１７４３年为止每年供给西属美洲４８００个黑人的权利。这

同时又为英国的走私提供了公开的掩护。利物浦是靠奴隶贸易发

展起来的。奴隶贸易是它进行原始积累的方法。直到目前为止，利

物浦“受尊敬的人”仍然是赞扬奴隶贸易的品得；奴隶贸易——参

看前面所引１７９５年出版的艾金医生的著作——“使商业冒险精神

达到了狂热，产生了出色的海员，带来了巨额的金钱”。利物浦用

于奴隶贸易的船只，１７３０年１５艘，１７５１年５３艘，１７６０年７４艘，

１７７０年９６艘，１７９２年１３２艘。

当棉纺织工业在英国引起儿童奴隶制的时候，它同时在美国

促使过去多少带有家长制性质的奴隶经济转变为商业性的剥削制

度。总之，欧洲的隐蔽的雇佣工人奴隶制，需要以新大陆的赤裸裸

的奴隶制作为基础。（２４７）

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

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

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

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２４８）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

    

（２４７） １７９０年，奴隶与自由民在英属西印度是１０比１，在法属西印度是１４比１，

在荷属西印度是２３比１。（亨利·布鲁姆《关于欧洲列强殖民政策的研究》１８０３年爱丁

堡版第２卷第７４页）

（２４８） “劳动贫民”一词是当雇佣工人阶级已经引人注意时出现在英国法律中

的。“劳动贫民”，一方面是同“闲散贫民”、乞丐等相对而言，另一方面是同那些尚未被

掠夺一空而仍然占有劳动资料的劳动者相对而言。“劳动贫民”一词是从法律搬用到政

治经济学上的，卡耳佩珀、约·柴尔德等人直到亚·斯密和伊登都使用这个词。由此可

以评价“可憎的政治伪君子”艾德蒙·伯克把“劳动贫民”一词解释为“可憎的政治伪

善”的好心善意究竟是什么了。这个献媚者，当他受英国寡头政治雇用时，扮演了反对

法国革命的浪漫主义者的角色，就象在美洲动乱一开始，当他受北美殖民地雇用时，扮

演了反对英国寡头政治的自由主义者的角色完全一样；他是一个极其平凡的资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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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苦难
２４７
。如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

上带着天生的血斑”（２４９），那末，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

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２５０）

７．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资本的原始积累，即资本的历史起源，究竟是指什么呢？既然

它不是奴隶和农奴直接转化为雇佣工人，因而不是单纯的形式变

换，那末它就只是意味着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

础的私有制的解体。

私有制作为公共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只是在劳动资料

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但是私有制的性质，

    

“贸易的规律就是自然的规律，因而也就是上帝的规律”（艾·伯克《关于贫困的意见和

详情》１８００年伦敦版第３１、３２页）。他忠于上帝和自然的规律，因此无怪乎他总是在最

有利的市场上出卖他自己！在塔克尔牧师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对这位艾德蒙·伯克在

他的自由主义时期的最好的描述。塔克尔是一个牧师和托利党人，但从其他方面来说，

他却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很有才干的政治经济学家。在可耻的无气节行为目前非常

盛行并虔诚地信仰“贸易的规律”的时候，我们有责任一再揭露伯克之流，他们同自己

的继承者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才能！

（２４９） 马利·奥日埃《论公共信用及其古今史》［１８４２年巴黎版第２６５页］。

（２５０） 《评论家季刊》说：“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

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

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１０％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２０％的利

润，它就活跃起来；有５０％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１００％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

人间法律；有３００％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

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托·约·登宁《工联

和罢工》１８６０年伦敦版第３５、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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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依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有所不同。私有制在最初

看来所表现出的无数色层，只不过反映了这两极间的各种中间状

态。

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

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诚然，

这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从属关系中也是存

在的。但是，只有在劳动者是自己使用的劳动条件的自由私有者，

农民是自己耕种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手工业者是自己运用自如

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的地方，它才得到充分发展，才显示出它的全

部力量，才获得适当的典型的形式。

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

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

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

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要使它永远存

在下去，那就象贝魁尔公正地指出的那样，等于“下令实行普遍的

中庸”２４８。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

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

来。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它的消灭，个

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

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

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

成资本的前史。这种剥夺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其中我们只考

察了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方法。对直接生产者

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

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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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

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

所排挤。（２５１）

一旦这一转化过程使旧社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充分瓦解，一旦

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

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

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

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

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

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

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

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

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

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

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

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

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

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

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

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

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

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

    
（２５１） “我们是处于社会的全新状态中……我们努力使任何一种所有制同任何

一种劳动相分离。”（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２卷第４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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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

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

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

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

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

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

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

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

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

者。（２５２）

    

（２５２） “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联合而达到

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

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

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在当前同资产

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

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

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

生存，以免于灭亡……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卡尔

·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１８４８年伦敦版第１１、９页２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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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现 代 殖 民 理 论（２５３）

政治经济学在原则上把两种极不相同的私有制混同起来了。

其中一种是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是以剥削别人的

劳动为基础。它忘记了，后者不仅与前者直接对立，而且只是在前

者的坟墓上成长起来的。

在西欧，政治经济学的故乡，原始积累的过程多少已经完成。

在这里，资本主义制度或者已经直接征服整个国民生产，或者在这

种关系还不很发达的地方，它也至少间接地控制着那些与它并存

的、属于旧生产方式的、腐朽的社会阶层。事实越是明显地反对政

治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家就越是热心地起劲地把资

本主义以前世界的法权观念和所有权观念应用到这个已经完成的

资本世界。

殖民地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在那里，资本主义制度到处都碰

到这样一种生产者的阻碍，这种生产者是自己劳动条件的所有者，

靠自己的劳动使自己变富，而不是使资本家变富。在那里，这两种

完全对立的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在它们的斗争中实际地得到证

    

（２５３） 这里说的是真正的殖民地，即自由移民所开拓的处女地。从经济上来说，

美国仍然是欧洲的殖民地。此外，这里还包括那些由于消灭了奴隶制而完全改变了关

系的旧种植殖民地在内。

３３８



实。在资本家有宗主国的力量作后盾的地方，资本家就企图用暴

力清除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同样的利

益，在宗主国使资本的献媚者政治经济学家从理论上把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和它本身的对立面说成是同一的，在殖民地却使他“公开

揭露事实”，大声宣布这两种生产方式是对立的。为了这个目的，

他证明，不剥夺劳动者，不相应地把他们的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

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协作、分工以及机器的大规模使用等

等，都是不可能的。为了所谓国民财富的利益，他要寻找那些制造

人民贫困的人为的手段。在这里，他的辩护的甲胄就象松软的火

线一样裂成一片一片的了。

爱·吉·威克菲尔德的巨大功绩，并不是他关于殖民地有什

么新发现（２５４），而是他在殖民地发现了关于宗主国的资本主义关

系的真理。正如保护关税制度起初（２５５）力图在宗主国制造出资

本家一样，英国一度试图用立法手段来推行的威克菲尔德的殖民

理论，力图在殖民地制造出雇佣工人。威克菲尔德把这称为《ｓｙｓｔｅ

－ｍａｔｉｃ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系统的殖民）。

首先，威克菲尔德在殖民地发现，拥有货币、生活资料、机器以

及其他生产资料，而没有雇佣工人这个补充物，没有被迫自愿出卖

自己的人，还不能使一个人成为资本家。他发现，资本不是一种物，

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２５６）他向我们

    

（２５４） 威克菲尔德关于殖民地本质的少许卓见，全都由老米拉波、重农主义者以

及更早以前的英国经济学家们提出过了。

（２５５） 后来，这种制度在国际竞争中成了一种暂时的必要。但不论它的动机如

何，后果都是一样的。

（２５６） “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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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慨地说，皮尔先生把共值５万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英国

带到新荷兰①的斯旺河去。皮尔先生非常有远见，他除此以外还带

去了工人阶级的３０００名男工、女工和童工。可是，一到达目的地，

“皮尔先生竟连一个替他铺床或到河边打水的仆人也没有了”

（２５７）。不幸的皮尔先生，他什么都预见到了，就是忘了把英国的

生产关系输出到斯旺河去！

为了理解威克菲尔德下述的发现，要作两点说明。我们知道，

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不是资本。它们只

有在同时还充当剥削和统治工人的手段的条件下，才成为资本。

但是，在政治经济学家的头脑中，它们的这个资本主义灵魂和它们

的物质实体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致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当它

们正好是资本的对立面的时候，他也把它们称为资本。威克菲尔

德就是这样。其次，他把生产资料为许多互不依赖而独立经营的

劳动者个人所有这种分散的现象，称为资本的均分。政治经济学

家的做法和封建法学家一样，后者在纯粹的货币关系上，也贴上自

己封建法律的标签。

威克菲尔德说：

“如果把资本以相等的份额分给社会的所有成员，那就没有人想要积累

多于他能亲手使用的资本了。美洲新殖民地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

    
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象

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 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

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载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７

日《新莱茵报》第２６６号２５０）

（２５７） 爱·吉·威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２卷第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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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在那里，对土地所有权的热望妨碍了雇佣工人阶级的存在。”（２５８）

因此，只要劳动者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就能为自己

积累；只要他能为自己积累，资本主义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

是不可能的。为此所必需的雇佣工人阶级还没有。那末，旧欧洲劳

动者的劳动条件是怎样被剥夺，从而资本和雇佣劳动是怎样产生

的呢？靠一种原始的社会契约。

“人类……采用了一种促进资本积累的简单方法”，自然，这种积累从亚

当时代起就被人类当作自己生存的最终的和唯一的目的；“人类把自己分为

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这种分法是自愿协商和结合的结果”（２５９）。

一句话，人类的大多数为了“积累资本”而自己剥夺了自己。

这样，我们就应当相信，这种克己的狂热本能必定会特别在殖民地

最充分地表现出去，因为只有在那里才存在着能够把一种社会契

约从梦想变为现实的人和条件。但是，为什么又要提倡与自然的

殖民相对立的“系统的殖民”呢？但是，但是：

“在美国北部各州，是否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属于雇佣工人的范畴，是值得

怀疑的…… 在英国……大部分人民群众是雇佣工人。”（２６０）

的确，劳动人口很少有为资本而自我剥夺的欲望，连威克菲尔

德也认为，奴隶制是殖民地财富唯一的自然基础。他的系统的殖

民只是一种应急手段，因为他要对付的是自由民，而不是奴隶。

“到圣多明哥的第一批西班牙移民，没有从西班牙得到一个工人。但是

没有工人〈即没有奴隶制〉，资本就会死亡，至少也会缩小到每个人都可以亲

手使用的微小数额。实际上，上述那个由英国人建立的殖民地的情况就是这

    
（２５８） 爱·吉·威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１卷第１７页。

（２５９） 同上，第１８页。

（２６０） 同上，第４２、４３、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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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在那里，大量资本即种子、牲畜和工具，由于缺乏雇佣工人而毁掉了，同

时每个移民所拥有的资本并不比他能亲手使用的资本多多少。”（２６１）

我们已经知道，剥夺人民群众的土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基础。与此相反，自由殖民地的本质在于，大量土地仍然是人民的

财产，因此每个移民都能够把一部分土地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和

个人的生产资料，而又不妨碍后来的移民这样做。（２６２）这就是殖

民地繁荣的秘密，同时也是殖民地的痼疾——反抗资本迁入——

的秘密。

“在土地十分便宜，所有的人都自由，每个人能随意得到一块土地的地

方，不仅劳动十分昂贵，劳动者会在自己的产品中占去很大的份额，而且不论

出什么价格都很难得到结合劳动。”（２６３）

因为殖民地的劳动者还没有和劳动条件以及他们的根基即土

地分离，或者这种分离只是间或地或在极有限的范围内存在，所

以，农业还没有和工业分离，农村家庭工业也还没有消灭。在那

里，资本的国内市场又从何而来呢？

“在美洲，除了奴隶和他们的主人，即那些把资本和劳动结合起来经营大

企业的人，没有一部分专门从事农业的人口。自由的美洲人自己耕种土地，

同时还从事其他许多职业。他们使用的一部分家具和工具，通常是他们自己

制造的。他们往往自己建造房屋，并把自己的工业制品送到遥远的市场去。

他们是纺纱者和织布者，他们制造自己消费的肥皂、蜡烛、鞋和衣服。在美

洲，种地往往是铁匠、磨面匠或小商人的副业。”（２６４）

    
（２６１） 爱·吉·威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２卷第５页。

（２６２） “土地要成为殖民的要素，不仅必须是未耕种的，而且必须是能够变为私

人财产的公共财产。”（同上，第１２５页）

（２６３） 爱·吉·威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１卷第２４７页。

（２６４） 同上，第２１—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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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古怪的人当中，哪里还有资本家“禁欲的场所”呢？

资本主义生产最美妙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不断地再生产出

雇佣工人本身，而且总是与资本积累相适应地生产出雇佣工人的

相对过剩人口。这样，劳动的供求规律就保持在正常的轨道上，工

资的变动就限制在资本主义剥削所容许的范围内，最后，工人对

资本家必不可少的社会从属性即绝对的从属关系得到了保证。政

治经济学家在本国，即在宗主国，可以花言巧语地把这种绝对的

从属关系描绘成买者和卖者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描绘成同样独

立的商品所有者即资本商品所有者和劳动商品所有者之间的自由

契约关系。但是在殖民地，这个美丽的幻想破灭了。到这里来的

许多工人都是成年人，因此这里绝对人口增长得比宗主国快得多，

但是劳动市场却总是供给不足。劳动的供求规律遭到了破坏。一

方面，旧大陆不断地把渴望剥削和要求禁欲的资本投进来，另一

方面，雇佣工人本身有规则的再生产，遇到了非常顽强的、部分

是不可克服的障碍。哪里还能与资本积累相适应地生产出过剩的

雇佣工人来呢！今天的雇佣工人，明天就会成为独立经营的农民

或手工业者。他从劳动市场上消失，但并不是到贫民习艺所去了。

雇佣工人不断地转化为独立生产者，他们不是为资本劳动，而是

为自己劳动，不是使资本家老爷变富，而是使自己变富；这种转

化又反过来对劳动市场的状况产生极有害的影响。不仅雇佣工人

受剥削的程度低得不象样子；而且，雇佣工人在丧失对禁欲资本

家的从属关系时，也丧失了对他的从属感情。我们的爱·吉·威

克菲尔德那样勇敢，那样雄辩，那样感人地描述的种种弊病，就

是由此而来的。     

他埋怨说，雇佣劳动的供给不经常，不规则，不充足，“不仅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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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过少，而且没有保证”（２６５）。

“虽然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分配的产品很多，但是工人取得的部分非常

大，以致他很快就成了资本家…… 即使寿命很长的人，也只有少数人能够

积累大量的财富。”（２６６）

工人绝不允许资本家实行禁欲而不支付工人最大部分的劳

动。即使资本家十分狡猾，把自己的雇佣工人连同自己的资本一

起从欧洲输入，那也无济于事。

“他们很快就不再是雇佣工人，他们很快就变成独立的农民，甚至在雇佣

劳动市场上变成自己原来主人的竞争者。”（２６７）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精明能干的资本家竟用自己宝贵的金

钱从欧洲输入了自己的竞争者！一切都完蛋了！无怪乎威克菲尔

德埋怨殖民地的雇佣工人缺乏从属关系和从属感情。他的门徒梅

里威耳说，由于殖民地的工资高昂，所以在那里渴望有一种较便宜

较驯服的劳动，有一个接受资本家的条件，而不是向资本家提出条

件的阶级…… 在旧的文明国家，工人虽然自由，但按照自然规

律，他是从属于资本家的；在殖民地，这种从属关系必须用人为的

手段建立起来。（２６８）

    

（２６５） 爱·吉·威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２卷第１１６页。

（２６６） 爱·吉·威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１卷第１３１页。

（２６７） 爱·吉·威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２卷第５页。

（２６８） 散见梅里威耳《关于殖民和殖民地的演说》第２卷第２３５—３１４页。甚至温

和的主张自由贸易的庸俗经济学家莫利纳里也说：“在奴隶制已经消灭、但没有相应数

量的自由劳动来代替强制劳动的殖民地，我们看到了和每天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事实相

反的现象。我们看到，普通的工人剥削工业企业主，他们要求企业主给的工资大大超过

产品中应归他们所有的合法部分。因为种植园主出售砂糖得到的价格，不足以弥补工

资的提高，所以对这一超额部分，最初不得不用他的利润来弥补，后来不得不用他的资

本本身来弥补。许多种植园主就是这样破产的，另一些种植园主为了避免迫在眉睫的

破产，而关闭了自己的企业…… 毫无疑问，与其看着整代的人毁灭，还不如看着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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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威克菲尔德看来，殖民地的这种弊病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

使生产者和国民财产“分散的野蛮制度”。（２６９）生产资料分散在

无数独立经营的所有者之间，这就既破坏了资本集中，也破坏了结

合劳动的一切基础。一切要历经多年并需要投入固定资本的长期

性的企业，在经营中都会遇到障碍。在欧洲，资本不会有片刻迟

疑，因为工人阶级是它的活的附属物，总是过剩的，总是处于供它

使用的状态。可是在殖民地国家呢！威克菲尔德讲了一个非常令

人痛心的奇闻逸事。他曾经同加拿大和纽约州的某些资本家谈过

话，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地方移民浪潮经常停滞下来并且沉淀下

“过剩”工人。传奇剧中的一个人物叹惜说：

“我们的资本打算从事许多需要很长时期才能完成的工作，可是我们能

用我们明知很快就会离开我们的工人来开始这些工作吗？只要我们能确实掌

握这些移民的劳动，我们乐意立即用高价雇用他们。确实，只要我们有保证

能根据我们的需要得到新的供给，即使他们肯定要离开，我们还是要雇用他

们。”（２７０）

在威克菲尔德把英国的资本主义农业及其“结合”劳动，同美

洲分散的农民经济作了绝妙的对比之后，事情的反面就露出来了。

    

积累毁灭〈莫利纳里先生多么慷慨！〉；但如果二者都不毁灭，岂不更好吗？”（莫利纳里

《经济学研究》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５１、５２页）奥利纳里先生啊，莫利纳里先生！如果在欧洲

“企业主”可以减少工人的合法部分，而在西印度工人可以减少企业主的合法部分，那

末，十诫，摩西和先知们１９９，以及供求规律又都成了什么呢！请问你所承认的欧洲资本

家每天没有支付的这个“合法部分”，又是什么呢？在对面，在殖民地那里，工人竟“头脑

简单”到“剥削”起资本家来了，因此，莫利纳里先生很想在那里用警察手段来把在其他

场合会自动发生作用的供求规律纳入正轨。

（２６９） 威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２卷第５２页。

（２７０） 同上，第１９１—１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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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美洲的人民群众描绘成富裕、独立、有事业心和比较有教养的

人，而

“英国的农业工人是悲惨的穷人，需要救济的贫民…… 除了北美和某些新

殖民地以外，还有什么地方，农业上使用的自由劳动的工资是大大超过工人

最必需的生存资料的呢？…… 毫无疑问，英国的耕马由于是一种贵重财产，

所以吃得比英国的农民好得多”（２７１）。

不过没有关系，国民财富和人民贫困本来就是一回事。

究竟应该怎样治疗殖民地的反资本主义的痼疾呢？如果一下

子把全部土地由人民财产变为私有财产，这固然会消除祸根，但同

时也会消除殖民地。必须有一举两得的妙计。政府应当对处女地

规定出一种不以供求规律为转移的价格，即人为的价格，迫使移民

在赚到足够的钱购买土地（２７２），成为独立农民以前，必须从事较

长时期的雇佣劳动。另一方面，政府应当用那个因土地按雇佣工

人较难支付的价格出售得来的基金，即靠违背神圣的供求规律而

从工资中榨取来的货币基金，并依据这个基金增长的程度，从欧洲

把穷人输入到殖民地来，为资本家老爷充实雇佣劳动市场。在这

种情况下，就会“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十全十美”９４。这

就是“系统的殖民”的最大秘密。威克菲尔德洋洋得意地喊道：

“按照这个计划，劳动的供给必然是不断的和有规则的；因为，第一，任何

    
（２７１） 威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１卷第４７、２４６页。

（２７２） “你们还说，除双手以外一无所有的人所以能找到工作，为自己弄到收入，

是由于土地和资本的占有……恰恰相反，所以会有这种除双手以外一无所有的人，正

是由于土地的个人占有…… 你们把一个人置于真空中，你们就夺去了他的空气。你

们夺取土地，也就是这样…… 这就是说，你们把他置于没有任何财富的真空中，所以

他只能按照你们的意志生活。”（散见科兰《政治经济学。革命及所谓社会主义乌托邦

的起源》１８５７年巴黎版第３卷第２６７—２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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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工人在没有靠劳动挣到钱以前，都不能获得土地，因此，所有移入的工人

都得为了挣工资而结合起来进行劳动，这就将为他们的主人生产出可以使用

更多劳动的资本来；第二，每个放弃雇佣劳动并成为土地所有者的人，正好由

于购买土地而提供一个能把新劳动输入到殖民地来的基金。”（２７３）

国家强行规定的土地价格，当然必须是“充分的价格”，也就是

说，必须高到“使工人在雇佣劳动市场上被另一个人取代以前不可

能变成独立的农民”（２７４）。这种“充分的土地价格”，无非是工人

为了能从雇佣劳动市场回到土地上而付给资本家的赎金的一种婉

转的说法。他先是必须为资本家老爷创造“资本”，使资本家老爷

能够剥削更多的工人，然后又必须牺牲自己，使政府能为他原来的

资本家老爷从海外把他的“替身”送到劳动市场上来。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威克菲尔德先生制定的这个专门用于殖

民地的“原始积累”方法，英国政府采用了好些年。当然，它遭到了

和皮尔银行法２５１同样可耻的失败。结果只是使移民潮流从英国殖

民地转向美国。同时，欧洲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以及随之而来的

政府压迫的加重，使威克菲尔德的方案成为多余。一方面，逐年涌

向美洲的巨大的不断的人流，在美国东部停滞并沉淀下来，因为从

欧洲来的移民浪潮迅速地把人们抛到东部的劳动市场上，而向西

部去的移民浪潮来不及把人们冲走。另一方面，美国南北战争的

结果造成了巨额的国债以及随之而来的沉重的赋税，产生了最卑

鄙的金融贵族，使极大一部分公有土地被滥送给经营铁路、矿山等

的投机家公司，——一句话，造成了最迅速的资本集中。因此，这

个大共和国已经不再是迁移来的工人的天堂了。在那里，资本

    

（２７３） 威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２卷第１９２页。

（２７４） 同上，第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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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生产正在飞速向前发展，虽然工资的下降和雇佣工人的从属

关系还远没有降到欧洲的标准水平。被威克菲尔德本人大声责难

的、由英国政府无耻地把殖民地未开垦的土地滥送给贵族和资本

家的做法，加上金矿吸引来的人流，以及英国商品的输入所引起的

对最小的手工业者的竞争，——这一切，特别在澳洲（２７５），产生了

一个充分的“相对过剩的工人人口”，以致几乎每班邮船都带来澳

洲劳动市场过剩的凶讯。在那里，有些地方的卖淫现象和在伦敦

草市一样盛行。

但是，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研究殖民地的状况。我们感兴趣

的只是旧大陆的政治经济学在新大陆发现并大声宣布的秘密：资

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

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

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

    

（２７５） 澳洲一成为它自己的立法者，当然就要制定有利于移民的法律，但英国过

去滥送土地的做法，成了一种障碍。“１８６２年新土地法的第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

移民提供更便利的条件。”（公共土地大臣加·达菲《维多利亚土地法指南》１８６２年伦

敦版［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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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马克思写这部著作花费了四十年的时

间，从四十年代初起直到他逝世。“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

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所以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列

宁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５页）

１８４３年底，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他研究经

济文献的目的，是要写一部批判现存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巨

著。他在这方面进行的最初的研究反映在以下这些著作里：《１８４４年的

经济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

本》、《共产党宣言》等等。在这些著作中就已经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

原理、资本家的利益和雇佣工人的利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资本主

义一切经济关系的对抗性和暂时性。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急风暴雨般的革命事件使马克思暂时中断了经济

学的研究。１８４９年８月马克思被迫侨居伦敦，在那里他才继续进行这

一研究。他深刻而全面地研究了国民经济史和各国特别是英国当时的

经济，因为英国当时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时期，他感兴趣的

有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地租理论、货币流通和价格的历史与理论、经济

危机、技术史和工艺史以及农艺学和农业化学的问题。

马克思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他必须不断地同贫困

作斗争，并且时常要为挣钱维持生活而搁下研究工作。由于马克思在

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长期过度劳累，产生了恶果——他身患重病。

虽然如此，到１８５７年，他已经做好巨大的准备工作，这就使他能够开始

进入研究工作的完成阶段——对收集的材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概括。

１８５７年８月至１８５８年６月，马克思写了约五十印张的手稿，这看

来是未来《资本论》的草稿。１８５７年１１月，马克思拟定了他的著作的计

７４８



 划，后来又对该计划作了详细的和重要的修改。他把这部批判各种经济

范畴的著作分为六册：

（１）资本（包括一些导言性章节）；（２）地产；（３）雇佣劳动；（４）

国家；（５）对外贸易；（６）世界市场。预定第一册（《资本》）又分成四

篇：（ａ）资本；（ｂ）资本的竞争；（ｃ）信用；（ｄ）股份资本。第一篇

《资本一般》又分为三章：（１）资本的生产过程；（２）资本的流通过程；

（３）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这三章后来成了全部著作分为

三卷《资本论》的基础。政治经济学史和社会主义史打算成为另一部著

作的对象。    

同时马克思决定把他写的书分册出版，第一分册“应当是一部比较

完整的著作”，它只包括第一册的第一篇，这一篇分为三章：（１）商品；（２）

货币或简单流通；（３）资本。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第一分册的最后定

稿即《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没有把第三章放进去。马克思指出，正是

从这一章开始了真正的战斗，他认为，在存在官方书报检查、对不合统治

阶级心愿的作者进行警察迫害和各种陷害的情况下，在广大的公众尚未

了解这部新的著作之前，一开始就出版这一章是不适宜的。马克思为第

一分册专门写了商品一章，并且认真地改写了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中关

于货币的一章。

《政治经济学批判》于１８５９年出版。曾经计划在这之后很快出版第

二分册，即上述构成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主要内容的资本一章。马克思在

英国博物馆里重新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但是不久，由于必须在报刊

上揭露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卡·福格特的诬蔑性攻击和做其他急

事，他不得不停止研究工作达整整一年半之久。只是到１８６１年８月，他

又开始写篇幅巨大的手稿，到１８６３年年中才完成。手稿共二十三本，约

二百印张，标题与１８５９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相同。这一手稿的

绝大部分（第Ⅵ—ⅩⅤ本和第ⅩⅤⅢ本）是阐述经济学说史的，构成

《剩余价值理论》即《资本论》第四卷。在头五本以及部分地在第ⅩⅠⅩ—

ⅩⅩⅢ本中，叙述了《资本论》第一卷的问题。马克思在这里分析了货

币向资本的转化，阐述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学说，并涉及

了一系列其他问题。第ⅩⅠⅩ本和第ⅩⅩ本，为第一卷第十三章《机器

和大工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引用了极其丰富的技术史资料，对资本

主义工业中机器的使用作了十分详细的经济分析。第ⅩⅩⅠ—ⅩⅩ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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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阐述同《资本论》各卷（包括第二卷）有关的各种问题。第ⅩⅤⅠ本和第

ⅩⅤⅡ本专门阐述第三卷的问题。因此，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多少都触及

了所有四卷《资本论》的问题。

马克思在以后的写作过程中，决定依照他过去分为三部分写的《资

本一般》这一篇所拟定的计划来安排全书的结构。手稿的历史批判部分

应构成第四个，即最后一个环节。马克思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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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

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四册理论史。”马克思

也放弃了过去分册出版这一著作的计划，他决定不妨先基本上完成这部

著作，然后再出版。

为此，马克思继续致力于自己的著作，特别是致力于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

手稿中还没有得到充分阐述的部分。他补充研究了大量的经济文献和技

术文献，其中有关于农业、关于信用和货币流通问题的文献，他研究了

统计材料、各种议会文件、关于工业中的儿童劳动和英国无产阶级居住

状况的官方报告等等。接着马克思用两年半的时间（从１８６３年８月至

１８６５年底）完成了新的、篇幅很大的手稿，这就是三卷《资本论》理论

著作的第一个详加琢磨的稿本。只是在全部著作完成（１８６６年１月）之

后，马克思才进行付印前的最后加工。根据恩格斯的建议，他决定不一

下子付印全部著作，而是首先只付印第一卷。马克思极其细致地完成了

这次最后的加工，这一工作实质上是整个第一卷的一次重新修订。为了

叙述的完整、充分和明确，马克思认为，必须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开

头部分扼要地复述１８５９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内容中的主

要问题。在目前的版本中，这些问题构成整个第一篇（《商品和货币》），

而在第一版中，是在第一章（《商品和货币》）中加以叙述的。    

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１８６７年９月）以后，马克思继续从事第一卷

的工作，准备德文版的再版和出版外文译本。他在第二版（１８７２年）里作

了大量的修改，就出版俄译本作了重要的指示。俄译本是１８７２年在彼得

堡出版的，它是《资本论》的第一个外文译本。马克思对１８７２—１８７５年分

册出版的法译本作了相当大的加工和校订。

另一方面，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马克思继续从事其他各卷

的工作，他打算迅速完成全部著作。但是他没有能做到这一点。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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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中的多方面的活动占去他许多时间。由于健康状况不

好，他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中断他的工作。马克思的极度的科学的认真

精神和一丝不苟的态度，严格的自我批评——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

就是以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力求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

以前，使它们达到最完善的程度”——使他在研究这一或那一问题时不

断地回头做补充的考察。而在这一创作工作的过程中，也出现许多新的

问题。

《资本论》的后两卷是在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准备付印和出版

的。第二卷于１８８５年出版，第三卷于１８９４年出版。这样，恩格斯就对科

学共产主义的宝库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还校订了《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１８８７年出

版），准备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第三版（１８８３年）和第四版（１８９０

年）。此外，在马克思已逝世而恩格斯尚在世的时候，曾先后出版了《资本

论》第一卷的下列各种版本：三个伦敦版英文本（１８８８、１８８９和１８９１年），

三个纽约版英文本（１８８７、１８８９和１８９０年），巴黎版法文本（１８８５年），哥

本哈根版丹麦文本（１８８５年），马德里版西班牙文本（１８８６年），都灵版意

大利文本（１８８６年），莱比锡版波兰文本（１８８４—１８８９年），阿姆斯特丹版

荷兰文本（１８９４年），以及许多其他的不完全的版本。

在准备《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时（１８９０年），恩格斯根据马克思本人

的指示，对正文和脚注作了最后的校订。现在全世界都根据德文第四版

再版和翻译这部著作。——第７页。

２ 指《资本论》１８６７年德文第一版第一卷第一章，标题是《商品和货币》，

再版时，马克思修订了自己的著作，对它的结构也作了很大的改动。他

把原先的第一章和附录改为独立的三章，这三章构成第一篇。——第

７页。

３ 指斐·拉萨尔《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经济的尤利安，或者：资

本和劳动》１８６４年柏林版（《ＨｅｒｒＢａｓｔｉａｔ－ＳｃｈｕｌｚｅｖｏｎＤｅｌｉｔｚｓｃｈ，ｄｅｒ

ｏ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Ｊｕｌｉａｎ，ｏｄ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ｌｕｎｄＡｒｂｅｉｔ》．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６４）一书的第

三章。——第７页。

４ 只要换一个名字，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Ｍｕｔａｔｏｎｏｍｉｎｅｄｅ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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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ａｂｕｌａｎａｒｒａｔｕｒ）——引自贺雷西《讽刺诗集》第一卷第一首。——第８、

２９６页。

５ 蓝皮书（ＢｌｕｅＢｏｏｋｓ）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外交文件的总

称。蓝皮书因蓝色的封皮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

是研究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的官方资料。—— 第１２、５４２

页。    

６ 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Ｓｅｇｕｉｉｌｔｕｏｃｏｒｓｏ，ｅｌａｓｃｉａｄｉｒｌｅｇｅｎ

ｔｉ！）——套用了但丁《神曲》炼狱篇第五首歌中的一句话。——第１３页。

７ 济 迈尔《维也纳的社会问题。一个“劳动给予者”著》１８７１年维也纳版

（Ｓ．Ｍａｙｅｒ．《ＤｉｅｓｏｃｉａｌｅＦｒａｇｅｉｎＷｉｅｎ．Ｓｔｕｄｉｅｅｉｎｅｓ《Ａｒｂｅｉｔ－ｇｅｂｅｒｓ》》．

Ｗｉｅｎ，１８７１）。——第１５页。

８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１８９０年）中，这篇跋的头四段被删掉。本版把

它全文刊印。——第１５页。

９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５１页。——第１６页。

１０ 反谷物法同盟 是１８３８年由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创立的。为了维护工

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同盟争取废除了为迎合土地贵族而实行的旨在限

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所谓谷物法。１８１５年实行的谷物法规定，

在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８０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１８２２年对

这个法律作了某些形式上的修改。１８２８年实行了调节制，按照这个制

度，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谷物进口税就提高，相反，国内市场谷物

价格上涨时谷物进口税就降低。同盟争取废除谷物法，确立自由贸易，

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国内谷物价格，从而降低雇佣工人的工资。贸易自

由的口号被同盟广泛利用于蛊惑性的宣传，说工人和工业主的利益是

一致的。谷物法于１８４６年被废除。——第１７页。

１１ 指约 狄慈根的文章《卡尔 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６７年汉

堡版》，载于《民主周报》１８６８年第３１、３４、３５和３６号。１８６９—１８７６年该报

以《人民国家报》的新名称出版。——第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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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这里指１８６７—１８８３年在巴黎出版的杂志《实证哲学。评论》。在１８６８年

１１—１２月的第３期上发表了一篇对《资本论》第一卷的短评，作者是实证

主义哲学家奥 孔德的信徒叶 瓦 德 罗别尔提。——第１９页。

１３ 尼 季别尔《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的理论的最新补充和解释》１８７１年基

辅版第１７０页（ ． ．《 ．

》． ，１８７１， ．

１７０．）。——第１９页。

１４ 指伊 伊 考夫曼写的《卡尔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

》）一文。—— 第

２０页。

１５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８—１０页。——第２０页。

１６ 指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毕希纳、朗格、杜林、费希纳等人。——第２４页。

１７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是１８７２年至１８７５年在巴黎分册出版的。——第

３０页。

１８ “新三分之二”是十七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叶在一些德意志公国中流通

的一种银币，值三分之二塔勒。——第３１页。

１９ 《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各章的编号同德文版不一致。——第３４页。

２０ “维护奴隶制的叛乱”是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的一次叛乱，这次叛乱

导致了１８６１—１８６５年的南北战争。——第３７、３１７、４６８页。

２１ 马克思没有把书名写错，而是把页码写错了。——第３９、６５６页。

２２ 资产阶级的代表一再诽谤马克思，攻击他故意捏造格莱斯顿１８６３年４̄

月１６日演说的引文。为了揭露这种攻击，恩格斯专门写了一部著作《布

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

这部著作于１８９１年在汉堡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

第１０７—２１３页）。——第３９页。

２３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３—１４页。——第４０页。

２５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２４ 马克思在谈到“小拉斯克尔反对倍倍尔的新发明”时是指下面这件事。

在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８日帝国国会会议上，资产阶级议员、民族自由党人拉斯

克尔在反对倍倍尔的辩论中声明说，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人想要学

巴黎公社社员的样子，那末“正派的和有财产的公民们就要用棍棒打死

他们”。但是演讲人不敢把这句话照直公布出来，因此在速记记录中“用

棍棒打死他们”已被改为“用自己的权力压服他们”。倍倍尔揭穿了这种

伪造手法。拉斯克尔在工人群众中成了嘲笑的对象。拉斯克尔由于身材

矮小，就得到了一个讽刺性的诨名“小拉斯克尔”。——第４１页。

２５ 恩格斯套用了吹牛家、胆小鬼福斯泰夫说的一句话。这个福斯泰夫曾

讲述他一个人怎样用剑击败五十个人（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二

幕第四场）。——第４３页。

２６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５页。——第４７页。

２７ 套用了赛 巴特勒的长诗《休迪布腊斯》第二部第一首中的一句

话。——第４９页。

２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８页。——第５３页。

２９ 见威 杰科布《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两卷集，１８３１年伦敦版

（Ｗ．Ｊａｃｏｂ．《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ｓｕｍｐ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ｃｉｏｕｓＭｅｔａｌｓ》．Ｉｎｔｗｏｖｏｌｕｍ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１）。—— 第

５３页。

３０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２３—２５页及以下各页。——第

５５页。

３１ ［威 配第］《赋税论》１６６７年伦敦版第４７页（［Ｗ．Ｐｅｔｔｙ．］《Ａ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ｆ

Ｔａｘｅ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６７，ｐ．４７）。——第５７页。

３２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三幕第三场。——第６１页。

３３ “巴黎确实值一次弥撒”（《Ｐａｒｉｓｖａｕｔｂｉｅｎｕｎｅｍｅｓｓｅ》）是亨利四世的

话，１５９３年巴黎人答应承认他为国王，条件是他应由新教改宗天主教，

这时他便说了这句话。——第６７页。

３５８注  释



３４ 这里马克思引自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尼科马赫伦理学》（《ＥｔｈｉｃａＮｉｃｏ－

ｍａｃｈｅａ》），载于伊曼努尔 贝克尔编《亚里士多德全集》１８３７年牛津版第

９卷第９９、１００页（《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ｉｓｏｐｅｒａｅｘｒｅｃｅｎｓｉｏｎｅ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ｉｓＢｅｋｋｅｒｉ》．

ＴｏｍｕｓⅨ．Ｏｘｏｎｉｉ，１８３７，ｐ．９９，１００）。——第７４页。

３５ 伦巴特街——伦敦的金融中心西蒂区的一条街，一些大银行设在这里；

伦敦金融市场的同义语。——第７６页。

３６ 卡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第１章（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７７—１３４页）。——第８４页。

３７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浮士德的书斋）。——第８４页。

３８ 在欧洲，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失败以后，出现了一个极黑暗的政治反动时

期。当时欧洲国家的贵族热中于降神术，特别是桌子灵动术。而这时，

在中国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第８８页。

３９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６１４页。——第９２页。

４０ 李嘉图在他的著作《论农业的保护关税》１８２２年伦敦第４版第２１页（《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ｏ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Ｆｏｕｒ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２，ｐ．２１）上提到

欧文的平行四边形。欧文在阐述他的社会改革的空想计划时证明，从

经济上以及从建立家庭生活的观点看，最适当的是建筑平行四边形的

或者正方形的住宅区。——第９３页。

４１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５０—５１页。——第９３页。

４２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２２页。——第９５页。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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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９６页。

４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１５３—１５４页。——第９８页。

４５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８页。——第９９页。

４６ 莎士比亚《无事烦恼》第三幕第三场。——第１００页。

４５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４７ 兰第市场——巴黎近郊的一个大集市，从十二世纪至十九世纪每年都

举办。——第１０２页。

４８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浮士德的书斋》）。——第１０４页。

４９ 《启示录》是收入《新约全书》的早期基督教著作之一（圣经《约翰启示

录》）。写于一世纪。《启示录》的作者表达了对罗马帝国的公愤，把它打

上“兽”的印记，并把它看作魔鬼的化身。这里引用的是第十七章和第

十三章。——第１０５页。

５０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７６页及以下各页。——第１０５

页。

５１ 印加国是保存着很多原始社会残余的奴隶占有制国家。社会组织和经

济组织的基础是共同占有土地和牲畜的氏族公社或村社（Ａｙｌｌａ）。印加

国的繁盛时期，是从十五世纪末一直到十六世纪三十年代被西班牙占

领和完全消灭为止。当时它曾扩展到今日的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

和智利北部。——第１０６页。

５２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４５页。——第１０７页。

５３ 罗马法全书——拉丁文Ｄｉｇｅｓｔａ，即汇编。它是罗马民法法典的最重要

的一部分，其中收集了罗马法学家著作的残篇。它是代表奴隶主利益

的。罗马法全书是在５３３年查士丁尼帝执政时发表的。——第１０９页。

５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７３页及以下各页。——第１１２

页。

５５ ［威 爱 帕里］《开辟大西洋太平洋西北航线航行日志；航行在威廉 爱

德华 帕里命令下，１８１９—１８２０年由皇家“赫克拉”和“格赖珀”两轮进

行》１８２１年伦敦版（［Ｗ ．Ｅ．Ｐａｒ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Ｖｏｙａｇ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ｖ

ｅｒｙｏｆａ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Ｐａｓｓａｇ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ｔｏ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ｅｒ

ｆｏｒｍｅｄｉｎｔｈｅＹｅａｒｓ１８１９—２０，ｉｎＨｉｓＭａｊｅｓｔｙ’ｓＳｈｉｐｓＨｅｃｌａａｎｄ

Ｇｒｉｐｅｒ，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Ｏｒｄｅｒｓｏｆ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ｄｗａｒｄ Ｐａｒｒｙ》．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２１）。——第１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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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６６页及以下各页。——第１１４页。

５７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６５、６６页。——第１１５页。

５８ 在古代神话里，人类历史分成五个时代。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是五个

时代中最初两个时代。在最幸福的黄金时代，人们无忧无虑，只是在后

面几个时代，他们的生活才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个即最后一个时

代——黑铁时代——充满了不平、暴行和屠杀。关于这五个时代的传

说，在希腊的叙事诗人海西阿德以及罗马抒情诗人奥维狄乌斯的作品

中都有记述。——第１１７页。

５９ 指１７０７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合并，这次合并的结果，使苏格兰最终归并

于英格兰。由于这次合并解散了苏格兰的议会，两国间存在的一切经

济上的障碍也消除了。——第１１８页。

６０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６４—６５页。——第１１９页。

６１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６６页及以下各页。——第１１９

页。

６２ 马克思引自圣热罗尼莫《给叶夫斯托希亚的信—— 论童贞的保

持》。——第１２１页。

６３ 但丁《神曲》天堂篇第二十四首歌。——第１２２页。

６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７９页。——第１２４页。

６５ “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ｔｒｕｅｌｏｖｅｎｅｖｅｒｄｏｅｓ

ｒｕｎｓｍｏｏｔｈ》）——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一幕第一场。——第１２６

页。

６６ “诗人的分散的肢体”（《Ｄｉｓｊｅｃｔａｍｅｍｂｒａｐｏｅｔａｅ》）——引自贺雷西《讽

刺诗集》第一卷第四首。——第１２６、３８０、４０３、５１６页。

６７ 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是杜邦 德 奈穆尔的著作《魁奈医生的学说，或他

的社会经济学原理概述》（《ＭａｘｉｍｅｓｄｕｄｏｃｔｅｕｒＱｕｅｓｎａｙ，ｏｕＲé－ｓｕｍé

ｄｅｓｅ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ｏｃｉａｌｅ》），载于《重农学派》，附

６５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欧 德尔的绪论和评注，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１部第３９２页（《Ｐｈｙｓｉｏｃｒａ－

ｔｅｓ》．Ａｖｅｃｕｎ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ｔｄｅ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ｓｐａｒＥ．Ｄａｉｒｅ．ＰａｒｔｉｅＩ，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６，ｐ．３９２．）。——第１２７页。

６８ 货币没有臭味（ｎｏｎｏｌｅｔ）——这句话是罗马皇帝韦斯帕西安（６９—７９

年）对他的儿子说的，因为他的儿子不同意他征收专门的厕所税。——

第１２９页。

６９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８６—８８页。——第１３３页。

７０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５８页。——第１４３页。

７１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４９—１５６、１５９页及以下各

页。——第１４４页。

７２ 亚 亨 弥勒《治国艺术原理》１８０９年柏林版第２册第２８０页（Ａ．Ｈ．

Ｍｕｌｌｅｒ，《Ｄｉ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ｅｒＳｔａａｔｓｋｕｎｓｔ》．ＴｈｅｉｌⅡ，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０９，Ｓ．

２８０）。——第１４５页。

７３ 文字游戏：英语《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一词既有“君主、帝王”的意思，又是一英镑

金币的名称。——第１４７页。

７４ 比 布阿吉尔贝尔《法国详情》，载于《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１８４３

年巴黎版第２１３页（Ｐ．Ｂｏｉｓｇｕｉｌｌｅｂｅｒｔ．《ＬｅｄéｔａｉｌｄｅｌａＦｒａｎｃｅ》．Ｉｎ：

《毦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ｅ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ｅｒｓｄｕＸⅧ－ｅｓｉèｃｌ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３，ｐ．２１３）。——

第１５０页。

７５ 德 狄德罗《一七六七年的沙龙》。——第１５４页。

７６ 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１６００年至１８５８年的英国贸易公司，它是英国在印

度、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从十八世纪

中叶起，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公司的名义

下，英国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公司长期垄断了对印度的

贸易，并且操纵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管理职能。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印度的

民族解放起义迫使英国人改变了他们的殖民统治的形式：公司被撤销，

印度被宣布为不列颠王国的领地。——第１５４、８２０页。

７５８注  释



７７ 《东印度（金银条块）。答可尊敬的下院１８６４年２月８日的质问》（《ＥａｓｔＩｎ

ｄｉａ（Ｂｕｌｌｉｏｎ）．ＲｅｔｕｒｎｔｏａｎＡｄｄ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Ｈｏｎｏｕｒａｂｌｅ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ｓ，ｄａｔｅｄ８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１８６４》）。——第１５４页。

７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３０页。——第１５７页。

７９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３６—１３７页。——第１５９页。

８０ 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是威 配第的著作《爱尔兰政治剖视。１６７２年》１６９１

年伦敦版（《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ｔｏｍｙｏｆＩｒｅｌａｎｄ．１６７２》．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９１）

的附录《献给英明人士》（《ＶｅｒｂｕｍＳａｐｉｅｎｔｉ》）。——第１６２、１６６、３０２页。

８１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４６—１４７页。——第１６３页。

８２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５８页及以下各页。——第１６４

页。

８３ 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是大 李嘉图的著作《金银条块价格高昂是银行券

贬值的证明》１８１１年伦敦修订第４版（《ＴｈｅＨｉｇｈＰｒｉｃｅｏｆＢｕｌｌｉｏｎａ

ＰｒｏｏｆｏｆｔｈｅＤｅ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ｎｋ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Ｃｏｒ

ｒｅｃｔ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１１）。——第１６４页。

８４ “通货原理”（《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或“通货学派”——是主张货币数量

论学派的变种之一。它的代表们断言，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决定于流通

领域中的货币数量。他们的目的是要保持稳定的货币流通，并认为纸

币的必需的黄金保证和根据贵金属进出口情况调整纸币的发行量是

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手段。从这些错误的理论前提出发，“通货学派”

认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决定性原因，是由于他们所宣布的货币流

通规律遭到破坏。“通货学派”理论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十分流

行。但是英国政府以这种理论作根据的种种尝试（１８４４年银行法）没有

收到任何成效，而只是证明它在科学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

是毫不中用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７２—１７６

页）。——第１６４、６８０页。

８５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６１０页。——第１７３页。

８５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８６ 指法国研究院，它是法国的最高科学机构，由若干部分即若干学院组

成。德斯杜特 德 特拉西是伦理学和政治学学院院士。——第１８６页。

８７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６０６页。——第１８６页。

８８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罢！（ＨｉｃＲｈｏｄｕｓ，ｈｉｃｓａｌｔａ！）——这是对一

个说大话的人讲的话，他硬说自己曾在罗陀斯岛跳得很远很远（引自伊

索寓言《说大话的人》）。转义是：就在这里证明你有什么本领罢！——

第１８９页。

８９ 库扎政变——是罗马尼亚历史上的重要事件。１８５９年１月，著名的社会

政治活动家亚历山大鲁 库扎先后被选为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公国

的国君。由于这两个长期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多瑙河公国的合并，为

罗马尼亚国家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库扎执政后，立意实行一系列的资

产阶级民主改革。但是他的政策遇到了地主和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强烈

反抗。在地主代表占优势的国民议会否决了政府提出的土地改革草案

后，库扎于１８６４年实行政变，解散了反动的国民议会，颁布了新宪法，扩

大了选民范围，加强了政府权力。在这种新的政治局势下实行的土地

改革，规定废除农奴制和通过赎买把土地分给农民。——第１９１、２６５

页。

９０ 亨 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论决定人民幸福的原理》１８１５年圣彼

得堡版第１卷第２８８页（Ｈ．Ｓｔｏｒｃｈ．《Ｃｏｕｒｓ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ｏｕＥｘ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ｄｅ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ｑｕｉｄéｔｅｒｍｉｎｅｎｔｌａｐｒｏｓｐéｒｉｔéｄ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ｍｅ

Ｉ，Ｓｔ．－Ｐéｔｅｒｓｂｏｕｒｇ，１８１５，ｐ．２８８）。——第２０６页。

９１ 安 舍尔比利埃《富或贫。社会财富当前分配的因果》１８４１年巴黎版第１４

页（Ａ．Ｃｈｅｒｂｕｌｉｅｚ．《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ｏｕｐａｕｖｒｅｔé．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ｄｅｓｃａｕｓｅｓｅｔｄｅｓ

ｅｆｆｅｔｓｄｅｌ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ｃｔｕｅｌｌｅｄｅｓ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ｓｓｏｃｉａｌｅ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１，ｐ．

１４）。——第２０６页。

９２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２６页。——第２１８页。

９３ “这正是他发笑的原因”——套用了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浮士

德的书斋》）中的一句话。——第２２０页。

９５８注  释



９４ “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十全十美”（《Ｔｏｕｔｐｏｕｒｌｅｍｉｅｕｘｄａｎｓ

ｌｅｍｅｉｌｌｅｕｒｄｅｓｍｏｎｄｅ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ｓ》）——伏尔泰小说《老实人》中的一句

格言。——第２２１、８４１页。

９５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五场（《莱比锡的欧北和酒寮》）。——第２２１页。

９６ 卢克莱修《物性论》第１卷第１５５—１５６行。——第２４２页。

９７ 修昔的底斯是著名古希腊历史学家，马克思把威廉 罗雪尔讽刺地叫做

威廉 修昔的底斯 罗雪尔，因为这个庸俗经济学家在他的著作《国民经

济学原理》（《Ｄｉｅ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ｄ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ｋｏｎｏｍｉｅ》）第一版序言中，

如马克思所说，“谦虚地宣称自己是政治经济学的修昔的底斯”。罗雪

尔在引用修昔的底斯的著作时表示：“象古代历史学家一样，我也希望

我的著作有益于……”等等。——第２４４页。

９８ 指德国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哥特谢德。哥特谢德在文学上曾起一定的积

极作用，但同时他又对新的文学潮流表现出异常的偏执。因此，他的名

字成了文学上傲慢与迟钝的同义语。——第２４４页。

９９ 威 杰科布《再论英国农业需要保护关税。给赛 惠特布雷德的一封信》

１８１５年伦敦版第３３页（Ｗ．Ｊａｃｏｂ．《ＡＬｅｔｔｅｒｔｏＳ．Ｗｈｉｔｂｒｅａｄ，ｂｅｉｎｇａＳｅ

ｑｕｅｌｔｏ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ｂｙＢｒｉｔｉｓｈ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１５，ｐ．３３）。——第２４６页。

１００ 指１８３３年的工厂法。关于这个法律，见本卷第３０７—３１０页。——第２５１

页。

１０１ 锡利亚信徒（来自希腊文“锡利亚斯”——一千）宣传关于耶稣再生和在

地球上建立公正、普遍平等和幸福的“千年王国”的宗教神秘学说。锡

利亚教义产生在奴隶制度解体时期，劳动人民由于遭受难以忍受的压

迫和痛苦而从这种救世的狂想中寻找出路。这种信仰流传很广，后来

经常重新出现在中世纪各种教派的学说中。——第２５５页。

１０２ 安 尤尔《工厂哲学：或论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的经

济》１８３５年伦敦版第４０６页（Ａ．Ｕｒｅ．《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Ｍａｎｕｆａｃ－

ｔｕｒｅｓ：ｏｒ，Ａｎ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Ｍｏｒ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

０６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ＧｒｅａｔＢｒｉｔａｉ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５，

ｐ．４０６）。——第２５５页。

１０３ 小先令派（Ｌｉｔｔｌｅｓｈｉｌｌｉｎｇｍｅｎ）或北明翰派，是十九世纪上半叶产生的

一个经济学特殊学派。这一学派的追随者宣传关于观念的货币计量单

位的理论，并且相应地把货币仅仅看作“计算名称”。北明翰派的代表

托马斯 阿特伍德和马提阿斯 阿特伍德两兄弟、斯普纳及其他人提出

了一个降低英国货币单位含金量的方案，这一方案被称为“小先令方

案”。这一学派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同时，“小先令派”反对政府旨在

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的措施。他们认为，实施他们的方针就可以通过

人为地提高价格使工业兴旺并保证国家的普遍繁荣。但是，实际上他

们提出的使货币贬值的办法，只是为以贬值的货币来清偿国家和私人

的债务创造条件，也就是说，给各种贷款的主要获得者即国库和大企业

主带来一定的利益。马克思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谈到了这

一学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７２—７３页）。——第

２６０页。

１０４ “组织规程”（《Ｒèｇｌｅｍｅ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ｑｕｅ》）是多瑙河各公国（莫尔达维亚和

瓦拉几亚）的第一部宪法。１８２８—１８２９年俄土战争结束后，俄军占领了

这些公国。这部宪法是由这些公国的俄国行政当局首脑巴 德 基谢廖

夫于１８３１年实施的。根据组织规程，每个公国的立法权交给大土地占

有者所选出的议会，而行政权交给土地占有者、僧侣和城市的代表所

选出的终身国君。规程巩固了大贵族和上层僧侣的统治地位，保持了

原有的封建制度，包括徭役制。农民曾举行许多次起义来回答这部“宪

法”。同时，组织规程还规定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改革：废除国内关税，

实行贸易自由，司法和行政分立等。——第２６６页。

１０５ 德莱登《公鸡和狐狸》。——第２７０页。

１０６ 枢密院是英国国王属下的专门机关，由内阁大臣和其他官员以及宗教

界的高级代表所组成。最初成立于十三世纪。在很长的时期内它拥有

代表国王而不经过议会进行立法的权力。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枢

密院的作用急剧下降。枢密院实际上根本不参与管理现今的英国。

１６８注  释



 ——第２７３、４３８、５０９、７１８页。

１０７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４９２—４９４页。——第２７３页。

１０８ 又是克里斯平（ＥｃｃｅｉｔｅｒｕｍＣｒｉｓｐｉｎｕｓ）——尤维纳利斯的《讽刺诗集》

第四篇就是这样开始的，这篇诗（在第一部分中）痛斥罗马皇帝多米齐

安的一个宫臣克里斯平。这句话的转议是：“又是这个家伙”或“又是这

个东西”。——第２７６页。

１０９ 埃利亚派——公元前六世纪末—五世纪古希腊哲学中的唯心主义派

别。这一派别的最重要的代表有色诺芬、巴门尼德和芝诺。埃利亚派企

图证明，运动和现象的多样性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而只存在于想象

中。——第２７８页。

１１０ 大陪审团是１９３３年之前存在于英国的一种陪审团，由郡长从郡中选拨

十二到三十三个“善良的和诚实的人”组成。陪审团的职能是对案件进

行预先审查，并对是否将被告提交刑事法庭审判的问题作出决定。——

第２８０页。

１１１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４９６—４９８页。——第２８３页。

１１２ 马克思指他对托马斯 卡莱尔的《当代评论。（一）当前的时代。（二）模

范监狱》一书的书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３００—３１２

页）。——第２８５页。

１１３ 威 斯特兰吉《健康的七要素》１８６４年伦敦版第８４页（Ｗ．Ｓｔｒａｎｇｅ．《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４，ｐ．８４）。——第２８７页。

１１４ “不列颠人永远永远不会当奴隶！”（《Ｂｒｉｔｏｎｓｎｅｖｅｒ，ｎｅｖｅｒｓｈａｌｌｂｅ

ｓｌａｖｅｓ！》）——英国国歌《统治吧，不列颠》中的一句歌词。——第２９３页。

１１５ 埃克塞特会堂 是伦敦的一座建筑物，各种宗教团体和慈善团体集会的

地方。——第２９４页。

１１６ 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Ａｐｒèｓｍｏｉｌｅｄéｌｕｇｅ！）——据说这句话是法国

国王路易十五回答他的亲信们的谏告时说的，他们劝他不要经常大办

酒宴和举行节庆，认为这会使国债剧增，危及国家。——第２９９页。

１１７ 歌德《给祖莱卡》。——第３００页。

２６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１８ “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自己的长子继承权”——出自圣经的一个故事，

现已成为日常惯用的借喻语。据传说，饥饿的以扫正是用这一代价把

自己的长子继承权卖给了自己的弟弟雅各。——第３０１页。    

１１９ 鼠疫猖獗——１３４７年至１３５０年西欧鼠疫流行。根据现有资料，当时死于

鼠疫的约有二千五百万人，占西欧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第３０１、７７０

页。

１２０ 《工厂调查委员会。皇家委员会中央评议会的第１号报告》，根据下院决

定于１８３３年６月２８日刊印，第５３页（《ＦａｃｔｏｒｉｅｓＩｎｑｕｉｒｙ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ｉｒｓｔ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ｏａｒｄｏｆＨｉｓＭａｊｅｓｔｙ’ｓ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Ｏｒｄｅ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ｔｏｂｅｐｒｉｎｔｅｄ，２８Ｊｕｎｅ１８３３》，ｐ．

５３）。——第３０９页。

１２１ “危险在于迟缓”（《Ｐｅｒｉｃｕｌｕｍｉｎｍｏｒａ》）——引自罗马历史学家梯特

李维《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Ａｂｕｒｂｅｃｏｎｄｉｔａ》）第３８卷第２５章第１３

节。——第３１０页。

１２２ 《联合王国儿童劳动调整法案委员会的报告。附证词》，根据下院决定

于１８３２年８月８日刊印（《Ｒｅｐｏｒ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ｔｈｅ《Ｂｉｌｌｔｏｒｅｇ

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Ｌａｂｏｕｒ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ｉｎｔｈｅＭｉｌｌｓａｎｄＦａｃｔｏｒ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ｉｎｕｔｅｓ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ｒｄｅ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ｓ，ｔｏｂｅｐｒｉｎｔｅｄ．８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３２）。——第３１０页。    

１２３ 札格纳特是印度的大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崇拜札格纳特的教派的特

点是宗教仪式上的十分豪华和极端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表现为教徒

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残害。在举行大祭的日子里，某些教徒投身于载着

毗湿奴神像的车轮下让它轧死。——第３１１、７０８页。

１２４ 指包括了宪章派各项要求的人民宪章，它是１８３８年５月８日作为准备提

交议会的一项法律草案公布的。宪章包括六点：普选权（年满二十一岁

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

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第３１２页。

３６８注  释



１２５ 反谷物法同盟（见注１０）拥护者通过蛊惑性的宣传要工人们相信，随着

贸易自由的实行，他们的实际工资将要提高，工人们将得到比从前大一

倍的大圆面包（《ｂｉｇｌｏａｆ》）。而且，他们还拿着两个写着有关字句的面

包——一个大的和一个小的——在街上形象地进行鼓动。现实生活揭

穿了这些诺言的全部欺骗性。由于谷物法的废除而得到巩固的英国工

业资本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的进攻。——第３１２、４９９页。

１２６ 国民公会委员——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

（１７９２—１７９５年法兰西共和国国民议会）在各省和军队中派驻拥有特

许全权的代表。国民公会委员就是对这些代表的称呼。——第３１５页。

１２７ 嫌疑犯处治法（ｌｏｉｄｅｓｓｕｓｐｅｃｔｓ）是１８５８年２月１９日在法国由立法团通过

的一项法律。该法律授予法皇及其政府以无限的权力，可以把一切敌

视第二帝国制度的嫌疑分子流放到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各地去，或者驱

逐出一切法国领土。——第３１６页。

１２８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场。——第３１８、３１９页。

１２９ 十表法是罗马奴隶制国家最古老的立法文献“十二铜表法”的最初的方

案。这一法律维护私有制，它规定凡无法偿还债务者应被剥夺自由，降

为奴隶或碎尸分身。——第３１９页。

１３０ 这一臆说，见法国历史学家兰盖的著作《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理》

１７６７年伦敦版第２卷第５册第２０章（《Ｔｈéｏｒｉｅｄｅｓｌｏｉｘｃｉｖｉｌｅｓ，ｏｕ

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ｆｏ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ｕｘｄｅｌａｓｏｃｉéｔé》．ＴｏｍｅⅡ，Ｌｏｎｄｒｅｓ，１７６７，ｌｉｖｒｅ

Ｖ，ｃｈａｐｉｔｒｅＸＸ）。——３１９页。

１３１ 德国哲学家道梅尔在他的著作《基督教古代的秘密》（《ＤｉｅＧｅｈｅｉｍｎｉｓｓｅ

ｄｅａｃｈｒｉｓｔｌｉｃｈｅｎＡｌｔｅｒｔｈｕｍｓ》）中证明，最初的基督徒在圣餐时吃人

肉。——第３１９页。

１３２ 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描绘了一幅未来社会的图景，在这

个社会里，人在一个工作日里从事几种劳动，也就是说，工作日将由若

干“短时工作”（《ｃｏｕｒｔｅｓｓéａｎｃｅｓ》）组成，每一项工作不超过一个半至两

个小时。根据傅立叶的意见，这样劳动生产率就会大大提高，连最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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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的劳动者也能够比从前的任何资本家更充分地满足自己的一切需

要。——第３２２页。

１３３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２８４页。——第３２３页。

１３４ 指１８６６年８月２０日至２５日在巴尔的摩召开的美国工人代表大会。参加大

会的有六十名代表，他们代表六万多名联合在工联中的工人。大会讨

论了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工人的政治活动、合作社、把所有工

人联合到工联中等问题。另外，大会决定成立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

——全国劳工同盟。——第３３３页。

１３５ 这里引用的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是根据马克思所写

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一文拟定的（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２１３—２２３页）。——第３３４页。

１３６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２７６页。——第３３５页。

１３７ “折磨他们的毒蛇”——套用了海涅的诗《亨利希》（诗集《时代的诗》）中

的一句话。——第３３５页。

１３８ 大宪章（ＭａｇｎａＣｈａｒｔａ），即自由大宪章（ＭａｇｎａＣｈａｒｔａＬｉｂｅｒｔａｔｕｍ），是

１２１５年由英王“无地约翰”签署的一个历史文件的名称。大宪章是骑士

和市民所支持的起义的大封建主向国王提出的。它对国王的权力规定

了某些限制，保存了一些封建特权，并对骑士阶层和城市做了一些让

步。马克思在这里指英国工人阶级经过长期顽强的反资本斗争而争得

的限制工作日的法律。——第３３５页。

１３９ 多么大的变化啊！（Ｑｕａｎｔｕｍｍｕｔａｔｕｓａｂｉｌｌｏ！）——味吉尔《亚尼雅士之

歌》第２卷第２７４行。——第３３５页。

１４０ “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这句流传很广的话出自法国海军上将德 帕纳

的一封信。也有人认为是达来朗说的。这句话是针对那些没有从十八世纪

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吸取任何教训的保皇党人而言。——第３４１页。

１４１ 斯宾诺莎在《伦理学》（第一部分，增补）中说，无知并不是充足的理由。

这句话是针对那些对自然抱有僧侣主义目的论观点的代表人物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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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把“上帝意志”称作一切现象的原因的原因，而其唯一的论据就是

对其他原因的无知。——第３４１页。

１４２ 见阿 凯特勒《论人和人的能力之发展，或试论社会物理学》１８３５年巴黎

版第１—２卷（Ａ．Ｑｕéｔｅｌｅｔ．《Ｓｕｒｌ’ｈｏｍｍｅｅｔｌｅｄéｖｅｌｏｐｐｅｍｅｎｔｄｅｓｅｓ

ｆａｃｕｌｔéｓ，ｏｕ Ｅｓｓａｉｄｅｐｈｙｓｉｑｕｅｓｏｃｉａｌｅ》．Ｔｏｍｅｓ Ⅰ—Ⅱ，Ｐａｒｉｓ，

１８３５）。——第３５９页。

１４３ 威 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第１卷《国民经济学原理》１８５８年斯图加特

和奥格斯堡增订第３版第８８—８９页（Ｗ．Ｒｏｓｃｈ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ｒＶｏｌｋ

ｓｗｉｒｔｈｓｃｈａｆｔ》．Ｂａｎｄ Ⅰ：《Ｄｉｅ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ｄ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ｋｏｎｏｍｉｅ》．

Ｄｒｉｔｔｅ，ｖｅｒｍｅｈｒｔｅｕｎｄｖｅｒｂｅｓｓｅｒｔｅＡｕｆｌａｇｅ．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ｕｎｄＡｕｇｓｂｕｒｇ，

１８５８，Ｓ．８８—８９）。——第３６０页。

１４４ 指罗契得尔城（曼彻斯特工业区）工人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影响

下，于１８４４年成立名为公平先驱社的消费合作社，它是英国及其他国

家工人合作运动的萌芽。——第３６８页。

１４５ 一切反对一切的战争（Ｂｅｌｌｕｍｏｍｎｉｕｍｃｏｎｔｒａｏｍｎｅｓ）是英国哲学家托

马斯 霍布斯在他的著作《利维坦》中的用语。——第３９５页。

１４６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１６６页。——第３９５页。

１４７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１６８页。——第３９８页。

１４８ 据传说，罗马贵族梅涅尼 阿格利巴劝说公元前４９４年举行起义的平民，

要他们屈服，他向他们讲了一则人体各部反抗胃部的寓言。梅涅尼 阿

格利巴把他当时的社会比作有生命的机体，说平民是这个机体的手，他

们供养这个机体的胃即贵族。手和胃分离开来，就要引起生命机体的

必然死亡，同样，平民拒绝履行他们的义务，就等于古罗马国家的灭

亡。——第３９９页。

１４９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１５９—１６８页。——第４０１页。

１５０ 艺术和手工业协会（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ｒｔ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ｓ）是资产阶级教育性质

和慈善性质的团体，于１７５４年在伦敦成立。该会冠冕堂皇地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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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宗旨是：“鼓励艺术、手工业和商业”并奖励那些“为贫民提供生计、

扩大商业、使国家富足等等的人”。协会企图充当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

调停人。马克思把它称为“艺术和骗术协会”。——第４０２、８０２页。

１５１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黑格尔全集》１８４０年柏林第２版第８卷第２４７页

（Ｈｅｇｅｌ．《Ｇｒｕｎｄｌｉｎｉｅｎ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Ｒｅｃｈｔｓ》．Ｗｅｒｋｅ．ＺｗｅｉｔｅＡｕ

ｆｌａｇｅ，Ｂｄ．Ⅷ．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０，Ｓ．２４７）。——第４０２页。

１５２ 《关于幸福的对话》（《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ＡＤｉａｌｏｇｕｅ》）的作者不是

发表《日记和通信集》（《Ｄｉａｒｉｅｓ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一书的外交官詹

姆斯 哈里斯，而是他的父亲詹姆斯 哈里斯。——第４０４页。

１５３ 马克思是根据塞克斯都 恩披里柯的著作《反对数学家》（《Ａｄｖｅｒｓｕｓ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ｓ》）第１１卷第４４页引证阿基罗卡斯这句话的。——第４０４

页。

１５４ 推翻三十僭主的时代是指公元前五世纪末期，古雅典三十寡头恐怖制

度被推翻，重新建立了奴隶主民主制。这是雅典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

本发展时期。——第４０４页。

１５５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著作中所描述的奴隶制国

家的理想的典型。这种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应该是自由市民的各等级

之间的严格分工。哲学家执行管理职能，军人打仗和保卫市民的生命

财产，农民、手工业者为人民生产并提供生活资料。——第４０５页。

１５６ 引自安 尤尔《工厂哲学》１８３５年伦敦版第２１页（见注１０２）。——第４０７

页。

１５７ 卡路里机是根据一般气体体积热胀冷缩的原理而制造的机器，与蒸汽

机相比，它笨重而且功率低。卡路里机是十九世纪初发明的，但到十九

世纪末就已经失去了任何实用价值。——第４１０、５０４页。

１５８ 珍妮机是詹姆斯 哈格里沃斯于１７６４—１７６７年发明的并用他女儿的名

字命名的一种纺纱机。——第４１１页。

１５９ 圣经《申命记》第２５章。——第４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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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０ 培恩斯《棉花贸易。对布莱克本文学、科学、机械协会会员所作的有关

这个问题的两篇演讲》１８５７年布莱克本—伦敦版第４８页（Ｂａｙｎｅｓ．《Ｔｈｅ

ＣｏｔｔｏｎＴｒａｄｅ．Ｔｗｏ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ｂｕｒｎ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Ｂｌａｃｋｂｕｒ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７，ｐ．４８）。——第４２６页。    

１６１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４３８、４８７页。

１６２ 席勒《钟之歌》。——第４４６页。

１６３ 从第１版至第４版，这句话是：工厂主的财富如何随着劳动力剥削的加强

而增加，单是下面这个事实就可以证明：英国棉纺织等等工厂的平均增

长额，从１８３８年到１８５０年间是３２％，而在１８５０年到１８５６年间是

８６％。    

我们所作的修改的依据是：《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６年１０月３１日》

１８５７年伦敦版第１２页。估计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就是这一材料。参看

马克思《英国工厂制度》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２卷第２０２

页）。——第４５６页。

１６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１７１、１７２页。——第４６０页。

１６５ 引自安 尤尔的著作第２２页（见注１０２）。——第４６１页。

１６６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４６４页。——第４６３页。

１６７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４６３页。——第４６３页。

１６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４６４—４６６页。——第４６５页。

１６９ 傅立叶把工厂叫做“温和的监狱”（《ｌｅｓｂａｇｎｅｓｍｉｔｉｇéｓ》），见《虚伪的、

零散的、可恶的、虚假的行业，和与它相对立的自然的、联合的、诱人

的、真实的产量增加三倍的行业》１８３５年巴黎版第５９页（《Ｌａｆａｕｓｓｅｉｎ

ｄｕｓｔｒｉｅｍｏｒｃｅｌéｅ，ｒéｐｕｇｎａｎｔｅ，ｍｅｎｓｏｎｇèｒｅ，ｅｔｌ’ａｎｔｉｄｏｔｅ，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ｎａ

ｔｕｒｅｌｌｅ，ｃｏｍｂｉｎéｅ，ａｔｔｒａｙａｎｔｅ，ｖéｒｉｄｉｑｕｅ，ｄｏｎｎａｎｔｑｕａｄｒｕｐｌｅｐｒｏｄｕｉｔ》．

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５，ｐ．５９）。——第４６８页。

８６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７０ 马克思引自塞 朗切洛蒂的著作《现代——并不逊于过去思想的思想》

（《Ｌ’ＨｏｇｇｉｄｉｏｖｅｒｏＧｌ’ｉｎｇｅｇｎｉｎｏｎｉｎｆｅｒｉｏｒｉａ’ｐａｓｓａｔｉ》），载于约翰 贝

克曼《发明史文集》１７８６年莱比锡版第１卷第ｌ２５—１２６页（Ｊ．Ｂｅｃｋｍａｎｎ．

《Ｂｅｙｔｒａｇｅｚｕ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Ｅｒｆｉｎｄｕｎｇｅｎ》．ＢａｎｄⅠ，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７８６，Ｓ．

１２５—１２６）。——第４６９页。

１７１ 本表是根据以下三篇总标题为《工厂》（《Ｆａｃｔｏｒｉｅｓ》）的议会文件的材料

编制的：《答可尊敬的下院１８５６年４月１５日的质问》（《ＲｅｔｕｒｎｔｏａｎＡｄ

ｄ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Ｈｏｎｏｕｒａｂｌｅ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ｄａｔｅｄ１５Ａｐｒｉｌ

１８５６》）；《答可尊敬的下院１８６１年４月２４日的质问》（《ＲｅｔｕｒｎｔｏａｎＡｄ

ｄ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Ｈｏｎｏｕｒａｂｌｅ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ｄａｔｅｄ２４Ａｐｒｉｌ

１８６１》），（答可尊敬的下院１８６７年１２月５日的质问）（《ＲｅｔｕｒｎｔｏａｎＡｄ

ｄ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Ｈｏｎｏｕｒａｂｌｅ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ｄａｔｅｄ５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８６７》）。——第４７５页。

１７２ 《工联及其他团体的组织和章程调查委员第１０号报告。附证词》１８６８年

伦敦版第６３、６４页（《ＴｅｎｔｈＲｅｐｏｒ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ｔｏ

ｉｎｑｕｉｒｅｉｎｔｏ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ｕｌｅｓｏｆＴｒａｄｅｓＵｎｉｏｎ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ｗｉｔｈＭｉｎｕｔｅｓ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８，ｐ．６３，

６４）。——第４７７页。

１７３ “好话能遮丑”（《Ｎｏｍｉｎｉｂｕｓｍｏｌｌｉｒｅｌｉｃｅｔｍａｌａ》）—— 奥维狄乌斯《爱

经》第２卷第６５７行。——第４８１页。

１７４ 马克思引自议会文件的材料《粮食、谷物和面粉。答可尊敬的下院１８６７

年２月１８日的征询》（《Ｃｏｒｎ，ＧｒａｉｎａｎｄＭｅａｌ．ＲｅｔｕｒｎｔｏａｎＯｒｄｅｒｏｆｔｈｅ

Ｈｏｎｏｕｒａｌｂｅ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ｄａｔｅｄ１８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１８６７》）。——第

４９５页。

１７５ 禁止结社法是英国议会于１７９９年和１８００年通过的法令。法令禁止任何

工人组织的建立和活动。１８２４年议会撤销了这些法令，在下一年再次

确认撤销这些法令。但是，即使在此之后，当局仍然大大限制工人联合

会的活动。特别是，凡鼓动工人参加联合会和参加罢工的活动，都被视

为“强制”和“暴力”而要受刑事处分。——第４９８、８０７页。

９６８注  释



１７６ 马克思指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贸易垄断权被取消（１８３３年）以后，英国

私商加紧侵占中国市场的情况。当时英国私商在英国政府竭力支持

下，大量地向中国私运鸦片，毒害中国人民。后来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

的鸦片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掠夺性的不平等条约。——第５０２页。

１７７ 中央注册局局长 是对主管英国中央户籍注册局的官吏的称呼。该局除

了一般的职能外，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第５１８、７１４、７３０、７４３

页。

１７８ 指议会文件《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１８６１年４月２４日的质问》第９页

（《Ｆａｃｔｏｒｉｅｓ．ＲｅｔｕｒｎｔｏａｎＡｄｄ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Ｈｏｎｏｕｒａｂｌｅ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ｓ，ｄａｔｅｄ２４Ａｐｒｉｌ１８６１》ｐ．９）。——第５２０页。

１７９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６９页。——第５３４页。

１８０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场。——第５３４页。

１８１ “鞋匠，管你自己的事吧！”（《Ｎｅｓｕｔｏｒｕｌｔｒａｃｒｅｐｉｄａｍ！》）——是古希腊

著名画家阿佩莱斯在一个鞋匠批评他的画时所作的回答，这个鞋匠对

绘画一窍不通，只能看出所画的鞋的某些毛病。——第５３５页。

１８２ 套用了十八世纪末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 列奥波特 施托尔贝格《致自

然》一诗中的话。——第５６ｌ页。

１８３ 比 约 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１卷

第７３页（Ｐ．Ｊ．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Ｓｙｓｔèｍｅｄｅｓ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ｓ，

ｏｕ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ｌａｍｉｓèｒｅ》．Ｔ．Ｉ，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６，ｐ．７３）。——第５６３

页。

１８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１００页。——第５８８页。

１８５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５２页。——第５９０页。

１８６ 指１８６１—１８６５年美国南部十一个蓄奴州同盟，该同盟由于奴隶主暴动

而成立。暴动者单独成立国家，立旨保存奴隶制并把它扩展到美国整

个国土。由于奴隶主在南北战争中遭受失败，这个同盟于１８６５年就消

灭了。——第５９１页。

０７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８７ 《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Ｅｓｓａｉｓｕｒｌａｎａｔｕｒｅｄｕ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ｅｎ

ｇéｎéｒａｌ》）一书的作者是理查 康替龙。该书的英文版由理查 康替龙

的一个亲属菲力浦 康替龙修订过。——第６０９页。

１８８ 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席勒的悲剧《阴谋与爱情》中宫廷侍卫长卡尔勃的

表现。在第三幕第二场，卡尔勃最初拒绝参与德意志一邦君的宰相所

策划的阴谋。这时，宰相就以辞去宰相职位相威胁，因为这样一来卡尔

勃的职位就要免除，卡尔勃吓死了，他叫喊说：“那我呢？——您说得倒

好，您！您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可是我呢——我的上帝！如果殿下免我的

职，那我怎么办呢？”——第６３１页。

１８９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４９０页。——第６３４页。

１９０ 德意志工人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４７年８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

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

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比利

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跟佛来米和瓦伦工人俱乐部保持

了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

支部。１８４８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不久，由于该会成员被比利时

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第

６３４页。

１９１ 西蒙 德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１８１９

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１１９页（ＳｉｍｏｎｄｅｄｅＳｉｓｍｏｎｄｉ．《Ｎｏｕｖｅａｕｘ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

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ｏｕＤｅｌ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ｄａｎｓｓｅｓｒａｐｐｏｒｔｓａｖｅｃｌａｐｏｐｕ

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ｍｅＩ，Ｐａｒｉｓ，１８１９，ｐ．１１９）。——第６３７页。    

１９２ 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叙述了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后代如何繁

衍，终于产生了整个犹太民族。——第６３８页。

１９３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黑格尔全集》１８４０年柏林第２版第８卷。——第

６４５页。

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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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８注  释



 究方法的关系》两卷集（Ｊ．Ｓｔ．Ｍｉｌｌ．《Ａ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Ｌｏｇｉｃ，ｒａｔｉｏｃｉｎ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ｂｅｉｎｇａ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ｗｏｖｏｌｕｍｅｓ）。第一版

１８４３年在伦敦出版。马克思指出，企图论述“逻辑体系”的约 斯 穆勒，

作为经济学家，是肤浅的，没有遵循逻辑分析的起码要求。——第６４７

页。    

１９５ “经济表”——重农学派魁奈在《经济表》中第一次制定的说明社会总

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图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第六章，

马克思写的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二篇第十章，以及《资本论》第二卷

第十九章上都对经济表作了较详细的说明。——第６４８页。

１９６ “没有任何日期”，是西里西亚反动大地主利希诺夫斯基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５

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发言反对波兰独立存在的历史权利时说的一句

话。利希诺夫斯基一再说这句话时都用了两个否定词，把《ＫｅｉｎｅｎＤａ

ｔｕｍｈａｔ》说成《ＫｅｉｎｅｎＤａｔｕｍｎｉｃｈｔｈａｔ》，这就违反了德语语法规则。因

此，他的发言引起哄堂大笑。关于利希诺夫斯基的发言，详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５卷第４１５—４１８页。——第６４９页。

１９７ 席勒的叙事诗《保证》。——第６５１页。

１９８ 套用了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二场（《城门之前》）中的一句话。——第

６５１页。

１９９ 据基督教传说，圣经《旧约全书》是摩西和其他先知们写成的。马克思

在这里用“摩西和先知们”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是主要的东西！这是第一

诫！——第６５２、８４０页。

２００ 让 巴 萨伊《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２６年巴黎第５版第１卷第１３０—１３１页（Ｊ．

Ｂ．Ｓａｙ．《Ｔｒａｉｔé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Ｃｉｎｑｕｉèｍｅ é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ｍｅｐｒｅ

ｍｉｅｒ，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６，ｐ．１３０—１３１）。——第６５３页。

２０１ 规定即否定（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ｅｓｔｎｅｇａｔｉｏ）。马克思此处援引的斯宾诺莎的

这一命题是采用黑格尔的有名的解释。斯宾诺莎自己用这个说法来表

示“限定即否定”（见巴 斯宾诺莎《通信集》第五十封信）。——

２７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６５４页。

２０２ 这里引自阿 波特尔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它的对象、应用和原理。以美

国人的生活状况来加以说明》１８４１年纽约版（《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ｔｓ

Ｏｂｊｅｃｔｓ，Ｕｓｅｓ，ａｎ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ｗｉｔｈ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ｅｏｐｌ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８４１）。从导言中可以看出，该

书的很大一部分基本上是根据１８３３年在英国出版的乔 斯克罗普的著

作《政治经济学原理》（《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前十章

翻印的（经阿 波特尔修改）。——第６５５页。

２０３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２８９页。——第６６５页。

２０４ “没有一天不动笔”（《ｎｕｌｌａｄｉｅｓｓｉｎｅｌｉｎｅａ》），这句话据说是古希腊著

名画家阿佩莱斯所说的，他照例每天不拘多少总要画一点。——第６６９

页。

２０５ 特有财产（Ｐｅｃｕｌｉｕｍ）是古罗马家长能够分给一个自由民或分给一个奴

隶经营或管理的一部分财产。实际上，拥有特有财产并没有使奴隶摆

脱对主人的从属关系，特有财产在法律上仍然归主人所有。例如，拥有

特有财产的奴隶可以同第三者交易，但只能在赢利总额不足以完全赎

身的限度内进行。特别有利的交易和其他能大大增加特有财产的办

法，通常都由家长一手包办。——第６７１、６７８页。

２０６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４９０页。——第６７４页。

２０７ 兰盖《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理》１７６７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２３６页。——第

６７６、８０６页。

２０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７０页及以下各页。——第６８０页。

２０９ 亚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１８１４年爱丁堡版第１卷第１４２页（Ａ．

Ｓｍｉｔｈ．《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Ｎａ

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Ｉ，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１８１４，ｐ．１４２）。——第６８２页。

２１０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６１７—６２２页。——第６９６页。

２１１ １８４９年至１８５９年间，英国参加了几次战争：克里木战争（１８５３—１８５６

３７８注  释



 年），对华战争（１８５６—１８５８年和１８５９—１８６０年），以及对波斯战争

（１８５６—１８５７年）。此外，１８４９年英国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在１８５７—

１８５９年派兵镇压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７００页。

２１２ 亚当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１卷第８章，威克菲尔德发

行，１８３５年伦敦版第１册第１９５页。——第７０６页。

２１３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１５５—１５６页。——第７０８页。

２１４ 詹 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１７７０年都柏林版第１卷第３９、４０页

（Ｊ．Ｓｔｅｕａｒｔ．《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Ｏ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Ⅰ，Ｄｕｂｌｉｎ，１７７０，ｐ．３９，４０）。——第７１０页。

２１５ 尼 布瓦洛《讽刺诗集》第八首。——第７１６页。

２１６ 指弗 恩格斯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２卷）。——第７１８页。

２１７ 亚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１８１４年爱丁堡版第１卷第６

页。——第７１８页。

２１８ 指１８３０年底到１８３１年初英国南部和东南部许多郡的雇农的自发运动，

这种运动是由于经济危机和租地农场主使用脱谷机而使雇农的贫困和

失 业现象日益增长引起的。运动得到了一个“斯温”的称号（英文

《ｓｗｉｎｇ》的拼音，指用手操作的 耞的敲打部分）。举行暴动的雇农和加

入他们队伍的贫苦佃农烧毁了大地主和租地农场主的庄园、庄稼垛和

仓库，打碎了他们的脱谷机。按照格雷勋爵的辉格党政府的命令，对农

村无产阶级的这些零星分散的暴动进行了残酷的武力镇压。—— 第

７４０页。

２１９ “低教会派”（《ＬｏｗＣｈｕｒｃｈ》）是英国国教教会中的一派，主要流行于资

产阶级和低级僧侣中。该派信徒宣传资产阶级基督教的道德和从事一

向带有假仁假义性质的慈善活动。舍夫茨别利伯爵（他就是艾释黎勋

爵）由于从事这种活动而在“低教会派”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马克

思讽刺地把他称为该教会的“教皇”。——第７４１页。

２２０ 贺雷西《诗论》第１７３节。——第７４４页。

４７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２２１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２１６—２２３页。——第７５９页。

２２２ 这个说法，见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会的新世界》（《Ｌｅｎｏｕｖｅａｕｍｏｎｄｅｉｎ

ｄｕｓｔｒｉｅｌｅｔｓｏｃｉéｔａｉｒｅ》）第５篇第３６章补充和第６篇结论。——第７６２页。

２２３ 套用了歌德《浮士德》（《天上序幕》）中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话。——第７７８

页。

２２４ 芬尼亚社社员是爱尔兰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第一批芬尼亚社社员组织

是在１８５７年在爱尔兰和美国建立的，该组织在美国把爱尔兰侨民团结

起来。芬尼亚社社员的纲领和活动反映了爱尔兰人民大众对英国殖民

奴役的抗议。芬尼亚社社员要求本国民族独立，建立民主共和国，把租

佃农民变成他们所耕种的土地的所有者，等等；他们打算借助武装起义

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但是，他们的密谋活动没有成功。六十年代末

芬尼亚社社员遭到大规模镇压。到七十年代这一运动就失败了。——

第７８０页。

２２５ “严酷的命运，兄弟互相残杀的罪孽，使罗马人受尽了苦难”（《Ａｃｅｒｂａ

ｆａｔａＲｏｍａｎｏｓａｇｕｎｔｓｃｅｌｕｓｑｕｅｆｒａｔｅｒｎａｅｎｅｃｉｓ》）—— 贺雷西《抒情诗

集》第七首。——第７８０页。

２２６ 所谓世界市场的革命指的是十五世纪末热那亚、威尼斯和意大利北部

其他城市在过境贸易上的作用急剧下降，这是由当时的地理上的大发

现造成的，那时发现了古巴、海地、巴哈马群岛、北美大陆、绕过非洲南

部通往印度的海路和南美大陆。——第７８４页。

２２７ 詹 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１７７０年都柏林版第１卷第５２

页。——第７８６页。

２２８ “穷人到处受苦难”（《Ｐａｕｐｅｒｕｂｉｑｕｅｊａｃｅｔ》）——出自奥维狄乌斯的著

作《节令记》第１卷第２１８行。——第７８９页。

２２９ 显然是指１５９７年费多尔 伊万诺维奇统治下（当时俄国的实际统治者是

波利斯 戈东诺夫）所颁布的关于侦缉逃亡农民的命令。根据这项命

令，凡经受不住地主的残酷奴役和欺压而逃跑的农民，要通缉五年并强

制遣送给原来的主人。——第７９１页。

５７８注  释



２３０ 英国资产阶级历史著作都把１６８８年的政变称为“光荣革命”，由于这次

政变，在英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确立了建立在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

级妥协基础上的、以奥伦治的威廉（从１６８９年起）为首的君主立宪

制。——第７９１页。

２３１ 指１７９６年在伦敦出版的抨击性小册子《尊敬的艾德蒙 伯克就培德福德

公爵和罗德戴尔伯爵于本届议会常会开会时在上院对他本人和他的养

老金问题进行的责难而给高贵勋爵的信》（《ＡＬｅｔｔｅｒ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ｉｇｈｔ

ＨｏｎｏｕｒａｂｌｅＥｄｍｕｎｄＢｕｒｋｅｔｏａＮｏｂｌｅＬｏｒｄ，ｏｎｔｈｅＡｔｔａｃｋｓｍａｄｅｕｐｏｎ

ｈｉｍａｎｄｈｉ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Ｌｏｒｄｓ，ｂｙｔｈｅＤｕｋｅｏｆＢｅｄｆｏｒｄ，

ａｎｄｔｈｅＥａｒｌｏｆＬａｕｄｅｒｄａｌｅ，Ｅａｒｌｙｉｎ 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ｆ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第７９２页。

２３２ 李奇尼乌斯法——公元前３６７年在古罗马通过的一项法律。该法对于

把公有地转交个人使用的权利作了某种限制，并且规定撤销部分债务。

该法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和贵族特权的增长，反映出平民的经济地位和

政治地位有了一定的增强。根据罗马的传统说法，该法是护民官李奇

尼乌斯和塞克斯蒂乌斯制定的。——第７９５页。

２３３ 斯多葛派是公元前四世纪末在古希腊产生并存在到公元六世纪的一个

哲学学派；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在

罗马帝国时代，斯多葛派哲学变成了一种反动的宗教唯心主义学说。

斯多葛派坚持肉体之外存在着灵魂，主张神秘主义和宿命论、听天由

命、不抗恶、自我舍弃和禁欲主义等等。斯多葛派的学说对基督教的形

成有相当大的影响。——第７９６页。

２３４ 指斯图亚特王朝的拥护者要求拥立所谓的“年轻的王位僭望者”查理

爱德华为英国国王而于１７４５—１７４６年发动的起义。这次起义同时反映

了苏格兰和英格兰的人民群众对他们遭受地主剥削以及大规模失去土

地的抗议。随着起义被英国正规军镇压，克兰制度在苏格兰高地开始

迅速瓦解，农民被逐出土地的现象更加严重了。——第７９８页。

２３５ 塔克斯缅，正如马克思自己在《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

夫人和奴隶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５６９—５７６

６７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页）一文中所解释的，是指克兰制度在苏格兰占统治地位时对直接从属

于克兰首领——勒尔德（“大人”）的族长们的称呼。勒尔德把土地“塔

克”这一全克兰的财产交给他们照管。他们对勒尔德交纳很少的贡税，

以表示承认他的权力。而塔克斯缅又把这些土地分给自己的仆从。随

着克兰制度的瓦解，勒尔德变成了地主，塔克斯缅实质上变成了资本主

义租地农场主。同时把过去交纳贡税改为交纳地租。——第７９８页。

２３６ 盖尔人是苏格兰北部山区和西部山区的土著居民，古代克尔特人的后

裔。——第７９８页。

２３７ 马克思指的是他自己的文章《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

夫人和奴隶制》，载于１８５３年２月９日《纽约每日论坛报》（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５６９—５７６页）。——第７９９页。

２３８ 即决法庭（ＰｅｔｔｙＳｅｓｓｉｏｎｓ）是英国治安法院的期庭，这种法庭按简化的

诉讼程序审理小案件。——第８０５页。

２３９ 亚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１８１４年爱丁堡版第１卷第２３７

页。——第８０６页。

２４０ 英国在中世纪就已经有了禁止“秘密活动”法。该法禁止“一切秘密活

动，即使其理由是合法的”。在禁止结社法（见注１７５）通过以前和废除

以后，工人的组织和阶级斗争都根据禁止“秘密活动”法受到镇

压。——第８０９页。

２４１ 指１７９３年６月至１７９４年６月法国雅各宾党专政的政府。——第８１０页。

２４２ 亚 安德森《商业起源古今编年史》（Ａ．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ｎｄ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ｉｍｅ》）。第一版１７６４年在伦敦出版。—— 第

８１３页。

２４３ 詹 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１７７０年都柏林版第１卷第１册第１６

章。——第８１４页。

２４４ 古 居利希《关于现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

１８３０年耶拿版第１卷第３７１页（Ｇ．Ｇｕｌｉｃｈ．《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Ｄａｒｓｔｅｌ－

７７８注  释



  ｌｕｎｇｄｅｓＨａｎｄｅｌｓ，ｄｅｒＧｅｗｅｒｂｅｕｎｄｄｅｓＡｃｋｅｒｂａｕｓｄｅｒｂｅｄｅｕ－ｔｅｎｄ

ｓｔｅｎｈａｎｄｅｌｔｒｅｉｂｅｎｄｅｎＳｔａａｔｅｎｕｎｓｒｅｒＺｅｉｔ》．Ｂｄ．Ⅰ，Ｊｅｎａ，１８３０，Ｓ．３７１）。

——第８２２页。

２４５ 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大概是英文版的被认为是杨 德 维特的著作《论

荷兰共和国和弗里斯兰西部最重要的政治原则和箴言》（《Ａａｎｗｙｓｉｎｇ

ｄｅｒｈｅｉｌｓａｍｅｐｏｌｉｔｉｋｅＧｒｏｎｄｅｎｅｎＭａｘｉｍｅｎｖａｎｄ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ｋｅｖａｎＨｏｌ

ｌａｎｄｅｎＷｅｓｔ－Ｆｒｉｅｓｌａｎｄ》），该书１６６２年第一次在来顿发表。现在已经

查明，该书的作者是荷兰经济学家兼企业主彼得 冯 德 霍列（即彼得

德 利亚 库尔）其中只有两章是杨 德 维特写的。——第８２５页。

２４６ 按照阿西恩托条约规定，西班牙在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授给外国和私

人以特权，把非洲黑奴贩卖到它的美洲属地。——第８２７页。

２４７ 需要经受这种苦难（Ｔａｎｔａｅｍｏｌｉｓｅｒａｔ）——引自味吉尔《亚尼雅士之

歌》第１卷第３３行。——第８２９页。

２４８ 康 贝魁尔《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或关于社会组织的探讨》

１８４２年巴黎版第４３５页（Ｃ．Ｐｅｃｑｕｅｕｒ．《Ｔｈéｏｒｉｅｎｏｕｖｅｌｌｅ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ｏ

ｃｉａｌｅｅｔ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ｏｕ毦Ｅｔｕｄｅｓｓｕｒｌ’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ｓｏｃｉéｔéｓ》．Ｐａｒｉｓ，

１８４２，ｐ．４３５）。——第８３０页。

２４９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７８—４７９、４７６—４７７页。——第

８３２页。

２５０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８６、４８７页。——第８３５页。

２５１ 指１８４４年的英格兰银行法。１８４４年英国政府力图防止银行券兑换黄金

的困难，根据罗 皮尔的创议，实施了英格兰银行改革法，把英格兰银行

分为两个独立部门，即银行部和发行部，并规定银行券应有一定数量的

黄金作保证。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发行额限一千四百万英镑。但

是，尽管实行了１８４４年的银行法，实际上流通中的银行券的数量不是取

决于抵补基金，而是取决于流通领域内对银行券的需求量。在经济危机

时期，对货币需要特别感到尖锐，英国政府暂时停止实行１８４４年的法

律，增加了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总额。——第８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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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名 索 引

Ａ

阿庇安（Ａｐｐｉａｎ一世纪末至二世纪七十年

代）——杰出的古罗马历史学家。——

第７９５页。

阿伯思诺特，约翰（Ａｒｂｕｔｈｎｏｔ，Ｊｏｈｎ）——

英国租地农场主，１７７３年在伦敦出版的

匿名著作《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

互关系的研究》的作者。—— 第３４２、

３６３、３６５、７９１、７９６页。

阿布德拉的普罗塔哥拉（Ｐｒｏｔａｇｏｒａｓｏｆ

Ａｂｄｅｒａ约公元前４８０—４１１）——古希

腊诡辩学派哲学家，鼓吹奴隶主民主制

的思想家。——第２７８页。

阿丁 顿，斯 梯 芬（Ａｄｄｉｎｇｔｏｎ，Ｓｔｅｐｈｅｎ

１７２９—１７９６）——英国教士，写有一些

教科书。——第７９４页。

阿基罗卡斯（Ａｒｃｈｉｌｏｃｈｕｓ公元前七世

纪）—— 古希腊抒情诗人。—— 第４０４

页。

阿基米得（Ａｒｃｈｉｍｅｄｅｓ约公元前２８７—

２１２）——伟大的古希腊数学家和物理

学家。——第３３８页。

阿克莱，理查（Ａｒｋｗｒｉｇｈｔ，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７３２—

１７９２）——英国企业家；占有他人在英

国的许多发明专利权。——第４１４、４１９、

４６５、４６９、５３５页。

阿里欧斯托，洛多维科（Ａｒｉｏｓｔｏ，Ｌｏｄｏ－

ｖｉｃｏ１４７４—１５３３）——文艺复兴时期的

意大利最大的诗人，著有长诗《疯狂的

罗兰》。——第４３页。
阿里瓦本，让（Ａｒｒｉｖａｂｅｎｅ，Ｊｅａｎ１７８７—

１８８１）——意大利政治流亡者，１８４７年

布鲁塞尔经济会议的发起人，经济著作

的法译本译者。——第６５４页。

阿那卡雪斯（Ａｎａｃｈａｒｓｉｓ约公元前六世

纪）—— 古 代亚 细亚 民族 的 哲 学

家。——第１１８页。

阿泰纳奥斯（Ａｔｈｅｎａｅｕｓ二世纪末至三世

纪初）—— 古希腊雄辩家和语法学

家。——第１１８、１５３页。

埃弗雷特（Ｅｖｅｒｅｔ）——十八世纪英国发明

家。——第４６９页。

埃默里（Ｅｍｅｒｙ）——美国发明家。——第

４２１页。

艾金，约翰（Ａｉｋｉｎ，Ｊｏｈｎ１７４７—１８２２）——

英国医生，历史学家和激进派政论

家。—— 第６５１、６５２、８１９、８２７、８２８

页。   

艾释华特，亨利（Ａｓｈｗｏｒｔｈ，Ｈｅｎｒｙ１７９４—

１８８０）——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

动家，自由贸易论者，反谷物法同盟创

始人之一；议会议员。—— 第３２０、４４５

页。

艾释黎，安东尼 库伯，舍夫茨别利伯爵

（Ａｓｈｌｅｙ，Ａｎｔｈｏｎｙ Ｃｏｏｐｅｒ，Ｅａｒｌｏｆ

Ｓｈａｆｔｅｓｂｕｒｙ１８０１—１８８５）—— 英国政

治活动家，四十年代为议会中托利党人

慈善家集团的首领，１８４７年起为辉格

９７８



 党人。——第４４２、４５２、７４１页。

艾威林，爱德华（Ａｖｅｌｉｎｇ，Ｅｄｗａｒｄ１８５１—

１８９８）——英国作家，《资本论》第一卷

的译者；社会民主联盟盟员，后来是社

会主义同盟盟员；爱琳娜 马克思的丈

夫。——第３３页。

爱德华三世（ＥｄｗａｒｄⅢ１３１２—１３７７）——

英国国王（１３２７—１３７７）。—— 第１１４、

３０１、８０６页。

爱德华六世（ＥｄｗａｒｄⅥ１５３７—１５５３）——英

国国王（１５４７—１５５３）。——第８０３页。

爱尔维修，克劳德 阿德里安（Ｈｅｌｖéｔｉｕｓ，

Ｃｌａｕｄｅ－Ａｄｒｉｅｎ１７１５—１７７１）——杰出

的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

物，无神论者；法国革命的资产阶级的

思想家之一。——第６６９页。

安（Ａｎｎｅ１６６５—１７１４）—— 英 国 女王

（１７０２—１７１４）。——第１８５、８０５页。

安德森，亚当（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Ａｄａｍ约１６９２—

１７６５）——苏格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写有贸易史方面的著作。—— 第８１３、

８２７页。

安德森，詹姆斯（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Ｊａｍｅｓ１７３９—

１８０８）——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详

尽研究过级差地租理论的基本特征。——第

５５３、６１５、６７８、７９４、７９８、８１３页。

安谛巴特洛斯（帖撒罗尼迦城的）——见

帖撒罗尼迦城的安谛巴特洛斯。

奥克尼夫人，伊丽莎白 维勒尔（Ｏｒｋｎｅｙ，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Ｖｉｌｌｉｅｒｓ， Ｌａｄｙ １６５７—

１７３３）——奥伦治的威廉的情妇。——

第７９１页。

奥伦治的威廉三世（Ｗｉｌｈｅｌｍ ⅢｏｆＯ

ｒａｎｉｅｎ１６５０—１７０２）—— 尼德兰总督

（１６７２—１７０２），英 国 国 王（１６８９—

１７０２）。——第７９１页。

奥姆斯特德，弗雷德里克 罗（Ｏｌｍｓｔｅｄ，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Ｌａｗ１８２２—１９０３）—— 美国

园圃建筑规划家，写有关于英国和北美

的著作。——第２２２页。

奥 普 戴 克，乔 治（Ｏｐｄｙｋｅ，Ｇｅｏｒｇｅ

１８０５——１８８０）——美国企业家，资产

阶级经济学家。——第１８６页

奥日埃，马利（Ａｕｇｉｅｒ，Ｍａｒｉｅ）——法国新

闻记者，写有经济问题论文。——第８２９

页。

奥特斯，扎马里亚（Ｏｒｔｅｓ，Ｇｉａｍｍａｒｉａ

１７１３—１７９０）——意大利经济学家，当

时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和独创性的著

作的作者。——第６７７、７０９页。

奥维狄乌斯（普卜利乌斯 奥维狄乌斯 纳

佐）（ＰｕｂｌｉｕｓＯｖｉｄｉｕｓＮａｓｏ公元前４３—

约公元１７）——杰出的罗马诗人。——

第４８１、７８９页。

奥维尔斯顿男爵，赛米尔 琼斯 劳埃德

（Ｏｖｅｒｓｔｏｎｅ，ＳａｍｕｅｌＪｏｎｅｓＬａｙｄ，Ｂａｒｏｎ

１７９６—１８８３）——英国银行家，资产阶

级经济学家，所谓“通货原理”学派的拥

护者。——第１４４、１６４页。

Ｂ

巴顿，纳翰（Ｂａｒｔｏｎ，Ｊｏｈｎ十八世纪末至十

九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

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第

６９２、７３９页。

巴尔本，尼古拉（Ｂａｒｂｏｎ，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１６４０—

１６９８）——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

为物的价值是由物的有用性决定的；所

谓货币国定说的先驱。——第４７—５０、

１４３、１４９、１６４、１６６、６７７页。

巴尔扎克，奥诺莱 德（Ｂａｌｚａｃ，Ｈｏｎｏｒéｄｅ

１７９９—１８５０）——伟大的法国现实主义

作家。——第６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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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德，爱德华（Ｂａｌｌａｒｄ，Ｅｄｗａｒｄ１８２０—

１８９７）—— 英国医生，伦敦卫生视察

员。——第５１４页。

巴师夏，弗雷德里克（Ｂａｓｔｉａｔ，ｆｒéｄéｒｉｃ

１８０１—１８５０）——法国庸俗经济学家，资

产阶级社会阶级利益调和论的鼓吹

者。——第１８、７６、９８、９９、２１８、４４８、６１８页。

巴特勒，赛米尔（Ｂｕｔｌｅｒ，Ｓａｍｕｅｌ１６１２—

１６８０）——英国讽刺诗人，《休迪布腊

斯》一诗的作者。——第４９页。

巴泽多夫，约翰 伯恩哈特（Ｂａｓｅｄｏｗ，Ｊｏ

ｈａｎｎ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１７２３—１７９０）—— 德国

教育家。——第５３５页。

柏拉图（Ｐｌａｔｏ约公元前４２７—３４７）——古

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贵族的思

想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第４０４、

４０５页。

拜比吉，查理（Ｂａｂｂａｇｅ，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９２—

１８７１）——英国数学家和机械专家，资

产阶级经济学家。——第３８４、３８７、４１３、

４２９、４４４页。

拜 耳 斯，约 翰 巴 纳 德（Ｂｙｌｅｓ，Ｊｏｈｎ

Ｂａｒｎａｒｄ１８０１—１８８４）—— 英国法学

家，枢密大臣，托利党人；写有法律、经

济和其他问题的著作。——第３０１、８０７

页。

班克斯，乔治（Ｂａｎｋｅｓ，Ｇｅｏｒｇｅ１７８８—

１８５６）——英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议会议员。——第７４１页。

贝 尔，查 理 （Ｂｅｌｌ，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７４—

１８４２）——苏格兰生理学家和外科医

生。——第３１０、７２８页。

贝 卡 里 亚，切 扎 雷（Ｂｅｃｃａｒｉａ，Ｃｅｓａｒｅ

１７３８—１７９４）——意大利法学家，政论

家和经济学家；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

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第４０４页。

贝克，罗伯特（Ｂａｋｅｒ，Ｒｏｂｅｒｔ）——十九世

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英国工厂视察

员。——第３３３、４３８、４６６、４９０、７７７页。

贝克尔，伊曼努尔（Ｂｅｋｋｅｒ，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１７８５—１８７１）——德国语言学家，整理

并出版了古代作家（柏拉图、亚里士多

德、阿里斯托芬等）的著作。——第１７４

页。

贝克莱，乔治（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Ｇｅｏｒｇｅ１６８５—

１７５３）——英国反动哲学家，主观唯心

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主教；在政治经

济学方面是重商主义的批评者；认为劳

动是财富的主要源泉；货币名目论的代

表。——第３７２、３９２页。

贝克曼，约翰（Ｂｅｃｋｍａｎｎ，Ｊｏｈｎ１７３９—

１８１１）——德国资产阶级学者，写有一

些工艺学和经济学方面的著作。——第

４６９页。

贝魁尔，康斯坦丁（Ｐｅｃｑｕｅｕｒ，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

１８０１—１８８７）——法国经济学家，空想

社会主义者。——第６７４、８３０页。

贝 勒 斯，约 翰（Ｂｅｌｌｅｒｓ，Ｊｏｈｎ１６５４—

１７２５）——英国经济学家；强调劳动对

财富形成的意义；写有一些空想的社

会改革的草案。——第１５１、１５９、１６６、

３６２、３８６、４６８、５２６、５３５、６７４页。

贝 利，赛 米 尔（Ｂａｉｌｅｙ，Ｓａｍｕｅｌ１７９１—

１８７０）——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

哲学家；从庸俗经济学的立场反对李

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同时也正确地指出

了李嘉图的经济学观点中的一些矛

盾。——第６３、７０、７８、１００、１０１、５８６、６７０页。

倍倍尔，奥古斯特（Ｂｅｂｅｌ，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４０—

１９１３）——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

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

之一，第一国际会员，１８６７年起为国

１８８人 名 索 引



 会议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

友；在他活动的后期犯过一系列中派性

质的错误。——第４１页。

比彻－斯托，哈里埃特 伊丽莎白（Ｂｅｅ－

ｃｈｅｒ－Ｓｔｏｗｅ，Ｈａｒｒｉｅｔ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１８１１—

１８９６）——著名的美国女作家，美国废

奴运动的积极参加者。——第７９９页。

比多，日 恩（Ｂｉｄａｕｔ，Ｊ．Ｎ．十九世纪上半

叶）——法国政论家，政府职员。——第

３５６页。

比 泽，弗 兰 茨（Ｂｉｅｓｅ，Ｆｒａｎｚ１８０３—

１８９５）——德国教育家，语言学家和哲

学家，写有论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著

作。——第４４７页。

毕舍，菲力浦（Ｂｕｃｈｅｚ，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１７９６—

１８６５）——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

家，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基督教社会

主义思想家之一。——第８１０页。

边沁，耶利米（Ｂｅｎｔｈａｍ，Ｊｅｒｅｍｙ１７４８—

１８３２）——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功利

主义理论家。——第１９９、６６９—６７０页。

波拿巴，路易（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Ｌｏｕｉｓ）——见拿

破仑第三。

波斯耳思威特，麦拉基（Ｐｏｓｔｌｅｔｈｗａｙｔ，

Ｍａｌａｃｈｙ１７０７—１７６７）——英国经济学

家，《工商业大辞典》的编者。—— 第

３０４、３０５页。

波特尔，阿朗佐（Ｐｏｔｔｅｒ，Ａｌｏｎｚｏ１８００—

１８６５）——美国主教，在一些院校教授

神学，出版过斯克罗普的政治经济学著

作。——第６５５页。

波特尔，艾德蒙（Ｐｏｔｔｅｒ，Ｅｄｍｕｎｄ）——英

国工厂主和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论

者。——第３２８、６３０—６３２页。

伯克，艾德蒙（Ｂｕｒｋｅ，Ｅｄｍｕｎｄ１７２９—

１７９７）——英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写有一些经济问题的著作；在活动的初

期倾向于自由主义，后来成为反动分

子，成为十八世纪末期法国资产阶级革

命的凶恶敌人。——第２３３、２６３、３５９、

７９２、８２９页。

伯 利 克 里（Ｐｅｒｉｋｌｅｓ约 公 元 前４９０—

４２９）——雅典国家活动家，曾协助巩

固奴隶主民主制。——第４０４页。

博耳顿，马修（Ｂｏｕｌｔｏｎ，Ｍａｔｔｈｅｗ１７２８—

１８０９）——英国工程师和工业家。——

第４２６页。

博克斯霍恩，马尔库斯 聚埃里乌斯（Ｂｏｘ

ｈｏｒｎ，ＭａｒｃｕｓＺｕｅｒｉｕｓ１６１２—１６５３）——

荷兰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第４６９

页。

博林布罗克，亨利（Ｂｏｌｉｎｇｂｒｏｋｅ，Ｈｅｎｒｙ

１６７８—１７５１）—— 英国自然神论哲学

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领袖

之一。——第８２４页。

布阿吉尔贝尔，比埃尔（Ｂｏｉｓｇｕｉｌｌｅｂｅｒｔ，

Ｐｉｅｒｒｅ１６４６—１７１４）—— 法国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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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５０、１６１页。

布坎南，大卫（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Ｄａｖｉｄ１７７９—

１８４８）——英国政论家和资产阶级经济

学家，亚 斯密的追随者和注释者。——

第１４６、６１３、７９８页。

布莱基，罗伯特（Ｂｌａｋｅｙ，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９５—

１８７８）——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

第７９０页。

布莱特，约翰（Ｂｒｉｇｈｔ，Ｊｏｈｎ１８１１

—１８８９）——英国工厂主，资产

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

之一和反谷物法同盟的创始人之

一；从六十年代初起是自由党左

翼的领袖；多次出任自由党内阁

２８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的大臣。——第１７、２８５、３１４、６１１、７１３、

７４４、８１７页。

布朗基，路易 奥古斯特（Ｂｌａｎｑｕｉ，Ｌｏｕｉｓ－

Ａｕｇｕｓｔｅ１８０５—１８８１）——最著名的法

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

１８３０年和１８４８年革命的积极参加

者。——第３０７页。

布 朗 基，日 罗 姆 阿 道 夫（Ｂｌａｎｑｕｉ，

ｊéｒｏｍｅ—Ａｄｏｌｐｌｈｅ１７９８—１８５４）——法

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说史

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第３０７、３７４页。

布雷，约翰 弗兰西斯（Ｂｒａｙ，ＪｏｈｎＦｒａｎｃｉｓ

１８０９—１８９５）——英国经济学家，空想

社会主义者，罗 欧文的信徒；发展了

“劳动货币”论。——第８４页。

布累兹，阿道夫 古 斯达夫（Ｂｌａｉｓｅ，

Ａｄｏｌｐｈｅ－Ｇｕｓｔａｖｅ１８１１—１８８６）——

法国经济学家，日罗姆 阿道夫 布朗基

的著作发行人。——第３７４页。

布 林 德 利，詹 姆 斯（Ｂｒｉｎｄｌｅｙ，Ｊａｍｅｓ

１７１６—１７７２）——英国工程师和发明

家。——第３８６页。

布鲁姆，亨利 彼得（Ｂｒｏｕｇｈａｍ，ＨｅｎｒｙＰｅ

ｔｅｒ１７７８—１８６８）——男爵，英国法学家

和文学家，二十至三十年代是辉格党的

著 名 活 动 家，大 法 官（１８３０—

１８３４）。——第８２８页。

布吕克纳，约翰（Ｂｒｕｃｋｎｅｒ，Ｊｏｈｎ１７２６—

１８０４）—— 英国基督教教士，神学

家。——第６７７页。

布伦坦诺，路约（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Ｌｕｊｏ１８４４—

１９３１）——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家，“讲坛社会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

一。——第４２—４４页。

布罗德赫斯特，约 （Ｂｒｏａｄｈｕｒｓｔ，Ｊ．）——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

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第６９

页。

布罗迪，本杰明（Ｂｒｏｄｉｅ，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１７８３—

１８６２）——著名的英国外科医生。——

第３１０页。

布洛克，莫里斯（Ｂｌｏｃｋ，Ｍａｕｒｉｃｅ１８１６—

１９０１）——法国资产阶级统计学家和经

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

物。——第１９页。

布 瓦 洛，埃 蒂 耶 纳（Ｂｏｉｌｅａｕ，毦Ｅｔｉｅｎｎｅ

１２００—１２６９）——巴黎行政长官，《手工

业手册》一书编者，该书收集了巴黎手

工业行会的章程。——第５３３页。

布瓦洛，尼古拉（Ｂｏｉｌｅａｕ，Ｎｉｃｏｌａｓ１６３６—

１７１１）——法国诗人和古典主义理论

家。——第７１８页。

Ｃ

查理大帝（Ｃｈａｒｌｅｍａｇｎｅ约７４２—８１４）——

法兰克国王（７６８—８００）和皇帝（８００—

８１４）。——第７９５页。

查理一世（ＣｈａｒｌｅｓⅠ１６００—１６４９）——英

国国王（１６２５—１６４９），十七世纪英国资

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 第７８８、

７８９页。

查理二世（ＣｈａｒｌｅｓⅡ１６３０—１６８５）——英

国国王（１６６０—１６８５）。——第１４５页。

查理五世（ＫａｒｌⅤ１５００—１５５８）——所谓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１５１９—１５５６）和

西班牙国王，称查理一世（１５１６—

１５５６）。——第８０５页。

查理六世（ＫａｒｌⅥ１６８５—１７４０）——所谓

神 圣 罗 马 帝 国 的 皇 帝（１７１１—

１７４０）。——第４６９页。

查理十世（ＣｈａｒｌｅｓⅩ１６２２—１６６０）——瑞

典国王（１６５４—１６６０）。——第７９２页。

３８８人 名 索 引



查理十一世（ＣｈａｒｌｅｓⅪ１６５５—１６９７）——

瑞典国王（１６６０—１６９７）。——第７９２页。

查 默 斯，托 马 斯（Ｃｈａｌｍｅｒｓ，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８０—１８４７）——英国基督教神学家

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追

随者。——第１７４、１８５、６７７、６７８页。

柴尔德，约瑟亚（Ｃｈｉｌｄ，Ｊｏｓｉａｈ１６３０—

１６９９）——英国经济学家，重商主义者，

银行家和商人。——第１０８、８２８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尼古拉 加甫利洛维奇

（ ，

１８２８—１８８９）——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

主义者，学者，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杰出

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先驱之一。——第

１７页。

Ｄ

达布耳德，托马斯（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ｙ，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９０—１８７０）——英国政论家和经济学

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马尔萨斯主

义的反对者。——第８２５页。

达尔文，查理 罗伯特（Ｄａｒｗｉｎ，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０９—１８８２）——伟大的英国自

然科学家，科学的生物进化学的奠基

人。——第３７９、４０９页。

达菲，查理 加文（Ｄｕｆｆｙ，ＣｈａｒｌｅｓＧａｖａｎ

１８１６—１９０３）——爱尔兰政治活动家和

政论家；１８８５年侨居澳大利亚，曾任某

些国家职务。——第８４３页。

达费林侯爵，弗雷德里克 坦普尔 汉密尔

顿 坦普尔 布莱克伍德（Ｄｕｆｆｅ—ｒｉｎ，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Ｔｅｍｐｌｅ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Ｔｅｍｐｌｅ

－ Ｂｌａｃｋｗｏｏｄ，Ｍａｒｑｕｅｓｓ ｏｆ１８２６—

１９０２）——英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自由党人，爱尔兰大地主，加拿大总督

（１８７２—１８７８），印 度 总 督（１８８４—

１８８８）。——第７７８页。

但丁 阿利格埃里（ＤａｎｔｅＡｌｉｇｈｉｅｒｉ１２６５—

１３２１）——伟大的意大利诗人。——第

１３、１２１、２７５页。

道梅尔，格奥尔格 弗里德里希（Ｄａｕｍｅｒ，

Ｇｅｏｒｇ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００—１８７５）——德国

作家，写有一些宗教史方面的著

作。——第３１９页。

德 科，萨洛蒙（ＤｅＣｏｕｓ，Ｓａｌｏｍｏｎ１５７６—

１６２６）——法国工程师。——第４１４页。

德 昆西，托马斯（ＤｅＱｕｉｎｃｅｙ，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８５—１８５９）—— 英国作家和经济学

家，李嘉图的注释者；他的著作反映了

李嘉图学派的没落和瓦解。——第４３４

页。

德 罗别尔提，叶甫盖尼 瓦连廷诺维奇

（ ，

１８４３—１９１５）——俄国实证论哲学家，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七十年代成为

地方自治活动家，资产阶级自由党人，

后来侨居法国。——第１９页。

德 尔，欧 仁（Ｄａｉｒｅ，Ｅｕｇèｎｅ １７９８—

１８４７）——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政

治经济学著作的出版者。——第４９、

１０９、１２７—１２９、１６１、１８１、３４９页。

德 莱 登，约 翰（Ｄｒｙｄｅｎ，Ｊｏｈｎ１６３１—

１７００）——英国诗人和剧作家，古典主

义的代表。——第２７０页。

德斯杜特 德 特拉西伯爵，安都昂 路易

克劳德（ＤｅｓｔｕｔｔｄｅＴｒａｃｙ，Ａｎｔｏｉｎｅ－

Ｌｏｕｉｓ－ Ｃｌａｕｄｅ，ｃｏｍｔｅ ｄｅ １７５４—

１８３６）——法国庸俗经济学家，感觉论

哲学家；君主立宪的拥护者。——第９７、

１７９、１８６、３６２、３６４、７１１页。

得比伯爵，爱德华 乔治 杰弗里 斯密斯

斯坦利（Ｄｅｒｂｙ，ＥｄｗａｒｄＧｅｏｒｇｅ

４８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ＳｍｉｔｈＳｔａｎｌｅｙ，Ｅａｒｌｏｆ１７９９—

１８６９）——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领

袖，后来成为保守党领袖之一；首相

（１８５２、 １８５８—１８５９ 和 １８６６—

１８６８）。——第４９９页。

登宁，托马斯 约瑟夫（Ｄｕｎｎｉｎｇ，Ｔｈｏ—

ｍａｓ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９９—１８７３）——英国工会

活动家和政论家。——第６０３、６０７、８２９

页。

狄奥多洛斯（西西里的）（ＤｉｏｄｏｒｕｓｏｆＳｉｃｉ

ｌｙ公元前８０左右—２９）——古希腊历史

学家。——第１６３、２６３、３７７、４０６、５６０页。

狄慈根，约瑟夫（Ｄｉｅｔｚｇｅｎ，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２８—

１８８８）——杰出的德国哲学家，独立地

发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社会民主党人；

职业是制革工人。——第１８页。

狄德 罗，德 尼（Ｄｉｄｅｒｏｔ，Ｄｅｎｉｓ１７１３—

１７８４）——杰出的法国哲学家，机械唯

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革

命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启蒙运动

者，百科全书派领袖。——第１５４页。

狄更斯，查理（Ｄｉｃｋｅｎｓ，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１２—

１８７０）—— 伟大的英国现实主义作

家。——第４８４页。

笛福，丹尼尔（Ｄｅｆｏｅ，Ｄａｎｉｅｌ约１６６０—

１７３１）——著名的英国作家和政论家，

小说《鲁滨逊飘流记》的作者。——第

９３、９５、１６１、３２１、６７６页。

笛卡儿，勒奈（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Ｒｅｎé１５９６—

１６５０）——著名的法国二元论哲学家，

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第４２８页。

都 铎 王 朝—— 英 国 王 朝（１４８５—

１６０３）。——第８１７页。

杜邦，比 埃 尔（Ｄｕｐｏｎｔ，Ｐｉｅｒｒｅ１８２１—

１８７０）——法国诗人，他的歌在工人中

广为流行。——第７５９页。

杜邦 德 奈穆尔，比埃尔 赛米尔（Ｄｕｐｏｎｔ

ｄｅＮｅｍｏｕｒｓ，Ｐｉｅｒｒｅ－Ｓａｍｕｅｌ１７３９—

１８１７）——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

重农学派经济学家。——第１２１页。

杜尔哥，安 罗伯尔 雅克（Ｔｕｒｇｏｔ，Ａｎｎｅ－

Ｒｏｂｅｒｔ－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７２７—１７８１）—— 法

国经济学家和国家活动家；重农学派的

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财政总稽核

（１７７４—１７７６）。——第２０４、３４９、５８３页。

杜克佩西奥，爱德华（Ｄｕｃｐéｔｉａｕｘ，Ｅｄｏｕａｒｄ

１８０４—１８６８）——比利时政论家和统计

学家，资产阶级慈善家；监狱和慈善设

施视察员。——第７３５、７３７页。

杜能，约翰 亨利希（Ｔｈüｎｅｎ，Ｊｏｈａｎｎ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８３—１８５０）——德国资产阶

级经济学家，研究过农业经济问

题。——第６８１页。

Ｅ

厄 什 韦 葛，威 廉（Ｅｓｃｈｗｅｇｅ，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７７—１８５５）——德国地质学家和采矿

工程师。——第５３页。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Ｅｎｇｅｌ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２０—１８９５）——第３、３０—３７、３８—４４、

９２、１７３、１８６、２６８、２７３、２８３、２９８、３２３、

３３５、４３８、４６３—４６５、４８７、５３４、６６５、６９６、

７１７、８３２页。

恩 索 尔，乔 治（Ｅｎｓｏｒ，Ｇｅｏｒｇｅ１７６９—

１８４３）——英国政论家，批判过马尔萨

斯主义。——第７９８页。

Ｆ

法尔，约翰 理查（Ｆａｒｒｅ，ＪｏｈｎＲｉｃｈａｒｄ

１７７４—１８６２）——英国医生。——第

５８８人 名 索 引



 ３１０页。

范德林特，杰科布（Ｖａｎｄｅｒｌｉｎｔ，Ｊａｃｏｂ死于

１７４０年）——英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

的先驱，货币数量论的早期代表人物之

一。——第１４３、１５０、１６５、３０４、３０６、３４８、

３６８、３８６、６７７页。

菲 尔 登，约 翰（Ｆｉｅｌｄｅｎ，Ｊｏｈｎ１７８４—

１８４９）——英国工厂主，资产阶级慈善

家，工厂法的拥护者。——第４４２、４５２、

８２７页。

菲力浦六世（ＰｈｉｌｉｐｐⅥ１２９３—１３５０）——

法国国王（１３２８—１３５０）。——第１０９页。

菲塞林，西蒙（Ｖｉｓｓｅｒｉｎｇ，Ｓｉｍｏｎ１８１８—

１８８８）——荷兰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

和统计学家。——第５５０页。

费 尔 贝 恩，威 廉（Ｆａｉｒｂａｉｒ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８９—１８７４）——英国工厂主，工程师

和发明家。——第４７７页。

费里埃，弗朗斯瓦 路易 奥古斯特（Ｆｅｒｒｉ

ｅｒ，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Ｌｏｕｉｓ－Ａｕｇｕｓｔｅ１７７７—

１８６１）——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家，重商主义的摹仿者，官员。——第

７５—７６页。

费希特，约翰 哥特利勃（Ｆｉｃｈｔｅ，Ｊｏｈａｎｎ

Ｇｏｔｔｌｉｅｂ１７６２—１８１４）—— 德国哲学

家，主观唯心主义者，十八世纪末十九

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

第６７页。

丰特雷，安都昂 路易（Ｆｏｎｔｅｒｅｔ，Ａｎ－

ｔｏｉｎｅ－Ｌｏｕｉｓ）——法国医生，十九世纪

下半叶写有一些公共卫生方面的著

作。——第４０２页。

弗格森，亚当（Ｆｅｒｇｕｓｏｎ，Ａｄａｍ１７２３—

１８１６）——苏格兰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第１４３、３９２、

４００、４０１页。

弗莱塔格，古斯达夫（Ｆｒｅｙｔａｇ，Ｇｕｓｔａｖ

１８１６—１８９５）—— 德国资产阶级作

家。——第８０８页。

弗兰德，威廉（Ｆｅｒｒａｎｄ，Ｗｉｌｌｉａｍ）——英国

地主，追随托利党。—— 第２９７、４５６、

４５７、６３０页。

弗里德里希二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Ⅱ １７１２—

１７８６）—— 普 鲁 士 国 王（１７４０—

１７８６）。——第８０１、８１４页。

弗利特伍德，威廉（Ｆｌｅｅｔｗｏｏｄ，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６５６—１７２３）——英国主教，写有英国

价格史方面的著作。——第３０２页。

弗列特切尔，安德鲁（Ｆｌｅｔｃｈｅｒ，Ａｎｄｒｅｗ

１６５５—１７１６）——苏格兰政治活动家，

地主，主张苏格兰独立。——第７９０页。

孚 耳 阿 伯，约 翰（Ｆａｕｌｈａｂｅｒ，Ｊｏｈａｎｎ

１５８０—１６３５）——德国数学家和工程

师。——第４１４页。

孚赫，尤利乌斯（Ｆａｕｃｈｅｒ，Ｊｕｌｉｕｓ１８２０—

１８７８）——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

子；贸易自由的拥护者，侨居英国，为

《晨星报》的撰稿人，１８６１年回到德国，

进步党人。——第２６８、５１１页。

伏 尔 泰，弗 朗 斯 瓦 玛 丽（Ｖｏｌｔａｉｒｅ，

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Ｍａｒｉｅ１６９４—１７７８）—— 法

国自然神论哲学家，讽刺作家，历史学

家，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著

名代表人物，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

教。——第２２１、８４１页。

福尔邦奈，弗朗斯瓦 维隆 杜韦尔瑞 德

（Ｆｏｒｂｏｎｎａｉｓ，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Ｖéｒｏｎ－Ｄｕ

ｖｅｒｇｅｒｄｅ１７２２—１８００）——法国资产阶

级经济学家，货币数量论的拥护

者。——第１０９页。

福尔布斯（Ｆｏｒｂｅｓ）——英国发明家。——

第４２９页。

福塞特，亨利（Ｆａｗｃｅｔｔ，Ｈｅｎｒｙ１８３３—

６８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８８４）——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

翰 斯图亚特 穆勒的追随者；政治活动

家，辉格党人。——第６１１、６７１、７１６、８１７

页。

福斯特，纳萨涅尔（Ｆｏｒｓｔｅｒ，Ｎａｔｈａｎｉｅｌ

１７２６左右—１７９０）——英国教士，写有

一些经济学著作，维护工人的利

益。——第３０４、４６８、５６１、７９３、７９４页。

福斯特，威廉，爱德华（Ｆｏｒｓｔｅｒ，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ｄｗａｒｄ１８１８—１８８６）——英国工厂主

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

员。——第７２７、７２８页。

福 特 斯 居，约 翰（Ｆｏｒｔｅｓｃｕｅ，Ｊｏｈｎ 约

１３９４—１４７６）——英国法学家，写有一

些关于英国国家制度问题的 著

作。——第７８６、７８７页。

富尔顿，罗伯特（Ｆｕｌｔｏｎ，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６５—

１８１５）——美国工程师和发明家，第一

艘轮船的建造者。——第５３５页。

富拉顿，约翰（Ｆｕｌｌａｒｔｏｎ，Ｊｏｈｎ１７８０—

１８４９）——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

有关于货币流通和信贷问题的著作，货

币数量论的反对者。——第１４８、１６２、

１６５页。

富兰克林，本杰明（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１７０６—１７９０）——杰出的美国政治活动

家和外交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北

美独立战争的参加者；大学者，物理学

家和经济学家。—— 第６５、１８７、２０４、

３６３、６７６页。

傅立叶，沙尔（Ｆｏｕｒｉ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７２—

１８３７）——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３２２、４２１、４６７、７６１、７６２页。

Ｇ

盖斯克尔，彼得（Ｇａｓｋｅｌｌ，Ｐｅｔｅｒ）——英国

医生，自由党人，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资

产阶级政论家。——第４７７、４８６页。哥伦

布，克里斯托弗尔（Ｃｏｌｏｍｂｏ，Ｃｈｒｉｓ－ｔｏ

ｆｏｒｏ１４５１—１５０６）——发现美洲的杰出

的航海家；在西班牙供职，热那亚

人。——第１５１页。

哥特谢德，约翰 克利斯托夫（Ｇｏｔｔｓｃｈｅｄ，

Ｊｏｈａｎｎ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１７００—１７６６）—— 德

国作家和批评家，十八世纪德国早期启

蒙运动的代表人物。——第２４４页。

歌德，约翰 沃尔弗干格（Ｇｏｅｔｈｅ，Ｊｏｈａｎｎ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１７４９—１８３２）—— 伟大的德

国作家和思想家。——第８４、１０４、２２０、

２２１、３００、６５１、７７８页。

戈登，约翰 威廉（Ｇｏｒｄｏｎ，Ｊｏｈ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８１４—１８７０）——英国军官，军事工程

师，后为将军，克里木英军工程长官

（１８５４—１８５５）。——第１９８页。

戈东诺夫，波利斯 费多罗维奇（ ，

１５５１左右—１６０５）——

俄国沙皇（１５９８—１６０５）。——第７９１页。

格莱格，罗伯特 海德（Ｇｒｅｇ，ＲｏｂｅｒｔＨｙｄｅ

１７９５—１８７５）——英国大工厂主，自由

党人。——第３２３页。

格莱斯顿，威廉 尤尔特（Ｇｌａｄｓｔｏｎ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Ｅｗａｒｔ１８０９—１８９８）—— 英国

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

十九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之一；曾

任财政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５和１８５９—

１８６６）和 首 相（１８６８—１８７４、１８８０—

１８８５、１８８６、１８９２—１８９４）。—— 第４０—

４４、４９５、７１５、７１６、８０９页。

格 雷，乔 治 （Ｇｒｅｙ，Ｇｅｏｒｇｅ １７９９—

１８８２）——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

人，内务大臣（１８４６—１８５２、１８５５—

１８５８、１８６１—１８６６）和 殖 民 大 臣

（１８５４—１８５５）。——第３２０、７２９页。

７８８人 名 索 引



格雷，约翰（Ｇｒａｙ，Ｊｏｈｎ１７９８—１８５０）——

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 欧

文的追随者；“劳动货币”论创始人之

一。——第８４页。

格雷，约翰（Ｇｒａｙ，Ｊｏｈｎ）——十八世纪末

英国资产阶级作家，写有一些关于政治

问题和经济问题的著作。——第１８３页。

格里哥瓦尔，昂利（Ｇｒｅｇｏｉｒ，Ｈｅｎｒｉ）——布

鲁塞尔印刷工人协会书记，《布鲁塞尔

违警法庭上的印刷工人》（１８６５年出版）

一书的作者。——第６０９页。

格林豪，爱德华 赫德勒姆（Ｇｒｅｅｎｈｏｗ，

ＥｄｗａｒｄＨｅａｄｌａｍ１８１４—１８８８）—— 英

国内科医生。——第２７３、２７４、３２６页。

格罗夫，威廉 罗伯特（Ｇｒｏｖ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１１—１８９６）—— 英国物理学

家和法学家。——第５７５页。

Ｈ

哈布斯堡的马克西米利安（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ａｎ

ｖｏｎＨａｂｓｂｕｒｇ１８３２—１８６７）——奥地利

大公，在意大利的奥国领地总督

（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在英法西武装干涉墨西

哥时期被宣布为墨西哥傀儡帝国的皇

帝（１８６４—１８６７），被墨西哥爱国者枪

毙。——第１９１页。

哈勒，卡尔 路德维希（Ｈａｌｌｅｒ，ＣａｒｌＬｕｄ

ｗｉｇ１７６８—１８５４）——瑞士法学家和历

史学家，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辩护

人。——第４２８页。

哈里斯，詹姆斯（Ｈａｒｒｉｓ，Ｊａｍｅｓ１７０９—

１７８０）——英国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国

家活动家，议会议员，财政部部务委员

（１７６３—１７６５）。——第４０４页。

哈里斯，詹姆斯，马姆兹伯里伯爵（Ｈａｒｒｉｓ，

Ｊａｍｅｓ，ＥａｒｌｏｆＭａｌｍｅｓｂｕｒｙ １７４６—

１８２０）——英国外交家，曾任驻俄国等

国大使。——第４０４页。

哈里逊，威廉（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５３４—

１５９３）——英国教士，他的一些著作是

研究十六世纪英国史的重要史料。——

第７８６、８１２页。

哈 姆，威 廉（Ｈａｍｍ，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２０—

１８８０）——德国农学家；写有一些农业

问题的著作。——第５５１页。

哈塞耳，阿瑟 希尔（Ｈａｓｓａｌｌ，ＡｒｔｈｕｓＨｉｌｌ

１８１７—１８９４）——英国医生，写有一些

主要是关于公共卫生问题的著作。——

第１９８、２７７—２７８页。

哈斯廷斯，华伦（Ｈａｓｔｉｎｇｓ，Ｗａｒｒｅｎ１７３２—

１８１８）—— 英属印度的第一任总督

（１７７４—１７８５），残酷的殖民政策的传播

者之一，１７８８年被控告滥用职权，终因

审理伪善而被宣告无罪。——第８２１页。

海涅，亨利希（Ｈｅｉｎｅ，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９７—

１８５６）——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

第３３５、６６９页。

汉 密 尔 顿，威 廉（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８８—１８５６）——苏格兰哲学家，杜格

耳德 斯图亚特著作的出版者。——第

３５６、５３２页。

汉森，格奥尔格（Ｈａｎｓｓｅｎ，Ｇｅｏｒｇ１８０９—

１８９４）——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

有一些关于农业和土地关系史问题的

著作。——第２６５页。

汉 特，亨 利 朱 利 安（Ｈｕｎｔｅｒ，Ｈｅｎｒｙ

Ｊｕｌｉａｎ）——英国医生，写有一些关于

工人生活贫困状况的报告。—— 第

４３７、７２２—７２７、７３１、７３２、７４４、７４７、

７４９—７５０、７５１、７５８、７５９、７８９页。

豪顿，约翰（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Ｊｏｈｎ死于１７０５

８８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年）——英国商人，出版一些关于商业、

工业和农业问题的著作。——第４６８页。

豪威耳（Ｈｏｗｅｌｌ）—— 英国工厂视察

员。——第２５５、２６９页。

豪伊特，威廉（Ｈｏｗｉｔｔ，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９２—

１８７９）——英国作家，写有一些关于基

督教历史和其他问题的著作。——第

８２０页。

荷马（Ｈｏｍｅｒ）——半传说中的古希腊诗

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

者。——第７７、２８３、４０４页。

赫 顿，查 理（Ｈｕｔｔｏ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３７—

１８２３）——英国数学家。——第４０９页。

赫拉克利特（Ｈｅｒａｋｌｅｉｔｏｓ约公元前５４０—

４８０）——杰出的古希腊哲学家，辩证法

的奠基人之一，自发的唯物主义

者。——第１２４页。

赫伦施万德，让（Ｈｅｒｒｅｎｓｃｈｗａｎｄ，Ｊｅａｎ

１７２８—１８１２）——瑞士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第１４１页。

赫胥黎，托马斯 亨利（Ｈｕｘｌｅｙ，Ｔｈｏｍａｓ

Ｈｅｎｒｙ１８２５—１８９５）——英国学者，自

然科学家，查 达尔文的朋友和达尔文

学说的普及者。——第５２９页。

贺雷西（昆图斯 贺雷西 弗拉克）（Ｑｕｉｎ－

ｔｕｓＨｏｒａｔｉｕｓＦｌａｃｃｕｓ 公 元 前６５—

８）——杰出的罗马诗人。——第８、１２６、

２９６、３８０、４０３、５１６、７４４、７８０页。

黑格尔，乔治 威廉 弗里德里希（Ｈｅｇｅｌ，

Ｃｅｏｒｇ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７０—

１８３１）——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的代

表，客观唯心主义者，最全面地研究了

唯心主义辩证法；德国资产阶级的思想

家。—— 第２０、２４、５７、１０９、１９１、２０３、

２９２、３４２、４０２、６４５页。

亨利三世（ＨｅｎｒｉⅢ１５５１—１５８９）——法

国国王（１５７４—１５８９）。——第１５２页。

亨利七世（ＨｅｎｒｙⅦ１４５７—１５０９）——英

国国王（１４８５—１５０９）。——第３０２、７８７、

８０３页。

亨利八世（ＨｅｎｒｙⅧ１４９１—１５４７）——英

国国王（１５０９—１５４７）。——第７８７、８０３

页。

胡阿雷斯，贝尼托 帕布洛（Ｊｕáｒｅｚ，Ｂｅｎｉｔｏ

Ｐａｂｌｏ１８０６—１８７２）——杰出的墨西哥

国家活动家，争取本国民族独立的战

士，内战（１８５８—１８６０）和武装干涉墨西

哥（１８６１—１８６７）时期的自由党领袖，墨

西哥总统（１８５８—１８７２）。—— 第１９１

页。    

华德，约翰（Ｗａｒｄ，Ｊｏｈｎ）——１８４３年伦敦

英文版《维多利亚女王陛下在位初期的

特伦特河畔的斯托克城》一书的作

者。——第２９７页。

华莱士，罗伯特（Ｗａｌｌａｃｅ，Ｒｏｂｅｒｔ１６９７—

１７７１）——英国教士和统计学家，鼓吹

反科学的人口论，后为马尔萨斯所利

用。——第３９１、６７６页。

华氏（华伦海特），加布里埃尔 丹尼尔

（Ｆａｈｒｅｎｈｅｉｔ，ＧａｂｒｉｅｌＤａｎｉｅｌ１６８６—

１７３６）——物理学家，设计过一种改良

温度计。——第２７９、２８９、３２９页。

淮 亚 特，约 翰（Ｗｙａｔｔ，Ｊｏｈｎ １７００—

１７６６）—— 英国发明家，曾发明纺纱

机。——第４０９页。

惠特布雷德，赛米尔（Ｗｈｉｔｂｒｅａｄ，Ｓａｍｕｅｌ

１７５８—１８１５）——英国政治活动家，议

会议员，辉格党人。——第８０９页。

霍布豪斯，约翰 凯姆，布罗顿男爵（Ｈｏｂ－

ｈｏｕｓｅ，Ｊｏｈｎ Ｃａｍ，Ｂａｒｏｎ Ｂｒｏｕｇｈｔｏｎ

１７８６—１８６９）——英国国家活动家，辉

格党人；１８３１年的工厂法是在他的倡

９８８人 名 索 引



 议下通过的。——第３２１页。

霍布斯，托马斯（Ｈｏｂｂｅｓ，Ｔｈｏｍａｓ１５８８—

１６７９）——杰出的英国哲学家，机械唯

物论的代表人物；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具

有鲜明的反民主的倾向。——第１９３、

３４５、４２８、６７７页。

霍 恩，乔 治（Ｈｏｒｎｅ，Ｇｅｏｒｇｅ１７３０—

１７９２）——英国主教，写有许多抨击牛

顿、休谟、亚 斯密和其他学者的小册

子。——第６７８页。

霍尔，克里斯托弗 纽曼（Ｈａｌｌ，Ｃｈｒｉｓ－ｔｏ

ｐｈｅｒＮｅｗｍａｎ１８１６—１９０２）——英国教

士，高级僧侣中的代表人物。——第２８５

页。

霍华德 德 华尔登男爵，查理 奥加斯特

斯 爱里斯（ＨｏｗａｒｄｄｅＷａｌｄｅｎ，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ｕｇｕｓｔｕｓＥｌｌｉｓ，Ｂａｒｏｎ１７９９—１８６８）——

英国外交家。——第３０７页。

霍吉斯金，托马斯（Ｈｏｄｇｓｋｉｎ，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８７—１８６９）——英国经济学家和政论

家；从空想社会主义的立场维护无产阶

级的利益和批判资本主义，他利用李嘉

图的理论推出社会主义的结论。——第

３７７、３９１、３９３、５８７、６３０、８１８页。

霍林舍德，拉斐尔（Ｈｏｌｉｎｓｈｅｄ，Ｒａｐｈａｅｌ约

死于１５８０年）——英国历史学家，英格

兰、苏格兰和爱尔兰从古代到十六世纪

七十年代编年史的作者。——第８０５页。

霍纳，弗兰西斯（Ｈｏｒｎｅｒ，Ｆｒａｎｃｉｓ１７７８—

１８１７）——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

治活动家；议会议员，辉格党人，金条委

员会主席（１８１０年），李嘉图货币理论的

拥护者。——第８２７页。

霍纳，莱昂纳德（Ｈｏｒｎｅｒ，Ｌｅｏｎａｒｄ１７８５—

１８６４）——英国地质学家和社会活动

家，工厂视察员（１８３３—１８５６），曾维护

工人利益。—— 第２５２、２６９、３０８、３１２、

３１６、３２０、３２２、３２７、４３９、４４０、４５４、４６７、

６０４页。

霍 普 金 斯， 托 马 斯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Ｔｈｏｍａｓ）——十九世纪初英国资产阶

级经济学家。——第２５７页。

Ｊ

基尔希曼，尤利乌斯（Ｋｉｒｃｈｍａｎｎ，Ｊｕｌｉｕｓ

１８０２—１８８４）—— 德国法学家和哲学

家，激进主义者，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１８４８），属中间派左翼。——第５８１页。

基谢廖夫，巴维尔 德米特利也维奇

（ ， １７８８—

１８７２）——伯爵，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

交家，将军，俄国驻莫尔达维亚和瓦拉

几亚行政首脑（１８２９—１８３４）。—— 第

２６６页。

吉洛特，约瑟夫（Ｇｉｌｌｏｔｔ，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９９—

１８７３）——英国工厂主，在北明翰首先

实行钢笔尖大规模生产。——第５０５页。

吉斯伯恩，托马斯（Ｇｉｓｂｏｒｎｅ，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５８—１８４６）——英国神学家，写有一

些关于基督教道德问题的著作。——第

８２７页。

季别尔，尼古拉 伊万诺维奇（ ，

１８４４—１８８８）—— 著

名的俄国经济学家；虽然不懂唯物辩证

法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质，却成为俄

国最早普及马克思的经济著作的人之

一；主张激进的资产阶级的宗教改

革。——第１９页。

加尔涅，热尔门（Ｇａｒｎｉｅｒ，Ｇｅｒｍａｉｎ１７５４—

１８２１）——法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

０９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家，君主主义者；重农学派的摹仿者；亚

斯密的著作的翻译者和批评者。——

第４０１、６０５页。

加利阿尼，斐迪南多（Ｇａｌｉａｎｉ，Ｆｅｒｄｉ－ｎａｎ

ｄｏ１７２８—１７８７）——意大利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重农学派学说的批评者；认为

物的价值是由物的有用性决定的，同时

对商品和货币的本性做了一些正确的

猜测。—— 第９１、１０７、１０８、１１８、１７５、

１８０、３５０、７０６页。

加尼耳，沙尔（Ｇａｎｉｌｈ，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５８—

１８３６）——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庸

俗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摹仿者。——

第７６、９８、１９７、２０４、４９０页。

加思里，乔治 詹姆斯（Ｇｕｔｈｒｉｅ，Ｇｅｏｒｇｅ

Ｊａｍｅｓ１７８５—１８５６）—— 英国外科医

生。——第３１０页。

杰科布，威廉（Ｊａｃｏｂ，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６２左右—

１８５１）——英国商人，写有一些经济著

作。——第５３、２４６页。

金 凯 德，约 翰（Ｋｉｎｃａｉｄ，Ｊｏｈｎ１７８７—

１８６２）——英国官吏，１８５０年起为苏格

兰工厂和监狱视察员。——第４４０页。

居利希，古斯达夫（Ｇüｌｉｃｈ，Ｇｕｓｔａｖ１７９１—

１８４７）——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历

史学家，写有一些国民经济史方面的著

作。——第１５、８２２页。

居维叶，若尔日（Ｃｕｖｉｅｒ，Ｇｅｏｒｇｅｓ１７６９—

１８３２）——法国大自然科学家、动物学

家和古生物学家，提出了反科学的唯心

主义灾变论。——第５６２页。

Ｋ

卡尔利，詹 黎纳尔多（Ｃａｒｌｉ，ＧｉａｎＲｉｎａｌｄｏ

１７２０—１７９５）——意大利学者，写有一

些关于货币和谷物贸易的著作；重商主

义的反对者。——第３６６页。

卡耳佩珀，托马斯（Ｃｕｌｐｅｐｅｒ，Ｔｈｏｍａｓ

１５７８—１６６２）——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重商主义的追随者。——第８２８页。

卡莱尔，安多尼（Ｃａｒｌｉｓｌｅ，Ａｎｔｈｏｎｙ１７６８—

１８４０）—— 英国外科医生。—— 第３１０

页。

卡莱尔，托马斯（Ｃａｒｌｙｌｅ，Ｔｈｏｍａｓ１７９５—

１８８１）——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和唯心

主义哲学家，从反动的浪漫主义立场批

评英国资产阶级，１８４８年后成为工人运

动的死敌；追随托利党。——第２８５页。

卡斯尔里子爵，罗伯特 斯图亚特（Ｃａｓ－

ｔｌｅｒｅａｇｈ，Ｒｏｂｅｒｔ Ｓｔｅｗａｒｔ，Ｖｉｓｃｏｕｎｔ

１７６９—１８２２）——英国国家活动家，托

利党人，陆军和殖民大臣（１８０５—１８０６、

１８０７—１８０９），外 交 大 臣（１８１２—

１８２２）。——第４６９页。

卡泽诺夫，约翰（Ｃａｚｅｎｏｖｅ，Ｊｏｈｎ十九世

纪）——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

马尔萨斯的追随者。—— 第２２４、３５３、

５７１、６２３、６３５、６５４页。

凯尔恩斯，约翰 埃利奥特（Ｃａｉｒｎｅｓ，Ｊｏｈｎ

Ｅｌｌｉｏｔ１８２３—１８７５）——英国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和政论家；反对美国南部的奴

隶制度。——第２２２、２９６、３６９页。

凯里，亨利 查理（Ｃａｒｅｙ，Ｈｅｎｒｙ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９３—１８７９）——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

济学家，反动的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利益

调和论的创始人。——第２４５、５８３、６１７、

６１８、７９９、８１７页。

凯 特 勒，阿 道 夫（Ｑｕéｔｅｌｅｔ，Ａｄｏｌｐｈｅ

１７９６—１８７４）——比利时资产阶级学

者；统计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反

科学的反动的“平均个人”论创立

者。——第３５９页。

１９８人 名 索 引



坎伯尔，乔治（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２４—

１８９２）——英国驻印度的殖民官员，写

有一些关于印度的著作；议会议员，自

由党人。——第３９６页。

康替龙，菲力浦（Ｃａｎｔｉｌｌｏｎ，Ｐｈｉｌｉｐ）——英

国经济学家，１７５９年他修订出版了理查

康替龙《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一书的

英文版本。——第６０８页。

康替龙，理查（Ｃａｎｔｉｌｌｏｎ，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６８０—

１７３４）——英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

先驱，商人。——第６０８、６７７页。

考夫 曼，伊 拉 里 昂，伊 格 纳 切 维奇

（ ， １８４８—

１９１６）——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彼

得堡大学教授，写有一些关于货币流通

和信贷的著作。——第２０—２３页。

柯贝特，托马斯（Ｃｏｒｂｅｔ，Ｔｈｏｍａｓ）——十

九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

１７２、６４６页。

柯尔培尔，让 巴蒂斯特（Ｃｏｌｂｅｒｔ，Ｊｅａｎ

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１６１９—１６８３）——法国国家活

动家，财政总稽核，奉行有利于巩固君

主专制制度的重商主义政策。——第

３４３、８２５页。

柯普，海尔曼 弗兰茨 摩里茨（Ｋｏｐｐ，Ｈｅｒ

ｍａｎｎＦｒａｎｚＭｏｒｉｔｚ１８１７—１８９２）——德

国化学家和化学史学家。——第３４３页。

科贝特，威廉（Ｃｏｂｂｅｔｔ，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６２—

１８３５）——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

主张英国政治制度民主化。——第３２０、

７８９、８２３、８２５页。

科布顿，理查（Ｃｏｂｄｅｎ，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８０４—

１８６６）——英国工厂主，资产阶级政治

活动家，自由贸易论者领袖之一和反谷

物同盟法的创始人之一；议会议

员。——第１７、２８５、３１４、７４４页。

科尔崩，克劳德 昂提姆（Ｃｏｒｂｏｎ，Ｃｌａｕｄｅ

－Ａｎｔｈｉｍｅ１８０８—１８９１）—— 法国工

人，后来成为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共

和党人。——第５３４页。

科兰，让 吉纳姆 塞扎尔 亚历山大 伊波

利特（Ｃｏｌｉｎｓ，Ｊｅａｎ－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Ｃéｓａｒ

－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Ｈｉｐｐｏｌｙｔｅ １７８３—

１８５９）——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出生于比利时，主张由国家来收地租，

作为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社会矛

盾的手段。——第６７４、７５９、８４１页。

克劳伦，亨利希（Ｃｌａｕｒｅ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７１—

１８５４）（卡尔 海因 ＣａｒｌＨｅｕｎ的笔

名）——德国作家，写有一些感伤主义

小说。——第２５１页。

克劳生，彼得（Ｃｌａｕｓｓｅｎ，Ｐｉｅｔｅｒ）——比利

时发明家，园编机的改进者。——第４０９页。

克雷门特，西蒙（Ｃ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ｍｏｎ）——英

国商人，匿名著作《论货币、贸易、汇兑

的相互关系的一般概念》（１６９５年伦敦

版）的作者。——第１０８页。

克 虏伯，阿尔弗 勒德（Ｋｒｕｐｐ，Ａｌｆｒｅｄ

１８１２—１８８７）——德国大工业家，供应

欧洲大多数国家军火的冶金厂厂

主。——第４２８页。

克伦 威 尔，奥 利 弗（Ｃｒｏｍｗｅｌｌ，Ｏｌｉｖｅｒ

１５９９—１６５８）——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

级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

贵族的领袖；１６５３年起为英格兰、苏格

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第７８８、７９０、

８１７页。

肯尼 特，怀 特（Ｋｅｎｎｅｔ，Ｗｈｉｔｅ１６６０—

１７２８）——英国主教和历史学家。——

第７８８页。

肯特，纳萨涅耳（Ｋｅｎｔ，Ｎａｔｈａｎｉｅｌ１７３７

２９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８１０）——英国农学家，写有一些农

业方面的著作。——第７９４页。

孔德，奥古斯特（Ｃｏｍｔｅ，Ａｕｇｕｓｔｅ１７９８—

１８５７）——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

学家，实证论的创始人。——第１９、３６９页。

孔 德，沙 尔（Ｃｏｍｔｅ，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８２—

１８３７）——法国自由主义政论家，庸俗

经济学家。——第８２０页。

孔狄亚克，埃蒂耶纳 博诺 德（Ｃｏｎ－ｄｉｌ

ｌａｃ，毦Ｅｔｉｅｎｎｅ－ Ｂｏｎｎｏｔ ｄｅ １７１５—

１７８０）——法国经济学家和自然神论哲

学家，感觉论者；认为物的价值是由物

的有用性决定的。——第１８１页。

孔多塞，让 安都昂（Ｃｏｎｄｏｒｃｅｔ，Ｊｅａｎ－Ａｎ

ｔｏｉｎｅ１７４３—１７９４）—— 法国资产阶级

社会学家，启蒙运动者，十八世纪末法

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倾向吉伦特派；第

一个制定了人的理性的不断完善是历

史进步源泉这种唯心主义理论。——第

６７６页。

库尔塞尔－塞纳伊，让 古斯达夫（Ｃｏｕｒ－

ｃｅｌｌｅ－Ｓｅｎｅｕｉｌ，Ｊｅａｎ－Ｇｕｓｔａｖｅ１８１３—

１８９２）——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

有一些工业企业经济方面和关于信贷、

银行问题的著作。——第２６０、６５５页。

库格曼，路德维希（Ｋｕｇｅｌｍａｎｎ，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３０—１９０２）—— 德 国 医 生，德 国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第一国际

会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１４页。

库斯托第，彼得罗（Ｃｕｓｔｏｄｉ，Ｐｉｅｔｒｏ１７７１—

１８４２）——意大利经济学家，因出版十

六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

家的著作而闻名。——第５６、９１、１０７、

１０９、１７５、１８０、４０４、７０９页。

库扎，亚 历 山 大 鲁（Ｃｕｚａ，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１８２０—１８７３）——罗马尼亚政治活动

家，１８５９—１８６６年为多瑙河公国莫尔达

维亚和瓦拉几亚（这两个公国于１８６２年

成立了统一的罗马尼亚国家）的君主

（执政者），称亚历山大 约翰一世；由于

反动派的阴谋，他被迫退位并流亡国

外。——第１９１页。

魁 奈，弗 朗 斯 瓦（Ｑｕｅｓｎａｙ，Ｆｒａｎ汅ｏｉｓ

１６９４—１７７４）——法国最大的经济学

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职业是医

生。——第１７、１２７、３５６、６０８、６４８、６７７页。

Ｌ

拉波尔德，亚历山大 路易 约瑟夫

（Ｌａｂｏｒｄｅ，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Ｌｏｕｉｓ－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７４—１８４２）——侯爵，法国考古学家，

自由派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

学家。——第５８３页。

拉马志尼，贝尔纳迪诺（Ｒａｍａｚｚｉｎｉ，Ｂｅｒ－

ｎａｒｄｉｎｏ１６３３—１７１４）——意大利医生，

综合并整理过职业病统计材料。——第

４０２页。

拉姆赛，乔治（Ｒａｍｓａｙ，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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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８４、１８８、３５２、５５９、６２２、６９３

页。

拉 萨 尔，斐 迪 南（Ｌａｓｓａｌｌｅ，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２５—１８６４）——全德工人联合会创

建人之一；支持在反革命普鲁士的霸

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在德国

工人运动中创立了机会主义的派

别。——第７、１２４页。

拉沙特尔，莫里斯（Ｌａｃｈａｔｒｅ，Ｍａｕｒｉｃｅ

１８１４—１９００）—— 法国进步的新闻记

者，巴黎公社的参加者，马克思的《资本

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出版者。——第２６、

２８、３０、３４页。

３９８人 名 索 引



拉斯克尔，爱德华（Ｌａｓｋｅｒ，Ｅｄｕａｒｄ１８２９—

１８８４）——德国政治活动家，国会议员，

支持俾斯麦反动政策的民族自由党的

创建人和领袖之一。——第４１页。

拉维涅，路易 加布里埃尔 莱昂斯 吉洛

德（Ｌａｖｅｒｇｎｅ，Ｌｏｕｉｓ－Ｇａｂｒｉｅｌｅ－Ｌéｏｎｃｅ

－Ｇｕｉｌｈａｕｄｄｅ１８０９—１８８０）—— 法国

政治活动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有

一些农业经济方面的著作。——第５５１、

５８２、７８０页。

莱佛尔斯，托马斯 斯坦弗德（Ｒａｆｆｌｅｓ，

ＴｈｏｍａｓＳｔａｍｆｏｒｄ１７８１—１８２６）——英

国殖民官员，１８１１—１８１６年任爪哇总

督，著有《爪哇史》。——第３９７、８２０页。

莱喀古士（Ｌｙｃｕｒｇｕｓ）——传说中的古斯

巴达立法者，相传他活在公元前９—８世

纪。——第４６５页。

莱特，托马斯（Ｗｒｉｇｈｔ，Ｔｈｏｍａｓ１７１１—

１７８６）——英国自然科学研究者。——

第７９４页。

莱辛，哥特霍尔德 埃夫拉伊姆（Ｌｅｓｓｉｎｇ，

ＧｏｔｔｈｏｌｄＥｐｈｒａｉｍ１７２９—１７８１）——伟

大的德国作家，批评家和哲学家，十八

世纪著名的启蒙运动者之一。——第２４

页。

莱文斯顿，皮尔西（Ｒａｖｅｎｓｔｏｎｅ，Ｐｉｅｒｃｙ死

于１８３０年）——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

的追随者，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反对

马尔萨斯主义。——第４７０、５５９页。

赖 希，爱 德 华（Ｒｅｉｃｈ，Ｅｄｕａｒｄ１８３６—

１９１９）——德国医生，写有一些关于公

共卫生和卫生学问题的著作。——第

４０２页。

兰盖，西蒙 尼古拉 昂利（Ｌｉｎｇｕｅｔ，Ｓｉｍｏｎ

－Ｎｉｃｏｌａｓ－Ｈｅｎｒｉ１７３６—１７９４）——法

国律师，政论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

重农学派的反对者，对资产阶级的自由

和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进行了批判

的分析。——第２６１、３１９、３７１、６７６、８０６

页。

兰 格，赛 米 尔（Ｌａｉｎｇ，Ｓａｍｕｅｌ１８１０—

１８９７）——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曾任英国铁路公司某些高级行政职务；

议会议员，自由党人。——第２２４、７０６、

７２２、７４０页。

朗切洛蒂，塞康多（Ｌａｎｃｅｌｌｏｔｔｉ，Ｓｅｃｏｎｄｏ

１５７５—１６４３）—— 意大利的修道院院

长，考古学家，写有一些历史著作。——

第４６８页。

勒蒙特，比埃尔 爱德华（Ｌｅｍｏｎｔｅｙ，Ｐｉｅｒｒｅ

－ 毦Ｅｄｏｕａｒｄ１７６２—１８２６）——法国历史

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十八世

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追随立法

议会右翼——第４０１页。

雷德格雷夫，亚历山大（Ｒｅｄｇｒａｖｅ，Ａｌｅｘ－

ａｎｄｅｒ）—— 英国工厂视察员。—— 第

２９８、４１４、４３５、４４１、４５７、４７５、４９１、４９９、

５０１、５９９、６１６、６１７页。

雷尼奥，埃利阿斯 若尔日 奥利瓦（Ｒｅｇ

ｎａｕｌｔ，Ｅｌｉａｓ－Ｇｅｏｒｇｅｓ—Ｏｌｉｖａ１８０１—

１８６８）——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

论家，国家官员。——第２６７页。

李比希，尤斯图斯（Ｌｉｅｂｉｇ，Ｊｕｓｔｕｓ１８０３—

１８７３）——杰出的德国学者，农业化学

的创始人之一。—— 第２６８、３６５、４２４、

５５３、６２８页。

李嘉 图，大 卫（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ａｖｉｄ１７７２—

１８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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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一。—— 第１６、１９、７８、９３、９７、９８、１０１、

１４４、１６４、１８９、２１２、２３１、２５７、３４１、４２５、４３０、

４９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４３２、４４７、４７１、４７３、４７９、５５３、５６４、５７０、

５７１、５７７、５７８、６１８、６２９、６４６、６６６、６６７、

６７４、６９３、８２７页。

李奇尼乌斯（凯尤斯 李奇尼乌斯 斯托

洛）（ＣａｊｕｓＬｉｃｉｎｉｕｓＳｔｏｌｏ）——公元前

四世纪半叶的罗马国家活动家。——第

７９５页。

李维，梯特（Ｌｉｖｉｕｓ，Ｔｉｔｕｓ公元前５９—公元

１７）——著名的罗马历史学家，《罗马建

城以来的历史》的作者。——第３１０页。

里特比，亨利（Ｌｅｔｈｅｂｙ，Ｈｅｎｒｙ１８１６—

１８７６）——英国医生和化学家。——第

２８４页。

里维，莱昂（Ｌｅｖｉ，Ｌｅｏｎｅ１８２１—１８８８）——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法

学家。——第８０１—８０２页。

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见迈尔西埃（里

维埃尔的）。

理查逊，本杰明（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１８２８—１８９６）——英国医生，写有一些

关于公共卫生和卫生学问题的著

作。——第２８４页。

利希诺夫斯基，费里克斯（Ｌｉｃｈｎｏｗｓｋｉ，Ｆｅ

ｌｉｘ１８１４—１８４８）—— 公爵，普鲁士军

官，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翼；

１８４８年９月法兰克福起义时被人民打

死。——第６４９页。

列沙白里哀，伊萨克 勒奈 吉（ＬｅＣｈａｐｅ

ｌｉｅｒ，Ｉｓａａｃ－ Ｒｅｎé － Ｇｕｙ １７５４—

１７９４）——法国反动政治活动家，１７９１

年６月１４日通过的禁止工人结社和罢工

法的起草者；在雅各宾专政时期，由于参

与阴谋活动被处死。——第８１０页。

列萨日，阿兰 勒奈（Ｌｅｓａｇｅ，Ａｌｌａｉｎ－Ｒｅｎｅ

１６６８—１７４７）——法国作家，著名小说

《山悌良那的吉尔 布拉斯奇遇记》的作

者。——第７７８页。

列特隆，吉约姆 弗朗斯瓦（ＬｅＴｒｏｓｎｅ，

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１７２８—１７８０）——

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重农主义

者。—— 第４９、５２、１０９、１１９、１３１、１３５、

１３９、１６５、１８０、１８３、１８６、２３６页。

琉善（Ｌｕｃｉａｎｕｓ约１２０—１８０）——古希腊

讽刺作家。——第６７８页。

卢——见卢－拉维涅，比埃尔 赛勒斯丹。

卢－拉维涅，比埃尔 赛勒斯丹（Ｒｏｕｘ－

Ｌａｖｅｒｇｎｅ，Ｐｉｅｒｒｅ－ Ｃéｌｅｓｔｉｎ １８０２—

１８７４）——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唯

心主义哲学家。——第８１０页。

卢阿尔 德 卡尔，皮 马丽（Ｒｏｕａｒｄｄｅ

Ｃａｒｄ，Ｐｉｅ－ Ｍａｒｉｅ）—— 法 国 神 学

家。——第２７８页。

卢 本 斯，彼 得（Ｒｕｂｅｎｓ，Ｐｅｔｅｒ１５７７—

１６４０）—— 佛来米大画家。——第３２９

页。

卢格，阿尔诺德（Ｒｕｇｅ，Ａｍｎｏｌｄ１８０２—

１８８０）——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

子；资产阶级激进派；１８４８年为法兰克

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五十年代

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

袖之一；１８６６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

人。——第９２、１７３、１８６页。

卢克莱修（梯特 卢克莱修 卡鲁斯）（Ｔｉｔｕｓ

ＬｕｃｒｅｔｉｕｓＣａｒｕｓ约公元前９９—５５）——

杰出的罗马哲学家和诗人，唯物主义

者，无神论者。——第２４２页。

卢梭，让 雅克（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

１７１２—１７７８）——杰出的法国启蒙运动

者，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思想

家。——第８１５页。

鲁瓦，约瑟夫（Ｒｏｙ，Ｊｏｓｅｐｈ）——马克思

５９８人 名 索 引



 的《资本论》第一卷和费尔巴哈著作的

法文版译者。——第２９、３４页。

路 德，马 丁（Ｌｕｔｈｅｒ，Ｍａｒｔｉｎ １４８３—

１５４６）——宗教改革的著名活动家，德

国新教（路德教）的创始人；德国市民

等级思想家；在１５２５年农民战争时期，

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贫

民。——第１５５、２１８、３４３、６５０、８２２页。

路易十四（ＬｏｕｉｓⅪⅤ１６３８—１７１５）——

法国国王（１６４３—１７１５）。——第１６１页。

路易十六（ＬｏｕｉｓⅩⅥ１７５４—１７９３）——

法国国王（１７７４—１７９２），十八世纪末法

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 第

８０５页。

路易－ 菲力浦（Ｌｏｕｉ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１７７３—

１８５０）—— 法 国 国 王 （１８３０—

１８４８）。——第３０８页。

罗，约翰（Ｌａｗ，Ｊｏｈｎ１６７１—１７２９）——英

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金融家，法国财

政大臣（１７１９—１７２０）；以发行纸币的投

机活动最后彻底破产而闻名。—— 第

１０９、６７７页。

罗伯茨，乔治（Ｒｏｂｅｒｔｓ，Ｇｅｏｒｇｅ死于１８６０

年）——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写有

一些关于英国南部各郡的历史著

作。——第７８９页。

罗德戴尔，詹姆斯（Ｌａｕｄｅｒｄａｌｅ，Ｊａｍｅｓ

１７５９—１８３９）——伯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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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８６页。

罗杰斯，詹姆斯 爱得文 撒罗耳德

（Ｒｏｇｅｒｓ，ＪａｍｅｓＥｄｗｉｎＴｈｏｒｏｌｄ１８２３—

１８９０）——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

有一些关于英国国民经济史的著

作。——第７３８、７４４、７９０、８１７页。

罗朗，奥古斯特（Ｌａｕｒｅｎｔ，Ａｕｇｕｓｔｅ１８０７—

１８５３）——法国化学家。——第３４３页。

罗日埃，沙尔 拉图尔（Ｒｏｇｉ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ａｔｏｕｒ１８００—１８８５）——比利时资产阶

级国家活动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内

政大臣（１８４７—１８５２）。——第３０７页。

罗 素，约 翰 （Ｒｕｓｓｅｌｌ，Ｊｏｈｎ １７９２—

１８７８）——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

袖；首 相（１８４６—１８５２和 １８６５—

１８６６）。——第７９２页。

罗 西，佩 勒格 里 诺（Ｒｏｓｓｉ，Ｐｅｌｌｅｇｒｉｎｏ

１７８７—１８４８）——意大利资产阶级庸

俗经济学家，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久

居法国。——第１９６、６２７页。

罗雪尔，威廉（Ｒｏｓｃｈ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１７—

１８９４）——德国庸俗经济学家，政治经

济学中的所谓历史学派的创始人。——

第１１０、１８１、２３２、２４４、２５６、２９３、３６０、

４０３、６７４页。

罗伊，亨利（Ｒｏｙ，Ｈｅｎｒｙ）——英国医生和

经济学家。——第１５９、７１６页。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约翰 卡尔（Ｒｏｄ

ｂｅｒｔｕｓ－Ｊａｇｅｔｚｏｗ，ＪｏｈａｎｎＫａｒｌ１８０５—

１８７５）——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

动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地主）

的思想家，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反动

思想的鼓吹者。——第５８１页。

洛克，约翰（Ｌｏｃｋｅ，Ｊｏｈｎ１６３２—１７０４）——

著名的英国二元论哲学家，感觉论者，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摇摆于货币名目论

和货币金属论之间。—— 第４８、１０８、

１１９、１４４、１７２、４２８、６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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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马尔萨斯，托马斯 罗伯特（Ｍａｌｔｈｕｓ，

Ｔｈｏｍａｓ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６６—１８３４）——英国

牧师，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贵

族的思想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

宣扬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第１８５、

２３９、３４９、３９０、５５３、５７８、６１０、６２３、６２９、

６３５、６４４、６４６、６５３、６５４、６５６、６６６、６７０、

６７６、６９６、７０９、７７０页。

马考莱，托马斯 巴宾顿（Ｍａｃａｕｌａｙ，

ＴｈｏｍａｓＢａｂｉｎｇｔｏｎ１８００—１８５９）——

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辉格党人，议会议员。——第３０３、３０７、

７８５、７９０页。

马 克 思，卡 尔（Ｍａｒｘ，Ｋａｒｌ１８１８—

１８８３）——第１、７、１４、１５、２０—２５、２６—

３５、３６—４４、２４６页。

马克思－艾威林，爱琳娜（Ｍａｒｘ－Ａｖｅｌ

ｉｎｇ，Ｅｌｅａｎｏｒ１８５５—１８９８）—— 英国和

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马克思的小女

儿，１８８４年起为爱 艾威林的妻子。——

第３３、３８、４３、４４页。

马克西米利安——见哈布斯堡的马克西

米利安。

马提诺，哈里埃特（Ｍａｒｔｉｎｅａｕ，Ｈａｒｒｉｅｔ

１８０２—１８７６）——英国资产阶级女作

家，马尔萨斯主义的鼓吹者。——第６９６

页。

马西，约瑟夫（Ｍａｓｓｉｅ，Ｊｏｓｅｐｈ死于１７８４

年）——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

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第５６２页。

麦岑，奥古斯特（Ｍｅｉｔｚｅｎ，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２２—

１９１０）——德国资产阶级统计学家和经

济史学家；写有一些德国和欧洲其他国

家土地关系史方面的著作。——第２６５页。

麦克格莱哥尔，约翰（ＭａｃＧｒｅｇｏｒ，Ｊｏｈｎ

１７９７—１８５７）——英国统计学家，自由

贸易论者，议会议员，英国皇家银行的

创办人和董事之一（１８４９—１８５６）。——

第３０４页。

麦克库洛赫，约翰 雷姆赛（ＭａｃＣｕｌｌｏｃｈ，

ＪｏｈｎＲａｍｓａｙ１７８９—１８６４）——英国资

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

俗化者，资本主义制度的狂热辩护

士。——第１６４、１７２、１７５、２１７、３０４、３５７、

４４８、４７９、４８４、５７０、６６７—６６８、６７０、７９４

页。

麦克拉伦，詹姆斯（Ｍａｃｌａｒｅｎ，Ｊａｍｅｓ）——

十九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货币

流通史的研究者。——第１１５页。

麦克劳德，亨利 丹宁（Ｍａｃｌｅｏｄ，Ｈｅｎｒｙ

Ｄｕｎｎｉｎｇ１８２１—１９０２）——英国资产阶

级庸俗经济学家，发展了所谓信贷创造

资本的理论。——第７６、１７６页。

迈尔，济格蒙德（Ｍａｙｅｒ，Ｓｉｇｍｕｎｄ）——维

也纳的工厂主。——第１５页。

迈尔西埃（里维埃尔的），保尔 比埃尔

（ＭｅｒｃｉｅｒｄｅｌａＲｉｖｉèｒｅ，Ｐａｕｌ－Ｐｉｅｒｒｅ

１７２０—１７９３）——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重农主义者。——第１２８、１２９、１５０、

１６８、１７１、１７９、１８３页。

迈耶尔，鲁道夫 海尔曼（Ｍｅｙｅｒ，Ｒｕ－ｄｏｌｆ

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８３９—１８９９）——德国经济学

家，俾斯麦的反对者。—— 第２６７、５８１

页。

曼，托 马 斯（Ｍｕｎ，Ｔｈｏｍａｓ １５７１—

１６４１）——英国商人和经济学家，重商

主义者，贸易差额论的创立者，１６１５年

起为东印度公司董事之一。——第５６１

页。

毛勒，格奥尔格 路德维希（Ｍａｕｒｅｒ，

ＧｅｏｒｇＬｕｄｗｉｇ１７９０—１８７２）——著

７９８人 名 索 引



 名的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古代和中

世纪的日耳曼社会制度的研究者。——

第８８、２６５页。

梅里威耳，赫尔曼（Ｍｅｒｉｖａｌｅ，Ｈｅｒｍａｎ

１８０６—１８７４）——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和国家活动家，自由党人，写有关于

殖民原理的著作。——第６９５、８３９页。

梅涅尼 阿格利巴（ＭｅｎｅｎｉｕｓＡｇｒｉｐｐａ死

于公元前４９３年）——罗马贵族。——第

３９９页。

门德尔森，莫泽斯（Ｍｅｎｄｅｌｓｓｏｈｎ，Ｍｏｓｅｓ

１７２９—１７８６）——德国反动的资产阶级

自然神论哲学家。——第２４页。

蒙 森，泰 奥多 尔（Ｍｏｍｍｓｅｎ，Ｔｈｅｏｄｏｒ

１８１７—１９０３）——德国资产阶级古罗

马史学家。——第１９０、１９４页。

蒙塔郎贝尔，沙尔（Ｍｏｎｔａｌｅｍｂｅｒｔ，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８１０—１８７０）——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

论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

法议会议员，奥尔良党人，天主教党的

首领。——第５１５页。

蒙泰，阿芒 阿列克西斯（Ｍｏｎｔｅｉｌ，Ａｍａｎｓ

－Ａｌｅｘｉｓ１７６９—１８５０）——法国资产阶

级历史学家。——第８１３页。

孟德斯鸠，沙尔（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６８９—１７５５）——杰出的法国资产阶级

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作家，十八世纪资

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货币数量论的

拥护者。——第１０９、１４４、６７６、８２４页。

孟德维尔，贝尔纳德（Ｍａｎｄｅｖｉｌｌｅ，Ｂｅｒ－

ｎａｒｄ１６７０—１７３３）——英国作家和经

济学家。——第３９３、６７４—６７５、６７７页。

弥勒，亚当 亨利希（Ｍüｌｌｅｒ，ＡｄａｍＨｅｉｎ

ｒｉｃｈ１７７９—１８２９）——德国政论家和经

济学家，德国经济学中反映封建贵族利

益的所谓浪漫学派的代表人物；亚 斯

密经济学说的反对者。——第１４５页。

米拉波，奥诺莱 加布里埃尔（Ｍｉｒａｂｅａｕ，

Ｈｏｎｏｒé－Ｇａｂｒｉｅｌ１７４９—１７９１）—— 十

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

动家，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

利益的代表者。—— 第５２３、７８５、８０１、

８１５、８２５页。

米拉波侯爵，维克多 里凯蒂（Ｍｉｒａｂｅａｕ，

Ｖｉｃｔｏｒ－Ｒｉｑｕｅｔｉ，ｍａｒｑｕｉｓｄｅ１７１５—

１７８９）——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

农主义者；奥诺莱 加布里埃尔 米拉波

的父亲。——第６７７、８３４页。

摩尔顿，约翰 查默斯（Ｍｏｒｔｏｎ，Ｊｏｈｎ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１８２１—１８８８）—— 英国农学

家，写有一些关于农业问题的著

作。——第４１３、６０７页。

摩耳斯沃思，威廉（Ｍｏｌｅｓｗｏｒｔｈ，Ｗｉｌ－

ｌｉａｍ１８１０—１８５５）——英国国家活动

家，自由党人（属于所谓梅费尔激进

派），议会议员，公共工程部长官

（１８５３—１８５５）和殖民大臣（１８５５）。——

第１９３页。

莫尔，托 马 斯（Ｍｏｒｅ，Ｔｈｏｍａｓ１４７８—

１５３５）——英国政治活动家，大法官，人

道主义作家，空想共产主义的早期代表

人物之一，《乌托邦》一书的作者。——

第６７７、７８７、８０４页。

莫利纳里，古斯达夫（Ｍｏｌｉｎａｒｉ，Ｇｕｓｔａｖｅ

１８１９—１９１２）——比利时资产阶级庸俗

经济学家，自由贸易论者。——第１８１、

４６３、６５５、８４０页。

莫兹利，亨利（Ｍａｕｄｓｌａｙ，Ｈｅｎｒｙ１７７１—

１８３１）——英国设计家和工厂主。——

第４２２页。

默里，休（Ｍｕｒｒａｙ，Ｈｕｇｈ１７７９—１８４６）——

英国地理学家。——第３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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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菲，约翰 尼古拉斯（Ｍｕｒｐｈｙ，Ｊｏｈｎ

Ｎｉｃｏｌａｓ）—— 英国资产阶级政论家，

１８７０年在伦敦出版的《爱尔兰的工业、

政治和社会》一书的著者。——第７７２

页。

穆尔，赛米尔（Ｍｏｏｒｅ，Ｓａｍｕｅｌ１８３０左右—

１９１２）——英国法学家，第一国际会员；

曾将《资本论》第一卷（与爱 艾威林一

起）和《共产党宣言》译成英文，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朋友。——第３３、３４页。

穆勒，约翰 斯图亚特（Ｍｉｌｌ，ＪｏｈｎＳｔｕａｒｔ

１８０６—１８７３）——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和实证论哲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派

的摹仿者。——第１７、１８、１４４、１５４、４０８、

４７９、５５３、５６４、５６６、６４７、６５４、６５８、６７０、

８１７页。

穆 勒，詹 姆 斯（Ｍｉｌｌ，Ｊａｍｅｓ１７７３—

１８３６）——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

哲学家，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在哲

学上是边沁的追随者。—— 第１３３、

１４４、１７６、２１０、２２４、３９１、４７９、５５３、６２２、

６２６、６２９、６７０页。

Ｎ

拿破仑第三（路易－ 拿破仑 波拿巴）

（ＮａｐｏｌｅｏｎⅢ，Ｌｏｕｉｓ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８０８—

１８７３）—— 第二共和国总统（１８４８—

１８５１），法国皇帝（１８５２—１８７０）。——第

３０６页。

奈 斯 密 斯，詹 姆 斯（Ｎａｓｍｙｔｈ，Ｊａｍｅｓ

１８０８—１８９０）——英国工程师，蒸汽锤

的发明人。——第４２３、４５４、４７７页。

尼布尔，巴托尔德 格奥尔格（Ｎｉｅｂｕｈｒ，

ＢａｒｔｈｏｌｄＧｅｏｒｇ１７７６—１８３１）——德国

的古代史学家。——第２６３页。

纽马奇，威廉（Ｎｅｗｍａｒｃｈ，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８２０—

１８８２）——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

计学家。——第３２８页。

纽曼，弗兰西斯 威廉（Ｎｅｗｍ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８０５—１８９７）——英国语言学

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写有一

些关于宗教、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著

作。——第７９２、７９７页。

纽曼，赛米尔 菲力浦斯（Ｎｅｗｍａｎ，Ｓａｍｕｅｌ

Ｐｈｉｌｉｐｓ１７９７—１８４２）——美国哲学家和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１８２、２３４页。

纽纳姆，格 耳（Ｎｅｗｎｈａｍ，Ｇ．Ｌ．）——英

国律师。——第６６０、６６１页。

诺 思，达 德 利（Ｎｏｒｔｈ，Ｄｕｄｌｅｙ１６４１—

１６９１）——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的初期代表人物之

一。—— 第１１９、１４１、１４５、１５４、４２８、

６７７、页。

Ｏ

欧 文，罗 伯 特（Ｏｗｅｎ，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７１—

１８５８）——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９３、１１２、３３２、４４２、５３０、５５０、

页。

Ｐ

帕里，查理 亨利（Ｐａｒｒｙ，ＣｈａｒｌｅｓＨｅｎｒｙ

１７７９—１８６０）—— 英国 医生。—— 第

６６０、６６１、７４０页。

帕里，威廉 爱德华（Ｐａｒｒｙ，ＷｉｌｌｉａｍＥｄ

ｗａｒｄ１７９０—１８５５）——英国旅行家，北

极地带的考察者。——第１１３页。

帕里佐，雅克 德奥多（Ｐａｒｉｓｏｔ，Ｊａｃｑｕｅｓ

Ｔｈéｏｄｏｒｅ死于１７８３年）——詹姆斯 穆

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法文版

的译者。——第６２２页。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 约翰 坦普尔

９９８人 名 索 引



 （Ｐａｌｍｅｒｓｔｏｎ，ＨｅｎｒｙＪｏｈｎＴｅｍｐｌｅ，Ｖｉｓ

ｃｏｕｎｔ１７８４—１８６５）——英国国家活动

家，初为托利党人，１８３０年起为辉格党

领袖之一，以该党右派为靠山；外交大

臣（１８３０—１８３４、１８３５—１８４１和１８４６—

１８５１），内务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５）和首相

（１８５５—１８５８和１８５９—１８６５）。—— 第

４９９页。

帕尼尼，卓万尼 弗兰契斯科（Ｐａｇｎｉｎｉ，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１７１５—１７８９）——

意大利经济学家，写有一些关于货币的

著作。——第１０９页。

帕皮隆，托马斯（Ｐａｐｉｌｌｏｎ，Ｔｈｏｍａｓ１６２３—

１７０２）——英国商人和政治活动家，东

印度公司董事之一，议会议员。——第

１０８页。

培德福德（Ｂｅｄｆｏｒｄ）——英国贵族。——第

７９２页。

培恩斯，约翰（Ｂａｙｎｅｓ，Ｊｏｈｎ）——英国布

莱克本市议会议员；１８５７年宣读并发表

了两篇关于棉花贸易的演说。——第

４２６、４２８页。

培根，弗兰西斯，维鲁拉姆男爵（Ｂａｃｏ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Ｂａｒｏｎ ｏｆＶｅｒｕｌａｍ １５６１—

１６２６）——杰出的英国哲学家，英国唯

物主义的创始人；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

家。——第４２８、７８８页。

佩托，赛米尔 摩尔顿（Ｐｅｔｏ，ＳａｍｕｅｌＭｏｒ

ｔｏｎ１８０９—１８８９）——英国企业家，从事

铁道建筑；议会议员，自由党人；１８６６年

企业破产后退出社会活动。——第２６２

页。

配 第，威 廉（Ｐｅｔｔｙ，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６２３—

１６８７）——杰出的英国经济学家和统

计学家，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

学的创始人。—— 第５７、６５、９８、１１０、

１１９、１４２、１６２、１６６、３０２、３４８、３８０、３８６、

４０４、４７０、６０８、６７７、６７８页。

皮 尔，罗 伯 特（Ｐｅｅｌ，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５０—

１８３０）——英国大工厂主，议会议员，

托利党人，英国首相罗伯特 皮尔的父

亲。——第８２７页。

皮 尔，罗 伯 特（Ｐｅｅｌ，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８８—

１８５０）——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温

和派（或称皮尔派）的领袖；内务大臣

（１８２２—１８２７和１８２８—１８３０），首 相

（１８３４—１８３５和１８４１—１８４６）；１８４６年

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

法。——第１７、１６３、２６０、８２７、８４２页。

皮特，威廉（小皮特）（Ｐｉｔｔ，Ｗｉｌｌｉａｍ，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ｅｒ１７５９—１８０６）——英国国家活

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首相（１７８３—

１８０１和１８０４—１８０６）。——第８０９页。

皮由兹，菲力浦（Ｐｕｓｅｙ，Ｐｈｉｌｉｐｐ１７９９—

１８５５）——英国政治活动家，地主，托利

党人。——第７４２页。

品得（Ｐｉｎｄａｒ约公元前５２２—４４２）——古

希腊诗人，写了许多瑰丽的颂诗。——

第１７２、４５９、８２８页。

品 托，伊 萨 克（Ｐｉｎｔｏ，Ｉｓａａｃ１７１５—

１７８７）——荷兰交易所大投机商，经济

学家。——第１７２页。

普 莱 斯，理 查（Ｐｒｉｃｅ，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７２３—

１７９１）——英国激进派政论家，经济学

家和道德论哲学家。——第３０４、７３９、

７９４、７９５页。

普罗塔哥拉——见阿布德拉的普罗塔哥拉。

蒲鲁东，比埃尔 约瑟夫（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Ｐｉｅｒｒｅ

－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０９—１８６５）—— 法国政论

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

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

一。—— 第８４、９８、１０２、４６３、５６３、５８８、

６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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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琼斯，理查（Ｊｏｎｅｓ，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７９０—１８５５）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的著作反映

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衰落和瓦解，同

时在一些政治经济学问题上超过了李

嘉图。—— 第３９、３４２、３５６、３６５、３７１、

６２４、６４４、６５６、６９３页。

乔治二世（ＧｅｏｒｇｅⅡ１６８３—１７６０）——英

国国王（１７２７—１７６０）。—— 第５２、１１４、

８０８页。

乔治三世（ＧｅｏｒｇｅⅢ１７３８—１８２０）——英

国国王（１９６０—１８２０）。——第８０８页。

Ｒ

热拉尔，沙尔 弗雷德里克（Ｇｅｒｈａｒｄｔ，

Ｃｈａｒｌｅｓ－Ｆｒéｄéｒｉｃ１８１６—１８５６）——杰

出的法国化学家。——第３４３页。

热罗尼莫——见圣热罗尼莫。

若弗卢瓦 圣伊雷尔，埃蒂耶纳（Ｇｅｏｆ－

ｆｒｏｙＳａｉｎｔ－ Ｈｉｌａｉｒｅ，毦Ｅｔｉｅｎｎｅ１７７２—

１８４４）——法国大动物学家，进化论者，

查 达尔文的先驱之一。——第８１４页。

Ｓ

萨德勒，迈克尔 托马斯（Ｓａｄｌｅｒ，Ｍｉ－

ｃｈａｅｌＴｈｏｍａｓ１７８０—１８３５）—— 英国

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慈善

家，马尔萨斯主义的反对者，追随托利

党。——第７４０、７７１页。

萨利公爵，马克西米利安 德 比顿（Ｓｕｌｌｙ，

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ａｎｄｅＢéｔｈｕｎｅ，ｄｕｃｄｅ１５５９—

１６４１）—— 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顾

问。——第６７７页。

萨默斯，罗伯特（Ｓｏｍｅｒｓ，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２２—

１８９１）——英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新闻

记者。——第８００、８０１页。

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哈利埃特 伊丽莎白

乔治娜 鲁森－高尔（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Ｈａｒｒｉ

ｅｔ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ＧｅｏｒｇｉｎａＬｅ－ｖｅｓｏｎ－

Ｇｏｗｅｒ，Ｄｕｃｈｅｓｓ１８０６—１８６８）——苏格

兰大地主，辉格党活动家。——第７９８、

７９９页。

萨特伦德伯爵夫人，伊丽莎白 鲁森－高

尔，斯泰福侯爵夫人（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Ｅｌｉｓａ

ｂｅｔｈ Ｌｅｖｅｓｏｎ－ Ｇｏｗｅｒ，Ｍａｒｑｕｉｓｅ

Ｓｔａｆｆｏｒｄ，Ｃｏｕｎｔｅｓｓ１７６５—１８３９）——

１８３３年起为公爵夫人，苏格兰大地主，

前者的婆婆。——第７９８页。

萨伊，让 巴蒂斯特（Ｓａｙ，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１７６７—１８３２）——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

济学家，第一个系统地阐过了“生产三

要素”的辩护理论。——第９７、１３３、１７５、

１８６、２１８、２３２、４０１、４２５、４８３、５７０、５８８、

６５３、６６６、６６７页。

塞克斯都 恩披里柯（ＳｅｘｔｕｓＥｍｐｉｒｉｃｕｓ公

元二世纪）—— 古希腊怀疑论哲学

家。——第４０４页。

塞万提斯 德 萨维德拉，米格尔（Ｓｅｒ－

ｖａｎｔｅｓｄｅＳａａｖｅｄｒａ，Ｍｉｇｕｅｌ１５４７—

１６１６）——伟大的西班牙现实主义作

家。——第９９、１０３、７０２页。

桑德斯，罗伯特 约翰（Ｓａｕｎｄｅｒｓ，Ｒｏｂ－ｅｒｔ

Ｊｏｈ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英国工厂

视察员。——第３２３、３３４、４４２页。

桑顿，威廉 托马斯（Ｔｈｏｒｎｔ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Ｔｈｏｍａｓ１８１３—１８８０）——英国资产阶

级经济学家，约翰 斯图亚特 穆勒的追

随者。——第１９４、２９９、７８７页。

色 诺 芬（Ｘｅｎｏｐｈｏｎ 约 公 元 前４３０—

３５４）——古希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奴隶主

１０９人 名 索 引



 阶级的思想家，自然经济的维护

者。——第４０５页。

莎士比亚，威廉（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５６４—１６１６）—— 伟 大 的 英 国 作

家。——第４３、６１、１００—１０１、１２６、１５２、

３０４、３１８、３１９、５３４、７５０、８１２页。

沙乌，华金 弗雷德里克（Ｓｃｈｏｕｗ，Ｊｏａ－

ｋｉｍＦｒｅｄｅｒｉｋ１７８９—１８５２）——丹麦学

者，植物学家。——第５６３页。

善人约翰二世（ＪｅａｎⅡｌｅＢｏｎ１３１９—

１３６４）—— 法 国 国 王 （１３５０—

１３６４）。——第８０７页。

舍尔比利埃，安都昂 埃利泽（Ｃｈｅｒｂｕ－

ｌｉｅｚ，Ａｎｔｏｉｎｅ－Ｅｌｉｓéｅ１７９７—１８６９）——

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追随者，他

把西斯蒙第的理论和李嘉图学说的基

本原理结合在一起。——第２０６、２１０、

６４０页。

舍伐利埃，让 巴蒂斯特 安都昂（Ｃｈｅ－

ｖａｌｌｉｅｒ，Ｊｅａｎ－ 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Ａｌｐｈｏｎｓｅ

１７９３—１８７９）—— 法国化学家和药学

家。——第２７８页。

圣热罗尼莫（ＳａｉｎｔＨｉｅｒｏｎｙｍｕｓ３４０左右—

４２０）—— 神学家，圣经拉丁文版的译

者，出生于达尔马戚亚。——第１２１页。

圣 西 门，昂 利（Ｓａｉｎｔ－ Ｓｉｍｏｎ，Ｈｅｎｒｉ

１７６０—１８２５）——伟大的法国空想社

会主义者。——第６５４页。

施，威廉（Ｓｈｅ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８０４—１８６８）——

爱尔兰法学家和自由党政治活动家，议

会 议 员，皇 家 法 院 法 官（１８６３—

１８６８）。——第４６６页。

施特鲁斯堡，贝特尔 亨利（Ｓｔｒｏｕｓｂｅｇ，

ＢｅｔｈｅｌＨｅｎｒｙ１８２３—１８８４）——德国大

铁路承包商，１８７３年破产。——第２６２页。

施托尔贝格，弗里德里希 列奥波特（Ｓｔｏｌ

ｂｅｒｇ，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Ｌｅｏｐｏｌｄ １７５０—

１８１９）——伯爵，德国诗人，资产阶级启

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后来成为反动的浪

漫主义者。——第５６１页。

施托尔贝格，克利斯提安（Ｓｔｏｌｂｅｒｇ，Ｃｈｒｉｓ

ｔｉａｎ１７４８—１８２１）——德国诗人和翻译

家。——第４４８页。

施托尔希，安得列依（昂利，亨利希）卡尔

洛维奇（ ， （ ， ）

１７６６—１８３５）——俄国经济学

家，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彼得堡科学

院院士，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摹

仿者。—— 第１９７、２０６、３８９、３９８、３９９、

６４８、７１０页。

舒尔采－德里奇，海尔曼（Ｓｃｈｕｌｚｅ－Ｄｅ－

ｌｉｔｚｓｃｈ，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８０８—１８８３）—— 德

国政治活动家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家，企图用组织合作社的办法来使工人

脱离革命斗争。——第７页。

舒耳茨，威廉（Ｓｃｈｕｌｚ，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７９７—

１８６０）——德国政论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的参加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翼

议员。——第４０９页。

斯巴克斯，杰雷德（Ｓｐａｒｋｓ，Ｊａｒｅｄ１７８９—

１８６６）——美国历史学家，在哈佛大学

建立了美国第一个历史教研室。——第

１８７页。

斯宾诺莎，巴鲁赫（别涅狄克特）（Ｓｐｉｎｏｚａ，

Ｂａｒｕｃｈ（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ｕｓ）１６３２—１６７７）——

杰出的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

者。——第２４、３４１、６５４页。

斯卡尔培克，弗雷德里克（Ｓｋａｒｂｅｋ，Ｆｒé－

ｄéｒｉｃ１７９２—１８６６）——伯爵，波兰资产

阶级社会活动家和经济学家，亚 斯密

的追随者。——第３６４、３８９页。

斯克罗普，乔治 尤利乌斯 波利特

２０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Ｓｃｒｏｐｅ，ＧｅｏｒｇｅＪｕｌｉｕｓＰｏｕｌｅｔｔ１７９７—

１８７６）——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

尔萨斯主义的反对者，地质学家；议会

议员。——第６５５页。

斯 隆，汉 斯 （Ｓｌｏａｎｅ，Ｈａｎｓ １６６０—

１７５３）——英国医生和自然科学家，从

事书籍和手稿的收藏，１７５３年把他的

全部收藏和另外两个私人藏书库合

并，创立了最大的英国国家博物馆

——英国博物馆。——第７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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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一。—— 第１９、６０、９８、１４３、１４４、１８９、

３０３、３８６、３９０、３９２、３９３、４００、４０１、４０４、

４４９、５０３、５５３、５７０、５８３、５８７、５８９、５９２、

６０８、６１３、６１５、６２４、６４７、６４８、６５２、６７１、

６７４、６７６、６７９、６８２、７０６、７１８、７８１、７９８、

８０６、８２８页。

斯密斯，爱德华（Ｓｍｉｔｈ，Ｅｄｗａｒｄ１８１８左右

—１８７４）——英国医生，枢密院顾问和

调查工人区居民饮食状况的专员，济贫

委员会委员。——第４３３、７１８页。

斯密斯，高德文（Ｓｍｉｔｈ，Ｇｏｌｄｗｉｎ１８２３—

１９１０）——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政

论家和经济学家；自由党人；１８７１年起

旅居加拿大；政治经济学中曼彻斯特学

派的拥护者，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曾

抨击英国和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但不

是始终一贯的。——第８１７页。

斯尼格（Ｓｎｉｇｇｅ）——英国律师和詹姆斯一

世时的法官。——第７９０页。

斯泰福，威廉（Ｓｔａｆｆｏｒ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５５４—

１６１２）——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早

期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第８１２页。

斯特莱普，约翰（Ｓｔｒｙｐｅ，Ｊｏｈｎ１６４３—

１７３７）——英国教士和历史学家，收集

过英国都铎王朝时期的史料。——第

８０５页。

斯特兰，威廉（Ｓｔｒａｈａ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１５—

１７８５）——英国出版家，发行过休谟、亚

当 斯密等人的著作。——第６７８页。

斯特普耳顿（Ｓｔａｐｌｅｔｏｎ）——英国政治活

动家，保守党人，议会议员。——第６５９页。

斯图亚特，杜格耳德（Ｓｔｅｗａｒｄ，Ｄｕｇａｌｄ

１７５３—１８２８）——苏格兰哲学家，哲学

上唯心主义派别——所谓健全理智的

哲学的代表人物。——第３５６、３８２、３９９、

５３２页。

斯图亚特，詹姆斯（Ｓｔｕａｒｔ，Ｊａｍｅｓ１７７５—

１８４９）——英国医生和政论家，工厂视

察员。——第３２０、３４５、７９８页。

斯图亚特，詹姆斯（Ｓｔｅｕａｒｔ，Ｊａｍｅｓ１７１２—

１７８０）——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

商主义的后期代表人物之一，货币数量

论的反对者。——第３９、１４２、１６５、１７０、

２０３、３６９、３９１、４７０、６０８、６７６、７０９、７８６、

７９８、８１４页。

斯图亚特，詹姆斯（Ｓｔｅｕａｒｔ，Ｊａｍｅｓ）——英

国将军，前者的儿子，出版过他父亲的

著作。——第１７０页。

斯图亚特王朝（Ｓｔｕａｒｔｓ）——曾统治苏格

兰（１３７１—１７１４）和英 格兰（１６０３—

１７１４）的王朝。——第７９１页。

索福克勒斯（Ｓｏｐｈｏｃｌｅｓ约公元前４９７—

４０６）——杰出的古希腊剧作家，古典悲

剧的作者。——第１５２页。

Ｔ

塔波尔，马丁（Ｔｕｐｐｅｒ，Ｍａｒｔｉｎ１８１０—

１８８９）——英国诗人，写有一些空泛的

劝谕性诗篇。——第６６９页。

３０９人 名 索 引



塔波特，查理 施鲁兹贝里公爵（Ｔａｌｂｏｔ，

Ｃｈａｒｌｅｓ，ＤｕｋｅｏｆＳｈｒｅｗｓｂｕｒｙ１６６０—

１７１８）——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

首相（１７１４）。——第７９１页。

塔克尔，约瑟亚（Ｔｕｃｋｅｒ，Ｊｏｓｉａｈ１７１２—

１７９９）——英国教士和当时的大经济学

家，他的观点是亚 斯密理论的来源之

一。——第３０４、６７７、８２９页。

塔克特，约翰 德贝尔（Ｔｕｃｋｅｔｔ，ＪｏｈｎＤｅ

ｂｅｌｌ死于１８６４年）——１８４６年伦敦英文

版《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两卷集）

的作者。——第４００、７８９、８１７页。

泰勒，塞德莱（Ｔａｙｌｏｒ，Ｓｅｄｌｅｙ十九世纪下

半叶至二十世纪初）——英国合作运动

参加者，鼓吹工人参与资本家分红的制

度。——第４２—４４页。

坦普尔，威廉（Ｔｅｍｐｌ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６２８—

１６９９）——英国外交家和政治活动家，

写有一些经济和政治问题的著作，重商

主义者。——第６７７页。

汤普逊，本杰明，朗福德伯爵（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ＣｏｕｎｔｏｆＲｕｍｆｏｒｄ１７５３—

１８１４）——英国物理学家，一度供职于

巴伐利亚政府，在英国举办过贫民习艺

所，出生于北美。——第６５９、６６０页。

汤普逊，威 廉（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约

１７８５—１８３３）——爱尔兰经济学家，空

想社会主义者，罗 欧文的信徒；他利用

李嘉图的理论推出社会主义的结

论。——第４００页。

唐森，约瑟夫（Ｔｏｗｎｓｅｎｄ，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３９—

１８１６）——英国教士，地质学家和社会

学家，鼓吹反科学的人口论，后为马尔

萨斯所利用。——第３９１、６７７、７０９页。

特里门希尔，休 西摩尔（Ｔｒｅｍｅｎｈｅｅｒｅ，

ＨｕｇｈＳｅｙｍｏｕｒ１８０４—１８９３）—— 英国

官员和政论家，曾多次参加政府的工人

劳动条件调查委员会。——第１９８、２７８、

２９３页。

梯特 弗拉维 韦斯帕西安（ＴｉｔｕｓＦｌａ－

ｖｉｕｓＶｅｓｐａｓｉａｎｕｓ４１—８１）——罗马皇

帝（７９—８１）。——第４３５页。

梯也尔，阿道夫（Ｔｈｉｅｒｓ，Ａｄｏｌｐｈｅ１７９７—

１８７７）——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

家活动家，首相（１８３６、１８４０）；共和国总

统（１８７１—１８７３），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

手。——第４８４、７８２页。

帖木儿（塔梅尔兰）（Ｔｉｍｕｒ（Ｔａｍｅｒｌａｎ）

１３３６—１４０５）——中亚的一个统帅和征

服者，曾在东方创建一个幅员广大的国

家。——第２９３页。

帖撒罗尼迦城的安谛巴特洛斯（Ａｎｔｉｐａ－

ｔｒｏｓｏｆＴｈｅｓｓａｌｏｎｉｋｅ 公 元 前 一 世

纪）——古希腊诗人。——第４４７页。

图克，托马斯（Ｔｏｏｋｅ，Ｔｈｏｍａｓ１７７４—

１８５８）——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追

随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李嘉图货币理论

的批评者。——第３２８页。

托伦斯，罗伯特（Ｔｏｒｒｅｎｓ，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８０—

１８６４）——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

谓“通货原理”学派的拥护者。——第

１８４、１９５、２０９、４４４、４７９页。

Ｗ

瓦茨，约翰（Ｗａｔｔｓ，Ｊｏｈｎ１８１８—１８８７）——

英国政论家，初为空想社会主义者，欧

文的追随者，后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

和资本主义的辩护士。——第６０３、６０７页。

瓦伦亭，加布里埃尔 古斯达夫（Ｖａｌｅｎ－

ｔｉｎ，ＧａｂｒｉｅｌＧｕｓｔａｖ１８１０—１８８３）——德

国物理学家。——第５２９页。

瓦特，詹姆斯（Ｗａｔｔ，ｊａｍｅｓ１７３６—１８１９）——

杰出的英国发明家，万能蒸汽机的

４０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设计者。——第４１２、４１４、４１５、４１９、４２６、

５３５页。

王茂荫（１７９８—１８６５）——中国清朝官员，

１８５３年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

曾提出将官票宝钞兑现的主张。——第

１４６页。

威德，本杰明 富兰克林（Ｗａｄｅ，Ｂｅｎｉａ－

ｍｉｎ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１８００—１８７８）——美国政

治活动家，１８６７至１８６９年为美国副总

统；反对美国南部的奴隶制。——第１２

页。

威德，约翰（Ｗａｄｅ，Ｊｏｈｎ１７８８—１８７５）——

英国资产阶级政论家，经济学家和历史

学家。——第２７２、３０２、６７９页。

威尔克斯，马尔克（Ｗｉｌｋｓ，Ｍａｒｋ１７６０左右

—１８３１）——英国殖民军军官；长期驻

印度，写有一些关于印度的著作。——

第３９６页。

威尔士亲王夫人（Ｗａｌｅｓ，ｐｒｉｎｃｅｓｓｏｆ）——

见亚历山得拉。

威尔逊，詹姆斯（Ｗｉｌｓｏｎ，Ｊａｍｅｓ１８０５—

１８６０）——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

治活动家，《经济学家》杂志的创办人和

编辑；财政部秘书长（１８５３—１８５８）；自

由贸易论者，货币数量论的反对

者。——第２５６、３７８页。

威季伍德，约瑟亚（Ｗｅｄｇｗｏｏｄ，Ｊｏｓｉａｈ

１７３０—１７９５）——英国工业家，曾改进

英国制陶业。——第２９７、３００页。

威克菲尔德，爱德华 吉本（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Ｅｄ

ｗａｒｄＧｉｂｂｏｎ１７９６—１８６２）——英国国

家活动家，经济学家，曾提出资产阶级

殖民理论。—— 第２９９、３６２、５８７、６３９、

７４１、８３４—８４３页。

威兰德，弗 兰西 斯（Ｗａｙｌａｎｄ，Ｆｒａｎｃｉｓ

１７９６—１８６５）——伦理学、政治经济学

和其他科学通俗教科书的著者，美国普

罗维登斯城大学校长，教士。—— 第

１８６、２３４页。

威廉三世——见奥伦治的威廉三世。

威廉四世（Ｗｉｌｌｉａｍ Ⅳ１７６５—１８３７）——

英国国王（１８３０—１８３７）。——第３２１页。

威廉斯，威廉 芬威克，卡尔斯从男爵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Ｆｅｎｗｉｃｋ，Ｂａｒｏｎｅｔ

ｏｆＫａｒｓ１８００—１８８３）—— 英国将军，

１８５５年克里木战争时期领导过卡尔斯

的防御战。——第１４４页。

威灵顿公爵，阿瑟 威尔斯里（Ｗｅｌｌｉｎｇ－

ｔｏｎ，ＡｒｔｈｕｒＷｅｌｌｅｓｌｅｙ，Ｄｕｋｅｏｆ１７６９—

１８５２）——英国统帅和国家活动家，托

利党人，首相（１８２８—１８３０）。——第１４４

页。

威斯特，爱德华（Ｗｅｓｔ，Ｅｄｗａｒｄ１７８２—

１８２８）——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研究过

地租问题。——第５５３、５７７、５９５、５９６页。

维多利亚（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１８１９—１９０１）——英国

女王（１８３７—１９０１）。——第３２３页。

维 尔 特，麦克 斯（Ｗｉｒｔｈ，Ｍａｘ１８２２—

１９００）——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家和政论家。——第９４、２５６页。

维科，卓万尼 巴蒂斯特（Ｖｉｃｏ，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Ｂａｔｔｉｓｔａ１６６８—１７４４）——杰出的意大

利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曾试图确定社会

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第４０９页。

维 里，彼 得 罗（Ｖｅｒｒｉ，Ｐｉｅｔｒｏ１７２８—

１７９７）——意大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重农学派学说的早期批评者之

一。——第５６、１０８、１５４、３６６页。

维利尔斯，查理（Ｖｉｌｌｉｅｒｓ，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０２—

１８９８）—— 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法学

家，自由贸易论者，议会议员。——第

５０９人 名 索 引



 ２９８页。

维特，杨 德（Ｗｉｔｔ，Ｊｏｈａｎｄｅ１６２５—

１６７２）——尼德兰国家活动家，大商业

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人物。——第６７７、

８２５页。

维 特 尼，伊 莱（Ｗｈｉｔｎｅｙ，Ｅｌｉ１７６５—

１８２５）——美国发明家，曾发明轧棉

机。——第４２１、４２９页。

味吉尔（普卜利乌斯 味吉尔 马洛）（Ｐｕｂ

ｌｉｕｓＶｅｒｇｉｌｉｕｓ Ｍａｒｏ 公 元 前 ７０—

１９）——杰出的罗马诗人。——第３３５、

８２９页。

沃邦，塞巴斯提安 墩 普雷特尔（Ｖａｕ－

ｂａｎ，Ｓéｂａｓｔｉｅｎ ｌｅ Ｐｒｅｔｒｅ １６３３—

１７０７）——法国元帅，军事工程师，批评

过法国的税收制度。——第１６１页。

沃尔弗，克利斯提安（Ｗｏｌｆｆ，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１６７９—１７５４）——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

家，形而上学者。——第６６９页。

沃尔弗，威廉（Ｗｏｌｆｆ，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０９—

１８６４）——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职业

是教员，西里西亚农奴的儿子；１８４６—

１８４７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

会委员，１８４８年３月起为共产主义者同

盟中央委员会委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

《新莱茵报》编辑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

的朋友和战友。——第５页。

沃康松，雅克 德（Ｖａｕｃａｎｓｏ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ｄｅ

１７０９—１７８２）——法国机械师，改进了

织机的构造；灵敏的自动装置的发明

者。——第４１９页。

沃森，约翰 福布斯（Ｗａｔｓｏｎ，ＪｏｈｎＦｏｒｂｅｓ

１８２７—１８９２）——英国医生，曾在印度

任军职；写有一些关于印度农业和纺织

业的著作。——第４３０页。

乌尔 卡 尔 特，戴 维（Ｕｒｑｕｈａｒｔ，Ｄａｖｉｄ

１８０５—１８１７）——英国外交家，反动的

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亲土耳其分子；

三十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１８４７—

１８５２年为议会议员，托利党人。——第１１８、

４０２、５５２、８００、８１６、８１７页。

Ｘ

西德默思子爵，亨利 阿丁顿（Ｓｉｄｍｏｕｔｈ，

Ｈｅｎｒｙ Ａｄｄｉｎｇｔｏｎ，Ｖｉｓｃｏｕｎｔ １７５７—

１８４４）——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

首相兼财政大臣（１８０１—１８０４）；任内务

大臣时（１８１２—１８２１）曾采取镇压工人

运动的措施。——第４６９页。

西利，罗伯特 本顿（Ｓｅｅｌｅｙ，ＲｏｂｅｒｔＢｅｎｔｏｎ

１７９８—１８８６）——英国出版家和政论家，资

产阶级慈善家。——第７９６页。

西 蒙，约 翰 （Ｓｉｍｏｎ，Ｊｏｈｎ １８１６—

１９０４）——英国医生，枢密院医官，编

过《公共卫生》报告。——第４３８、５０９、

５１０、７１８、７２１、７２２、７２９、７３２、７４７—７５１

页。

西 尼 耳，纳 骚 威 廉（Ｓｅｎｉｏｒ，Ｎａｓｓａｕ

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９０—１８６４）——英国资产阶

级庸俗经济学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

护士，反对缩短工作日。—— 第２５１、

２５２、２５５、２５６、２９３、３５７、４４５、４７９、５３０、

５３９、５９６、６００、６５４、６６８、７８０、８００页。

西塞罗（马可 土利乌斯 西塞罗）（Ｍａｒｃｕｓ

ＴｕｌｌｉｕｓＣｉｃｅｒｏ公元前１０６—４３）——罗

马杰出的演说家和国家活动家，折衷主

义哲学家。——第４４７页。

西斯蒙第，让 沙尔 列奥纳尔 西蒙 德

（Ｓｉｓｍｏｎｄｉ，Ｊｅａ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ＬéｏｎａｒｄＳｉ

ｍｏｎｄｅｄｅ１７７３—１８４２）——瑞士经济学

家，批判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批评

家，经济浪漫主义的著名代表人

物。——第１６、１７７、１９７、２６３、３５０、５８７、

６２２、６３３、６３７、６３８、６４２、６４３、６５３、６９６、

６０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７１０、８３１页。

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见狄奥多洛斯

（西西里的）。

希罗德（Ｈｅｒｏｄ公元前７３—４）——犹太国

王（公元前４０—４）。——第４４２页。

席勒，弗里德里希（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５９—１８０５）—— 伟 大 的 德 国 作

家。——第４４６、６３１、６５１页。

肖莱马，卡尔（Ｓｃｈｏｒｌｅｍｍｅｒ，Ｃａｒｌ１８３４—

１８９２）——德国大化学家，曼彻斯特的

教授；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朋友。——第３４３页。

辛辛纳图斯（鲁齐乌斯 昆克提乌斯 辛辛

纳图斯）（ＬｕｃｉｕｓＱｕｉｎｃｔｉｕｓＣｉｎｃｉｎ—ｎａ

ｔｕｓ公元前五世纪）——罗马贵族，执政

官（公元前４６０年），独裁者（公元前４５８

年和４３９年），据传说，他生活简朴，亲自

耕种土地。——第２０９页。

休 谟，大 卫 （Ｈｕｍｅ，Ｄａｖｉｄ １７１１—

１７７６）——英国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

者，不可知论者；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

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反对者，货币数

量论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第１４２、

１４３、５６２、６０８、６７７、６７８页。

修昔的底斯（Ｔｈｕｋｙｄｉｄｅｓ公元前４６０左右

—３９５）——古希腊最著名的历史学家，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第

２４４、４０４、４０５页。

Ｙ

亚里士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公元前３８４—

３２２）——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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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奴隶占有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他最

先分析了价值的形式。——第７４—７５、

９９、１０３、１７４、１８７、３６３、４４７页。

亚历山得拉（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ａ１８４４—１９２５）——

丹麦国王克里斯提安九世之女，１８６３年

嫁给威尔士亲王，即后来的英国国王爱

德华七世。——第２８４、２８８页。

杨 格，阿 瑟（Ｙｏｕｎｇ，Ａｒｔｈｕｒ １７４１—

１８２０）——英国农学家和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第

１４２、２５７、３０４、７３８、７４６页。

耶 伦 顿，安 得 鲁（Ｙａｒｒａｎｔｏｎ，Ａｎｄｒｅｗ

１６１６—约１６８４）——英国工程师和资产

阶级经济学家。——第３８６页。

叶卡特林娜二世（ Ⅱ １７２９—

１７９６）—— 俄 国 女 皇 （１７６２—

１７９６）。——第７４９页。

伊壁鸠鲁（Ｅｐｉｋｏｕｒｏｓ约公元前３４１—

２７０）——杰出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

家，无神论者。——第９６页。

伊登，弗雷德里克 摩尔顿（Ｅｄｅｎ，Ｆｒｅｄ－

ｅｒｉｃＭｏｒｔｏｎ１７６６—１８０９）——英国资产

阶级经济学家，亚 斯密的学生。——第

２７２、６６０、６７５—６７６、７３９、７４０、７９０、７９３、

７９５、７９６、８２６、８２８页。

伊丽 莎 白 一 世（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 Ⅰ １５３３—

１６０３）—— 英 国 女 王 （１５５８—

１６０３）。——第３０２、７８９、８０４、８０７、８０８页。

伊索克拉特斯（Ｉｓｏｃｒａｔｅｓ公元前４３６—

３３８）——古希腊作家，写有许多抨击性

的文章。——第４０６页。

尤 尔，安 得 鲁（Ｕｒｅ，Ａｎｄｒｅｗ １７７８—

１８５７）——英国化学家，资产阶级庸俗

经济学家，写有一些工业经济方面的

著作。—— 第３９、２５５、２９３、３０２、３３２、

３５７、３８６、３８８、４０６、４０７、４１７、４４３、

４５９—４６１、４６５、４７３、４７４、４７８、４７９、

６０６、６１１、６１５页。

约翰二世——见善人约翰二世。

７０９人 名 索 引



Ｚ

泽特贝尔，格奥尔格 阿道夫（Ｓｏｅｔｂｅｅｒ，

ＧｅｏｒｇＡｄｏｌｆ１８１４—１８９２）—— 德国资

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第３１

页。

詹姆斯一世（ＪａｍｅｓⅠ１５６６—１６２５）——

英国国王（１６０３—１６２５）。—— 第７９０、

８０５、８０８页。

詹诺韦西，安东尼奥（Ｇｅｎｏｖｅｓｉ，Ａｎｔｏｎｉｏ

１７１２—１７６９）——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

家和经济学家，重商主义者。——第１７５

页。

张 伯伦，约瑟夫（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ｉｎ，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３６—１９１４）—— 英国国家活动家，

１８７３—１８７５年任北明翰市长，后来曾

多年任英国内阁阁员，英布战争的主

要策划者之一，英帝国主义的思想

家。——第７０４页。

左尔格，弗里德里希 阿道夫（Ｓｏｒｇｅ，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Ａｄｏｌｆ１８２８—１９０６）——美国

和国际工人运动及社会主义运动的著

名活动家，第一国际会员；马克思主义

的积极宣传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和战友；德国人，１８５２年侨居美国。——

第３４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Ａ

埃卡尔特——德国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

是忠实的人和可靠卫士的典型形

象。——第３０６页。

安泰——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海神波赛

东和地神盖娅的儿子。战斗时，他只要

身体不离土地，就能从母亲大地身上不

断吸取力量，所向无敌。后来，海格立斯

把他举起与地隔开，用手扼死。——第

６５０页。

奥德赛——希腊史诗中的主人公，传说中

的伊大卡岛国王，以大胆、机智、善辩著

称。传说他去过阴曹地府，同一些亡灵

谈过话。——第２８３页。

Ｂ

柏修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是宙斯

同丹娜所生的儿子，建立许多功勋，如

杀死美杜莎，取走她的头。——第１１页。

保罗——据圣经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

一。——第６７７页。

彼得—— 但丁《神曲》中 的 人物，圣

徒。——第１２１页。

布西里士—— 古希腊神话中的埃及国

王。——第４０６页。

Ｄ

代达罗斯—— 古希腊神话中的能工巧

匠。——第４４７页。

道勃雷——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烦恼》

中的人物，自大而愚蠢的官吏的化

身。——第１００、４６６、６６０页。

Ｆ

福尔土纳特——德国民间故事中的人物，

他有一个神奇的取之不尽的钱袋和一

顶隐身帽。——第５０２、７１１页。

浮士德—— 歌德的同名悲剧中的主人

公。——第１０４页。

８０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Ｇ

该隐——据圣经传说，是亚当的长子，出

于嫉妒杀死了自己的弟弟亚伯。——第

８１７页。

高布赛克——巴尔扎克的同名小说中的

主人公。——第６４６页。

格里昂——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有三身

之巨人，海格立斯夺走了他的牛，并用

箭把他射死。——第６５０页。

Ｈ

哈默伦的捕鼠者——德国民间故事中的

人物；传说中的捕鼠者曾用魔笛替哈默

伦城的居民消灭了鼠患，而居民没有给

以应有的报答，他为了报复，又用魔笛

把全城儿童从哈默伦城引诱走了。——

第７６２页。

海格立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最为

大家喜爱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

的功绩著称。——第４６５、６５０页。

赫斐斯塔司——古希腊神话中的火神，打

铁业的保护神。——第４４７、７０８页。

Ｋ

卡尔勃——席勒的悲剧《阴谋与爱情》中

的宫廷侍卫长。——第６３１页。

卡库斯——罗马神话中的吐火怪物，被海

格立斯打死。——第６５０页。

快嘴桂嫂——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四

世》中的酒店女店主。——第６１页。

Ｌ

鲁滨逊 克鲁索——笛福的小说《鲁滨逊

飘流记》中的主人公。——第９３—９５页。

Ｍ

马立托奈斯——塞万提斯的小说《唐 吉

诃德》中的一个女人。——第１０３页。

美杜莎——古希腊神话中三个蛇发女妖

之一，凡是看见她的人都要变成石头，

后为柏修斯所杀。转意为可怕的怪物或

人。——第１１页。

摩洛赫——古腓尼基和迦太基的宗教中

的太阳神，祭祀摩洛赫时要用活人作祭

品；因此摩洛赫这一名字成了残忍、吞

噬一切的暴力的化身。——第７２２页。

摩西——据圣经传说，他是把古犹太人从

埃及法老的迫害下解救出来的先

知。——第４１２、６５２、８４０页。

Ｐ

毗湿奴——印度教的最高神，居民的富裕

阶层多半信仰此教。——第６５５页。

普隆涅斯——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

特》中的人物；一个狡猾多嘴的廷

臣。——第３０４页。

普路托——罗马神话中的地府之神。——

第１５２页。

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狄坦神之一，

他从神那里盗走了火，并带给人们；宙

斯令赫斐斯塔司把他钉在悬崖上，让鹰

啄食他的肝脏，以示惩罚。——第７０８

页。

Ｑ

丘必特——罗马神话中最高的神，雷神，

相当于希腊的宙斯神。——第４０３、６３３

页。

邱比特—— 罗马神话中的爱神。—— 第

６７７页。

９０９人 名 索 引



Ｓ

撒巴拉——印度传说中的神牛，在印度教

中被奉为财富和土地之神。——第６３３

页。

塞克洛普——希腊神话中的巨人，额头上

长有一只眼睛。——第２８２页。

赛克斯，比耳——狄更斯小说《奥利佛尔》

中的角色，强盗。——第４８４页。

桑格拉都——列萨日的小说《山悌良那的

吉尔 布拉斯奇遇》中的人物，医生，他

医治一切疾病时都给病人放血和让他

们喝温水。——第７７８页。

桑科 判扎——塞万提斯的小说《唐 吉诃

德》中的人物。——第７０２页。

圣乔治——神话中的基督教“圣徒”，降龙

者。——第４３页。

Ｔ

唐 吉诃德——塞万提斯同名小说中的主

人公。——第９９页。

托尔——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雷神，农

业的保护神，手中握有大锤。——第４２３

页。

Ｘ

西可尔——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烦恼》

中的人物。——第１００页。

息息法斯——希腊神话中的科林斯王，因

欺骗了众神，被罚终生推滚一巨石到山

上，而每当推到山顶，巨石就滚回山下。

“息息法斯的劳动”源出于此，意即吃力

而徒劳的工作。——第１５３、４６３页。

夏洛克——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

人》中的人物，残酷的高利贷者。——第

３１９、７５０页。

星期五——笛福的小说《鲁滨逊飘流记》

中的人物。——第３２１页。

Ｙ

亚伯——据圣经传说，是亚当的次子，由

于遭到长兄该隐的嫉妒而被杀害。——

第８１７页。

亚伯拉罕——据圣经传说，是古犹太人的

族长。——第６３８页。

亚当——据圣经传说，是上帝用泥土造的

第一个人，后来犯了罪。—— 第１２１、

６７７、７８１、８３６页。

耶和华——犹太教中的主神。——第３９９

页。

耶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第

２８９页。

以撒——据圣经传说，是亚伯拉罕的儿

子。——第６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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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ｖａｌｕｅ；ｃｈｉｅｆｌｙｉ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ｏｆＭｒ．Ｒｉｃａｒ

ｄｏａｎｄｈｉｓｆｏｌｌｏｗｅｒｓ．Ｂｙ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ｏｆＥｓ

ｓａｙｓｏ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５）。——第７８、１００、

５８６页。

［贝利，赛 ］《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这种

变动对国家工业和金钱契约的影响；并

载有关于股份银行的附录）１８３７年伦敦

版（［Ｂａｉｌｅｙ，Ｓ．］Ｍｏｎｅｙａｎｄｉｔｓｖｉｃｉｓｓｉ

ｔｕｄｅｓｉｎｖａｌｕｅ；ａｓｔｈｅｙａｆｆｅｃ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

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ｐｅｃｕｎｉａｒｙ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ｗｉｔｈａ

ｐｏｓｔｓｃｒｉｐｔｏｎｊｏｉｎｔ－ｓｔｏｃｋｂａｎｋｓ．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３７）。——第６３、６７０页。

３１９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比多，日 恩 《大生产工具引起的工业技

术和商业中的垄断》，第２册《生产和销

售的垄断》，１８２８年巴黎版（Ｂｉｄａｕｔ，Ｊ．

Ｎ．Ｄｕｍｏｎｏｐｏｌｅｑｕｉｓ’éｔａｂｌｉｔｄａｎｓｌｅｓ

ａｒｔ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ｌｓｅｔｌ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ａｕ

ｍｏｙｅｎｄｅｓｇｒａｎｄｓａｐｐａｒｅｉｌｓｄｅｆａｂｒｉｃａ

ｔｉｏｎ．Ｄｅｕｘｉèｍｅｌｉｖｒａｉｓｏｎ．Ｄｕｍｏｎｏｐｏｌｅ

ｄｅｌａ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ｔｄｅｌａｖｅｎｔｅ．Ｐａｒｉｓ，

１８２８）。——第３５６页。

比泽，弗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及其内在

联系，着重论述他著作中的哲学用语》

１８４２年柏林版第２卷（Ｂｉｅｓｅ，Ｆ．Ｄｉ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ｉｎｉｈｒｅｍｉｎ

ｎｅｒｅｎ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ｈａｎｇｅ，ｍｉｔｂｅｓｏｎｄｅｒｅｒ

Ｂｅｒｕｃｋｓｉｃｈｔｉｇｕｎｇｄｅ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ｎ

Ｓｐｒａｃｈｇｅｂｒａｕｃｈｓ，ａｕｓｄｅｓｓｅｎ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

ｅｎｔｗｉｃｋｅｌｔ．ＢａｎｄⅡ．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２）。——

第４４７页。

毕舍，菲 和卢，比 赛《法国革命议会史，

或１７８９—１８１５年的国民会议日志》１８３４

年巴黎版第１０卷（Ｂｕｃｈｅｚ，Ｐｈ．ｅｔＲｏｕｘ，

Ｐ．Ｃ．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ｐａｒｌｅ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ｄｅ 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ｒａｎ汅ａｉｓｅ，ｏｕ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

ａｓｓｅｍｂｌé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ｄｅｐｕｉｓ １７８９

ｊｕｓｑｕ’ｅｎ１８１５．Ｔ．Ｘ．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４）。——

第８１０页。

边沁，耶 《惩罚和奖赏的理论》，厄 杜蒙

编，１８２６年巴黎第３版第２卷（Ｂｅｎｔｈａｍ，

Ｊ． Ｔｈéｏｒｉｅ ｄｅｓ ｐｅｉｎｅｓ ｅｔ

ｄｅｓｒéｃｏｍｐｅｎｓｅｓ．Ｐａｒ Ｅｔ．Ｄｕｍｏｎｔ．

Ｔｒｏｉｓｉèｍｅ é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ｍｅ Ⅱ．Ｐａｒｉｓ，

１８２６）。——第６６９页。

波斯耳思威特，麦《阐明并增进大不列颠

商业利益》，两卷集，１７５９年伦敦第２版

（Ｐｏｓｔｌｅｔｈｗａｙｔ，Ｍ．Ｇｒｅａｔ－Ｂｒｉｔａｉｎ’ｓ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ａｎｄｉｍ

ｐｒｏｖｅｄ．Ｉｎｔｗｏｖｏｌｕｍｅｓ．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

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５９）。——第３０４页。

波斯耳思威特，麦 《第一篇绪论》，载于

麦 波斯耳思威特《工商业大辞典》１７７４

年伦敦第４版第１卷（Ｐｏｓｔｌｅｔｈｗａｙｔ，Ｍ．

Ｆｉｒｓｔ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Ｉｎ：

Ｐｏｓｔｌｅｔｈｗａｙｔ，Ｍ．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ｄｉｃｔｉｏ

ｎａｒｙｏｆ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ｏｌ．Ｉ．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７４）。——

第３０５页。

波特尔，阿 《政治经济学：它的对象、应

用和原理。以美国人的生活状况来加以

说明》１８４１年纽约版（Ｐｏｔｔｅｒ，Ａ．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ｔｓｏｂｊｅｃｔｓ，ｕｓｅｓ，ａｎｄｐｒｉｎ

ｃｉｐｌｅ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ｗｉｔｈ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ｅｏｐｌ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８４１）。——第６５５页。

伯克，艾 《尊敬的艾德蒙 伯克就培德福

德公爵和罗德戴尔伯爵于本届议会常

会开会时在上院对他本人和他的养老

金问题进行的责难而给高贵勋爵的信》

１７９６年伦敦版（Ｂｕｒｋｅ，Ｅ．ＡＬｅｔｔｅｒｆｒｏｍ

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ＨｏｎｏｕｒａｂｌｅＥｄｍｕｎｄＢｕｒｋｅｔｏ

ａＮｏｂｌｅＬｏｒｄ，ｏｎｔｈｅａｔｔａｃｋｓｍａｄｅｕｐｏｎ

ｈｉｍａｎｄｈｉ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

Ｌｏｒｄｓ，ｂｙｔｈｅＤｕｋｅｏｆＢｅｄｆｏｒｄ，ａｎｄ

ｔｈｅＥａｒｌｏｆＬａｕｄｅｒｄａｌｅ，ｅａｒｌｙｉｎｔｈ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ｓ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Ｌｏｎｄｏｎ，

１７９６）。——第７９２页。

伯克，艾 《关于贫困的意见和详情，

原系１７９５年１１月向最尊敬的威廉

皮特提出的报告》１８００年伦敦版（Ｂ

ｕｒｋｅ，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ａｎｄｄｅｔａｉｌｓｏ

ｎｓｃａｒｃｉｔｙ，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ｔｏｔｈｅ

４１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ＲｉｇｈｔＨ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Ｐｉｔｔ，ｉｎｔｈｅｍｏｎｔｈ

ｏｆ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７９５．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００）。——第２３３、２６３、３５９、８２９页。

博克斯霍恩，马 聚 《政治原理》，载于马

聚 博克斯霍恩《各种政治论文》１６６３

年阿姆斯特丹版（Ｂｏｘｈｏｒｎ，Ｍ．Ｚ．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ｅ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ｅ．Ｉｎ：Ｂｏｘｈｏｒｎ，Ｍ．Ｚ．

Ｖａｒｉｉｔｒａｃｔａｔｕ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Ａｍｓｔｅｌｏｄａｍｉ，

１６６３）。——第４６９页。

布阿吉尔贝尔，比 《法国详情》，载于

《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附欧 德

尔编写的作者史料、评注和注解，１８４３

年巴黎版（Ｂｏｉｓｇｕｉｌｌｅｂｅｒｔ，Ｐ．Ｌｅｄéｔａｉｌｄｅ

ｌａＦｒａｎｃｅ．Ｉｎ：毦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ｅｓｆｉｎａｃｉｅｒｓｄｕ

ⅩⅧ－ｅｓｉèｃｌｅ．Ｐｒé－ｃéｄéｓｄｅｎｏｔｉｃ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ｓ ｓｕｒｃｈａｑｕｅ ａｕｔｅｕｒ， ｅｔ

ａｃｃｏｍｐａｇｎéｓ ｄｅ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ｓ ｅｔ ｄｅ

ｎｏｔｅｓ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ｉｖｅｓ，ｐａｒＥ．Ｄａｉｒｅ．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３）。——第１５０页。

布阿吉尔贝尔，比 《论财富、货币和赋税

的性质》，载于《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

家》，附欧 德尔编写的作者史料、评注

和注解，１８４３年巴黎版（Ｂｏｉｓｇｕｉｌｌｅｂｅｒｔ，

Ｐ．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ｓｕｒｌａｎａｔｕｒｅｄｅｓｒｉｃｈｅｓｓ

ｅｓ，ｄｅＩ’ａｇｅｎｔｅｔｄｅｓｔｒｉｂｕｔｓ．Ｉｎ：Ｅ
′

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ｅ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ｅｒｓｄｕⅩⅧ－ｅｓｉèｃｌｅ．

Ｐｒéｃéｄéｓ ｄｅｎｏｔｉｃｅ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ｓ ｓｕｒ

ｃｈａｑｕｅａｕｔｅｕｒ，ｅｔａｃｃｏｍｐａｇｎéｓｄｅｃｏｍ

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ｓｅｔｄｅｎｏｔｅｓ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ｉｖｅｓ，ｐａｒ

Ｅ．Ｄａｉｒ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３）。——第１６１页。

布坎南，大《大不列颠赋税和商业政策的

研究》１８４４年爱丁堡版（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Ｄ．

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ＧｒｅａｔＢｒｉｔａｉｎ．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１８４４）。——第１４６页。

布坎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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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ｎ

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ｏｆｉｎＤｒ．Ｓｍｉｔｈ’ｓ

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１８１４）。——第７９８页。

布坎南，大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Ｄ．）为亚 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所加

的注释，载于亚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

和原因的研究。三卷集。附布坎南注释

和增补本》１８１４年爱丁堡版第１卷

（Ｓｍｉｔｈ，Ａ．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ｔｈｒｅｅｖｏｌｕｍｅｓ．Ｗｉｔｈｎｏｔｅｓ，ａｎｄａｎａｄｄｉ

ｔｉｏｎａｌｖｏｌｕｍｅ，ｂｙＤ．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Ｖｏｌ．

Ｉ．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１８１４）。——第６１３页。

布莱基，罗 《古今政治文献史》１８５５年伦

敦版第２卷（Ｂｌａｋｅｙ．Ｒ．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ｔｉｍｅｓ．ＶｏｌｕｍｅⅡ．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５）。——

第７９０页。

布朗基，日 阿 《工业经济教程》，阿 布

累兹编注，１８３８—１８３９年巴黎版（Ｂｌａｎ

ｑｕｉ，Ｊ．Ａ．Ｃｏｕｒｓ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ｌｌｅ．

Ｒｅｃｕｅｉｌｌｉｅｔａｎｎｏｔéｐａｒ．Ａｄ．Ｂｌａｉｓｅ．

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８—１８３９）。——第３７４页。

布朗基，日 阿 《１８４８年法国的工人阶

级》第１、２部分（Ｂｌａｎｑｕｉ，Ｊ．Ａ．Ｄｅｓｃｌａｓｓ

ｅｓｏｕｖｒｉèｒｅｓｅｎＦｒａｎｃｅ，ｐｅｎｄａｎｔｌ’ａｎｎéｅ

１８４８．ＰａｒｔｉｅｓⅠｅｔⅡ．Ｉｎ：Ｐｅｔｉｔｓｔｒａｉｔéｓ

ｐｕｂｌｉéｓｐａｒｌ’Ａｃａｄéｍｉｅｄ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ｍｏｒａｌｅｓｅｔ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９）。——

第３０７

５１９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页。

布鲁姆，亨《关于欧洲列强殖民政策的研

究》，两卷集，１８０３年爱丁堡版第２卷

（Ｂｒｏｕｇｈａｍ，Ｈ．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ｏｌｏ

ｎ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ｏｗｅｒｓ．Ｉｎ

ｔｗｏｖｏｌｕｍｅｓ．Ｖｏｌ．Ⅱ．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１８０３）。——第８２８页。

［布吕克纳，约 ］《动物界论》１７６７年来顿

版（［Ｂｒｕｃｋｎｅｒ，Ｊ．］Ｔｈéｏｒｉｅｄｕｓｙｓ－ｔèｍｅ

ａｎｉｍａｌ．Ｌｅｉｄｅ，１７６７）。——第６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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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９）。——第１９３、３９５页。

［霍恩，乔 ］《给法学博士亚当 斯密的一

封信，论他的朋友大卫 休谟的生平和哲

学》，一位称作基督徒的人著，１７８４年牛

津第４版（［Ｈｏｒｎｅ，Ｇ．］ＡＬｅｔｔｅｒｔｏ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ＬＬ．Ｄ．ｏｎｔｈｅｌｉｆｅ，ｄｅａｔｈ，ａｎｄ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ｈｉｓｆｒｉｅｎｄＤａｖｉｄＨｕｍｅ．Ｂｙｏｎｅ

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ｃａｌｌｅｄ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１７８４）。——第６７８页。

［霍吉斯金，托 ］《保护劳动反对资

本的要求，或资本非生产性的证

明。关于当前雇佣工人的团结》，

一个工人著，１８２５年伦敦版（［Ｈｏｄ

ｇｓｋｉｎ，Ｔｈ］Ｌａｂｏｕｒｄｅｆｅｎｄｅ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ｃｌａｉｍｓ 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ｒ，ｔｈｅ Ｕ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ｎｅｓ

３２９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ｐｒｏｖｅｄ．Ｗｉｔｈ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ｍｏｎｇｓｔｌｏｕｒ

ｎｅｙｍｅｎ．Ｂｙ ａ ｌａｂｏｕｒｅｒ．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２５）。——第３９３、６３０页。

霍吉斯金，托《通俗政治经济学。在伦敦技术

学校的四次演讲》１８２７年伦敦 版

（Ｈｏｄｇｓｋｉｎ，Ｔｈ．Ｐｏｐｕｌａ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

ｃｏｎｏｍｙ．Ｆｏｕｒ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ａｔｔｈｅ

Ｌｏｎｄ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２７）。——第３７７、３９１、５８７页。

［霍吉斯金，托 ］《财产的自然权利和人为

权利的比较》１８３２年伦敦版（［Ｈｏｄｇｓｋｉｎ，

Ｔｈ．］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ａｒｔｉｆｉｃａｌｒｉｇｈｔ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ｅｄ．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３２）。——第８１８页。

霍林舍德，拉《英国概述）（Ｈｏｌｉｎｓｈｅｄ，Ｒ．

Ｔｈ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ｇｌａｎｄ）——见哈

里逊，威 《英国概述》（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Ｗ．

Ｔｈ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ｇｌａｎｄ）。

霍纳，莱 《给西尼耳先生的一封信》，载

于纳 威 西尼耳《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

业的影响的书信。附莱 霍纳给西尼耳

先生的信以及艾 艾释华特先生、汤普

逊先生和西尼耳先生之间的谈话记录》

１８３７年伦敦版（Ｈｏｒｎｅｒ，Ｌ．Ｌｅｔｔｅｒｔｏ

Ｍｒ．Ｓｅｎｉｏｒ．Ｉｎ：Ｓｅｎｉｏｒ，Ｎ．Ｗ．Ｌｅｔｔｅｒｓ

ｏｎ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ｙａｃｔ，ａｓｉｔａｆｆｅｃｔｓｔｈｅｃｏｔ

ｔｏｎ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Ｔｏ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ａｐ

ｐｅｎｄｅｄ，ａＬｅｔｔｅｒｔｏＭｒ．ＳｅｎｉｏｒｆｒｏｍＬ．

Ｈｏｒ－ｎｅｒ，ａｎｄＭｉｎｕｔｅｓｏｆａｃｏｎｖｅｒｓａ

ｔｉｏｎｂｅｈｎｒｅｅｎＭｒ．Ｅ．Ａｓｈｗｏｒｔｈ，Ｍｒ．

ＴｈｏｍｓｏｎａｎｄＭｒ．Ｓｅｎｉｏｒ．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３７）。——第２５２页。

霍纳，莱《关于修改工厂法以使工厂视察

员能够制止目前盛行的非法劳动的建

议》，载于《工厂法》，根据下院决定于

１８５９年８月９日刊印（Ｈｏｒｎｅｒ，Ｌ．Ｓｕｇ－

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ａｍｅｎｄｉｐｇ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ｙａｃｔｓｔｏ

ｅｎａｂｌｅｔｈｅｉｎｓｐｅｃｔｏｒｓ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ｌｌｅｇ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ｎｏｗｂｅ－ｃｏｍｅｖｅｒｙｐｒｅｖａ

ｌｅｎｔ．Ｉｎ：Ｆａｃｔｏｒｉｅ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ｓ．Ｏｒ

ｄｅ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ｔｏｂｅ

ｐｒｉｎｔｅｄ，９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５９）。——第２６９、

３２７页。

霍普金斯，托《论地租及其对生存资料和

人口的影响。兼论影响各国劳动阶级状

况的原因》１８２８年伦敦版（Ｈｏｐｋｉｎｓ，Ｔｈ．

Ｏｎｒｅｎｔｏｆｌａｎｄ，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

ｓｕｂ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ａｂｏｕｒ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ｅｓｉｎｖａｒ

ｉｏｕｓ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８）。——第

２５７页。

Ｊ

吉斯伯恩，托《论大不列颠上层和中层社

会阶级人们的义务》，两卷集，１７９５年伦

敦第２版第２卷（Ｇｉｓｂｏｒｎｅ，Ｔｈ．ＡｎＥｎ

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ｄｕｔｉｅｓｏｆｍｅｎｉｎｔｈｅｈｉｇｈ

ｅｒａｎｄｍｉｄｄｌｅｃｌａｓｓｅｓ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ｗｏｖｏｌ

ｕｍｅｓ．Ｖｏｌ．Ⅱ．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９５）。——

第８２７页。

季别尔，尼 伊《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的理论

的最新补充和解释》１８７１年基辅版（ｕ ．

． ．

． ，１８７１）。

４２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１９页。

［加尔涅，热 ］《政治经济学原理概论》

１７９６年 巴 黎 版 （［Ｇａｒｎｉｅｒ，Ｇ．］

Ａｂｒéｇééｌé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ｄｅ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ｄｅＩ’

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Ｐａｒｉｓ，１７９６）。——第

６０５页。

加尔涅，热 《译者的注释》，载于《亚 斯

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热

加尔涅新译本，附译者的注释和评述》

１８０２年巴黎版第５卷（Ｇａｒｎｉｅｒ，Ｇ．Ｎｏｔｅｓ

ｄｕｔｒａｄｕｃｔｅｕｒ．Ｉｎ：Ｓｍｉｔｈ，Ａ．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

ｓｕｒｌａｎａｔｕｒｅｅｔｌｅｓｃａｕｓｅｓｄｅｌ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

ｄ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ｄｕｃｔｉｏｎｎｏｕｖｅｌｌｅ，ａｖｅｃ

ｄｅｓｎｏｔｅｓｅｔ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ｒＧ．Ｇａｒ

ｎｉｅｒ．ＴｏｍｅＶ．Ｐａｒｉｓ，１８０２）。——第４０１

页。

加利阿尼，斐 《货币论》第１—５篇，载于

《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

分，１８０３年米兰版第３—４卷（Ｇａｌｉａｎｉ，Ｆ．

Ｄｅｌｌａｍｏｎｅｔａ．ＬｉｂｒｏⅠ—Ⅴ．Ｉｎ：Ｓｃｒｉｔ

ｔｏｒｉｃｌａｓｓｉｃｉｉｔａｌｉａｎｉｄｉｅｃｏｎｏ－ｍｉａ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Ｐａｒｔｅｍｏｄｅｒｎａ．ＴｏｍｉⅢ—Ⅳ．Ｍｉｌａｎ

ｏ，１８０３）。——第９１、１０７、１０８、１１８、１７５、

１８０、３５０、７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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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富增长的学说》１８２１年巴黎第２版第

１—２卷（Ｇａｎｉｌｈ，Ｃｈ．Ｄｅｓｓｙｓｔèｍｅｓｄ’

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ｄｅｌａｖａｌｅｕｒｃｏｍ

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ｄｅｌｅｕｒｓ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ｅｔｄｅｃｅｌｌｅ

ｑｕｉｐａｒａｉｔｌａｐｌｕｓ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ａｕｘｐｒｏｇｒèｓ

ｄｅｌ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Ｓｅｃｏｎｄｅé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ｍｅｓ

Ⅰ—Ⅱ．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１）。——第７６、１９７、

４９０页。

加尼耳，沙 《政治经济学理论》１８１５年巴

黎版第１—２卷（Ｇａｎｉｌｈ，Ｃｈ．Ｌａｔｈéｏｒｉｅ

ｄｅｌ’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ＴｏｍｅｓⅠ—

Ⅱ．Ｐａｒｉｓ，１８１５）。——第２０４页。

杰科布，威《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

究》，两卷集，１８３１年伦敦版（Ｊａｃｏｂ，Ｗ．

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ｃｉｏｕｓ

ｍｅｔａｌｓ．Ｉｎ ｔｗｏ ｖｏｌｕｍｅｓ．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３１）。——第５３页。

杰科布，威 《再论英国农业需要保护关

税。给赛 惠特布雷德的一封信》１８１５年

伦敦版（Ｊａｃｏｂ，Ｗ．ＡＬｅｔｔｅｒｔｏＳ．Ｗｈｉｔ

ｂｒｅａｄ，ｂｅｉｎｇａｓｅｑｕｅｌｔｏ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ｂｙｂｒｉｔｉｓｈａ

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１５）。——第２４６

页。

居利希，古《关于现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

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１８３０年耶

拿版第１—２卷（Ｇｕｌｉｃｈ，Ｇ．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

ｌｉｃｈｅ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 ｄｅｓ Ｈａｎｄｅｌｓ，ｄｅｒ

ＧｅｗｅｒｂｅｕｎｄｄｅｓＡｃｋｅｒｂａｕｓｄｅｒｂｅｄｅｕ

ｔｅｎｄｓｔｅｎｈａｎｄｅｌｔｒｅｉｂｅｎ－ｄｅｎＳｔａａｔｅｎ

ｕｎｓｅｒｅｒ Ｚｅｉｔ．Ｂａｎｄｅ Ⅰ—Ⅱ．Ｊｅｎａ，

１８３０）。——第１５、８２２页。

居维叶，若 《论地球表面的灾变》，埃费

尔主编，１８６３年巴黎版（Ｃｕｖｉｅｒ，Ｇ．Ｄｉｓ

ｃｏｕｒｓｓｕｒｌｅｓ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ｄｅｌ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ｕ

ｇｌｏｂｅ．Ｒéｄｉｇéｓ ｐａｒＨｏｅｆｅｒ．Ｐａｒｉｓ，

１８６３）。——第５６２页。

Ｋ

卡尔利，詹 黎 （Ｃａｒｌｉ，Ｇ ．Ｒ，）

为彼 维里《政治经济学研究》所

加的注释，载于彼 维里《政治经

济学研究》。载于《意大利政治经

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１８０４年

米兰版第１５卷（Ｐ．Ｖｅｒｒｉ．Ｍｅｄｉｔ

ａｚｉｏｎｉ ｓｕｌｌ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ａ ｐｏｌｉｔｉ

５２９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ｃａ．Ｉｎ：Ｓｃｒｉｔｔｏｒｉｃｌａｓｓｉｃｉｉｔａｌｉａｎｉｄｉｅｃｏｎｏ

ｍｉ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Ｐａｒｔｅｍｏｄｅｒｎａ．ＴｏｍｏⅩ

Ⅴ．Ｍｉｉａｎｏ，１８０４）。——第３６６页。

卡莱尔，托 《萌芽中的（美国）伊利亚

特》，载于《麦克米伦杂志》１８６３年８月

伦敦和剑桥版 （Ｃａｒｌｙｌｅ，Ｔｈ．Ｉｌｉａｓ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 ｉｎ ｎｕｃｅ． Ｉｎ：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ｓ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６３．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第

２８５页。

［卡泽诺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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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ｕｔｌｉｎ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ｂｅｉｎｇａｐｌａｉｎａｎｄｓｈｏｒｔｖｉｅｗ

ｏｆｔｈｅｌａｗｓ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ｌｔｈ．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２）。——第２２４、３５３、５７１页。

卡泽诺夫，约 （Ｃａｚｅｎｏｖｅ，Ｊ．）为托 罗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所加的注

释，载于托 罗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

定义》，附约 卡泽诺夫的序言、注释和

补充评论，１８５３年伦敦版（Ｍａｌｔｈｕｓ，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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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ｌｙｆａｘ．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９５）。——第１１９、

１１６页。

配第，威《赋税论》１６６７年伦敦版（［Ｐｅｔｔｙ，

Ｗ．］Ａ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ｆｔａｘｅ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６７）。——第５７、１１０、

１４２、６７７—６７８页。

品托，伊 《关于流通和信用的论文》１７７１

年阿姆斯特丹版（［Ｐｉｎｔｏ，Ｉ．］Ｔｒａｉｔéｄｅ

ｌａ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ｔｄｕｃｒéｄｉｔ．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１７７１）。——第１７２页。

《评大不列颠的商业政策，主要是评它同

谷物贸易的关系》１８１５年伦敦版（Ｒｅ

ｍａｒｋ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ｏｆ

ＧｒｅａｔＢｒｉｔａｉ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ｌｙａｓｉｔｒｅｌａｔｅｓｔｏ

ｔｈｅｃｏｒｎｔｒａｄ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１５）。——第

６０９页。

《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特别

是有关价值、供求的争论》１８２１年伦敦版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ｖｅｒｂａｌ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ｉ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ｔｏｄｅｍａｎｄａｎｄｓｕｐｐｌｙ．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２１）。——第１００、２３１、５８６、６５７

页。

普莱斯，理 《评继承支付、孀老赡养金方

案、人寿保险金计算法以及国债》，威

摩尔根发行，１８０３年伦敦第６版第２卷

（Ｐｒｉｃｅ，Ｒ．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ｒｅ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ｒｙ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ｓｆｏｒ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ａｎｎｕｉｔｉｅｓｆｏｒｗｉｄｏｗｓ，ａｎｄｆｏｒｐｅｒｓｏｎｓｉｎ

ｏｌｄａｇｅ；ｏｎ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ｓｏｎｌｉｖｅｓ；ａｎｄｏｎ

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ｂｔ．Ｓｉｘ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ＢｙＷ．

Ｍｏｒｇａｎ． Ｖｏｌ． Ⅱ．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０３）。——第７３９、７９４—７９５页。

蒲鲁东，比 约 《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

困的哲学》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１卷（Ｐｒｏｕｄ

ｈｏｎ，Ｐ．Ｊ．Ｓｙｓｔèｍｅｄｅｓ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ｓ，ｏｕ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ｌａ

ｍｉｓèｒｅ．ＴｏｍｅⅠ．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６）。——第

５６３页。

Ｑ

琼斯，理《论财富的分配和税收的源泉》，

第１部分： 《地租》，１８３１年伦敦版

（Ｊｏｎｅｓ，Ｒ．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ｔⅠ．—Ｒｅｎｔ．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３１）。——第３６５页。

琼斯，理 《１８３３年２月２７日在伦敦皇家学

院讲述的政治经济学绪论。附工资讲座

大纲》１８３３年伦敦版（Ｊｏｎｅｓ，Ｒ．ＡｎＩｎ

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ｌｅｃｔｕｒｅ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

ｍｙ，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ａｔＫｉｎｇ’ｓＣｏｌｌｅｇｅ，Ｌｏｎ

ｄｏｎ，２７ｔｈ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１８３３．Ｔｏｗｈｉｃｈｉｓ

ａｄｄｅｄａｓｙｌｌａｂｕｓｏｆａ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ｗａｇｅｓ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３３）。——第６９３页。

琼斯，理 《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５２年

哈特福版（Ｊｏｎｅｓ，Ｒ．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ｏｆｌｅｃ

ｔｕｒｅｓｏｎ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ｎａ

ｔｉｏｎｓ．Ｈｅｒｔｆｏｒｄ，１８５２）。——第３４２、３５６、

３７１、６２４、６４４、６５６页。

《圈围荒地的后果和当前肉价高昂的原因

的政治上的分析》１７８５年伦敦版（Ａ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ｏｆ

ｅｎｃｌｏｓｉｎｇ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ｓｏｆ

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ｈｉｇｈｐｒｉｃｅｏｆｂｕｔｃｈｅｒｓｍｅａｔ．

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８５）。——第７９３页。

９３９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Ｒ

若弗卢瓦 圣伊雷尔，埃《对自然哲学的、

综合的、历史的和生理的认识》１８３８年

巴黎版（ＧｅｏｆｆｒｏｙＳａｉｎｔ－Ｈｉｌａｉｒｅ，Ｅ．Ｎｏ

ｔｉｏｎｓｓｙｎｔｈéｔｉｑｕｅ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ｓｅｔｐｈｙｓｉ

ｏｌｏｇｉｑｕｅｓ ｄ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ｎａｔｕｒｅｌｌｅ．

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８）。——第８１４页。

Ｓ

萨德勒，迈 托 《爱尔兰，它的灾难及其

补救办法》１８２９年伦敦第２版（Ｓａｄｌｅｒ，

Ｍ．Ｔｈ．Ｉｒｅｌａｎｄ；ｉｔｓｅｖｉｌ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ｒｅｍｅ

ｄｉｅ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２９）。——第７７１页。

萨德勒，迈 托 《人口的规律》１８３０年伦

敦版第１—２卷（Ｓａｄｌｅｒ，Ｍ．Ｔｈ．ＴｈｅＬａｗ

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ｕｍｅｓⅠ—Ⅱ．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３０）。——第７７１页。

《萨默斯、哈里法克斯、牛津、秘书维农等

人给施鲁兹贝里公爵的原信中所描绘的

国王威廉、桑德兰、萨默斯等人的性格和

行为》（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ｏｆ

Ｋｉｎｇ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ｕｎ－ｄｅｒｌａｎｄ，Ｓｏｍｅｒｓ

ｅｔｃ．ａ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ｉ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ｔｏ

ｔｈｅｄｕｋｅｏｆＳｈｒｅｗｓｂｕｒｙ，ｆｒｏｍＳｏｍｅｒｓ，

Ｈａｌｉｆａｘ，Ｏｘｆｏｒｄ，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Ｖｅｒｎｏｎ

ｅｔｃ．）。——第７９１页。

萨默斯，罗 《苏格兰高地来信，或１８４７年

的饥荒》１８４８年伦敦版（Ｓｏｍｅｒｓ，Ｒ．Ｌｅｔ

ｔｅｒ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ｓ；ｏｒ，ｔｈｅＦａｍｉｎｅ

ｏｆ１８４７．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８）。—— 第８００、

８０１页。

萨伊，让 巴 《关于政治经济学各方面的

问题，特别是商业普遍萧条的原因给马

尔萨斯先生的信》１８２０年巴黎版（Ｓａｇ，

Ｊ．Ｂ．ＬｅｔｔｒｅｓàＭ．Ｍａｌｔｈｕｓ，ｓｕｒｄｉｆｆéｒｅｎｓ

ｓｕｊｅｔｓ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ｎｏｔａｍｍｅｎｔ

ｓｕｒｌｅｓｃａｕｓｅｓｄｅｌａ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ｏｎｇéｎéｒａｌｅ

ｄｕ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０）。——第

６６６—６６７页。

萨伊，让 巴 《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１７年巴

黎 第３版 第１—２卷 （Ｓａｙ，Ｊ．Ｂ．

Ｔｒａｉｔéｄ’ 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Ｔｒｏｉ－

ｓｉèｍｅé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ｍｅｓⅠｅｔⅡ．Ｐａｒｉｓ，

１８１７）。——第１７５、１８６、２３２页。

萨伊，让 巴 《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２６年巴

黎第５版第１卷（Ｓａｙ，Ｊ．Ｂ．Ｔｒａｉｔéｄ’

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Ｃｉｎｑｕｉèｍｅé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ｍｅ Ⅰ．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６）。—— 第６５３

页。    

塞克斯都 恩披里柯《反对数学家》（Ｓｅｘ

ｔｕｓＥｍｐｉｒｉｃｕｓ．Ａｄｖｅｒｓｕｓ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

ｃｏｓ）。——第４０４页。

桑顿，威 托 《人口过剩及其补救办法》

１８４６年伦敦版（Ｔｈｏｒｎｔｏｎ，Ｗ．Ｔｈ．Ｏｖｅ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ｍｅｄｙ．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４６）。——第１９４、２９９页。

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Ｘｅｎｏｐｈｏｎ．Ｃｙ

ｒｏｐａｅｄｉａ）。——第４０５页。

沙乌，华 弗 《土地、植物和人》，采惹译

自 丹麦 文，１８５４年莱 比 锡 第２版

（Ｓｃｈｏｕｗ，Ｊ．Ｆ．ＤｉｅＥｒｄｅ，ｄｉｅＰｆｌａｎ－

ｚｅｎｕｎｄｄｅｒＭｅｎｓｃｈ．ＡｕｓｄｅｍＤａｎｉｓ

ｃｈｅｎ ｖｏｎ Ｚｅｉｓｅ．Ｚｗｅｉｔｅ Ａｕｆｌａｇｅ．

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５４）。——第５６３页。

舍尔比利埃，安 《富或贫。社会财富当前

分配的因果》１８４１年巴黎版（Ｃｈｅｒｂｕ

ｌｉｅｚ，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ｏｕｐａｕｖｒｅｔé．Ｅｘ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ｄｅｓｃａｕｓｅｓｅｔｄｅｓｅｆｆｅｔｓ

０４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ｄｅｌ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ｃｔｕｅｌｌｅｄｅｓ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ｅ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１）。——第２０６、２１０、

６４０页。

施托尔希，亨 《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论决

定人民幸福的原理》１８１５年圣彼得堡版

第１—３卷（Ｓｔｏｒｃｈ，Ｈ．Ｃｏｕｒｓｄ’éｃｏ－

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ｏｕ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ｑｕｉｄéｔｅｒｍｉｎｅｎｔｌａｐｒｏｓｐéｒｉｔé

ｄ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ｍｅｓⅠ—Ⅲ．Ｓｔ．－

Ｐéｔｅｒｓｂｏｕｒｇ，１８１５）。——第１９７、２０６、

３９９、６４８、７１０页。

施托尔希，亨 《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论决

定人民幸福的原理。附让 巴 萨伊的注

释和评述》１８２３年巴黎版第１卷（Ｓｔｏｒｃｈ，

Ｈ．Ｃｏｕｒｓ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ｏｕ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 ｑｕｉ

ｄéｔｅｒｍｉｎｅｎｔｌａｐｒｏｓｐéｒｉｔéｄ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ｖｅｃｄｅｓｎｏｔｅｓ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ｉｖｅｓｅｔｃｒｉ

ｔｉｑｕｅｓｐａｒＪ．Ｂ．Ｓａｙ．ＴｏｍｅⅠ．Ｐａｒｉｓ，

１８２３）。——第３８９、３９８页。

舒耳茨，威 《生产运动。为国家和社会奠

定新的科学基础的历史和统计方面的

论文》１８４３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

（Ｓｃｈｕｌｚ，Ｗ．ＤｉｅＢｅｗｅｇｕｎｇｄｅｒ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Ｅｉｎ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ｓｃｈｅ

Ａｂ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ｚｕｒＧｒｕｎｄ－ｌｅｇｕｎｇｅｉｎｅｒ

ｎｅｕｅｎ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ｅｓＳｔａａｔｓｕｎｄｄｅｒ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ＺüｒｉｃｈｕｎｄＷｉｎｔｅｒｔｈｕｒ，

１８４３）。——第４０９页。

斯宾诺莎，巴 《某些学者致巴 斯宾诺莎

的信和他对他的其他著作的许多解释》

（ＳｐｉｎｏｚａＢ．Ｅｐｉｓｔｏｌａｅｄｏｃｔｏｒｕｍｑｕｏｒｕｎ

ｄａｍｖｉｒｏｒｕｍａｄＢ．ｄｅＳｐｉｎｏｚａｅｔａｕｃ

ｔｏｒｉ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ｏｎｅｓ；ａｄａｌｉｏｒｕｍｅｊｕｓｏｐｅ

ｒｕｍ ｅｌｕｃｉｄａｔｉｏｎｅｍ ｎｏｎ ｐａｒｕｍ

ｆａｃｉｅｎｔｅｓ）。——第６５４页。

斯宾诺莎，巴《伦理学）（Ｓｐｉｎｏｚａ，Ｂ．Ｅｔｈｉ

ｃａ）。——第３４１页。

斯卡尔培克，弗 《社会财富的理论。并附

政治经济学参考书目）１８３９年巴黎第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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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ｗｏｖｏｌｕｍ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３）。—— 第

２９９、６３９、７４１、８３４—８４２页。

威克菲尔德，爱 吉 （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Ｅ．Ｇ．）

为亚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

研究》所加的注释，载于亚 斯密《国民

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附《英国和

美国》的作者爱 吉 威克菲尔德的注

释，六卷集，１８３５年伦敦版第１卷

（Ｓｍｉｔｈ，Ａ．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ｂｙ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Ｉｎｓｉｘｖｏｌ

ｕｍｅｓ．Ｖｏｌ．Ⅰ．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５）。——

第５８７页。

威克菲尔德，爱 吉《略论殖民艺术》１８４９

年伦敦版（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Ｅ．Ｇ．ＡＶｉｅｗ

ｏｆｔｈｅａｒｔｏｆ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４９）。——第３６２页。

威兰德，弗 《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４３年波

士顿版（Ｗａｙｌａｎｄ，Ｆｒ．Ｔｈ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Ｂｏｓｔｏｎ，１８４３）。——

第１８６、２３４页。

［威斯特，爱 ］《论资本用于土地》，牛津

大学的大学学院一特待校友著，１８１５年

伦敦版（［Ｗｅｓｔ，Ｅ．］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ｏｌａｎｄ．Ｂｙａｆｅｌｌｏｗｏｆ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Ｏｘｆｏｒｄ．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１５）。——第５９５页。

威斯特，爱 《谷物价格和工资，并论斯密

博士、李嘉图先生和马尔萨斯先生对这

些问题的学说》１８２６年伦敦版（Ｗｅｓｔ，

Ｅ．Ｐｒｉｃｅｏｆｃｏｒｎａｎｄｗａｇｅｓｏｆｌａｂｏｕｒ，

ｗｉ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ｕｐｏｎＤｒ．Ｓｍｉｔｈ’ｓ，

Ｍｒ．Ｒｉｃａｒｄｏ’ｓ，ａｎｄＭｒ．Ｍａｌｔｈｕｓ’ｓ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ｕｐｏｎｔｈｏｓ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２６）。——第５９５、５９６页。

维里，彼 《政治经济学研究》，载于《意

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

１８０４年米兰版第１５卷（Ｖｅｒｒｉ，Ｐ．Ｍｅｄｉ

ｔａｚｉｏｎｉｓｕｌｌ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Ｉｎ：Ｓｃｒｉｔ

ｔｏｒｉｃｌａｓｓｉｃｉｉｔａｌｉａｎｉｄｉｅｃｏｎｏｍｉａ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Ｐａｒｔｅｍｏｄｅｒｎａ．ＴｏｍｏＸＶ．Ｍｉｌａｎｏ，

１８０４）。——第５６、１０８、１５４、３６６页。

维特，杨 德 《论荷兰共和国和弗里斯兰

西部最重要的政治原则和箴言》１６６２年

来顿版（Ｗｉｔｔ，Ｊ．ｄｅ．Ａａｎｗｙｓｉｎｇｄｅｒｈｅｉｌ

ｓａｍｅｐｏｌｉｔｉｋｅｇｒｏｎｄｅｎｅｎｍａｘｉｍｅｎｖａｎ

ｄ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ｋｅｖａｎＨｏｌｌａｎｄｅｎＷｅｓｔ－

Ｆｒｉｅｓｌａｎｄ．Ｌｅｙ－ｄｅｎ，１６６２）。——第８２５

页。

沃森，约 福 《在艺术协会上所作的报

告》，１８６０年４月１７日（Ｗａｔｓｏｎ，Ｊ．Ｆ．

Ｐａｐｅｒｒｅａｄ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ｒｔｓ，

１７Ａｐｒｉｌ１８６０）。载于《艺术协会杂志》

１８６０年伦敦版第８卷。——第４３０页。

乌尔卡尔特，戴 《家常话》１８５５年伦敦版

（Ｕｒｑｕｈａｒｔ，Ｄ．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ｗｏｒｄｓ．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５）。——第１１８、４０２、５５２、８１６、８１７

页。

Ｘ

［西利，罗 本 ］《国家的危险。向立法

４４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机关、僧侣和上层阶级及中等阶级的呼

吁》１８４３年伦敦版（［Ｓｅｅｌｅｙ，Ｒ．Ｂ．］

ＴｈｅＰｅｒｉｌ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ｐｐｅａｌｔｏ

ｔｈｅ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ｃｌｅｒ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ｈｉｇｈ

ｅｒ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ｅｓ．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４３）。——第７９６页。

希罗（亚历山大里亚的）《有关风力和水力

技术的书，弗里德里希 孔曼迪诺 冯

乌尔宾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并附萨洛

蒙 德 科以及其他知名的和有经验的

设计师的各种磨机、水力机械和山洞工

程设计》１６８８年法兰克福版（Ｈｅｒｏ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ｎｕｓ．ＢｕｃｈｖｏｎＬｕｆｆｔ－ｕｎｄ

Ｗａｓｓｅｒ－Ｋüｎｓｔｅｎ，ｗｅｌｃｈｅｖｏｎＦｒｉ－ｄｅ

ｒｉｃｈＣｏｍｍａｎｄｉｎｏｖｏｎＵｒｂｉｎａｕｓｄｅｍ

ＧｒｉｅｇｉｓｃｈｅｎｉｎｄａｓＬａｔｅｉｎｉｓｃｈｅüｂｅｒｓｅｔｚｔ

…ＵｎｄｍｉｔｅｉｎｅｍＡｎｈａｎｇｖｏｎａｌｌｅｒｈａｎｄ

Ｍüｈｌ，ＷａｓｓｅｒｕｎｄＧｒｏｔｔｅｎＷｅｒｃｋｅｎ

ａｕｓＳａｌｏｍｏｎｄｅＣａｕａ…ｓｕｃｈａｎｄｅｒｅｎ

ｂｅｒüｈｍｔ ｕｎｄ ｅｒｆａｈｎｅｎ Ａｕｔｏｒｉｂｕｓ

ｚｕｓａｍｍｅｎ ｇｅｔｒａｇｅｎ …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１６８８）。——第４１４页。

西尼耳，纳 威 《关于爱尔兰的日志、谈

话和短评》，两卷集，１８６８年伦敦版第２

卷（Ｓｅｎｉｏｒ，Ｎ．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ｏｎｖｅｒｓａ

－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ｓｓａｙｓ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ｏＩｒｅ－

ｌａｎｄ．ｌｎｔｗｏｖｏｌｕｍｅｓ．Ｖｏｌ．Ⅱ．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６８）。——第７８０、８００页。

西尼耳，纳威《政治经济学科学大纲》１８３６

年伦敦版（ｓｅｎｉｏｒ，Ｎ．Ｗ．ＡｎＯｕｔｌｉｎｅｏｆ

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３６）。——第２５６页。

西尼耳，纳 威 《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

的影响的书信。附莱 霍纳给西尼耳先

生的信以及艾 艾释华特先生、汤普逊

先生和西尼耳先生之间的谈话记录》

１８３７年伦敦版（Ｓｅｎｉｏｒ，Ｎ．Ｗ．Ｌｅｔｔｅｒｓ

ｏｎ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ｙＡｃｔ，ａｓｉｔａｆｆｅｃｔｓｔｈｅｃｏｔ

ｔｏｎ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Ｔｏ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ａｐｐｅｎｄ

ｅｄ，ａＬｅｔｔｅｒｔｏＭｒ．ＳｅｎｉｏｒｆｒｏｍＬ．

Ｈｏｒｎｅｒ，ａｎｄＭｉｎｕｔｅｓｏｆａ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ｒ．Ｅ．Ａｓｈｗｏｒｔｈ，Ｍｒ．Ｔｈｏｍ

ｓｏｎ ａｎｄ Ｍｒ．Ｓｅｎｉｏｒ．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３７）。——第２５２、２５５、４４５页。

西尼耳，纳 威 《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

让 阿里瓦本伯爵选自纳 威 西尼耳先

生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讲义，１８３６年巴黎

版（Ｓｅｎｉｏｒ，Ｎ．Ｗ．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ｆｏｎｄａｍｅｎ

ｔａｕｘｄｅＩ’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ｔｉｒéｓｄｅ

ｌｅ汅ｏｎｓéｄｉｔｅｓｅｔｉｎéｄｉｔｅｓｄｅＭｒ．Ｎ．Ｗ．

Ｓｅｎｉｏｒｐａｒｌｅｃ－ｔｅＪｅａｎＡｒｒｉｖａｂｅｎｅ．

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６）。——第６５４页。

西尼耳，纳 威《关于工资率的三篇演讲，

并附关于现行的不合理现象的原因和

纠正办法的导言》１８３０年伦敦版（Ｓｅ

ｎｉｏｒ，Ｎ．Ｗ．Ｔｈｒｅｅ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ｔｈｅｒａｔｅ

ｏｆｗａｇｅｓ．Ｗｉｔｈａｐｒｅｆａｃｅｏｎ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ｒｅｍｅｄ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ｉｓｔｕｒ

ｂａｎｃ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０）。——第５９６、６００

页。

西斯蒙第，让 沙 列 西蒙 德《论商业财

富，或商业立法中运用的政治经济学原

理》１８０３年日内瓦版第１卷（Ｓｉｓｍｏｎｄｉ，

Ｊ．Ｃ．Ｌ．Ｓｉｍｏｎｄｅｄｅ．Ｄｅｌ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ｃｏｍ

ｍｅｒｃｉａｌｅｏｕ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ｄ’ 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ａｐｐｌｉ－ｑｕéｓàｌａｌé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ｄｕ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Ｔｏｍｅ Ⅰ． Ｇｅｎèｖｅ，

１８０３）。——第５８７页。

５４９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西斯蒙第，让 沙 列 西蒙 德《政治经济

学概论》１８３７年布鲁塞尔版第１卷（Ｓｉｓ

ｍｏｎｄｉ，Ｊ．Ｃ．Ｌ．Ｓｉｍｏｎｄｅｄｅ．毦Ｅｔｕｄｅｓ

ｓｕｒｌ’ 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ＴｏｍｅⅠ．

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３７）。—— 第 ３５０、６５３

页。    

西斯蒙第，让 沙 列 西蒙 德《政治经济

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

１８１９年巴黎版第１卷（Ｓｉｓｍｏｎｄｉ，Ｊ．Ｃ．

Ｌ．Ｓｉｍｏｎｄｅｄｅ．Ｎｏｕｖｅａｕｘ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

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ｏｕＤｅｌ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

ｄａｎｓｓｅｓｒａｐｐｏｒｔｓａｖｅｃｌ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ｍｅⅠ．Ｐａｒｉｓ，１８１９）。—— 第１７７、

１９７、６２２、６３７、６３８、６４２、６４３、７１０页。

西斯蒙第，让 沙 列 西蒙 德《政治经济

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

１８２７年巴黎第２版第１—２卷（Ｓｉｓｍｏｎｄｉ，

Ｊ．Ｃ．Ｌ．Ｓｉｍｏｎｄｅｄｅ．Ｎｏｕｖｅａｕｘ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

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ｏｕＤｅｌ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

ｄａｎｓｓｅｓｒａｐｐｏｒｔｓａｖｅｃｌ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ｏｎｄｅé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ｍｅｓⅠ—Ⅱ．Ｐａｒｉｓ，

１８２７）。——第６３３，８３１页。

《限制羊毛出口的理由》１６７７年伦敦版

（Ｒｅａｓｏｎｓｆｏｒａｌｉｍｉｔｅｄｅｘ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ｏｆ

ｗｏｏｌｌ．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７７）。——第６２７页。

肖莱马，卡 《有机化学的产生及其发展》

１８７９年伦敦版（Ｓｃｈｏｒｌｅｍｍｅｒ，Ｃ．Ｔｈｅ

Ｒｉｓｅ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ｈｅｍ

ｉｓｔｒ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７９）。——第３４３页。

《刑法典，或犯罪和惩罚的法典》１８１０年科

伦版（Ｃｏｄｅｐéｎａｌ，ｏｕｃｏｄｅｄｅｄéｌｉｔｓｅｔｄｅｓ

ｐｅｉｎｅｓ．Ｃｏｌｏｇｎｅ１８１０）。——第８１０页。

休谟，大 《若干问题论丛》，两卷集，１７６４

年伦敦新版（Ｈｕｍｅ，Ｄ．Ｅｓｓａｙｓａｎｄｔｒｅａ

ｔｉｓｅｓｏｎｓｅｖｅｒ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Ｉｎｔｗｏｖｏｌ

ｕｍｅｓ．Ａ ｎｅｗ 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

１７６４）。——第１４３页。

修昔的底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Ｔｈｕｃｙ

－ｄｉｄｅｓ．ＤｅｂｅｌｌｏＰｅｌｏｐｏｎｎｅｓｉａｃｏｌｉｂｒｉ

ｏｃｔｏ）。——第４０４、４０５页。

Ｙ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共八册），载于伊

贝克尔编《亚里士多德全集》１８３７年牛

津版第１０卷（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Ｄｅｒｅｐｕｂ－ｌｉ

ｃａｌｉｂｒｉⅧ．Ｉｎ：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ｉｓｏｐｅｒａｅｘｒｅ

ｃｅｎｓｉｏｎｅⅠ．Ｂｅｋｋｅｒｉ．ＴｏｍｕｓⅩ．Ｏｘｏｎｉ

ｉ，１８３７）。——第１０３、１７４、１８７页。

亚里士多德《尼科马赫伦理学》，载于伊

贝克尔编《亚里士多德全集》１８３７年牛

津版第９卷（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ＥｔｈｉｃａＮｉｃｏ

ｍａｃｈｅａ．Ｉｎ：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ｉｓｏｐｅｒａｅｘｒｅｃｅｎ

ｓｉｏｎｅⅠ．Ｂｅｋｋｅｒｉ．ＴｏｍｕｓⅨ．Ｏｘｏｎｉｉ，

１８３７）。——第７４页。

杨格，阿 《政治算术。兼评大不列颠目前

状况》１７７４年伦敦版（Ｙｏｕｎｇ，Ａ．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ａｔｅｏｆＧｒｅａｔＢｒｉｔａｉｎ．

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７４）。——第１４２、２５７页。

杨格，阿 《爱尔兰游记。该王国目前状况

概述》１７８０年伦敦版（Ｙｏｕｎｇ，Ａ．ＡＴｏｕｒ

ｉｎＩｒｅｌａｎｄ；ｗｉ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ｎ

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ａｔＫｉｎｇｄｏｍ．Ｌｏｎ

ｄｏｎ，１７８０）。——第７４６页。

《一篇比较竞争和合作的利弊的得奖论

文》１８３４年伦敦版（ＡＰｒｉｚｅｅｓｓａｙｏｎ

６４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ｍｅｒｉｔｓｏｆｃｏｍｐｅ－

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３４）。——第３５５、４７２页。

《医学百科全书；或对医术各部门有系统

而完整的总的论述。第７部分。古典作家》

１８４１年巴黎版（Ｅｎｃｙｃｌｏｐéｄｉｅｄ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ｍéｄｉｃａｌｅｓ；ｏｕｔｒａｉｔéｇéｎéｒａｌ，ｍéｔｈｏｄｉｑｕｅ

ｅｔｃｏｍｐｌｅｔｄｅｓｄｉｖｅｒｓｅｓ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ｄｅＩ’ａｒｔ

ｄｅｇｕéｒｉｒ．７ｅｄｉｖ．Ａｕｔｅｕｒｓｃｌａｓｓｉｑｕｅｓ．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１）。——第４０２页。

伊登，弗 摩 《贫民的状况，或英国劳动

者阶级从征服时期到现在的历史》，三

卷集，１７９７年伦敦版（Ｅｄｅｎ，Ｆ．Ｍ．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Ｐｏｏｒ：ｏｒ，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

ｌａｂｏｕｒ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ｅｓｉ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ｆｒｏｍｔｈｅ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Ｉｎｔｈｒｅｅ

ｖｏｌ－ｕｍ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９７）。——第２７２、

６５９—６６０、６７５—６７６、７３９、７９０、７９３、

８２６页。

伊索克拉特斯《布西里士》 （Ｉｓｏｃｒａｔｉｓ．

Ｂｕｓｉｒｉｓ）。——第４０６页。

［伊文思，恩 赫 ］《我们的旧贵族》，一个

位高任重者著，１８７９年伦敦第２版（［Ｅ

ｖａｎｓ，Ｎ．Ｈ．］Ｏｕｒｏｌｄｎｏｂｉｔｉｔｙ．Ｒｙｎｏ

ｂｌｅｓｓｅｏｂｌｉｇｅ．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７９）。——第７９２页。

尤尔，安 《工厂哲学：或论大不列颠工厂

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的经济》１８３５

年伦敦版（Ｕｒｅ，Ａ．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ｏｒ，ａｎ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ｍｏｒ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ｅ

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５）。—— 第２５５、

３８８、４０６、４０７、４１７、４４３、４５９—４６１、

４６５、４７３、４７４、４７８、４７９、６０６、６１１、

６１５页。

尤尔，安 《工厂哲学，或工业经济》，在

作者的参与下译出，１８３６年巴黎版第２

卷（Ｕｒｅ，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ｍａｎｕｆａｃ

－ ｔｕｒｅｓ，ｏｕ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ｌｌｅ．

ＴｒａｄｕｉｔｓｏｕｓｌｅｓｙｅｕｘｄｅＩ’ａｕｔｅｕｒ．

ＴｏｍｅⅡ．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６）。—— 第３３２

页。    

Ｚ

詹诺韦西，安 《市民经济学讲义》，载于

《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

分，１８０３年米兰版第７—９卷（Ｇｅｎｏｖｅｓｉ，

Ａ．Ｌｅｚｉｏｎｉｄｉｅｃｏｎｏｍｉａｃｉｖｉｌｅ．Ｉｎ：Ｓｃｒｉｔ

ｔｏｒｉｃｌａｓｓｉｃｉｉｔａｌｉａｎｉｄｉｅｃｏｎｏｍｉ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

Ｐａｒｔｅｍｏｄｅｒｎａ．ＴｏｍｉⅦ—Ⅸ．Ｍｉｌａｎｏ，

１８０３）。——第１７５页。

张伯伦，约瑟夫《１８７５年１月１４日在北明翰

卫生会议上的开幕词》，载于１８７５年１月

１５日《曼彻斯特卫报》（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ｉｎ，

Ｊｏｓｅｐｈ．Ｅｒｏｆｆｎｕｎｇｓｒｅｄｅｄｅｒｓａｎｉｔａｒｅｎ

Ｋｏｎｆｅｒｅｎｚ，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１４．Ｊａｎ

ｕａｒ１８７５．Ｉｎ：Ｔｈｅ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ｖｏｍ１５．Ｊａｕｎａｒ１８７５）。——第７０４页。

《政治经济学论文集。论当前国家贫困的

主要原因》１８３０年伦敦版（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０）。——第

５７８页。

《最近济贫税增加的理由，或劳动价格和

粮食价格的比较研究》１７７７年伦敦版

（Ｒｅａｓ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ｌａｔ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ｔｈｅ

ｐｏｏｒ－ｒａｔｅｓ：ｏｒ，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ｖｉｅｗｏｆ

ｔｈｅｐｒｉｃｅｏｆｌａｂｏｕｒ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Ｌｏｎ

ｄｏｎ，１７７７）。——第６２７、７３８页。

７４９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议会报告和其他官方文件

Ａ

《埃森、费尔登和克特维格商会的１８６２年

年度报告》１８６３年埃森版（Ｊａｈｒｅｓ－

ｂｅｒｉｃｈｔｄｅｒＨａｎｄｅｌｓｋａｍｍｅｒｆüｒＥｓｅｅｎ，

ＷｅｒｄｅｎｕｎｄＫｅｔｔｗｉｇｐｒｏ１８６２．Ｅｓｓｅｎ，

１８６３）。——第４２８页。

《爱尔兰农业统计。１８６０年每郡每省种植

某些农作物的亩数和牲畜头数概况》

１８６０年都柏林版（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ｔａ－ｔｉｓ

ｔｉｃｓ，Ｉｒｅｌａ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ａｃｒｅａｇｅ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ｅｖｅｒａｌｃｒｏｐｓ，ａｎｄ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ｉｎｅａｃｈｃｏｕｎｔｙ

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８６０．Ｄｕｂｌｉｎ，

１８６０）。——第７６８页。    

《爱尔兰农业统计。１８６６年平均产量估计

表》１８６７年都柏林版（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ｔａｔｉｓ

ｔｉｃｓ．Ｉｒｅｌａｎｄ．Ｔａｂｌｅｓ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ｅｓｔｉ

ｍａｔｅ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ｏｆｔｈｅｃｒｏｐｓｆｏｒ

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８６６．Ｄｕｂ－ｌｉｎ，１８６７）。——第

７６８页。

Ｄ

《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中国人民、

宗教、制度和社会关系的著述》，卡尔 阿

伯尔博士和弗 阿 梅克伦堡译自１８５２—

１８５７年圣彼得堡的俄文版，１８５８年柏林

版第１卷（Ａｒｂｅｉｔｅｎｄｅｒｋａｉ－ｓｅｒｌｉｃｈｒｕｓ

ｓｉｓｃｈｅｎＧｅｓａｎｄｔｓｃｈａｆｔｚｕＰｅｋｉｎｇ üｂｅｒ

Ｃｈｉｎａ，ｓｅｉｎＶｏｌｋ，ｓｅｉｎｅ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ｅｉｎ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ｅｎ，ｓｏｃｉａｌｅｎＶｅｒｈａｌｔｎｉｓｓｅ．Ａｕｓ

ｄｅｍＲｕｓｓｉｓｃｈｅｎｎａｃｈｄｅｍｉｎＳｔ．Ｐｅｔｅｒｓ

ｂｕｒｇ１８５２—１８５７ｖｅｒｏ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ｔｅｎＯ

ｒｉｇｉｎａｌｖｏｎＤｒ．ＣａｒｌＡｂｅｌｕｎｄＦ．Ａ．

Ｍｅｃｋｌｅｎｂｕｒｇ．Ｅｒｓｔｅｒ Ｂａｎｄ，Ｂｅｒｌｉｎ，

１８５８）。——第１４７页。

《东印度（金银条块）。答可尊敬的下院

１８６４年２月８日的质问》（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Ｂｕｌ

ｌｉｏｎ）．Ｒｅｔｕｒｎｔｏａｎａｄｄ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Ｈｏｎ

ｏｕｒａｂｌｅ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ｄａｔｅｄ８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１８６４）。——第１５４页。

Ｆ

《法律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关于流放和徒

刑的报告（维多利亚１６和１７年通过的第

９９章，２０和２１年通过的第３章）。第１卷报

告和附件。第２卷证词》１８６３年伦敦版

（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ａｐｐｏｉｎｔ

ｅｄｔｏｉｎｑｕｉｒｅｉｎｔｏ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ａｃｔｓ（１６＆１７Ｖｉｃｔ．ｃ．９９．ａｎｄ２０＆２１

Ｖｉｃｔ．ｃ．３）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ｏ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ｅｎａｌｓｅｒｖｉｔｕｄｅ．Ｖｏｌ．Ⅰ．Ｒｅｐｏｒｔａｎｄａｐ

ｐｅｎｄｉｘ．Ｖｏｌ．Ⅱ．Ｍｉｎｕｔｅｓ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３）。——第７４４页。

《菲尔德的圣马丁的医官的报告。１８６５年》

（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ｅｒ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ｏｆＳｔ．

Ｍａｒｔｉｎ’ｓ－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ｓ．１８６５）。——

第７２３页。

《〈佛来米人，前进！〉协会告一切拥护真诚

实现１８３０年国民大会通过的比利时宪

法的人的呼吁书》１８６０年布鲁塞尔版

８４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ｄｅｒｍａａｔｓｃｈａｐｐｉｊＤｅＶｌａｍｉｎ

ｇｅｎＶｏｏｒｕｉｔ！Ｇｅｒｉｇｔｔｏｔａｌｌｅｄｅｖｏｏｒ

ｓｔａｎｄｅｒｓｖａｎｄｅｅｅｒ－ｌｉｊｋｅｅｎｒｅｇｔｚｉｎ

ｎｉｇｅ ｕｉｔｖｏｅｒｉｎｇ ｄｅｒ Ｂｅｌｇｉｓｃｈｅ

Ｇｒｏｎｄｗｅｔ，ｇｅｓｔｅｍｄｄｏｏｒｈｅ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ｖａｎ１８３０．Ｂｒｕｓｓｅｌ，１８６０）。——

第７３７页。

Ｇ

《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１８５６年４月１５日的

质问》（Ｆａｃｔｏｒｉｅｓ．Ｒｅｔｕｒｎｔｏａｎａｄｄｒｅｓｓｏｆ

ｔｈｅＨｏｎｏｕｒａｂｌｅ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

ｄａｔｅｄ１５Ａｐｒｉｌ１８５６）。——第４７５页。

《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１８６１年４月２４日的

质问》（Ｆａｃｔｏｒｉｅｓ．Ｒｅｔｕｒｎｔｏａｎａｄｄｒｅｓｓｏｆ

ｔｈｅＨｏｎｏｕｒａｂｌｅ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

ｄａｔｅｄ２４Ａｐｒｉｌ１８６１）。——第４７５页。

《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１８６７年１２月５日的

质问》（Ｆａｃｔｏｒｉｅｓ．Ｒｅｔｕｒｎｔｏａｎａｄｄｒｅｓｓｏｆ

ｔｈｅＨｏｎｏｕｒａｂｌｅ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

ｄａｔｅｄ５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１８６７）。——第４７５

页。

《工厂调查委员会。皇家委员会中央评议

会的第１号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１８３３

年６月２８日刊印（Ｆａｃｔｏｒｉｅｓｉｎｑｕｉｒｙｃｏ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ｉｒｓｔ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ｏａｒｄ

ｏｆＨｉｓＭａｊｅｓｔｙ’ｓ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Ｏｒ

ｄｅ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ｔｏｂｅ

ｐｒｉｎｔｅｄ，２８Ｊｕｎｅ１８３３）。——第３０９页。

《工厂法》，根据下院决定于１８５９年８月９日

刊印（Ｆａｃｔｏｒｉｅ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ｓ．Ｏｒｄｅｒｅｄ，

ｂｙ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ｔｏｂｅｐｒｉｎｔ

ｅｄ，９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５９）。——第２６９、３２７页。

《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

报告》（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ｐｅｃｔｏｒｓｏｆｆａｃ

ｔｏｒｉｅｓｔｏＨｅｒＭａｊｅｓｔｙ’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ｅｃｒｅ

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ｏｍ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第２５５、２６９、４３４、５３７

页。

 —《截至１８４１年１２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

１８４２年 ［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

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３ｌｓｔ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８４１．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２）。——第３０８页。

 —《截至１８４４年９月３０日为止的三个月

和１８４４年１０月１日—１８４５年４月３０日》

１８４５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ｅｎｄｉｎｇ

３０ｔｈ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８４４；ａｎｄｆｒｏｍｌｓｔ

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８４４，ｔｏ３０ｔｈＡｐｒｉｌ，１８４５．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５）。——第３１２、３１４、３２５、

４５１、４５４页。

 —《截至１８４６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

１８４７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ｅｎｄ

ｉｎｇ ３ｌ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８４６．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４７）。——第３２５页。

 —《截至１８４８年４月３０日为止的半年》

１８４８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ｅｎｄ

ｉｎｇ ３０ｔｈ Ａｐｒｉｌ １８４８．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４８）。——第３１７、５９９页。

 —《截至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

１８４９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ｅｎｄ

ｉｎｇ ３ｌ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８４８．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４９）。——第２５６、３１２、３１５—３２３、

３３１、３３４、５７５、６００页。

 —《截 至１８４９年４月３０日 为

止 的 半 年》１８４９年 伦 敦 版

（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ａｌｆ ｙｅａｒ

ｅｎｄｉｎｇ３０ｔｈＡｐｒｉｌ１８４９．

９４９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９）。——第３２０—３２３、３４５

页。

 —《截至１８４９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

１８５０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ｅｎｄ

ｉｎｇ ３１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８４９．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０）。——第３１１、３２２页。

 —《截至１８５０年４月３０日为止的半年》

１８５０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ｅｎｄ

ｉｎｇ ３０ｔｈ Ａｐｒｉｌ １８５０．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０）。——第３２４、３３４页。

 —《截至１８５０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

１８５１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ｅｎｄ

ｉｎｇ ３ｌ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８５０．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１）。——第３１９页。

 —《截至１８５２年４月３０日为止的半年》

１８５２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ｅｎｄ

ｉｎｇ ３０ｔｈ Ａｐｒｉｌ １８５２．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２）。——第３２４页。

 —《截至１８５３年４月３０日为止的半年》

１８５３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ｅｎｄ

ｉｎｇ ３０ｔｈ Ａｐｒｉｌ １８５３．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３）。——第３２７页。

 —《截至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

１８５４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ｅｎｄ

ｉｎｇ ３１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８５３．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４）。——第１９８、２９８页。

 —《截至１８５５年４月３０日为止的半年》

１８５５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ｅｎｄ

ｉｎｇ ３０ｔｈ Ａｐｒｉｌ １８５５．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５）。——第２５５页。

 —《截至１８５５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

１８５６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ｅｎｄ

ｉｎｇ ３ｌ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８５５．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６）。——第２９８、３０６、４４０、４６８、５７４

页。

 —《截至１８５６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

１８５７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ｅｎｄ

ｉｎｇ ３１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８５６．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７）。——第２６９—２７０、４１７、４４０、

４５５、４７３、４９１、４９３页。

 —《截至１８５７年４月３０日为止的半年》

１８５７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ｅｎｄ

ｉｎｇ ３０ｔｈ Ａｐｒｉｌ １８５７．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７）。——第４４０页。

 —《截至１８５７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

１８５７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ｅｎｄ

ｉｎｇ ３ｌ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８５７．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７）。——第３２７、４３９、４４１页。

 —《截至１８５８年４月３０日为止的半年》

１８５８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ｅｎｄ

ｉｎｇ ３０ｔｈ Ａｐｒｉｌ １８５８．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８）。——第２６９—２７０、６０７、６１０页。

 —《截至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

１８５８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ｅｎｄ

ｉｎｇ ３ｌ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８５８．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８）。——第４３２、４３５、４４０、４５５、４７３

页。

 —《截至３１８５９年４月３０日为止的半年》

１８５９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ｅｎｄ

ｉｎｇ ３０ｔｈ Ａｐｒｉｌ １８５９．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９）。——第６０４页。

 —《截至１８５９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

１８６０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ｅｎｄ

ｉｎｇ ３１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８５９．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６０）。——第３１２、３３５页。

 — 《 截 至 １８６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为 止 的 半 年 》

１８６０ 年 伦 敦 版 （ ｆｏｒ

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ｅｎｄｉｎ

ｇ３０ｔｈＡ ｐｒｉｌ１８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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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０）。——第２７１、２９８、３０９、

３２７、４１４、４５５、５９９页。

 —《截至１８６０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

１８６０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ｅｎｄ

ｉｎｇ ３１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８６０．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６０）。——第２７１、６０４页。

 —《截至１８６１年４月３０日为止的半年》

１８６１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ｅｎｄ

ｉｎｇ ３０ｔｈ Ａｐｒｉｌ １８６１．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６１）。——第２７０页。

 —《截至１８６１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

１８６２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ｅｎｄ

ｉｎｇ ３ｌ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８６１．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６２）。—— 第３２５、３２６、３３３、４５７

页。    

 —《截至１８６２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

１８６３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ｅｎｄ

ｉｎｇ ３ｌ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８６２．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６３）。——第２７０、３２８—３２９、３３３、

４３８、４４５、４５４、４５６、４５９、４９１、４９９、

５２６页。

 —《截至１８６３年４月３０日为止的半年》

１８６３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ｅｎｄ

ｉｎｇ ３０ｔｈ Ａｐｒｉｌ １８６３．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６３）。——第３２９、３３５、４６６、５０３、５９９

页。

 —《截至１８６３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

１８６４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ｅｎｄ

ｉｎｇ ３１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８６３．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６４）。——第２７０、４６２、４６８、４７５、

５０１、５０２、５９９、６９８页。

 —《截至１８６４年４月３０日为止的半年》

１８６４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ｅｎｄ

ｉｎｇ ３０ｔｈ Ａｐｒｉｌ １８６４．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６４）。——第５０２页。

 —《截至１８６４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

１８６５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ｅｎｄ

ｉｎｇ ３ｌ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８６４．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６５）。——第３３１、３３４—３３５页。

 —《截至１８６５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

１８６６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ｅｎｄ

ｉｎｇ ３１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８６５．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６６）。——第４５０、４９１、５０２、５０４、

５２１—５２３、５２８、５３０、５３７页。

 —《截至１８６６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

１８６７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ｅｎｄ

ｉｎｇ ３ｌ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８６６．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６７）。——第４６２、４６７、６１７、７０４、７７７

页。

《工联及其他团体的组织和章程调查委员

第１０号报告。附证词》１８６８年伦敦版

（Ｔｅｎｔｈ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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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ｎｄｉｘ．１８６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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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ｕｒｔｈＲｅｐｏｒｔ．１８６１．Ｗｉｔｈａｐ

ｐｅｎｄｉｘ．Ｏｒｄｅ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ｔｏ ｂｅ ｐｒｉｎｔｅｄ， １１

Ａｐｒｉｌ１８６２）。——第５０９页。

 —《第７号报告。１８６４年。有附录》１８６５年

伦敦版（ＳｅｖｅｎｔｈＲｅｐｏｒｔ．Ｗｉｔｈａｐ

ｐｅｎｄｉｘ．１８６４．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５）。——

第１１４、６３４、７２２、７２９—７３２、７４４、

７４７—７５１、７５８、７８９页。

 —《第８号报告。１８６５年。有附录》１８６６年

伦敦版（ＥｉｇｈｔｈＲｅｐｏｒｔ．Ｗｉｔｈａｐ

ｐｅｎｄｉｘ．１８６５．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６）。——

第５０８、７２２—７２８页。

《关于谷物和谷物法的报告：上院委员会

受命研究关于谷物的生长、贸易、消费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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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ｕ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ｔｏｂｅｐｒｉｎｔｅｄ，２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８１４）。——第６０９页。

《关于工业和工联问题同女王陛下驻外公

使馆的通讯》１８６７年伦敦版（Ｃｏｒ－ｒｅ

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ＨｅｒＭａｊｅｓｔｙ’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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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ｓｕｎ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７）。——

第１２页。

《规定工厂童工、青工和女工的劳动时间

的法令。１８６７年８月２１日》（ＡｎＡｃｔ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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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ｏｙｅｄ ｉｎ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２ｌｓｔ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６７）。——第５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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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１８４３年伦敦版第

６６卷（Ｈａｎｓａｒｄ’ｓ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Ｄｅｂａｔｅｓ．

Ｖｏｌ．ＬＸＶＩ．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３）。——第７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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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６３年伦敦版第１７０卷（Ｖｏｌ．ＣＬＸＸ．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３）。——第４０—４４、２９７、

６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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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ＸＸＩＶ．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４）。——第７１５

页。

《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４号报告》１８６０年伦

敦版（Ｆｏｕｒｔｈ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ｒｓｏｆＨｅｒＭａｊｅｓｔｙ’ｓｉｎｌａｎｄｒｅｖｅｎｕｅ．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０）。——第７１３页。

《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１０号报告》１８６６年

伦敦版（Ｔｅｎｔｈ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ｒｓｏｆＨｅｒＭａｊｅｓｔｙ’ｓｉｎｌａｎｄｒｅｖｅｎｕｅ．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６）。——第７１２—７１３、７６７页。

《皇家铁道委员会。委员们的报告》１８６７年

伦敦版（Ｒｏｙ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ｒａｉｌｗａｙｓ．

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６７）。——第４７４、６１５页。

Ｊ

《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

资的报告》１８７０年都柏林版（Ｒｅｐｏｒ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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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ａｂｏｕｒｅｒｓｉｎＩｒｅｌａｎｄ．

Ｄｕｂｌｉｎ，１８７０）。——第７７２页。

《剑桥大学委员会。皇家委员调查剑桥大

学和各院的状况、纪律、课程和收入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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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ｌｌｑｅｓｏｆ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２）。——第６７６

页。

《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

的报告。附证词》１８６２年伦敦版（Ｒｅｐｏｒｔ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ｔｏＨｅｒＭａｊｅｓｔｙ’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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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６２）。——第１９８、２７８—２８０、６０１页。

《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

的第二次报告》１８６３年伦敦版（Ｓｅｃｏ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ｔｏＨｅｒＭａｊｅｓｔｙ’ｓＰｒ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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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ａｉｎｅｄｏｆｂｙ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ｅｙｍａｎｂａｋｅｒｓ．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３）。——第２７８页。

Ｋ

《矿山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委员会会议记

录、证词和附件》，根据下院决定于１８６６

年７月２３日刊印（Ｒｅｐｏｒ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ｍｉｎｅｓ；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ｗｉｔｈ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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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Ｏｒｄｅｒｅｄ，ｂｙ

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ｔｏｂｅｐｒｉｎｔｅｄ，２３

Ｊｕｌｙ１８６６）。——第５４２—５４９页。

Ｌ

《联合王国的各种统计材料（第６部分）》

１８６６年伦敦版（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ｅｏｕｓｓｔａｔｉｓ－

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ＰａｒｔⅥ）．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６）。——第７１６页。

《联合王国儿童劳动调整法案委员会的报

告。附证词》，根据下院决定于１８３２年８月

８日刊印（Ｒｅｐｏｒ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

ｔｈｅ《Ｂｉｌｌｔｏ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ｌａｂｏｕｒｏｆｃｈｉｌ

ｄｒｅｎｉｎｔｈｅｍｉｌｌｓａｎｄｆａｃｔｏｒ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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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ｒｄｅ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ｓ，ｔｏｂｅｐｒｉｎｔｅｄ，８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３２）。——第３１０页。

《联合王国从１８４６至１８６０年最近十五年历

年简要统计一览》１８６１年伦敦版第８卷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ｏｒ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

ｄｏｍｉｎｅａｃｈｏｆｔｈｅｌａｓｔｆｉｆｔｅｅｎｙｅａｒｓ，

ｆｒｏｍ１８４６ｔｏ１８６０．Ｎｕｍｂｅｒ８．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６１）。——第４５８页。

《联合王国从１８５１至１８６５年最近十五年历

年简要统计一览》１８６６年伦敦版第１３卷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ｏｒ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

ｄｏｍｉｎｅａｃｈｏｆｔｈｅｌａｓｔｆｉｆｔｅｅｎｙｅａｒｓ，

ｆｒｏｍ１８５１ｔｏ１８６５．Ｎｕｍｂｅｒ１３．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６６）。——第４５８页。

《粮食、谷物和面粉。答可尊敬的下院

３５９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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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ｍｅａｌ．Ｒｅｔｕｒｎｔｏａｎｏｒｄｅｒｏｆｔｈｅ

Ｈｏｎｏｕｒａｂｌｅ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

ｄａｔｅｄ１８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１８６７）。—— 第４９５、

４９６页。

《罗得岛州和普罗维登斯殖民地的修订条

例》１８５７年普罗维登斯版（ＴｈｅＲｅ－ｖｉｓｅｄ

ｓｔａｔｕｔ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ＲｈｏｄｅＩｓｌａｎｄ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ｎｃｅ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ｎｃｅ，

１８５７）。——第３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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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萨诸塞州的普通法》１８５４年波士顿版

第１卷（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ａｗ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

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ＶｏｌｕｍｅⅠ．

Ｂｏｓｔｏｎ，１８５４）。——第３０１页。

Ｎ

《农业工人（爱尔兰）。答可尊敬的下院的

１８６１年３月８日征询》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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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ｎｓ，ｄａｔｅｄ８Ｍａｒｃｈ１８６１）。——第７７２

页。

《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关于他们驻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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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号（ＲｅｐｏｒｔｓｂｙＨｅｒＭａｊｅｓｔｙ’ｓｓｅｃｒｅ

ｔａｒｉｅｓｏｆｅｍｂａｓｓｙａｎｄ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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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ｙｒｅｓｉｄｅ．Ｎｏ．６．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３）。——第３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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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第七届年会的

总结报告》１８６３年爱丁堡、伦敦版（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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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ｕｒｇｈ，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３）。——第４３２、

５２９、５３０、５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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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厂工头和厂主的保护基金。基金收支

委员会提交纱厂工头和厂主中央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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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ｅｓｔｅｒ，１８５４）。——第４６４页。

《上院秘密委员会受命研究一度遍及

商业界的危机的原因以及随时能兑

现的银行券发行管理法对该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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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俄国——第２６６、６１５—６１６、７４９、７９１页。

儿童劳动

——一般评述——第４０６、４３３、５０５—５０７、

６９７、７６０页。

—— 剥削儿童的后果—— 第４３５—４４２、

５１４—５１５页。

——儿童劳动是相对人口过剩的原因之

一——第５７８、６９７页。

——英国的儿童劳动——第２７０、２８６—

２８７、２９１—２９３、３０３、３１０—３１１、３２２、

４３４—４３７、５０６—５１５、５３６—５４５页。

——对儿童劳动的法律规定——第３１０、

３１８、３２３—３３３、４３４—４３５、４３９—４４０、

５２０—５２１页。

Ｆ

罚款——第４６５—４６６页。

法

——罗马法——第１０９、３１９、７９５页。

——中世纪法——第１０９、８１３页。

——资产阶级的法权——第１０２、１９０—

１９１、１９９、２６１—２６２、３２０—３２１、３２４、

３２８、３３０、３３２、３３５、４３５—４３７、４６５—

４６７、６３９—６４３、６６０页。

法国——第１２、１７、１８、３６、１６１、１６５、３００、

３０８、３３２—３３３、３４３、３９２、４１９、４３１、

５０７、７５９、７９０、８０５、８０７、８１０、８１３、

８１５页。

法国唯物主义（十八世纪）——第１０９、６６９

页。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十八世纪末）——第

１０７、６７６、８１０页。

反谷物法同盟——第１７页。

反雅各宾战争——第７３９、８１９页。

非洲——第８１９页。

分工—— 第１２５—１２７、１９３、３９０—３９１、

３９２、３９５、３９７、４０１—４０７、４６０—４６３、

５３０—５３１、６８４、７０３—７０４页。

——自然形成的分工——第９５、３８９—３９０

页。

——工场手工业（和工厂）的分工——第

３７３、３７５—３７６、３８１—３８２、３８３—３８４、

３８５—３８６、３８８—３９７、４００、４０１—４０５

页。

——国际分工——第４９４—４９５页。

——社会分工——第５５—５６、８９—９０、９２、

１２５、１２６—１２７、３８９—３９０、３９２—３９３、

４０４—４０５、４８７、５６１页。

——地区分工——第３９２页。

分配

——决定分配方式的条件——第９５—

３６９名 目 索 引



  ９６页。

——家长制农民家庭成员之间的劳动分

配——第９５页。

——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第９６—９７

页。

——剩余价值的分配—— 第５７０、５８４、

６１９—６２０页。

芬尼亚社社员——第７８０页。

封建主义

——一般评述——第９４、９５、３６９、３７１、

６５１、７８３—７８６、８１８—８１９页。

——印度的封建主义——第６５６页。

—— 英国的封建主义—— 第７８４—７８７、

７９０—７９１、８１１页。

——德国的封建主义——第８０１页。

——法国的封建主义——第８１３页。

——封建主义的瓦解—— 第４７０、７８３、

７８４—７８７、７８８、７９１、８０１页。

辅助材料——第２０６、２２９、２３５、６２１、６６３、

６８２页。

复本位制——第１１４—１１５、１６３—１６４页。

复杂劳动——第５７—５８、１９５、２２３—２２４

页。

赋税——第６１８页。

——赋税的形式——第１６１页。

——赋税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工具——

第８１９、８２４—８２５、８２６页。

——赋税和剩余价值——第５７０页。

——罗马帝国的赋税——第１６１页。

——亚洲的赋税——第１６１页。

——法国的赋税——第１６１页。

——英国的赋税——第７８９页。

——美国的赋税——第８４２页。

妇女劳动

——一般评述——第４３３、５１５、５１７—５１８、

５７８、６９７、７６０页。

——剥削妇女劳动的历史——第４０６、４３２

页。

——剥削妇女劳动的后果—— 第４３６—

４３７、４３８、４４１页。

——妇女劳动是相对人口过剩的原因之

一——第５６７页。

——工场手工业中的妇女劳动——第５０５

页。

——家庭工业中的妇女劳动——第５１１—

５１５页。

—— 英国的妇女劳动—— 第４３６—４３９、

５０６—５１１、５１５—５１７页。

——对妇女劳动的法律规定——第３１２、

３１９、３２３—３２４、３２６、３２７页。

Ｇ

高利贷资本——第１６７、１８６—１８７、５５７、

８１８—８１９页。

个别价值—— 第２２１—２２２、３５２—３５４、

４４５—４４６页。

工厂

——一般评述——第８—１１、３０７、４５８—

４６０、４９３、５０３—５０５页。

——工厂内的分工——第５５、４６０—４６３

页。

——工厂工人——第３０７、４５８—４７９、４９７

页。

工厂立法

——一般原理—— 第８—１１、２６７、３１１、

３２３—３２４、３２７、３３１、３３２—３３３、３３４、

４６５、５２７、５４９页。

——英国的工厂立法——第８—１１、２６７、

３００、３０６—３３５、４６５—４６６、５３６—５４３

页。

——法国的工厂立法—— 第３０６、３０８、

３３２—３３３页。

——比利时的工厂立法——第３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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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场手工业

——工场手工业的实质—— 第３５、３５８、

３７３、３８３—３８４、３８６—３８９、４６９—４７０、

８１６—８１７页。

——工场手工业的起点——第３９８、４０８页。

——工场手工业产生的方式——第３７３—

３７６、４０２—４０３、４０６、８１４—８１６、８１９页。

——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第

３９８—４０７页。

——工场手工业的基本形式——第３７９—

３８９页。

——工场手工业和分工——第３７３、３７５—

３７６、３８１—３８２、３８３—３８４、３８５—３８６、

３８８—３９７、 ４００—４０６、 ４１５—４１６、

４１７—４１８页。

—— 工场手工业和机器的使用—— 第

３７９、３８６—３８７、４１４—４１５、４１９—４２０

页。

—— 工场手工业和劳动生产率—— 第

３７８—３７９页。

——工场手工业工人，局部工人——第

３７４—３８９、３９３—３９５、３９８—４０３、４０７、

４１９、４６０页。

—— 工场手工业是工厂的起点—— 第

４１９、８２６页。

工联——第２８２、６０７、６１２、７０２页。

工人阶级

——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状况——第

１９８、３３３—３３４、４６４—４６５、４７２—４７４、

４９７、４９９、５５６、６２７—６３０、６３３—６３４、

６６４—６６５、６７７—６７８、６８１、７２５—７２８、

７３１—７３２、８０５—８０７页。

—— 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之间的竞争

——第５９７、６００、６９７—６９８、７０２页。

—— 工人是资本家最必需的生产资料

——第６２７、６８１、８３５页。

—— 工人的再生产—— 第１９３—１９４、

２３４—２３５、 ２４２—２４３、 ６２６—６３０、

６３３—６３４、６３７页。

——工人的个人消费——第６２７—６２９页。

——工人的生产消费——第６２７—６２９页。

并见无产阶级，农业工人。

工人阶级的斗争——第１７、１８、３１３—３１４、

６１１—６１２页。

—— 争取缩短工作日—— 第１９８、２６２、

２８１、３００、３１３—３１４、３２４、３２７、３３１—

３３２、３３４—３３５、４４８—４４９页。

——争取限制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

第３１１、３１３—３１４、３２３—３２４、４３４页。

——宪章运动——第３１２、３１４、３１６页。

——工人反对使用机器——第４６８—４６９、

４７３页。

——工人阶级的愤怒和组织性随着资本

主义的发展而增长—— 第７１７、８３１

页。

——英国工厂工人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

特殊功绩——第３３２页。

——农业工人的斗争—— 第２８２、５５１—

５５２页。

工人阶级的贫困化（一般原理）—— 第

６７７—６７８、６８１、７１５—７１６页。

—— 绝对贫困化—— 第４７２、５２８—５２９、

５３４、５５２、６５７—６６１、６７４、６７５—６７６、

６７７—６７８、 ７０１—７０２、 ７０７—７０８、

７２１—７２２、８３１页。

——相对贫困化——第６７３—６７５、７０７—

７０８、７２１—７２２页。

并见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生活

资料的掺假。

工人运动——见工人阶级的斗争。

工业革命（十八世纪）—— 第３３０—３３１、

４０９—４１５、４１９—４２３、４６９、５２０—５２１

５６９名 目 索 引



  页。

工业周期

—— 一般评述—— 第２４—２５、３６—３７、

４９７—４９８、 ５２４—５２５、 ６７７—６８１、

６９４—６９５、６９９、７３３页。

——１８２５年危机是资本主义工业周期发

展的开始——第１６—１７、３６—３７页。

—— 周期阶段的更替和劳动者的状况

—— 第４９７—５０２、６８０、６９４、７１７、

７３２—７３６页。

——英国工业的周期发展—— 第４９７—

５００、５０２、７３３页。

工业资本（产业资本）

——一般评述——第１７７、１８６、８２９—８３２

页。

—— 工业资本的产生—— 第７８３—７８４、

８１８—８２９页。

—— 货币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 第

１７７、１８８—１８９、２１１—２２４、３４２—３４４、

３６６—３６７、８１９、８２２—８２６、８３９—８４２

页。

——工业资本的积聚和集中——第３４３、

６８５—６９０、８２２—８２６、８３０—８３２、８４２

页。

工艺学——见技术和工艺学。

工资—— 第１９３—１９９、２１０、５８５—５９３、

６１３、６５８、６７９页。

——定义——第５８９页。

—— 工资水平的国民差异—— 第１９４、

６１３—６１８页。

——工资和资本的趋势——第６５８页。

——工资的限度——第１９６、６７９—６８０页。

—— 工资和资本积累—— 第６７３、６７９—

６８０页。

——工资和工业周期——第６９９页。

—— 工资和工作日—— 第５９０—５９１、

５９９—６０２页。

——工资和商品价格——第６００—６０１页。

——工资的法律“调节”——第８０６—８１０

页。

并见名义工资，计时工资，计件工资，

实际工资。

工作日

——工作日的组成部分——第５７８、５８１—

５８２、５８３、５９０—５９１页。

——工作日的最高界限——第２５９—２６０、

３９８页。

——工作日的长度和剩余价值量——第

５６７—５６８、６００—６０１页。

——工作日和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的节

约——第３５６、５２７—５２９页。

——工作日和劳动的强化—— 第４４８—

４５３、５７２—５７３、６０６页。

—— 对工作日的强制限制—— 第２６７、

３００—３０１、 ３０７—３１４、 ３１６—３１７、

３２４—３２５、３３４—３３５、４４８—４４９、５９９

页。

——资本力图突破工作日的道德极限和

纯粹身体的极限—— 第２９５、２９９—

３００、３０７—３０８、３１０—３１１、３１４—３１５、

３１９、３２１—３２２、３２３—３２４、３３０—３３１、

４４５—４４８页。

——工人争取缩短工作日的斗争——第

１９８、２５５、２６２、２８１、３００、３０８、３１３—

３１４、３３１—３３５、４４８—４４９页。

——工作日和工资——第５９９—６０２页。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工作

日——第５７８—５７９页。

公社——第９４—９５、１０５—１０６页。

—— 印度公社—— 第５５、９４—９５、１０６、

３７１、３９５—３９７页。

——多瑙河各公国的公社——第２６５、３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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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第１０５—

１０６页。

公有地的圈围——第７９２—７９６页。

公有地圈围法——第７９２—７９３页。

共产主义——第９５—９６、６４９页。

——所有制形式——第９５—９６、８３２页。

——分配——第９５—９６页。

——劳动条件和劳动组织——第９５—９６、

６９８页。

——必要劳动——第５７８—５７９页。

——物质技术基础——第４３１、６４９页。

——共产主义和个人的发展——第５３０、

５３５—５３７、６４９页。

古代世界（古希腊罗马）—— 第７４、９６、

９８—９９、１０９、１１７、１５６、１７４、１９０、１９４、

２２２、３１９、３７１、３８６、４０４、５６０、７９５页。

谷物法（英国）——第３１２—３１４、３２３、４９８、

４９９、５０２、７４１—７４２、７８０页。

股份公司——第３４３、３７１、６８８、８２３—８２４

页。

固定资本——第６７１页。

雇佣劳动

—— 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

——第１９３、６４４页。

——在工人收入水平不同的情况下资本

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一般关系——第

６０７—６０８页。

“光荣革命”（１６８８—１６８９年）—— 第３９１

页。

贵族——第１７、６５３、７３９、７４１、７４２、７７７—

７７８、７９２、８４２—８４３页。

国际工人协会——第４０、３３４页。

国家（剥削社会的）

——资本的工具——第３００—３０１、３１６—

３１７、３４３、４０１、６７５、７１０、８０６—８１０、

８１９页。

—— 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节”—— 第

２６５—２６７、３００—３０２、３０７—３３０、３３３、

５３７—５４３、５４７—５５０、６１７—６１８页。

并见工厂法。

国内市场——第７７２、８１４—８１７页。

国债——第８２２—８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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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会制度——第３４２、３５８、３７７、３９７、４０２—

４０３、７８３、８１８、８１９页。

荷兰——第３００、３０３、４１２、４１９、４３１、５０８、

５６２、８０５、８１９—８２２、８２４—８２５页。

化学——第３４、２０３、２０４、２０６、３４２—３４３、

６６４页。

汇率——第１６６页。

货币

——货币的定义——第７—８、７２、７５、８５、

１０８、１１０、１２８、１４９、１５３、１５８、１６７、

１７５—１７６、７８６页。

—— 货币的历史—— 第１０６—１０８、１１０、

１１７—１１８、１４４—１４６、１５０、１５１、１５２、

１６０—１６１页。

——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第１１２—１２２、

１２８、１３７—１３８页。

——货币作为价格标准——第１１６—１１７、

１１８页。

——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第１３４—１４９

页。

——货币作为贮藏手段——第１５０—１５４页。

——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第１５５—１６２页。

——世界货币——第１６３—１６６页。

——纸币——第１４６—１４９页。

——信用货币——第１４６、１６０页。

——货币流通——第１３４—１４９、１５４、１５８、

１５９—１６０、１６１—１６２页。

——货币转化为资本——第１６７—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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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９—２２１、３４１—３４２、６１９、６２６、６４１—

６４２、７８２页。

——工资的货币形式所造成的幻觉——

第５８５—５９１、６２２—６２３页。

——货币的拜物教性质——第１１１页。

并见一般等价物，金，铸币。

货币数量论——第１４３—１４４页。

货币危机——第１５８页。

货币主义——第９９—１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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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

—— 一 般 评 述—— 第３７９、４０９—４１１、

４２２—４２３、５０６页。

——机器的历史——第３８６—３８７、４１０—

４１５、４１９—４２０、４２２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

第４０８、４２１—４２２、４２４、４４５—４４６、

４５２、４６８、８１９—８２０页。

——作为价值形成要素和产品形成要素

的机器——第２３０—２３１、４２４—４２５页。

——机器使用的界限——第４３０—４３１页。

——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的后果——第

４３０—４６７、 ４７１—４７４、 ４７５—４７９、

４８３—４８４、４８７、４９７、５０６、７０１、７０８页。

——机器的生产效率的计量——第４２８—

４２９页。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第４４１—

４４２页。

——有形损耗和无形损耗—— 第２２９—

２３１、４４３—４４４、６３２、６６３—６６４、６６６—

６６７页。

——机器和社会产品的结构——第４８７—

４８８页。

——许多同种机器的协作和机器体系之

间的区别——第４１５—４１９页。

——自动化的机器体系——第４１８—４１９、

４７３—４７４、４７７页。

——工人反对使用机器——第４６８—４６９、

４７３页。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机器的使用——

第４３１页。

基础和上层建筑—— 第８—１１、９４、９８—

９９、１０２、５２９—５３１、５３３—５３４、６４９、

６７５—６７６页。

计件工资——第６０３—６１２页。

——一般评述——第６０４—６０５、６０８、６１３页。

——计件工资形式的不合理—— 第６０５

页。

——计件工资的历史——第６０９页。

——计件工资是提高劳动强度和延长工

作日的手段——第６０５—６１０页。

——计件工资是降低工资的平均水平的

手段——第６０８页。

——计件工资和计时工资—— 第６０３—

６０５、６０７页。

——计件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第６１０—

６１２页。

——计件工资和工人的个人差别——第

６０７—６０８页。

计时工资——第５９４—６０２页。

—— 一般评述—— 第５９４—５９５、６０３—

６０５、６０７、７７５页。

——确定计时工资量的条件——第５９５、

５９９、６１３—６１４页。

——计时工资的计量单位——第５９６—

５９７页。

——计时工资对资本家的好处——第５９７

页。

技术和工艺学（一般原理）——第４０９—

４１０、５３３、６６４、６７０、６８８、６９３页。

济贫法（英国）——第４７２、４９８、７１０、７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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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４８、７９０页。

家庭和氏族——第９４—９５、９６、３８９—３９０、

５３６—５３７页。

家庭劳动

——家庭劳动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一个领

域—— 第３３１、３８０—３８１、５１０—５１７、

５１８—５１９、５２５、５３６—５３７、５４９、５５７、

７７２页。

——工人的性质和状况——第３８０—３８１

页。

—— 劳动报酬制度—— 第６０６、７３５、７７２

页。

——工厂对家庭劳动的影响——第５０５—

５０６、５１９、５３７页。

——工厂立法对家庭劳动的影响——第

５４９—５５０页。

价格（一般原理）—— 第１１３、１１４、１１７—

１２２、１２３、１２５—１２６、１２７、１３６—１３８、

１７９—１８０、１８３—１８６、１８８、１９６、２１６

页。

价值

——定义——第５０—５２、５８—５９、６４—６５、

７８—７９、１００、５８５页。

——价值是社会关系——第６１、７２、１００

页。

——价值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一般

的形式——第９８页。

——价值和交换价值——第４８—５２、７５页。

——价值和使用价值——第５９—６０、２２８页。

—— 价值量的规定—— 第５２—５４、５８—

５９、７８—７９、１２０、２１２、５８５页。

——价值量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变

化—— 第５３—５４、５９—６０、６６４—６６５

页。

并见个别价值，交换价值，相对价值

形式，等价形式。

价值规律—— 第９１—９２、１２０、１８８、３４０、

３５４、３９４、５８６、６１４、６４０、６４１页。

价值形式——第６２、７４、１７５、６６６页。

——价值形式的两极——第６２—６３、８３—

８５页。

——价值形式随着交换的发展而发展

——第８１页。

——简单的价值形式——第６２、７５—７６、

８１—８２、８６、１１３页。

——总和的价值形式——第７７、１１３页。

—— 一般价值形式—— 第８０—８３、１０４、

１１３、１２７页。

——价值的货币形式——第６２、８６—８７、

９２—９３、１１２—１６６、６６６页。

并见交换价值，相对价值形式，等价

形式。

简单劳动——第５７—５８、２２３—２２４页。

简单再生产

—— 实 质—— 第６２１—６２２、６２４—６２７、

６３６—６３７、６４２、６４４页。

——简单再生产同扩大再生产的区别

——第６４２页。

——生产关系的简单再生产——第６２６—

６２８页。

——简单再生产和可变资本——第６２４—

６２５页。

——简单再生产和剩余价值——第６２４—

６２５页。

交换

——交换是产品转化为商品的必要条件

——第５４、８９—９０页。

—— 直接的产品交换—— 第１０５—１０６、

１３１—１３３页。

——公社之间的交换—— 第１０５—１０６、

１０７、３８９—３９０页。

——交换和货币的产生——第１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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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价值——第４８—５２、５４—５５、６１—６２、

７５、９８—１００、１０５、１０６、１２１、１２３、１７９、

１８２、１９３页。

交易所——第１５８、２１７、８１３、８２３—８２４页。

节约

—— 生产资料的节约—— 第２１０、２１３、

２２２、３６１—３６３、３６６、４２５—４２６、４４９、

４６７、５０６—５０７、５０９、５７８—５７９、６８４、

８３１页。

—— 劳动的节约—— 第２２２、３５６、５７８—

５７９、７７５页。

借贷资本——第１７７、１８７页。

借债——第８２４—８２５页。

金（和银）

—— 金银作为货币商品—— 第８６—８７、

１０７—１０８、１１７—１１８、１２８、１５０—１５１

页。

——金银的特殊的自然属性——第１０７—

１０８页。

——金银的使用价值的二重化——第１０８

页。

——金银的价值——第１０８—１０９、１３５—

１３８页。

—— 金银同时执行货币的职能—— 第

１１４—１１５页。

——金和银的价值比例——第１１４、１６３—

１６４页。

——金的价值的变化和这种变化对金作

为货币的职能的影响—— 第１１６、

１３６—１３８页。

——金的权力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大而增

长——第１５１、１５２页。

禁止结社法——第４９８、８０７—８０８、８０９页。

经济危机——第１６—１７、２４—２５、３６—３７、

１４２、１７５、２６９、７３３页。

——实质和原因——第１３２—１３３、１５８—

１５９、２３３、６４６页。

——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条

件——第１３２—１３３页。

——经济危机和货币危机—— 第１５８—

１５９页。

——经济危机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

——第５９７、７０６、７１７、７３２—７３７页。

竞争——第３００、３５２、３５４、３８３、３９４、４３１、

４９７、６００—６０２、６４９—６５０、６６４、６８６

页。

具体劳动——第５０、５６—５７、５９—６０、６１、

７２—７３、７９—８０、２２１、２２５—２２７、２３４

页。

绝对剩余价值

——定义——第３５０页。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２９４—

２９５、３４４、５５７—５５８页。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区

别——第５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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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第２６、３４—３５、２０４、６６８—６６９页。

——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和作用——第

４２３、４６４、５０５、５３３、５５１、６６４、６８４、７０８

页。

—— 科学的资本主义占有—— 第４００、

４２４、６６８—６６９、８３１页。

并见化学。

科学的术语——第３４—３５、２４３、６４９页。

可变资本

—— 定 义—— 第２３４—２３９、２４０—２４１、

２４９、３３６、３３９—３４０、４４６、４８０、６２２—

６２３、６４７、６７３、６９０页。

——可变资本是首先由马克思制定的范

畴——第６７１页。

——可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存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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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２４２—２４４、２４９、３９８、５８２、６４７、

６７０、６７３、６８４、６９０—６９１页。

——可变资本执行职能的必要条件——

第２４１—２４２页。

——预付可变资本量和剩余价值量之间

的依赖关系——第３３６—３４１页。

——可变资本量和工人人数——第３３６—

３４２、６８９—６９０、８０６页。

——部分农村居民的生存资料转化为可变

资本的物质要素——第８０６、８１４页。

——可变资本和资本的积累——第６９６—

６９８、７９３—７９４页。

克兰——第７９７—７９９、８０１页。

空想社会主义——第９３、１１２—１１３、３３２、

５２９—５３０、５５０、６５４页。

扩大再生产

——实质——第６３７、６４２、６４９—６５０、６５６、

６７３—６７４、６７９页。

—— 扩大再生产和简单再生产的区别

——第６４２页。

——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中的扩大再生产

——第６５６页。

——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第６７３—

６７４、６８１页。

——不变资本的扩大再生产——第６６３—

６６４页。

——扩大再生产和劳动剥削程度——第

６８１页。

——扩大再生产和资本积聚——第６８７—

６８８页。

Ｌ

劳动（一般原理）——第５４—５８、８２、２０１—

２１０、２２０—２２３、２２８—２２９、３４４、５８７、

５９１—５９２、６２１、６６５—６６６页。

劳动的强化——第３７８、４４８—４５７、５７２—

５７３、７０４页。

劳动对象——第２０２—２０７、２２５、２２９、２３１、

３５１、５５５—５５６、６６２页。

劳动工具——第３９１、４０３、４１０—４１１页。

——一般评述——第２０４、２２１—２２３页。

——劳动工具是劳动生产率的因素——

第３７８—３７９页。

——劳动工具参加价值的形成过程——

第４２４—４３２页。

劳动后备军——见相对人口过剩。

劳动货币——第１１２—１１３页。

劳动基金——第６２３—６２４、６６８—６７１、６７３页。

劳动力

—— 定义—— 第１９０、１９６—１９９、２２８—

２２９、２４２、５６７、６２７—６２９、６４７、６６２—

６６３、６６８—６６９页。

——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的条件——第

１９０、１９１—１９２、１９６—１９９、３７０、６３９、

６７９—６８０页。

——劳动力的价值——第１９３—１９４、１９９、

２３４—２３５、２４０—２４３、２５８、２９５—２９６、

３３６、３４８、３５１、３８８—３８９、４３３—４３４、

５６７、５７１、５７５—５７６、６１３、６５８、６７９、

７３６、８０９页。

——劳动力的消费过程——第１９９、２１０、

３７０、５６７页。

——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的特殊性质——

第１９０、２１０、２１９、２５９—２６１、３９８—

３９９、５６７、５９１—５９２、６３２、６４１页。

——劳动力便宜的限度——第１９６、３８８—

３８９、５１５、６５８页。

—— 劳动力的再生产—— 第１９５—１９６、

２３４—２３５、２４２—２４３、４６２—４６３、６２６—

６３０、６３３—６３４、６３７、６７４、６７９页。

劳动生产率

——一般原理——第５９—６０、３５０、３７０、

１７９名 目 索 引



  ５６０、６１４、６６３—６６５、６８２—６８４、７０７—

７０８页。

——决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条件——第

５３、３６２—３６３、３６６、３７０—３７２、３７８—

３７９、５６０、５７６、５７８—５７９、６１４、６８４页。

——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对商品价值的影

响—— 第５２—５３、５９—６０、２２７、３５５、

６６４—６６５页。

——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对劳动力价值量

和剩余价值量的影响——第３５０、５６９页。

——劳动生产率是资本积累的因素——

第６６３—６６５、６８２、６８５页。

劳动市场

——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必要条件——第

１８９—１９３、５４９—５５０、７８４页。

——劳动市场和工业周期—— 第５４９—

５５０、６９９页。

——“自由殖民地”的劳动市场—— 第

８３８—８３９、８４１—８４３页。

劳动实际上隶属于资本——第３３４—３３５、

３４４、３６７—３６８、５５７—５５８、６８１、８０５—

８０６、８３８页。

劳动形式上隶属于资本——第３６７—３６９、

５５７—５５９、８０６页。

劳动资料—— 第２０２—２０８、２２９—２３０、

３６７、４６３—４６４、６５７、６８３、６８４页。

劳动资料的有形损耗—— 第２０７—２０８、

２３１、４４３、６６３—６６４、６６６—６６７页。

劳动资料的无形损耗—— 第４４３—４４４、

６３２、６６３—６６４页。

劳工法——第３００—３０２、６０９、８０６—８１０页。

利润——第３５、１７３—１７５、２４１、５７２、５８４、

６１９—６２０、７００、８２９页。

利息——第５８４、６１９—６２０、６４５、６５４页。

流动资本——第６７１页。

鲁德分子——第４６９页。

罗马（古代）——第９８—９９、１１７、１５６、１６１、

１８５、２６３、３１９、３８６、３９９、６２９、７８３、７９５

页。

Ｍ

马尔萨斯主义——第１８５、３９０—３９１、５５３、

５７８、６７６—６７７、６９５—６９６、７０９—７１０、

７７０、７７１、７７６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一般评述——第１９—２４、２６页。

—— 法论的个别应用—— 第７—８、１４、

４７—４８、５４—５５、５７—５８、６１—６２、

９２—９３、９９、１６７、１８７、１９２页。

并见抽象，辩证法。

贸易——见商业。

美国—— 第１１—１２、２６３—２６４、２８５、３０１、

３３３、４２１、４３１、４３３、４６２、４８６、４９５、

５０４、５５１、６３０、７８０、８２１、８２４、８２８、

８３３、８３７、８４１—８４２页。

美国独立战争——第１１页。

美国南北战争—— 第１１、３１９、３２３、３３３、

４６２、４７４、４７５、６３０、８４２页。

名义工资——第５９４—５９６、６１４页。

墨西哥——第１９１、２２２、８２１页。

Ｎ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 第２０２、４６４、

５２９、５５５—５５６页。

农村—— 第２９９、３９０—３９１、５５１—５５２、

７０４—７０５、７４９、７５８—７５９、８１５—８１７

页。

农民——第５４、９４、３０３、３７１页。

——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对农民的剥夺

——第７８４—８０１、８２５、８２８—８２９页。

——中世纪的农民——第５４页。

——徭役农民——第２６４—２６６、６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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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２４页。

——随着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小农转

化为雇佣工人——第８１６页。

——欧洲各国的臣属农民——第７８５页。

—— 十五世纪英国的独立农民—— 第

８１１—８１２页。

——克伦威尔时代英国的独立农民——

第７９０—７９１页。

——十六世纪末的俄国农民——第７９１页。

农民战争（德国）——第２６５页。

农奴制

——生产关系—— 第９４—９５、５９０—５９１、

６２３—６２４、７８２、７８３、７８４—７８５页。

——剩余劳动形式的特殊性——第５９０—

５９１、６２３—６２４页。

—— 英国的农奴制—— 第７８４—７８６、

７９０—７９１页。

——意大利的农奴制——第７８４页。

——俄国的农奴制——第７９１页。

——多瑙河各公国的农奴制——第２６４—

２６５页。

农业—— 第４７０—４７１、５５１—５５３、６６２、

６６４、７０４—７０５、７３８、７４１—７４３、７５９、

７７４—７７６、７８０、８１６—８１７页。

农业工人

—— 农业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

——第２８２、３０３、５５１—５５３、６１０、６６０、

７０４—７０５、７１８—７２０、７３８—７６３、７７１—

７８０、７８４—７８５、８０９、８１１—８１２页。

——农业工人的阶级斗争——第５５２页。

奴 隶贸 易—— 第２９６—２９７、４８６、８２０、

８２７—８２８页。

奴隶制

——一般原理——第１０７、２２２、２４４、２６３—

２６４、２９６、３７１、５５９、５９０—５９１、５９３、

６７８、７７４页。

——古罗马的奴隶制——第３１９、６２９页。

——爪哇的奴隶制——第８２０页。

——美洲的奴隶制——第１９１、２６３—２６４、

２９６—２９７、３１９、３３３、８２７—８２８页。

Ｏ

欧洲——第７８５页。

Ｐ

贫民习艺所（英国）——第３０６—３０７、７１８页。

平等（资产阶级的）——第１８０—１８１、１９０、

１９９、３２４、３３４—３３５、４０９、４３６、６３９—

６４０页。

平均利润——第６９０、７００页。

葡萄牙——第８１９页。

普法战争（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第１６５页。

Ｑ

启蒙运动者（十八世纪）——第１０９、６６９

页。

Ｒ

人（作为社会生产力）——第５６—５７、８８、

２０１—２０２、２０８、２２８—２２９、３６２—３６３、

４０９—４１０、５５５、６６２—６６３页。

人口规律——第６９２页。

人类的原始状态—— 第９４—９５、２０１—

２０４、３８９—３９０、５５９—５６０、６７４页。

日本——第１６１、７８５页。

瑞典——第７９２页。

瑞士——第３６页。

Ｓ

三十年战争——第８０１、８０８页。

商品

——一般原理——第７—８、４７—４８、５４、

３７９名 目 索 引



  ８６—８８、８９—９０、９９页。

——商品的二重性——第４７—５０、６１、７５、

９０、１０５、１２３、１３３、２１１页。

——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

第５４—６０、９０—９１、９７页。

——产品变为商品的条件和前提——第

５４—５６、６１、７６、８８—９１、１０４—１０６、

１９２页。

——商品的价值——第４８—５４、５９—６０、

６１、６４—６５、７２、７５、７８—７９、９９、１２０、

２１２、２２８、５８５、６６４—６６５页。

—— 商品的拜物教性质—— 第８７—８９、

９１—９２、９９—１００页。

——商品的历史性质——第７６、９０—９１、

９２—９３、９８页。

并见商品流通，商品生产。

商品拜物教——第８７—９０、６８１页。

——定义——第８９、９９—１００页。

——商品拜物教的前提——第８８—９０页。

——理解商品拜物教的必要条件——第

９２页。

——商品拜物教的历史性质——第９７页。

——局部表现——第９９—１００页。

商 品流 通—— 第１５０、１５１、１５５—１５６、

１６５—１６６、１６７—１７５、１８２—１８６、

１８８、１９２、２２０、６３９—６４０页。

——商品流通和商品的形态变化——第

１２３—１２４、１２６—１３１页。

——简单商品交换——第１７７—１８０页。

——商品流通和直接的产品交换的区别

——第１３１—１３３页。

——买和卖的同一性——第１３２—１３３页。

——商品流通和资本主义——第１６７—

１６８、３９０—３９１页。

——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 第１３４—

１３６、１４０、１５４、１５５、１５９—１６０页。

商品生产—— 第５４—５６、１６７、２２３、３８９、

６８４—６８５页。

——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第６１、７６、

８８—９１、１０４—１０６、１９２页。

——不同的生产方式中的商品生产——

第１３３、１９２页。

——简单商品生产——第１９２页。

—— 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 第７５、

２１１—２２４、 ３９０—３９１、 ６４３—６４４、

６８４—６８５页。

——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

的相同性和区别——第１３３页。

——商品生产的自发性和矛盾性——第

１２４—１２８页。

——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

义占有规律——第６３９—６４５页。

商品市场——第１６８页。

  并见国内市场，世界市场，劳动市场。

商品学——第４８页。

商人资本——第１６７、１７７、１８６—１８７、３９７、

８１８—８１９页。

并见商业资本。

商业——第１６９—１７２、１８２页。

——物物交换——第１１０、１９３页。

——零售商业——第１６０页。

——世界贸易——第１６３—１６６、１６７、６３７、

８２０—８２１、８２２页。

——商业和商业活动帐目——第１６０页。

——奴隶贸易——第２９６—２９７、８２７—８２８页。

——商业和工业——第８２２页。

商业利润——第６１９—６２０页。

商业战争——第８１９、８２２、８２６页。

商业资本——第１７２、１７７、１８６—１８７、５５７页。

并见商人资本。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定义——第５２—５３、８８、２３６、３６０、６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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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

——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实体

—— 第５２—５３、５９、８８、２１２、２２１—

２２２、３５２—３５３页。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竞争——第３８３页。

社会经济形态

——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性质——第１２页。

——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的分工——

第３９７页。

——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的简单再生

产和扩大再生产——第６５６页。

——剩余劳动形式是对抗性社会经济形

态的特征——第２４４、２６３—２６４页。

——资本主义关系是陈旧的社会经济形

态灭亡的产物——第１９２—１９３页。

——劳动资料对于研究已经消失的社会

经济形态的意义——第２０４页。

—— 劳动资料是社会经济形态的特征

——第２０４页。

社会主义——见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革命—— 第１８、３７、５３５、５５０—

５５２、８３１—８３２页。

神圣同盟——第１７页。

生产（一般评述）—— 第２０１—２０９、３５８、

３９４—３９５、５５５—５５６、５８７、６２１—６２３、

８３０页。

并见再生产。

生产的积聚—— 第３６５、３９８、６８４、７２１—

７２２页。

生产方式——见社会经济形态。

生产费用——第３６５、３８１、３８２、４３１、４５１—

４５２、５８９页。

生产关系——第１３１—１３２、６７５—６７６页。

——古代世界的生产关系——第９６—９７、

１９０页。

——奴隶制的生产关系—— 第３７１、８２９

页。

——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第９４—９５、

１６１、３７１、７８４—７８５、８２９页。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第９２—９３、

９８—９９、１１１、１９０—１９１、３０７—３０８、

３３４—３３５、３６７—３７２、４６５、５３３—５３４、

５８７、６０２、６７７—６７８、７０８—７０９、７８２—

７８３、８２７—８３２、８３４页。

——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第９５—９７、

８３２页。

——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第６２６—６２８、

６７３—６７４、６８１页。

生产过剩的危机——见经济危机。

生产和资本的集中——第３４３、３７１、６８５—

６９１、８２３—８２４、８３１—８３２、８４２页。

生产劳动

——简单劳动过程中的生产劳动——第

２０５、２３２、５５５—５５６页。

——重农学派对生产劳动的看法——第

５５６—５５７页。

——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生产劳动——第

２０５、５５５—５５６、６４５—６４７页。

生产力

—— 生产力的要素—— 第２０１—２１０、

３９８—３９９、５５２、６２７页。

——劳动资料对于判定一个社会具有决

定意义——第２０４页。

——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力—— 第

５３３—５３４、５５２、５７９、７０８—７０９页。

并见生产资料，人。

生产资料——第３４５、３５１、３６０—３６１、７７０

页。

—— 定义和组成—— 第１９１、２０４—２１０、

２３５、６６３、７８２页。

——生产资料是活劳动的物质因素和形

成新产品的物质要素——第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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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８、２３２—２３３、３４４、６２１页。

——生产资料和劳动过程——第２３０—

２３２页。

—— 生产资料和价值形成过程——第

２１１—２１６、２２９—２３６、６４１、６６４—６６５页。

——生产资料是有目的的生产活动的手

段和材料——第３４４、５５５页。

——生产资料是劳动生产力的因素——

第５３、６６５、６８２—６８３页。

—— 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 第１９２、

３４４、７８２、８３５页。

——生产资料发展的社会桎梏——第８３１

页。

生活资料的掺假—— 第１９８、２７７—２７８、

６６０页。

剩余产品——第３５、２５７、６３６—６３８、６５６、

６７７、６９３、７６９—７７０页。

剩余价值——第１７５—１７７、６２２页。

——定义——第１７２、２３４—２３５、２３８、２３９、

２４３—２４４页。

—— 剩余价值的产生—— 第１８７—１８８、

２３４、２４０—２４１、４４５—４４６、６３６—６３７、

６５３页。

—— 关于剩余价值的产生的庸俗理论

—— 第１８０—１８６、２１６—２１９、２３２、

２３４、２４４、２５０、２５１—２５６、５７０、６４９—

６５６、６６６—６６８页。

——剩余价值是剥削社会的经济形态的

特征——第２４３—２４４页。

——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的决定

目 的—— 第１７３—１７７、２１１、２１６—

２２２、２４３、２５７、２６０、２６４，３３０、３６８、

４４５—４４６、 ５５５—５５６、 ６４９—６５０、

６７８—６７９页。

—— 剩余价值量取决于劳动力的价值

——第５６７—５６８页。

—— 剩余价值率—— 第２４２、２４４—２４５、

２５７、２５９、３３６—３４０、４４６、５５８—５５９、

５７２、５８０—５８４、６５７、６６３、６６８页。

—— 剩余价值量—— 第３３６—３４０、４４６、

６６３、６６８页。

——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第３５、１００、

１７３—１７４、２４４、２６３—２６７、５５６、５７２、

５８４、６１９—６２０、６４５—６４８、６５４、６５６、

７６９—７７０、８２９页。

——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第６３５—

６３８、６４２—６４８、７０８页。

并见绝对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

相对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率

——定义——第２４２、２４４、５８２页。

——剩余价值率的各种公式——第５８０—

５８４页。

——计算剩余价值率的方法—— 第２４５

页。

——提高剩余价值率的条件——第２４４、

６５７、６６３页。

—— 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第

３３６—３４１页。

剩余劳动

—— 定义—— 第２４３—２４４、２５７、５８１—

５８２、６８１页。

——剩余劳动是各社会经济形态的特征

——第２４４、２６３—２６７页。

——榨取剩余劳动的条件、手段和方法

—— 第２７５—２７６、３５３—３５５、３８８—

３８９、５５７—５６３、６６３页。

——剩余劳动量的规定——第３４７—３５０页。

——剩余劳动的早期形式—— 第２６４—

２６５、５５７页。

——剩余劳动是利润的源泉——第６０２页。

——资本主义制度下缩短剩余劳动的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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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第６７９—６８０页。

什一脱——第５４、９４、２４６页。

实际工资——第５７７、６１４页。

失业——见相对人口过剩。

使用价值——第４８、５０—５２、５５—５６、５９—

６０、６１、１０３—１０６、１７４、１７９、１８１—

１８２、２０５—２０８、２１３、２１８、２２０—２２１、

２３３—２３４、６３６页。

——货币商品的使用价值——第１０８页。

——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第１９０、１９６—

２０２、２１０、２１９、２２２、３５９—３６０页。

——使用价值和价值——第４８、５９—６０、

２２０—２２１、 ２２８—２３０、 ２３２—２３３、

２３６—２３７页。

世界市场——第１４４、１６３—１６５、１６７、２６４、

３９２、４２１、４９７、４９９、６１４、６５９、７１１、

７１７、７８４、８１８、８３１页。

氏族和家庭——第９４—９５、９６、３８９—３９０、

５３６—５３７页。

手工业生产—— 第３３１、３５８、３７１、３７４—

３８９、３９５—３９７、４０２—４０３、４１９—４２０、

４６２—４６３、４９３、５１０—５１７、５１８—５１９、

５３７、５４９页。

私人劳动——第５５、７３、８２—８３、８９—９２、

１１２、１３３页。

所有制

—— 公社所有制—— 第９４—９５、３７１、

３９５—３９７、７８５、７９２—７９３页。

——建立在生产者自己劳动基础上的私

有制——第９５、７８４—７８６、８２９—８３０、

８３２—８３３、８４３页。

——建立在剥削他人劳动基础上的私有

制—— 第２１０、６４０—６４２、７２１—７２２、

７８１—７８３、７８８、７９０—７９１、８２９—８３３、

８４３页。

——公有制——第８２９、８３２页。

——共产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第９５—

９６、８３２页。

并见土地所有权。

Ｔ

体力劳动——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

通货学派（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

第６８０页。

同一性——第１３２—１３３、６４０页。

统计学（资产阶级的）——第３０２页。

投机——第１７１—１７２、２１７、２３６、２９９、６５１、

７３３、８２３—８２４、８４２页。

土地

——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 第２０２—

２０３、６６８—６６９页。

——劳动资料——第２０３—２０４页。

—— 一切财富的源泉—— 第５７、５５２—

５５３、６６２—６６３页。

土地肥力

——劳动生产率的因素——第５６０、５７６、

６８２页。

——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土地肥力的掠夺

——第２６７、２９５、５５２—５５３页。

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第５５２—５５３页。

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制，地产）——第

１２、１７、９９、１６７、４０４、６１９—６２０、６５３、

７３９—７４１、７７８—７８０、７８５、７８８、８１１—

８１２、８１４页。

土耳其——第１６１、５０８页。

托拉斯——第６８８页。

Ｗ

唯物主义历史观—— 第８—１２、９８、２０４、

３３０—３３１、４０９—４１０、５３３—５３４、５３５、

６４９、６６９、６７５—６７６页。

乌得勒支和谈——第８２７页。

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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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作用——第１８、８３１—８３２页。

—— 无产阶级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扩大

—— 第４９７—４９８、５５２、６７３—６７５、

６７７、６８４、７５８—７５９、８３１—８３２页。

——“无产者”这个定义的经济含义——

第６７４页。

——流氓无产阶级——第７０６页。

并见工人阶级的斗争，工人阶级的贫

困化，工人阶级，农业工人。

无产阶级专政——第１８、５３５、８３１—８３２页。

Ｘ

西班牙——第３６、５６２、８１９、８２７—８２８页。

希腊（古代）——第７４、９８—９９页。

宪章运动——第３１２、３１４、３１６页。

相对价值形式

——实质——第６３—６７页。

——相对价值形式的量的规定性——第

６７页。

——商品价值量的变化对相对价值量的

影响——第６７—６９页。

—— 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 第

６２—６３、６７、７０、８２—８５、１０６页。

相对人口过剩——第５９７页。

—— 实质和原因—— 第２９８—２９９、４７１、

４９４、５７８、６９１—６９３、６９４—６９５、６９７—

６９８、８３８页。

——相对人口过剩的形式—— 第７０３—

７０７页。

—— 相对人口过剩的作用—— 第４９４、

５３５、６９２—６９８、７００—７０２页。

—— 相对人口过剩和工业周期的阶段

——第６９４—６９５、６９９、７０２页。

相对剩余价值

——概念——第３５０页。

——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 第

３４９、３５２—３５３、３５７、４４９—４５０、５５７、

５５８页。

——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

第５５７—５５８页。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对劳动的技术

过程的影响——第５５７页。

——相对剩余价值和劳动生产力——第

３５０、４４９—４５０页。

——相对剩余价值与必要劳动和剩余劳

动之间的对比——第３５３—３５４、３５６、

５５７页。

——相对剩余价值和工场手工业分工

——第４０３页。

消费

——个人消费——第２０８、６２７—６２９、６７０页。

——生产消费——第２０８、２２２、２３３—２３４、

３５９—３６１、６２７—６２９、６４６—６４７页。

——资本家对劳动力的消费——第２０８—

２１１、６２７—６２９、６４５—６４７页。

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第１０２、１０５、

６４４页。

协作

——定义——第３６２、４２６、８３０页。

——协作的起点——第３６６、３７１、３９８页。

——协作的意义和对个体劳动形式的优

越性——第３６２—３６７页。

——决定协作规模的因素——第３６６—

３６７页。

—— 协作发展的结果—— 第３６６—３６７、

３９９页。

——协作的初期形式——第３７１页。

——简单协作——第３７２、３９８—３９９、４００、

４２３页。

—— 资本主义协作———第３７１—３７２、

３７３、５５６、６８４页。

——对大规模协作下的劳动过程进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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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调节的必要性—— 第３６７—３６８、

４６５页。

——协作是农业中大革命的因素——第

４７０—４７１页。

信贷（信用）

——产生和发展的条件——第１５５、１５８、

１６０—１６２、６５１、６８６—６８７页。

——信用货币——第１４６、１６０、８２３—８２４页。

——公共信用——第８２２—８２５页。

——国际信用——第８２４页。

——古罗马的信贷——第１５６页。

——中世纪的信贷——第１５６、１５８页。

——信贷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因素——

第８２２—８２４页。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信贷——第

１９７—１９９、６８６—６８８、６９３、６９４页。

——工人给资本家以信贷—— 第１９７—

１９９、５６６页。

需要救济的贫民（需要救济的赤贫）——

第４７２、７０５—７０７、７１７—７１８、７５８—

７５９、７８９页。

Ｙ

鸦片战争——第８１９页。

雅典（古代）——第９９、４０４页。

亚洲——第１６１、１８５、３７０—３７１、３９７、４９３页。

徭役——第９４、２６４—２６７、５９０、６２３—６２４

页。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第１５—１６、１７、

３１６、３３２—３３３页。

一般等价物—— 第８３—８７、１０４、１０６—

１０８、１１０、１２４—１２５页。

伊朗——第５６２页。

意大利——第３６、５０７、５６２、７８４页。

银行——第１４７、１５８、１６３—１６４、１６５、１６６、

８２３—８２４页。

银行券——第１４６、１５９、１６０页。

印度——第５５、９７、１５０—１５１、１５４—１５５、

３６５、３７１、３９５、４１９、４２９、４７２、４９４、

５６２、６５６、８１９、８２０—８２２页。

英国

——一般评述——第８、１１、１６—１８、３６—

３７、２６７—２６８、３０７—３０８、３１３—３１４、

３３１—３３２、４１１、４１４、４１７、７１１页。

——资本的原始积累—— 第４７１、７８４—

８１３、８１８—８２９页。

—— 货币系统和银行系统—— 第１１５、

１１７—１１８、１６３、８２３—８２４页。

—— 工业—— 第２６８、３０７—３０８、３３１—

３３２、４１４、４７４—４７６、４９７—５０２、５１０—

５１５页。

——城市——第７２３—７２８页。

—— 农业和土地关系—— 第４７１、７３８、

７４１—７４３、 ７４８—７５１、 ７８４—７８５、

７９０—７９１、８１１—８１３、８１６—８１７页。

——对外贸易——第４９４—４９９、５０３、８１９

页。

——奴隶贸易——第８２７—８２８页。

——资本输出——第６７１页。

—— 殖 民 制 度—— 第５６２、８１９—８２３、

８２５—８２６页。

—— 人 口—— 第４８５—４８６、４８８—４８９、

６９１—６９２、７１１—７１２页。

—— 劳动者状况—— 第１９８、２６７—２９３、

３０７—３３０、４３３—４４１、４４８、４４９—４５７、

４７２、４９７—５０２、５１０—５１９、６３０—６３４、

６５７—６６１、 ７１７—７１８、 ７２１—７８０、

８０７—８０８页。

——工人运动——第１９８、３０８、３１３—３１４、

３１６、３２４、３３１—３３３、４６８—４６９页。

—— 立法—— 第２６６、２６７—２６８、３００—

３０２、３０７—３３２、４６５、５３６—５４３、５４９—

９７９名 目 索 引



  ５５０、７３９、７８９—７９０、７９１、８０２—８１０

页。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 第

７８８、７９０—７９１、８１７页。

语言——第９１页。

原料——第２０３、２０６、２０７、２２９、３９８页。

运输——第４２１、４９４、５２５—５２６、８２０—８２１页。

Ｚ

再生产——第１６１、６２１、６５６、６６４—６６５页。

——资本主义制度下再生产的特点——

第６２１—６２２、６９４—６９５、７０８页。

——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第１６１、６１９、

６２６—６２８、６３３—６３４、６３７、６７４、６８１、

７８２页。

—— 劳动力的再生产—— 第１９３—１９４、

２３４—２３５、２４２—２４３、３５１、３８８—３８９、

６２６—６３０、６３３—６３４、６３７、６７３—６７５、

６７９页。

——不同经济部门中再生产的特点——

第６６２、６６４页。

并见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

债役——第１９１页。

折衷主义——第１４４页。

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第４０４、６７６—

６７８页。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 第７—８、１２

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第７—８、１４、１９—２４、２６、４７—４８、５４—

５５、５７—５８、６１—６２、９２—９３、９９、１６７、

１８７、１９２页。

——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评述

—— 第１６、１７—１８、６６９—６７１、６７６—

６７８、６９４、８３３—８３４页。

直接的社会劳动——第７３、９５—９６、１１２—

１１３页。

殖民——第８３３—８４３页。

殖 民 制 度—— 第４９４、５６２、８１９—８２４、

８２５—８２６页。

中国——第８８、１４６—１４７、１５１、４１９、８１９、

８２０页。

中世纪——第９４—９５、１５６、１５８、３４２、３５８、

３７１、３７７、３９７、４２８、４７０、５５７、７８３、

８１３、８１８、８２２页。

种姓——第３７７页。

重农学派——第１００、１８６、２１６、３５５—３５６、

５５６—５５７、５８３、６４８、８３４页。

重商主义—— 第７６、９８、９９—１００、１６４、

１７７、５６４页。

铸币——第１４４—１４９、１６０页。

资本

——定义——第１７３、１７７、１８６、２６０、２９４—

２９８、２９９、３４３—３４４、６２６、７３１—７３２、

８２９、８３４页。

——资本的历史——第１６７—１６８、１８６—

１８９、１９１—１９４、２０９、３６７、５６０、８１８—

８１９、８２３—８２５、８２９—８３１页。

——资本的总公式及其矛盾——第１６７—

１８９页。

—— 资本从一个部门流入另一个部门

——第６９３—６９４、７００—７０１页。

——资本的运动和矛盾——第３６７—３７１、

４８３、５０６、５４９—５５０、６１９、７０３—７０４

页。

——资本和工资——第６５７—６６３页。

—— 使用的资本和消费的资本—— 第

６６６—６６７页。

资本的技术构成—— 第６７２、６７５—６７６、

６８３—６８６、６８８—６８９页。

资本的价值构成——第６７２、６８３—６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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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有机构成—— 第３３９—３４０、４８５、

４９２、６７２、６８３—６８４、６９０—６９２、６９４、

８０６页。

资本的原始积累

——一般评述——第６２４、６８５、７８１—７８４、

８４３页。

——原始积累的因素和要素——第７８２—

７８４、７８８、８０６、８１９、８２２—８２４、８２５—

８２６、８２７—８３２页。

—— 把农民从土地上强迫驱逐—— 第

４７０、７８４—８０１、８３６—８３７页。

——地主对公有地的掠夺—— 第７９２—

７９６页。

——对资本的原始积累方法的一般评述

——第８０１、８１８—８２０、８２７—８２９、８４２页。

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第５５７页。

——经济实质——第３６８页。

——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的内含量和外

延量——第６７７—６７８页。

—— 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的表现

——第２４２—２４７、５８０—５８４、６５８、６６３页。

——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和生产的无政

府状态——第５２４页。

资本积累——第３４３、３７１、５２３、５４９、６８５—

６８９、８２２页。

并见资本积累。

资本积累

—— 一 般 评 述—— 第６３５、６３７—６３８、

６４２—６４４、６４９—６５２、６７３、６７５—６７６、

６７７、６７８—６７９、６８１、６８５—６８６、７０８—

７０９、７２１—７２２页。

——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源泉和因素

——第６２０、６３７、６３９、６５６—６５８、６６１、

６６３—６６６、６８２、６８７页。

——资本积累的结果和后果——第６８５—

６８６、６８９—６９１、６９２—６９３、６９７、７０８

页。

——农业中的资本积累——第６６２页。

——资本积累和工人阶级的状况——第

６６１、６７３—６７５、６７７—６８０、６９０—６９３、

６９７—６９８、７０８、７２１—７２２页。

——资本积累和商品生产的规律——第

６４２—６４３页。

——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 第８２９—

８３２页。

并见资本积聚。

《资本论》（卡 马克思著）

——对象和方法——第７—８、１２、１４、１９—

２４、２６、４７—４８、５７—５８、９２—９３、９８、

９９、１１０—１１１、１６７、１８７、１９２、７０７页。

——对工人阶级的意义——第３６页。

——资产阶级对《资本论》的态度——第

１８页。

—— 外国译本—— 第８、１９、２６、２９、３０、

３３—３４、３８页。

——《资本论》的历史—— 第７、１４—１５、

１８—１９、２９、３０—３１、３４、３８页。

资本输出——第６７１、８３８页。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第６７５—

６７６、６７８—６８１、６８９—６９１、７０１—７０２、

７０７、７０８、７１７、７２１—７２２、７２６—７２７、

７５９—７６０页。

并见劳动的强化，资本积累，相对人

口过剩，需要救济的贫民。

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一般原理）——第

７—８、３５２、３５４、６３９—６４２、６４４、６４９—

６５０、６７８—６７９、７００—７０１、７０５—７０６、

７０７、８０５—８０６页。

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第１９９、

３９４、３９５、５２４、５４９、５７９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一般评述——第１６、１８、４７、７５、９８、

１８９名 目 索 引



  １１１、１２０—１２１、１６２、１６６、１８６—１８７、

１９１—１９４、１９９—２００、２２３—２２４、２４３、

２９５、３３４—３３５、３５５—３５７、３６８—３７０、

４６２—４６４、 ５３３—５３４、 ５３６—５３７、

５５５—５５６、５７９、５８２、５９２—５９３、６４３、

６７８—６７９、６８２、６８４—６８５、６９０、６９６—

６９７、７２１—７２２、８３１—８３２、８３６—８３７

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决定目的——

第１７３—１７６、２１１、２１６—２２２、２４３、

２５７、２６０、３３０、３４２、３６８、５５５—５５６、

６４９—６５０、６５２、６７８—６７９、６８２页。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和前提

—— 第１６７、１９２—１９３、３５８、３７１—

３７２、３９０—３９１、６２６、６８５、７８２、７８３、

８３０—８３１、８４２页。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和矛盾

—— 第８、１８、２４—２５、１３２—１３３、

１９９—２００、 ３２３—３２４、 ３６７—３６９、

３９４—３９５、４４６—４４７、４７１、４８３—４８４、

４８７—４８９、５５５、５７９、７０８、７２１—７２２、

８３１—８３２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封建主义——

第７８３页。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

——第３７１—３７２、５５１—５５２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的暂时

性——第１２、１６、３５、５３３—５３４、５３５、

６４０、６４９、８３１—８３２页。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 一般评述—— 第１６、９８、９９、４７９、

４８３—４８４、５８７—５８９、５９２、５９３、６１８、

６７１、６７６—６７８页。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对某些经

济范畴和过程的分析的特点——第

３５、６０、９７、９８、１６４、１６９—１７０、１８９、

１９３、２３１、３４０—３４１、３８６、３９３、４００—

４０１、４２５、５５６—５５７、５６３—５６４、５６８—

５７２、５８７—５８９、６４５—６４８、６５２—６５３、

６５７—６５８、６６６、６６９、６７４、６８２、６９２—

６９３页。

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第１７—１８、

７５—７６、１７１—１７２、１７５、１７９、１８４、

２０９、２１１、２１６—２１９、３３８、４７９—４８９、

６１７—６１８、６４４—６４５、６６７—６７１、６８０、

８３５—８３６页。

——一般评述—— 第６９、９８、１３３、１８０—

１８１、２００、３４１、５８７—５８８、５８９、６９９—

７０２、７８１—７８２页。

——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关于剩余

价值的理论——第１８０—１８６、２１６—

２１９、２３２、２３４、２４４、２５０、２５１—２５６、

５７０、６４９—６５６、６６６—６６８页。

并见马尔萨斯主义。

自然（创造产品和资本物质要素的第一因

素）—— 第 ２０１—２０４、２０８—２０９、

４１３—４１５、４２４、５５２—５５５、６６２—６６３、

６６４页。

自然经济——第９４—９５、１５０、８１６页。

自由（资产阶级的）——第１９０、１９２、１９３、

１９９、４０９、４３６、５９１、６３９—６４０、８１０

页。    

自由贸易派——第１７、７６、２００、２６８、２８５、

３１２—３１４、３２３、３２６、５２７、７４１、８１７页。

宗教—— 第８９、９６—９８、２９４、４１０、６７６—

６７８、６８１、８１３页。

宗教改革——第７８９—７９１页。

综合技术学校——第５３５页。

租地农场主——第７８４—７８５、７９２—７９３、

８１１—８１４、８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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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单位和货币名称表

重  量

１吨（Ｔｏｎ英国） ＝２０ １０１６．０５０公斤

１ （Ｈｕｎｄｒｅｄｗｅｉｇｈｔ英国） ＝１１２磅 ５０．８０２公斤

１ （Ｈｕｎｄｒｅｄｗｅｉｇｈｔ美国） ＝１００磅 ４５．３６０公斤

１夸特（Ｑｕａｒｔ） ＝２８磅 １２．７００公斤

１ （Ｓｔｏｎｅ） ＝１４磅 ６．３５０公斤

１磅（Ｐｏｕｎｄ） ＝１６盎斯 ４５３．５９２ 克

１盎斯（Ｏｕｎｃｅ） ２８．３４９ 克

  金药衡

１磅（Ｔｒｏｙｐｏｕｎｄ） ＝１２盎斯 ３７２．２４２ 克

１盎斯（Ｔｒｏｙｏｕｎｃｅ） ３１．１０３ 克

１克冷（Ｇｒａｉｎ） ０．０６５ 克

长  度

１哩（Ｍｉｌｅ） ＝５２８０呎 １６０９．３２９ 米

１码（Ｙａｒｄ英国） ＝３呎 ９１．４３９厘米

１码（Ｅｌｌｅ德国） ６６．６９０厘米

１呎（Ｆｏｏｔ） ＝１２吋 ３０．４８０厘米

１吋（Ｉｎｃｈ） ２．５４０厘米

面  积

１英亩（Ａｃｒｅ） ＝４路得 ６．０７０３市亩

４０．４７ 公亩

４０４７．０平方米

１路得（Ｒｏｏｄ） １０１１．７平方米

１公亩（Ａｒｅ） １００．０平方米

１摩尔根（Ｍｏｒｇｅｎ） ２５２３．０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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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量

１蒲式耳（Ｂｕｓｈｅｌ） ＝８加仑 ３６．３４９升

１加仑（Ｇａｌｌｏｎ） ＝８品脱 ４．５４４升

１品脱（Ｐｉｎｔ） ０．５６８升

货  币

１镑（英国金币） ＝２０先令

１先令（英国银币） ＝１２便士

１便士（英国铜币） ＝４法寻

１法寻（英国铜币） ＝１４便士

１基尼（英国金币） ＝２１先令

１索维林（英国金币） ＝１镑

１法郎（法国铸币） ＝１００生丁

１利弗尔（法国银币） ＝１法郎

１生丁（法国辅币） ＝１１００法郎

１塔勒（德国银币） ＝３马克

１马克（德国银币） ＝１００分尼

１格罗申（德国银币） ＝１２分尼

１分尼（德国铜币） ＝１１００马克

古尔登（德国和荷兰金币）

德拉马（希腊银币）

瑞斯（葡萄牙铸币）

马拉维第（西班牙金币）

杜卡特（欧洲金币，起源于意大利）

４８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