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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

（下）



第 五 篇



第 五 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

生息资本
（续）

第二十九章

银行资本的组成部分

现在，我们必须更仔细地考察一下银行资本是由什么组成的。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富拉顿等人把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和作

为支付手段（如果考虑到金的流出，也是作为世界货币）的货币的

区别，转化为通货和资本的区别。

资本在这里所起的特别作用，使得这种银行家的经济学千方

百计地要人相信货币事实上是真正的资本，就象启蒙经济学千方

百计地要人相信货币不是资本一样。

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将会说明，他们在这里是把货币资本和

在生息资本意义上的货币资本（ｍｏｎｅｙｅｄｃａｐｉｔａｌ）混为一谈了。其

实，前一种意义上的货币资本，始终只是同资本的其他形式即商品

５２５



资本和生产资本相区别的资本的一种经过形式。

银行资本由两部分组成：１．现金（金或银行券）；２．有价证券。

我们可以再把有价证券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商业证券即汇票，它

们是流动的，按时到期的，它们的贴现已经成为银行家的基本业

务；另一部分是公共有价证券，如国债券，国库券，各种股票，总之，

各种有息的而和汇票有本质差别的证券。这里还可以包括不动产

的抵押单。由这些物质组成部分构成的资本，又分为银行家自己的

投资和别人的存款，后者形成银行营业资本或借入资本。对那些发

行银行券的银行来说，这里还包括银行券。我们首先把存款和银行

券撇开不说。很明显，银行家资本的这些实际组成部分——货币、

汇票、有息证券——决不因为这些不同要素是代表银行家自有的

资本，还是代表存款即别人所有的资本，而会发生什么变化。不论

银行家只用自有的资本来经营业务，还是只用在他那里存入的资

本来经营业务，银行家资本的上述区分仍然不变。

生息资本的形式造成这样的结果：每一个确定的和有规则的

货币收入都表现为资本的利息，而不论这种收入是不是由资本生

出。货币收入首先转化为利息，有了利息，然后得出产生这个货币

收入的资本。同样，有了生息资本，每个价值额只要不作为收入花

掉，都会表现为资本，也就是都会表现为本金，而和它能够生出的

可能的或现实的利息相对立。

事情是简单的：假定平均利息率是一年５％。如果５００镑的金

额转化为生息资本，一年就会生出２５镑。因此，每一笔固定的２５

镑的年收入，都可以看作５００镑资本的利息。但是，这总是一种纯

粹幻想的观念，除非这２５镑的源泉（不论它是单纯的所有权证书，

即债权，还是象地产一样是现实的生产要素）可以直接转移，或采

６２５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续）



取一种可以转移的形式。我们拿国债和工资为例来说。

国家对借入资本每年要付给自己的债权人以一定量的利息。

在这个场合，债权人不能要求债务人解除契约，而只能卖掉他的债

权，即他的所有权证书。资本本身已经由国家花掉了，耗费了。它

已不再存在。对于国家的债权人来说，１．他持有一张比如说１００镑

的国债券；２．他靠这张国债券有权从国家的年收入即年税收中索

取一定的金额，比如说５镑，或５％；３．他可以随意把这张１００镑

的债券卖给别人。如果利息率是５％，国家提供的保证又很可靠，

那末所有者Ａ通常就能按１００镑把这张债券卖给Ｂ因为对Ｂ来

说，无论是把１００镑按年息５％借给别人，还是通过支付１００镑而

从国家的年赋税中保证每年得到５镑，是完全一样的。但在这一切

场合，这种资本，即把国家付款看成是自己的幼仔（利息）的资本，

是幻想的虚拟的资本。这不仅是说给国家的贷款已经不再存在。这

种贷款本来不是作为资本耗费的，不是作为资本投入的，而只有通

过作为资本投入，它才能转化为一个自行保存的价值。对于原债权

人Ａ来说，他在年税收中所占有的部分代表着他的资本的利息，

就象对高利贷者来说，他在浪费者的财产中所占有的部分代表着

他的资本的利息一样，虽然在这两种情况下贷款都不是作为资本

支出的。国债券出售的可能性，对Ａ来说，代表着本金流回的可能

性。对Ｂ来说，从他私人的观点看，他的资本是作为生息资本投入

的。但就事情本身来看，Ｂ只是代替了Ａ，买进了Ａ对国家的债

权。不管这种交易反复进行多少次，国债的资本仍然是纯粹的虚拟

资本；一旦债券卖不出去，这个资本的假象就会消失。然而，我们马

上就会知道，这种虚拟资本有它的独特的运动。

为了同国债资本对比，——在国债的场合，负数表现为资本；

７２５第二十九章 银行资本的组成部分



因为生息资本总的说来是各种颠倒错乱形式之母，所以，在银行家

的观念中，比如债券可以表现为商品，——我们现在来考察劳动

力。在这里，工资被看成是利息，因而劳动力被看成是提供这种利

息的资本。例如，如果一年的工资等于５０镑，利息率等于５％，一

年的劳动力就被认为是一个等于１０００镑的资本。资本主义思想方

法的错乱在这里达到了顶点，资本的增殖不是用劳动力的被剥削

来说明，相反，劳动力的生产性质却用劳动力本身是这样一种神秘

的东西即生息资本来说明。在十七世纪下半叶（例如在配第那里），

这已经是一种流行的观念，但是一直到今天，一部分是庸俗经济学

家，另一部分主要是德国的统计学家（１），还非常热中于这个观念。

在这里，不幸有两件事情不愉快地和这种轻率的观念交错着：第

一，工人必须劳动，才能获得这种利息；第二，他不能通过转让的办

法把他的劳动力的资本价值转化为货币。其实，他的劳动力的年价

值只等于他的年平均工资，而他必须通过劳动补偿给劳动力的买

者的，却是这个价值本身加上剩余价值，也就是加上这个价值的增

殖额。在奴隶制度下，劳动者有一个资本价值，即他的购买价格。如

果他被出租，承租人就首先要支付这个购买价格的利息，此外要补

偿这个资本的年损耗。

人们把虚拟资本的形成叫作资本化。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

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把它算作是按这个利息

（１） “工人有资本价值，如果我们把他的常年服务的货币价值看作是利息收入，

就会发现这个资本价值…… 只要……把平均日工资按４％的利息率资本化，我们就

会得到一个男性农业工人的平均价值：在德意志—奥地利是１５００塔勒，在普鲁士是

１５００，在英格兰是３７５０，在法国是２０００，在俄国内地是７５０塔勒。”（弗·雷登《比较统计

学》１８４８年柏林版第４３４页）

８２５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续）



率贷出的资本会提供的收入，这样就把这个收入资本化了；例如，

在年收入＝１００镑，利息率＝５％时，１００镑就是２０００镑的年利息，

这２０００镑现在就看成是每年有权取得１００镑的法律证书的资本

价值。对这个所有权证书的买者来说，这１００镑年收入实际代表他

所投资本的５％的利息。因此，和资本现实增殖过程的一切联系就

彻底消灭干净了。资本是一个自行增殖的自动机的观念就牢固地

树立起来了。

即使在债券——有价证券——不象国债那样代表纯粹幻想的

资本的地方，这种证券的资本价值也纯粹是幻想的。我们上面已经

讲过①，信用制度怎样创造了一种联合的资本。这种证券就是代表

这种资本的所有权证书。铁路、采矿、轮船等公司的股票是代表现

实资本，也就是代表在这些企业中投入的并执行职能的资本，或者

说，代表股东预付的、以便在这些企业中作为资本来用的货币额。

这里决不排除股票也只是一种欺诈的东西。但是，这个资本不能有

双重存在：一次是作为所有权证书即股票的资本价值，另一次是作

为在这些企业中实际已经投入或将要投入的资本。它只存在于后

一种形式，股票只是对这个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相应部分的

所有权证书。Ａ可以把这个证书卖给Ｂ，Ｂ可以把它卖给Ｃ。这样

的交易并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这时，Ａ或Ｂ把他的证书转化为

资本，而Ｃ把他的资本转化为一张单纯的对股份资本预期可得的

剩余价值的所有权证书。

这些所有权证书——不仅是国家证券，而且是股票——的价

值的独立运动，加深了这种假象，好象除了它们可能有权索取的资

９２５第二十九章 银行资本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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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或权益之外，它们还构成现实资本。这就是说，它们已经成为商

品，而这些商品的价格有独特的运动和决定方法。它们的市场价

值，在现实资本的价值不发生变化（即使它的价值已增殖）时，会和

它们的名义价值具有不同的决定方法。一方面，它们的市场价值，

会随着它们有权索取的收益的大小和可靠程度而发生变化。假定

一张股票的名义价值即股票原来代表的投资额是１００镑，又假定

企业提供的不是５％而是１０％，那末，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在利息率是５％时，这张股票的市场价值就会提高到２００镑，因为

这张股票按５％的利息率资本化，现在已经代表２００镑的虚拟资

本。用２００镑购买这张股票的人，会由这个投资得到５％的收入。

如果企业的收益减少，情况则相反。这种证券的市场价值部分地有

投机的性质，因为它不是由现实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

的、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的。但是，假定现实资本的增殖不变，或者

假定象国债那样，资本已不存在，年收益已经由法律规定，并且又

有充分保证，那末，这种证券的价格的涨落就和利息率成反比。如

果利息率由５％涨到１０％，保证可得５镑收益的有价证券，就只代

表５０镑的资本。如果利息率降到２１
２％，这同一张有价证券就代

表２００镑的资本。它的价值始终只是资本化的收益，也就是一个幻

想资本按现有利息率计算可得的收益。因此，在货币市场紧迫的时

候，这种有价证券的价格会双重跌落；第一，是因为利息率提高，第

二，是因为这种有价证券大量投入市场，以便实现为货币。不管

这种证券保证它的所有者取得的收益，象国家证券那样是不变的，

也不管这种证券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增殖象在产业企业中那样会

因再生产过程的扰乱而受到影响，在这两种场合，这种价格跌落

的现象都是会发生的。只是在后一种场合，除了上述贬值以外，还

０３５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续）



会进一步贬值。一旦风暴过去，这种证券就会回升到它们以前的

水平，除非它们代表的是一个破产的或欺诈性质的企业。它们在

危机中的贬值，会作为货币财产集中的一个有力的手段来发生作

用。（２）

只要这种证券的贬值或增值同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

变动无关，一国的财富在这种贬值或增值以后，和在此以前是一样

的。

“到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２３日，公债以及运河和铁路股票已贬值１１４７５２２２５

镑。”（《商业危机》１８４７—１８４８年［第３８００号］，英格兰银行总裁莫利斯的证

词。）

只要这种贬值不表示生产以及铁路和运河运输的实际停滞，

不表示已开始经营的企业的停闭，不表示资本在毫无价值的企业

上的白白浪费，一个国家就决不会因为名义货币资本这种肥皂泡

的破裂而减少分文。

所有这些证券实际上都只是代表已积累的对于未来生产的索

取权或权利证书，它们的货币价值或资本价值，或者象国债那样不

代表任何资本，或者完全不决定于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

在一切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巨额的所谓生息资本或货

币资本（ｍｏｎｅｙｅｄ ｃｏｐｉｔａｌ）都采取这种形式。货币资本的积累，大

部分不外是对生产的索取权的积累，是这种索取权的市场价格即

（２） ｛二月革命以后不久，当商品和有价证券在巴黎大跌特跌并且完全卖不出去

时，利物浦有个瑞士商人兹维尔亨巴尔特先生（他是亲自对我父亲讲这件事的），把他

一切能换的东西都换成货币，带着现金来到巴黎去找路特希尔德，向他提议合伙做一

笔生意。路特希尔德凝视着他，走到他身边，抓住他的两个肩膀问：“你身边有钱

吗？”——“有，男爵先生！”——“好吧，让我们合伙吧。”于是他们两个做了一笔漂亮的

生意。——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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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资本价值的积累。

银行家资本的一部分，就是投在这种所谓有息证券上。这本身

是准备资本即不在实际银行业务上执行职能的资本的一部分。这

些证券的最大部分，是汇票，即产业资本家或商人的支付凭据。对

贷款人来说，这种汇票是有息证券；就是说，在他购买汇票时，会扣

除汇票到期以前的利息。这就是所谓的贴现。因此，从汇票所代表

的金额中扣除多少，这要看当时的利息率而定。

银行家资本的最后一部分，是由金或银行券构成的货币准备。

存款，如果没有立据规定较长的期限，随时可由存款人支取。这种

存款处在不断的流动中。不过，在有人支取时，又有人会存入，所

以，在营业正常进行时，存款的一般平均总额很少变动。

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银行的准备金，总是表示贮藏货

币的平均量，而这种贮藏货币的一部分本身又是自身没有任何价

值的证券，只是对金的支取凭证。因此，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

粹是虚拟的，是由债权（汇票），国家证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

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在这里，不要忘记，银行家保

险箱内的这些证券，即使是对收益的可靠支取凭证（例如国家证

券），或者是现实资本的所有权证书（例如股票），它们所代表的资

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它们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现

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的；既然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权利，并不

是代表资本，那末，取得同一收益的权利就会表现在不断变动的虚

拟货币资本上。此外，还要加上这种情况：这种虚拟的银行家资本，

大部分并不是代表他自己的资本，而是代表公众在他那里存入的

资本（不论有利息，或者没有利息）。

存款总是存入货币——金或银行券，或者存入对它们的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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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证。除了根据实际流通的需要时而收缩时而扩大的准备金外，事

实上，这种存款一方面总是在产业资本家和商人手里，他们的汇票

靠存款来贴现，他们也是靠存款来取得贷款；另一方面，这种存款

是在有价证券的交易人（交易所经纪人）手里，或者在已经出售有价证

券的私人手里，或者在政府手里（例如在发行国库券和举借新债的场

合）。存款本身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正如前面已经讲过的，它们

会作为生息资本贷放出去，因而不会留在银行的保险柜里，而只是

作为存款人提供的贷款记在银行的账簿上。另一方面，在存款人相

互间提供的贷款由他们的存款支票互相平衡和互相抵销时，它们

只是作为账面项目起作用；在这里，无论存款存在同一银行家那

里，由他在各账户之间进行抵销，或者存款存入不同的银行，由各

该银行互相交换支票，而只是支付差额，情况都完全是一样的。

随着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一切资本好象都会增加一

倍，有时甚至增加两倍，因为有各种方式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

权在不同的人手里以不同的形式出现。（３）这种“货币资本”的最大

（３） ｛在最近几年，资本这种增加一倍和两倍的现象，例如，已由金融信托公司大

大发展了。这种金融信托公司，在伦敦的交易所报告内已占有特殊一栏。这种公司是为

了购买某种有息证券，例如外国的国家证券、英国的市政债券、美国的公债券、铁路股

票等等而成立的。资本，比如说２００万镑，是通过认股的方法筹集的。董事会买进了相

应的有价证券，或在这上面多少主动地作一些投机，并且在扣去各项开支以后，把年利

息收入作为股息分配给各个股东。——其次，还有些股份公司习惯于把通常的股票分

为两类：优先股和普通股。优先股的利息率是确定的，比如５％，当然，这以总利润许可

这样付息为前提。付息后如有剩余，就由普通股获得。这样，优先股的“可靠”的投资，就

或多或少和普通股的真正的投机分开了。因为有些大企业不愿采用这个新办法，所以

就出现了这样的公司，它们把一百万镑或几百万镑投在这些企业的股票上，然后按这

种股票的名义价值发行新的股票，其中一半为优先股，一半为普通股。在这种情况下，

原来的股票增加了一倍，因为它们是发行新股票的基础。——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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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纯粹是虚拟的。全部存款，除了准备金外，只不过是对银行家

的贷款，但它们从来不是作为保管的现金存在的。如果存款用在汇

划业务上，它们就会在银行家把它们贷出以后，对银行家执行资本

的职能。银行家彼此之间通过销账办法，来互相偿付他们对这种已

经不存在的存款的支取凭证。

关于资本在货币借贷上所起的作用，亚·斯密曾说：

“即使在货币借贷上，货币也似乎只是一种凭证，依靠这种凭证，使某个

所有者不使用的资本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这种资本，同作为资

本转移工具的货币额相比，不知可以大多少倍；同一货币可以连续用来进行

许多次的借贷，正象可以用来进行许多次的购买一样。例如，Ａ借给Ｗ１０００

镑，Ｗ 立即用来向Ｂ购买价值１０００镑的商品。Ｂ因为不需要用钱，所以又把

这１０００镑借给Ｘ，Ｘ又立即用来向Ｃ购买价值１０００镑的商品。Ｃ又用同一

方法，由于同一理由，把这１０００镑借给Ｙ，Ｙ再用来向Ｄ购买商品。因此，同

一些金币或纸币，在数日之内，就可以用来借贷三次和购买三次，而每一次在

价值上都和这个货币总额相等。Ａ、Ｂ、Ｃ是三个有钱的人，Ｗ、Ｘ、Ｙ是三个借

钱的人，前者转给后者的是进行这种购买的权力。这些借贷的价值和效用都

是由这种权力构成的。这三个有钱的人所贷出的资本，等于用这个资本所能

够购买的商品的价值，所以等于购买时所使用的货币的价值的三倍。但是，只

要这些债务人购买的商品使用适当，能及时收回同等价值的金币或纸币，并

取得利润，那末，这些借贷仍然可以具有十分可靠的保证。就象同一些货币能

够用来进行等于其价值三倍以至三十倍的借贷一样，它们也能够用来依次进

行偿还。”（第２篇第４章１３０）

既然同一货币额根据它的流通速度可以完成许多次购买，它

也可以完成许多次借贷，因为购买使货币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

个人手里，而借贷只是货币不通过购买而从一个人手里到另一个

人手里的转移。对任何一个卖者来说，货币都代表他的商品的转化

形式，而在每一个价值都表现为资本价值的今天，说货币在各次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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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中先后代表各个资本，其实只不过是以前那种认为货币能先后

实现各个商品价值的说法的另一种表现。同时，货币还充当流通手

段，使那些物质资本从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在借贷

中，它并不是作为流通手段从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只

要货币在货出者手里，那货币在他手里就不是流通手段，而是他的

资本的价值存在。在借贷中，贷出者就是在这个形式上把货币转给

另一个人。如果Ａ把货币借给Ｂ，Ｂ又把货币借给Ｃ，而没有以购

买作为媒介，那末同一个货币就不是代表三个资本，而只是代表一

个资本，一个资本价值。它实际代表多少个资本，就取决于它有多

少次作为不同商品资本的价值形式执行职能。

亚·斯密关于一般借贷所说的话，也适用于存款；因为存款只

是公众给予银行家的贷款的特别名称。同一些货币可以充当不知

多少次存款的工具。

“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今天你在Ａ那里存入的１０００镑，明天又会付出，

在Ｂ那里存入。后天又由Ｂ付出，在ｃ那里存入，依此类推，以至无穷。这样，

同一个１０００镑货币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转手，成倍地增长为一个绝对无法确

定的存款总额。因此，联合王国全部存款的 ９
１０，除了记在银行家的账簿上，由

他们进行结算外，很可能根本不存在。……例如苏格兰的情形就是这样，在那

里，货币流通额从来不超过３００万镑，但存款却有２７００万镑。如果不发生向

银行提取存款的风潮，只要同一个１０００镑反复流回，就能够同样容易地抵销

一个同样无法确定的金额。因为同一个１０００镑今天由某人用来抵销他对某

个零售商人的债务，明天由这个零售商人用来抵销他对某批发商人的债务，

后天由这个批发商人用来抵销他对银行的债务，依此类推，以至无穷；所以，

同一个１０００镑可以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从一家银行转到另一

家银行，抵销任何一个可以想象的存款额。”（《通货论》第６２、６３页）

正如在这种信用制度下一切东西都会增加一倍和两倍，以至

变为纯粹幻想的怪物一样，人们以为终究可以从里面抓到一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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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西的“准备金”也是如此。

让我们再一次听听英格兰银行总裁莫利斯先生是怎么说的：

“私人银行的准备金，以存款形式存放在英格兰银行手里。金

流出的影响首先好象只涉及英格兰银行；但它会同样对其他银行

的准备金发生影响，因为这也是它们存放在我们银行里的准备金

的一部分的流出。它还会对一切地方银行的准备金发生同样的影

响。”（《商业危机》１８４７—１８４８年［第３６３９、３６４２号］）

可见，这些准备金最后实际上会并入英格兰银行的准备金。（４）

（４） ｛此后，这种情况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用１８９２年１１月伦敦十五家最大

银行的银行准备金公报（引自１８９２年１２月１５日《每日新闻》１０６）来证明：

银 行 名 称 负 债（镑） 现金准备（镑） 现金准备对
负债的百分比

西蒂银行

京都银行

帝国银行

劳埃德银行

伦敦韦斯明斯特银行

伦敦西南银行

伦敦股份银行

伦敦内地银行

伦敦郡银行

国民银行

国民地方银行

帕尔斯联合银行

普雷斯科特公司

伦敦联合银行

威廉斯－迪肯－曼彻斯特公司

９３１７６２９

１１３９２７４４

３９８７４００

２３８００９３７

２４６７１５５９

５５７０２６８

１２１２７９９３

８８１４４９９

３７１１１０３５

１１１６３８２９

４１９０７３８４

１２７９４４８９

４０４１０５８

１５５０２６１８

１０４５２３８１

７４６５５１

１３０７４８３

４４７１５７

２９６６８０６

３８１８８８５

８１２３５３

１２８８９７７

１１２７２８０

３６００３７４

１４２６２２５

４６１４７８０

１５３２７０７

５３８５１７

２３０００８４

１３１７６２８

８．０１

１１．４７

１１．２２

１２．４６

１５．５０

１４．５８

１０．６２

１２．７９

９．７０

１２．７７

１１．０１

１１．９８

１３．０７

１４．８４

１２．６０

总    计 ２３２６５５８２３ ２７８４５８０７ １１．９７

  在这大约２８００万镑的准备金中，至少有２５００万镑存入英格兰银行，至多只有３００

万镑现金存放在这十五家银行自己的保险箱内。但英格兰银行银行部的现金准备，在

１８９２年同一个１１月内，一直不满１６００万镑！——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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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准备金也有双重存在。英格兰银行银行部的准备金，等

于该行有权发行的银行券超过流通中的银行券的数额。该行银行

券的法定最高限额＝１４００万镑（发行这个数额，不需要有金属准

备；这个数额大约等于国家对该行所负的债务），加上该行的贵金

属储备额。因此如果贵金属的储备额＝１４００万镑，该行就可以发

行银行券２８００万镑。而如果其中有２０００万镑在流通，银行部的准

备金就＝８００万镑。这时，这８００万镑银行券按照法律就是该行可

以支配的银行家资本，同时又是该行接受存款的准备金。如果现在

金的流出使该行的金属储备额减少６００万镑，——因而必须销毁

同样数额的银行券，——那末银行部的准备金也就会由８００万镑

减少到２００万镑。一方面，该行将会大大提高它的利息率；另一方

面，那些在该行拥有存款的银行以及其他存款人将会发现，作为他

们自己在该行存款的保证的准备金已经大大减少。１８５７年，如果

英格兰银行没有得到暂停执行１８４４年银行法１１８的“政府指

令”（５），伦敦四家最大的股份银行就要强行提取它们的存款，从而

使银行部破产。因此，尽管发行部还有好几百万镑（例如１８４７年有

８００万镑）作为流通的银行券兑现的保证，银行部还是会象１８４７

年一样垮台。不过，银行券兑现的这种保证也是幻想的。

“银行家自己不直接需用的存款的大部分，都转到‘ｂｉｌｌ－ｂｒｏｋｅｒｓ’〈按字

面是汇票经纪人，事实上是半个银行家〉手里，而后者作为借款的保证交给银

行家的，是他们已经为伦敦或其他地方的人贴现的商业票据。这种汇票经纪

（５） ｛１８４４年银行法的暂停执行，使英格兰银行可以发行任何数量的银行券，而

不顾它手中有多少金准备可以作为保证；这样，使它可以创造任何数量的纸票形式的

虚拟货币资本，从而用来借给各个银行和各个汇票经纪人，并且通过他们，借给商业

界。——［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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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银行家负责偿还这种随时可以提取的存款；这种交易的数额非常巨大，

连现任｛英格兰｝银行总裁尼夫先生在作证时也说：‘我们知道某个经纪人有

５００万镑，并且我们有理由认为另一个经纪人有８００万到１０００万镑；一个有

４００万镑，另一个有３５０万镑，第三个有８００万镑以上。我这里说的是掌握在

经纪人手里的存款。’”（《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第Ⅴ页第

８号）

“伦敦的汇票经纪人……在进行巨额交易时，没有任何现金准备；他们指

望陆续到期的汇票的收入，在紧急时，就指望用他们已贴现的汇票作保证向

英格兰银行借款。”［同上，第Ⅷ页第１７号］——“１８４７年，伦敦有两家汇票经

纪人公司停止支付，后来又恢复营业。１８５７年它们再一次停止支付。其中一

家在１８４７年的负债额约计为２６８３０００镑，而资本为１８００００镑；１８５７年的负

债额为５３０００００镑，而资本也许不超过１８４７年的四分之一。另一家的负债额

两次都在３００万到４００万之间，而资本却不超过４５０００镑。”（同上，第ⅩⅪ页

第５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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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Ⅰ

  我们现在在考察信用制度时要遇到的仅有的几个困难问题

是：

第一，真正货币资本的积累。它在什么程度上是资本的现实积

累的标志，即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标志，又在什么程度上不是这种

标志呢？资本的所谓过剩〔ｐｌｅｔｈｏｒａ〕，一个始终只用于生息资本即

货币资本的用语，仅仅是表现产业生产过剩的一个特殊方式呢，还

是除此以外形成一种特殊的现象呢？这种过剩即货币资本的供给

过剩，是否与停滞的货币总量（金银条块、金币和银行券）的存在相

一致，从而现实货币的过剩，是否就是借贷资本的上述过剩的反映

和表现形式呢？

第二，货币紧迫，即借贷资本不足，又在什么程度上反映出现

实资本（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不足呢？另一方面，它又在什么程

度上与货币本身的不足，即流通手段的不足相一致呢？

在以上考察货币资本和货币财产的积累的特殊形式时，

我们已经把这种积累的形式归结为对劳动的占有权的积累。

前面已经说过，国债资本的积累，不过是表明国家债权人阶

级的增加，这个阶级有权把税收中的一定数额预先划归自己所

９３５



有。（６）连债务积累也能表现为资本积累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那种

在信用制度中发生的颠倒现象已经达到完成的地步。这些为原来

借入的并且早已用掉的资本而发行的债券，这些代表已经消灭的

资本的纸制复本，在它们是可卖商品，因而可以再转化为资本的

情况下，对它们的所有者来说，就作为资本执行职能。

公用事业、铁路、矿山等等的所有权证书，正如我们上面所说

的，固然是现实资本的证书，但有了这种证书，并不能去支配这个

资本。这个资本是不能提取的。有了这种证书，只是在法律上有权

索取这个资本应该获得的一部分剩余价值。但是，这种证书也就成

为现实资本的纸制复本，正如提货单在货物之外，和货物同时具有

价值一样。它们成为并不存在的资本的名义代表。这是因为现实

资本存在于这种复本之外，并且不会由于这种复本的转手而改变

所有者。这种复本所以会成为生息资本的形式，不仅因为它们保证

取得一定的收益，而且因为可以通过它们的出售而得到它们的资

本价值的偿付。当这些证券的积累表示铁路、矿山、汽船等等的积

累时，它们也表示现实再生产过程的扩大，就象动产征税单的扩大

表示这种动产的增加一样。但是，作为纸制复本，这些证券只是

幻想的，它们的价值额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

（６） “国家有息证券不过是一种想象的资本，它代表用来偿还国债的一部分年收

入。与此相等的一笔资本已经消耗掉了；它是国债的分母，但国家有息证券所代表的并

不是这笔资本，因为这笔资本早已不再存在。但新的财富必然会由产业劳动产生；而在

这个财富中每年都有一部分预先指定给那些曾经贷出这个被消耗掉的财富的人；这个

部分是用课税的方法从生产这些财富的人那里取走，然后付给国家债权人的。并且人

们根据本国通行的资本和利息的比率，设想一个想象的资本，这个资本的大小和能产

生债权人应得年利的那个资本相等。”（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２卷第２２９—

２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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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变动完全无关，尽管它们可以作为商品来买卖，因而可以作为

资本价值来流通。它们的价值额，也就是，它们在证券交易所内的

行情，在利息率的下降与货币资本特有的运动无关，而单纯是利润

率趋向下降的结果时，会随着利息率的下降而必然出现上涨的趋

势，所以，单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个想象的财富，按照它的原来具有

一定的名义价值的每个组成部分的价值表现来说，也会在资本主

义生产发展的进程中扩大起来。（７）

由这种所有权证书的价格变动而造成的盈亏，以及这种证书

在铁路大王等人手里的集中，就其本质来说，越来越成为赌博的结

果。赌博已经代替劳动，并且也代替了直接的暴力，而表现为夺取

资本财产的原始方法。这种想象的货币财产，不仅构成私人货币财

产的很大的部分，并且正如我们讲过的，也构成银行家资本的很大

的部分。

为了尽快地解决问题，我们不妨把货币资本的积累，理解为银

行家（职业贷款人）手中的，即私人货币资本家和国家、团体以及从

事再生产的借款人之间的中介人手中的财富的积累；因为整个信

用制度的惊人的扩大，总之，全部信用，都被他们当作自己的私有

资本来利用。这些人总是以货币的形式或对货币的直接索取权的

形式占有资本和收入。这类人的财产的积累，可以按极不同于现实

积累的方向进行，不过在任何场合下都证明，他们握有现实积累

（７） 一部分积累的借贷货币资本，事实上只是产业资本的表现。例如，１８５７

年，英国向美国铁路和其他企业投资８０００万镑，这笔投资几乎完全是靠输出英国商

品实现的。对于这些商品，美国人没有偿还分文。英国的出口商人凭这些商品开出在

美国兑付的汇票，英国的认股人就购进这种汇票，寄到美国去缴付他们已经认购的股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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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很大一部分。

让我们在较狭小的范围内来谈谈这个问题：国家证券也象股

票及其他一切有价证券一样，是借贷资本即用于生息的资本的投

资领域。它们是资本出借的形式。但它们本身不是投在它们上面

的借贷资本。另一方面，就信用在再生产过程中起直接作用来说，

必须指出下面一点：产业资本家或商人拿汇票来贴现或申请一笔

贷款时所需要的，既不是股票，也不是国债券。他需要的是货币。所

以，如果他不能用别的方法取得货币，他就把那些有价证券抵押或

卖出去。我们要在这里研究的问题，就是这种借贷资本的积累，具

体地说，也就是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我们在这里不讨论房屋、机

器或其他固定资本的借贷。我们也不涉及产业资本家和商人互相

在商品上和在再生产过程范围内进行的借贷，虽然我们对于这点

也要预先进行比较仔细的研究。我们这里只研究银行家作为中介

人对产业资本家和商人发放的贷款。

因此，我们首先分析商业信用，即从事再生产的资本家互相提

供的信用。这是信用制度的基础。它的代表是汇票，是一种有一定

支付期限的债券，是一种延期支付的证书。每一个人都一面提供信

用，一面接受信用。我们首先撇开银行家的信用不说，它是一个本

质上完全不同的要素。如果这些汇票通过背书而在商人自己中间

再作为支付手段来流通，由一个人转到另一个人，中间没有贴现，

那就不过是债权由Ａ到Ｂ的转移，而这绝对不会影响整个的联

系。这里发生的只是人的变换。即使在这种场合，没有货币的介入，

也照样可以进行结算。例如，纺纱业者Ａ要向棉花经纪人Ｂ兑付

一张汇票，棉花经纪人Ｂ要向进口商人Ｃ兑付一张汇票。现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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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Ｃ又出口棉纱（这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他就可以凭这张汇票购

买Ａ的棉纱，纺纱业者Ａ又可以用这张由Ｃ支付而得到的、要经

纪人Ｂ自己兑付的汇票，来偿付经纪人Ｂ。在这里，至多只有差额

要用货币支付。这全部交易只是棉花和棉纱交换的媒介。出口商

人只代表纺纱业者，棉花经纪人只代表棉花种植业者。

在这种纯粹商业信用的循环中，需要指出以下两点：

第一，这些互相的债权的抵销，取决于资本的回流；也就是说，

取决于只是延期的Ｗ—Ｇ。如果纺纱业者从棉织厂主那里得到一

张汇票，这个棉织厂主只要能在到期之前，把他投放市场的棉布出

售，就可以兑付这张汇票。如果谷物投机商人向他的代理人开出一

张汇票，这个代理人只要能在到期之前按预期的价格把谷物出售，

就能够支付货币。因此，这种支付取决于再生产的不断进行，也就

是说，取决于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的不断进行。但由于信用是互相

的，每一个人的支付能力同时就取决于另一个人的支付能力；因为

在签发汇票时，一个人不是指望他本人企业中的资本回流，就是指

望在这期间要向他兑付汇票的第三者企业中的资本回流。把这种

对资本回流的指望撇开不说，支付就只有依靠准备资本，这是由发

票人自己支配，以便在回流延迟时偿付债务的。

第二，这种信用制度并不排除现金支付的必要。首先，支出的

一大部分，例如工资、税款等等，总是要用现金支付。其次，Ｂ从Ｃ

那里得到一张代替付款的汇票，但他本人在这张汇票到期之前就

要向Ｄ兑付一张到期汇票，为此，他必须握有现金。一个如此完全

的再生产循环，象我们上面假设的由棉花种植业者到棉纺纱业者、

又由棉纺纱业者到棉花种植业者的循环，只能是一个例外，实际上

这种循环总要在许多点上发生中断。我们在论述再生产过程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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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卷第３篇
１３１
）已经看到，不变资本的生产者彼此用一部分不变资

本进行交换。这样一来，汇票就能或多或少地互相抵销。从生产的

上升序列来看，棉花经纪人向纺纱业者，纺纱业者向棉织厂主，棉

织厂主向出口商人，出口商人向进口商人（也许又是棉花进口商

人）签发汇票的情况，也是这样。不过，与此同时，并没有发生交易

的循环，因而，并没有发生债权序列的回转。例如，纺纱业者对织布

业者的债权，就不能用煤炭供应商人对机器制造业者的债权来抵

销；纺纱业者在他的营业中，对于机器制造业者，从来不会有相反

的债权，因为他的产品，棉纱，从来不会成为机器制造业者的再生

产过程中的要素。因此，这样的债权只有用货币来结算。

这种商业信用的界限就其自身来考察是：１．产业资本家和商

人的财富，即在回流延迟时他们所能支配的准备资本；２．这种回流

本身。这种回流可能在时间上延迟，或者商品价格也可能在这段时

间内下降，或者在市场停滞时，商品还可能暂时滞销。首先，汇票的

期限越长，准备资本就要越大，回流因价格下降或市场商品过剩而

发生减少或延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其次，最初的交易越是依赖对

商品价格涨落的投机，回流就越没有保证。很明显，随着劳动生产

力，从而大规模生产的发展，１．市场会扩大，并且会远离生产地点，

２．因而信用必须延长，并且３．投机的要素必然越来越支配交易。

大规模的和供应远地市场的生产，会把全部产品投入商业手中；但

是，要使一国的资本增加一倍，以便商业能够用自有的资本把全国

的产品买去并且再卖掉，这是不可能的。在这里，信用就是不可避

免的了；信用的数量和生产的价值量一起增长，信用的期限也会随

着市场距离的增加而延长。在这里是互相影响的。生产过程的发

展促使信用扩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业活动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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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这种信用和银行家的信用分开来进行考察，那就

很清楚，这种信用和产业资本本身的规模一同增大。在这里，借贷

资本和产业资本是一个东西；贷出的资本就是商品资本，不是用于

最后的个人的消费，就是用来补偿生产资本的不变要素。所以，这

里作为贷出的资本出现的，总是那种处在再生产过程的一定阶段

的资本，它通过买卖，由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不过它

的代价要到后来才按约定的期间由买者支付。例如，棉花为换取一

张汇票而转移到纺纱业者手中，棉纱为换取一张汇票而转移到棉

织厂主手中，棉布为换取一张汇票而转移到商人手中，然后它再为

换取一张汇票而从该商人手中转移到出口商人手中，再为换取一

张汇票而从出口商人手中转移到一个在印度经商的商人手中，该

印度商人把它出售，用以购买靛蓝等等。在这样转手的时候，棉花

已经完成了它转化为棉布的过程，棉布最后运到印度，并同靛蓝交

换，靛蓝被运到欧洲，在那里再进入再生产过程。在这里，再生产过

程的不同阶段都以信用为媒介，纺纱业者没有对棉花支付现金；棉

织厂主没有对棉纱支付现金，商人也没有对棉布支付现金等等。在

过程的最初几个行为中，商品棉花通过了不同的生产阶段，而这种

转移是以信用为媒介的。但是，一旦棉花在生产中取得它的最后的

商品形式，同一商品资本就只要经过各种商人之手，这些商人把它

运到远方市场，最后一个商人才最终地把它卖给消费者，以便购买

进入消费过程或再生产过程的其他商品。因此，在这里必须把两个

时期区分开来：在第一个时期，信用在同一物品生产的各实际相继

的阶段中起中介作用；在第二个时期，它只是在商人之间的转手

（其中包括运输）中，即在Ｗ—Ｇ行为中起中介作用。但是，在这

里，商品至少总还是处在流通行为中，所以总还是处在再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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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阶段中。

因此，在这里贷出的资本，决不是闲置的资本，而是在它的所

有者手中必须变更自己形式的资本，是对它的所有者来说只是存

在于商品资本形式上的资本，也就是必须完成再转化，即至少必须

先转化为货币的资本。可见，在这里，信用是商品形态变化的媒介，

即不仅是Ｗ—Ｇ，而且也是Ｇ—Ｗ 和现实生产过程的媒介。把银

行家的信用撇开不说，再生产循环内大量的信用，并不意味着有大

量闲置资本打算贷出和寻找有利的投资场所，而是表明资本在再

生产过程内已被大量动用。所以，信用的中介作用在这里表现为：

１．就产业资本家来说，使产业资本由一个阶段转移到另一个阶段，

使彼此有关和彼此衔接的各生产部门联系起来；２．就商人来说，使

商品由一个人手里运到和转入另一个人手里，直到商品最终出售，

变成货币，或者交换成其他商品。

在这里，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也

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的极度紧张。这些

消费界限也会因再生产过程本身的紧张而扩大：一方面这种紧张

会增加工人和资本家对收入的消费，另一方面这种紧张和生产消

费的紧张是一回事。

只要再生产过程不断进行，从而资本回流确有保证，这种信用

就会持续下去和扩大起来，并且它的扩大是以再生产过程本身的

扩大为基础的。一旦由于回流延迟，市场商品过剩，价格下降而出

现停滞时，产业资本就会出现过剩，不过这种过剩是在产业资本不

能执行自己的各种职能的形式上表现出来的。有大量的商品资本，

但找不到销路。有大量的固定资本，但由于再生产停滞，大部分闲

置不用。信用将会收缩，１．因为这种资本闲置不用，也就是停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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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再生产的一个阶段上，因为它不能完成它的形态变化；２．因为

再生产过程不断进行的信念已经遭到破坏；３．因为对这种商业信

用的需求已经减少。纺纱业者缩减了生产，并且还有大量卖不出去

的棉纱堆在库房里，他无须通过信用来购买棉花；商人也无须通过

信用来购买商品，因为他手中的商品已经过多了。

因此，只要再生产过程的这种扩大受到破坏，或者哪怕是再生

产过程的正常紧张状态受到破坏，信用就会减少。通过信用来获得

商品就比较困难。要求现金支付，对赊售小心谨慎，是产业周期中

紧接着崩溃之后的那个阶段所特有的现象。在危机中，因为每个人

都想卖而卖不出去，但是为了支付，又必须卖出去，所以，正是在这

个信用最缺乏（并且就银行家的信用来说，贴现率也最高）的时刻，

不是闲置的寻找出路的资本，而是滞留在自身的再生产过程内的

资本的数量也最大。这时，由于再生产过程的停滞，已经投入的资

本实际上大量地闲置不用。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制成的产品充斥

商品市场。因此，如果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于生产资本的缺乏造成

的，那就大错特错了。正好在这个时候，生产资本是过剩了，无论就

正常的、但是暂时紧缩的再生产规模来说，还是就已经萎缩的消费

来说，都是如此。

假定整个社会只是由产业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构成的。此外，

撇开价格的变动——这种变动使总资本的大部分不能在平均状

况下实行补偿，并且由于整个再生产过程的普遍联系（特别是通

过信用而得到了发展），这种变动必然总是引起暂时的普遍停滞。

同样，撇开信用制度所助长的买空卖空和投机交易。这样，危机

好象只能由各个部门生产的不平衡，由资本家自己的消费和他们

的积累之间的不平衡来说明。而实际情况却是，投在生产上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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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补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些非生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工

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

限制，就是他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家阶级带来利润的时候才

能被雇用。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

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

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

限。

至少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只有当主要食物或者最重要的

工业原料普遍歉收的时候，才可以谈到生产资本的实际不足。

不过，除了这种商业信用外，现在还有真正的货币信用。产业

资本家和商人互相的贷款，同银行家和贷款人对他们的贷款交织

在一起。在汇票贴现时，贷款只是徒有其名。一个工厂主出售他的

产品而得到一张汇票，他把这张汇票拿到汇票经纪人那里去贴现。

事实上，这个汇票经纪人只是发放他的银行家的贷款，而银行家贷

给他的又是自己的存款人的货币资本，这些存款人就是产业资本

家和商人自己，也有工人（通过储蓄银行），以及那些地租所得者和

其他非生产阶级。因此，每一个工厂主或商人个人无须握有巨额的

准备资本，也不必依赖资本的现实回流。但是另一方面，部分地因

为有单纯的空头汇票，部分地因为有那种专门以伪造汇票为目的

的商品交易，全部过程就变得十分复杂，以致在资本回流实际上早

已只有一部分靠牺牲那些受骗的贷款人，一部分靠牺牲那些受骗

的生产者才能实现之后，营业扎实可靠、回流十分顺畅的假象，还

能平静地保持下去。因此，正好在崩溃的前夕，营业总是显得几乎

安然无恙。关于这一点，例如１８５７年和１８５８年的《银行法报告》提

供了最好的证据。在那里，所有银行董事，商人，总之，以奥维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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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勋爵为首的所有被邀请的专家，都互相祝贺营业的繁荣和稳

定，——这正好是在１８５７年８月危机爆发前的一个月。而令人奇

怪的是，图克作为研究历次危机的历史学家，在他的《价格史》一书

中，再一次陷入这种错觉。在总崩溃一下子到来之前，营业总是非

常稳定，特别兴旺。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货币资本的积累。

借贷货币资本的增加，并不是每次都表示现实的资本积累或

再生产过程的扩大。这种情况，在产业周期的紧接着危机过后的那

个阶段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时，借贷资本大量闲置不用。在生产

过程紧缩（１８４７年危机后，英国各工业区的生产减少三分之一），

物价降到最低点，企业信心不足的时候，低微的利息率就起着支配

作用。这种低微的利息率仅仅表明：借贷资本的增加，正是由于产

业资本的收缩和萎缩造成的。当物价下跌，交易减少，投在工资上

的资本收缩时，所需的流通手段就会减少；另一方面，在对外债务

一部分由金的流出，一部分由破产而偿清之后，也就不需要追加的

货币去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了；最后，汇票贴现业务的范围，随着

汇票本身的数目和金额的缩小而缩小，——这一切都是一目了然

的。因此，对借贷货币资本的需求，不论是用于流通手段，还是用于

支付手段（这里还没有谈到新的投资），都会减少，这样，借贷货币

资本相对说来就显得充裕了。不过，正如我们以后将要谈到的，在

这样的情况下，借贷货币资本的供给也会实际增加。

例如，１８４７年危机后，就发生了“交易紧缩，货币过多”的现象

（《商业危机》１８４７—１８４８年证词第１６６４号）。“因为商业几乎完全

停顿，投资的可能性几乎完全没有”，所以利息率是很低的（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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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５页，利物浦皇家银行董事霍奇森的证词）。这些绅士（而霍奇

森还是其中最出色的一个）为了说明这种现象而发表过什么谬论，

从下面一段话就可以看到。

“货币紧迫〈１８４７年〉是由国内货币资本的实际减少所引起的，而这种减

少部分地是由于从世界各地进口的货物必须用金支付，部分地是由于流动资

本（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ｃａｐｉｔａｌ）转化为固定资本而造成的。”［同上，第６３页］

流动资本转化为固定资本，怎么会减少国内的货币资本，这是

不可理解的。因为，拿铁路这个当时的主要投资项目来说，无论金

或纸币都没有用来架设桥梁和铺设铁轨，并且购买铁路股票的货

币，只要它的存入是为了交付股金，就同一切其他银行存款完全一

样地执行职能，正如上面指出的①，甚至还会暂时增加借贷货币资

本；而这些货币在实际用在建筑上的时候，它们就作为购买手段和

支付手段在国内流通。如果仅仅说固定资本不是可供出口的物品，

由于不能出口，就会失去出口货换来的收入所形成的可供支配的

资本，从而也就会失去现金或金银条块形式上的收入，如果只是就

这一点来说，那末，货币资本会由于流动资本转化为固定资本而受

到影响。不过，当时英国的出口货，在国外市场上也是大量堆积，卖

不出去。当时曼彻斯特等地的商人和工厂主，把自己企业的一部分

正常资本投在铁路股票上面，于是不得不靠借入资本来经营自己

的企业，对他们来说，流动资本实际上已经固定下来，因此，他们不

得不自食其果。如果他们把属于自己企业的资本提取出来，不是投

到铁路方面，而是投到比如说采矿业方面，并且采矿业的产品铁、

煤、铜等等本身也是流动资本，其结果还是一样。——当然，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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歉收、谷物进口、金的流出而造成的可供支配的货币资本的实际减

少，则是一件和铁路投机毫不相干的事情。

“为了把自己的货币投到铁路方面，几乎所有商行都开始程度不等地缩

小自己的营业。”［同上，第４２页］——“各商行都把这样大量的货币贷给铁

路，结果这些商行不得不通过汇票贴现的方式再向银行取得大量贷款，以便

维持自己的营业。”（同一位霍奇森，同上，第６７页）“在曼彻斯特，铁路投机使

许多人遭到巨大损失。”（罗·加德纳，同上，证词第４８８４号。在第１卷第１３

章第３节ｃ
１３２
及其他地方曾多次提到过这个人。）

１８４７年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商品的惊人过剩和东印度贸

易上的疯狂投机。但是还有别的情况促使这个部门的一些十分富

有的商行遭到破产：

“它们有雄厚的资金，但这些资金不能流动。它们的全部资本都固定在毛

里求斯的地产或靛蓝厂和制糖厂上了。后来，当它们的债务达５０—６０万镑

时，它们已经没有流动资金来兑付它们的汇票了，最后才发觉，为了兑付它们

的汇票，只有完全依靠它们的信用”（查·特纳，利物浦经营印度贸易的大商

人，同上，第７３０号）。

再看看加德纳的证词（同上，第４８７２号）：

“中国条约①签订后，国内立即出现了竭力扩大对华贸易的广阔前景，因

此，除了现有的全部工厂外，又有许多大工厂专门为了做这种生意而建立起

来，以便制造那种主要是销往中国市场的棉织品。”——（第４８７４号）“这种生

意做的怎样呢？——倒霉透了，真是一言难尽；我不认为，１８４４年和１８４５年

对华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已经收回；因为茶叶是主要的回头货，并且因

为使我们产生很大的期望，所以我们工厂主都确信茶叶税会大大降低。”

请看英国工厂主所特有的信念的天真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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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国外市场的贸易，不是受国外市场购买商品的能力的限制，而是

受国内我们对作为我国工业品的回头货而得到的那些产品的消费能力的限

制。”

（那些和英国通商的比较穷的国家，当然可以对任何数量的英

国工业品进行支付和消费，而遗憾的是，富有的英国竟不能消化作

为回头货的产品。）

（第４８７６号）“起初我运出一些商品，出售时大约亏损１５％，因为我完全

相信，我的代理商购买茶叶的价格，可以使我在英国转卖这些茶叶时，获得一

笔足以补偿上述损失的利润；结果我非但没有获得利润，有时反而亏损

２５％，甚至５０％。”——（第４８７７号）“工厂主出口是自负盈亏吗？——主要

是这样的；商人好象不久就发觉，他们从中得不到什么好处，所以他们怂恿工

厂主采取委托销售的办法，而不必亲自参与。”

可是，在１８５７年，损失和破产主要落到了商人身上，因为这一

次是工厂主让商人对国外市场商品过剩承担了“自负盈亏”的责

任。

随着银行制度的发展（参看下面举出的关于伊普斯威奇地区

的例子，在１８５７年以前的几年间，那里的租地农民的存款增加了

三倍①），从前的私人贮藏货币或铸币准备金，都在一定时间内转

化为借贷资本。这样造成的货币资本的扩大，和伦敦股份银行开始

对存款支付利息时存款的增长一样，并不表示生产资本的增加。在

生产规模保持不变时，这种扩大只会引起借贷货币资本比生产资

本充裕。因此实行了低利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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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生产过程再一次达到过度紧张状态以前的那种繁荣局

面，商业信用就会大大扩张，这种扩张实际上又是资本容易流回和

生产扩大的“健全”基础。这时，利息率虽然已经高于最低限度，但

是仍然很低。事实上这是唯一的这样一个时期，这时可以说低利息

率，从而借贷资本的相对充裕，是和产业资本的现实扩大结合在一

起的。由于资本容易并且有规则地流回，加上商业信用扩大，这就

保证了借贷资本的供给（虽然需求已经增长），防止了利息率水平

的上升。另一方面，只有到这时，没有准备资本甚至根本没有任何

资本而完全依赖货币信用进行投机的骑士们，才引人注目地涌现

出来。此外，还有各种形式的固定资本的显著扩大和新型大企业的

大批开设。现在，利息提高到它的平均水平。但是，只要新的危机

爆发，信用突然停止，支付停滞，再生产过程瘫痪，并且，除了上述

的例外情况，在借贷资本几乎绝对缺乏的同时，闲置的产业资本发

生过剩，这时，利息率就会再升到它的最高限度。

因此，表现在利息率上的借贷资本的运动，和产业资本的运

动，总的说来，是按相反的方向进行的。有一个阶段，低的但是高于

最低限度的利息率，与危机以后的“好转”和信任的增强结合在一

起；特别是另一个阶段，利息率达到了它的平均水平；也就是离它

的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等距的中点，——只是在这两个阶段，充裕

的借贷资本才和产业资本的显著扩大结合在一起。但是，在产业周

期的开端，低利息率和产业资本的收缩结合在一起，而在周期的末

尾，则是高利息率和产业资本的过多结合在一起。伴随“好转”而来

的低利息率，则表示商业信用对银行信用的需要是微不足道的，商

业信用还是立足于自身。

这种产业周期的情况是，同样的循环一旦受到最初的推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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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然会周期地再现出来。
（８）
在松弛的情况下，生产下降到上一个

周期已经达到并且现在已经奠定技术基础的那个水平以下。在繁

荣期——中期，生产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在生产过剩和欺诈

盛行的时期，生产力紧张到极点，直至越过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

限制。

在危机期间，支付手段感到不足，这是不言而喻的。汇票能否

兑现，取代了商品本身的形态变化，并且，单靠信用来进行交易的

厂商越多，这个时期的情形就越是这样。象１８４４—１８４５年那样不

明智的和错误的银行立法，只会加深这种货币危机。但是，任何银

行立法也不能消除危机。

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

（８） ｛我曾在别的地方１３３指出，自上一次大规模的普遍危机爆发以来，在这方面

已经发生了转变。周期过程的急性形式和向来十年一次的周期，看来让位给比较短暂

的稍微的营业好转和比较持久的不振这样一种在不同的工业国在不同的时间发生的

比较慢性的延缓的交替。但这里也许只是周期持续时间的延长。在世界贸易的幼年期，

自１８１５年至１８４７年，大约是五年一个周期；自１８４７年至１８６７年，周期显然是十年一

次；现在我们不又是处在一个空前激烈的新的世界性的崩溃的准备时期吗？有许多征

兆好象在预示这一点。自１８６７年最近一次的普遍危机爆发以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由于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

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除了以前垄断工业的英国，现在又出现了一系列的同它竞争的

工业国家；欧洲的过剩资本，在世界各地开辟了无限广阔和多种多样的投资领域，所以

资本比以前分散得更加广泛，并且地方性的过度投机也比较容易克服了。由于这一切，

以前的危机策源地和造成危机的机会，多数已经消除或大大削弱。同时，国内市场上的

竞争，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出现而后退，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也由于保护关税（英国以

外的一切大工业国都用这个办法来保护自己）的实行而受到限制。但是，这种保护关税

本身，只不过是最后的、全面的、决定世界市场霸权的工业战争的准备。所以，每一个对

旧危机的重演有抵销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弗·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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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

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象整个危机只

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

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

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

机的基础。不过，除此以外，这种汇票中也有惊人巨大的数额，代表

那种现在已经败露和垮台的纯粹欺诈营业；其次，代表利用别人的

资本进行的已告失败的投机；最后，还代表已经跌价或根本卖不出

去的商品资本，或者永远不会实现的资本回流。这全部人为的使再

生产过程猛烈扩大的体系，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象英格兰银行这

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

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

并且，在这里，一切都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在这个纸券的

世界里，现实价格和它的现实要素不会在任何地方表现出来。表现

出来的只是金银条块、硬币、银行券、汇票、有价证券。在全国金融

中心，例如伦敦，这种颠倒表现得尤为明显。全部过程都变为不可

理解；而在生产中心，情况就不象这么厉害。

关于危机中出现的产业资本过多的现象，还要指出：商品资本

本身同时也是货币资本，是表现在商品价格上的一定的价值额。作

为使用价值，它是一定量的有用物品，这些物品在危机期间出现过

剩。但是，作为货币资本自身，作为可能的货币资本，它总是处在不

断的扩张和收缩中。在危机前夕和危机期间，商品资本在作为可能

的货币资本的这个属性中会表现收缩。商品资本对它的持有者和

这些持有者的债权人（以及作为汇票和贷款的担保）来说，同它被

买进和用作贴现和抵押的依据的时候相比，只代表更少的货币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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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如果这就是认为一国的货币资本在货币紧迫时将会减少的那

种主张所说的意思，那就等于说商品的价格已经下跌。而价格的这

种狂跌，只是和它以前的猛涨相抵销。

非生产阶级和靠固定收入为生的人的收入，在同生产过剩和

投机过度同时发生的价格猛涨时，绝大部分还是保持不变。所以，

他们的消费能力会相对下降，同时他们对再生产总额中平常应归

他们消费的那部分的补偿能力也会相对下降。他们的需求即使在

名义上保持不变时，实际上也在减少。

关于进口和出口，应当指出，一切国家都会先后卷入危机，那

时就会发现，一切国家，除了少数例外，出口和进口过多，以致支付

差额对一切国家来说都是逆差，所以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支付差

额方面。例如英国正苦于金的流出。它进口过多。但同时，所有别

的国家堆积着过多的英国商品。所以，它们也进口过多或被输入过

多。（当然，在凭信用出口的国家和不凭信用或只很少凭信用出口

的国家之间，是有差别的。不过，后一类国家仍然会凭信用进口；只

有在商品按委托销售１１７办法运到那里去的时候，情况不是这

样。）危机也许首先是在英国，在这个提供信用最多而接受信用最

少的国家爆发，因为支付差额，即必须立即结清的各种到期支付的

差额，对它来说是逆差，尽管总的贸易差额对它来说是顺差。这后

一情况的原因是：一方面它提供信用，另一方面又贷给外国大量资

本，于是除了真正的贸易回头货外，还有大量商品流回本国。（但

是，危机有时候也会先在美国，在这个从英国接受商业信用和资本

信用最多的国家爆发。）在英国以金的流出作为开端并且伴随这种

流出而发生的崩溃，之所以结清了英国的支付差额，部分是由于英

国进口商人宣告破产（下面还要谈到这一点），部分是由于在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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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抛售一部分英国商品资本，部分是由于出售外国有价证券，买

进英国有价证券等等。现在轮到另一个国家了。对它来说，支付

差额暂时是顺差。但支付差额和贸易差额之间平时适用的期限，由

于危机而废除或缩短；所有的支付都要一下子结清。因此，同样

的事情也在这里重演了。现在英国有金流回，而另一个国家则有

金流出。一国进口过剩，在另一国就表现为出口过剩，反过来也

是如此。但是，一切国家都发生了进口过剩和出口过剩（在这里，

我们谈的不是歉收等等，而是普遍的危机）；也就是说，都发生了

生产过剩，而由于信用和随信用发生的物价的普遍上涨，这种过

剩更加严重了。

１８５７年，美国爆发了危机。于是金从英国流到美国。但是美

国物价的涨风一停止，危机接着就在英国发生了。金又由美国流

到英国。英国和大陆之间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在普遍危机的时

刻，支付差额对每个国家来说，至少对每个商业发达的国家来说，

都是逆差，不过，这种情况，总是象排炮一样，按着支付的序列，

先后在这些国家里发生；并且，在一个国家比如英国爆发的危机，

会把这个支付期限的序列压缩到一个非常短的期间内。这时就会

清楚地看到，这一切国家同时出口过剩（也就是生产过剩）和进口

过剩（也就是贸易过剩），物价在一切国家上涨，信用在一切国家过

度膨胀。接着就在一切国家发生同样的总崩溃。于是金流出的现

象会在一切国家依次发生。这个现象的普遍性证明：１．金的流出只

是危机的现象，而不是危机的原因；２．金的流出现象在不同各国发

生的顺序只是表明，什么时候轮到这些国家必须结清总账，什么时

候轮到这些国家发生危机，并且什么时候危机的潜在要素轮到在

这些国家内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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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经济学家，——而且自１８３０年以来，值得提到的经济

学文献主要是论述通货、信用和危机的，——有一个特点，就是：他

们单从英国的立场出发来考察危机时期贵金属的输出，不管汇兑

率怎样变动，总是把这种输出看作纯粹一国的现象，完全闭眼不看

如下的事实：如果他们的银行在危机时期提高利息率，那末，欧洲

其他一切银行也会这样做，如果今天在英国对金的流出大声叫苦，

那末，明天在美国，后天在德国和法国也会发出同样的叫喊。

１８４７年，“英国所负的债务〈大部分是由于进口谷物而负的〉应该偿还

了。不幸的是，其中大部分是用破产的办法偿还的。〈富裕的英国，竟然用破产

的办法从它对大陆和美国的债务中脱身。〉不过，只要这些债务没有用破产的

办法结清，就只有用输出贵金属的办法来偿还。”（《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

告》１８５７年）

因此，当英国的危机由于银行立法而变得尖锐化时，这种立

法不过是一种手段，在饥荒时期先向谷物出口国骗取谷物，然后

再赖掉它们的谷物货款。所以，那些本身也多少苦于物价上涨的

国家在这个时候就禁止谷物出口，这是对付英格兰银行的一个理

所当然的手段，因为该行计划“用破产的办法”来“偿还”由于

进口谷物而负的“债务”。谷物生产者和投机商为本国的利益而牺

牲他们的一部分利润，比他们为英国的利益而牺牲他们的资本要

合算得多。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到，商品资本代表可能的货币资本的那种

特性，在危机中和一般在营业停滞时期，将会大大丧失。虚拟资

本，生息的证券，在它们本身是作为货币资本而在证券交易所内

流通的时候，也是如此。它们的价格随着利息的提高而下降。其

次，它们的价格还会由于信用的普遍缺乏而下降，这种缺乏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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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所有者在市场上大量抛售这种证券，以便获得货币。最后，股

票的价格也下降，部分是由于股票有权要求的收入减少了，部分是

由于它们代表的往往是那种带有欺诈性质的企业。在危机时期，这

种虚拟的货币资本大大减少，从而它的所有者凭它在市场上获得

货币的力量也大大减少。这些有价证券在行情表上的货币名称的

减少，虽然和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无关，但是和它们的所有者的

支付能力关系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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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Ⅱ

（续）

  关于以借贷货币资本形式进行的资本积累，究竟在多大程度

上同现实的积累，即再生产过程的扩大相一致的问题，我们还没有

探讨完。

货币转化为信贷货币资本，是一件比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更

简单得多的事情。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把以下两点区别开来：

１．货币单纯地转化为借贷资本；

２．资本或收入转化为货币，这种货币再转化为借贷资本。

只有后一点，才能包含真正的、同产业资本的现实积累相联系

的借贷资本的积累。

１．货币转化为借贷资本

我们已经看到，只是由于和生产积累成反比而同生产积累有

联系的借贷资本的堆积或过多，是能够发生的。这种情况发生在产

业周期的两个阶段上：第一是在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两种形式

上的产业资本已经收缩，也就是危机以后周期开始的时期；第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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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经开始好转但商业信用还不大需要银行信用的时期。在前一

种场合，以前用在生产和商业上的货币资本，表现为闲置的借贷资

本；在后一种场合，货币资本在日益增长的规模上被使用，但利息

率很低，因为现在正是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迫使货币资本家

接受条件的时候。借贷资本的过剩，在第一种场合，表示产业资本

的停滞，在第二种场合，表示商业信用对银行信用的相对独立性，

这种情况，是以货币不断回流，信用期限短，主要用自有资本进行

经营为基础的。依赖别人信用资本的投机家，这时还没有出场；用

自有资本进行经营的人，距离几乎纯粹的信用经营还很远。在第一

个阶段，借贷资本过剩，正好是现实积累的相反表现。在第二个阶

段，借贷资本过剩同再生产过程的新扩大结合在一起，伴随着它，

但不是它的原因。借贷资本的过剩已经减少，仅仅同需求相比还相

对地过剩。在这两种场合，现实积累过程的扩大都会得到促进，因

为在第一种场合同低廉的物价相结合的低微利息，以及在第二种

场合同缓慢上升的物价相结合的低微利息，都会增加利润中转化

为企业主收入的部分。在繁荣时期的顶点，当利息提高到平均水

平的时候，情况更是这样，因为这时利息虽然增加了，但是还比

不上利润的增加。

另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在没有任何现实积累的时候，借贷

资本的积累，可以通过各种纯技术性的手段，如银行业务的扩大和

集中，流通准备金或私人支付手段准备金的节约（因此，这些准备

金在短期内就转化为借贷资本）而实现。虽然这种借贷资本——它

因此又叫作“流动性资本”（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ｃａｐｉｔａｌ）——始终只是在短期

内保持借贷资本的形式（并且也只能用来进行短期贴现），但是它

会不断地流入和流出。一个人把它提出，另一个人就把它存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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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借贷货币资本的总量（我们在这里说的完全不是定期若干年的

贷款，而只是凭汇票和抵押品的短期贷款），实际上会在同现实积

累完全无关的情况下增加起来。

《银行委员会，１８５７年》（第５０１号。问：）“您认为，流动性资本是什么？

｛英格兰银行总裁魏格林先生：｝这是一种可以用来进行短期贷款的资本……

（第５０２号）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地方银行的银行券，以及国内现有的货

币量。”——｛问：｝“如果您认为‘流动性资本’就是能动的通货｛即英格兰银行

的银行券｝，那末，根据委员会现有的证据，这种能动的通货似乎不会发生很

显著的变动吧？”｛但是，这种能动的通货是由谁预付的，是由贷款人，还是由

进行再生产的资本家自己，这有很大的区别。——魏格林答：｝“我把银行家

的准备金包括在‘流动性资本’中，这种准备金经常发生显著的变动。”

因此，这就是说，经常发生显著变动的是银行家没有再贷放出

去，而是留作他们的准备金——其中大部分在存入英格兰银行时

也成为该行的准备金——的存款部分。最后，这位先生说：“流动性

资本”就是ｂｕｌｌｉｏｎ，即金银条块和金属货币（第５０３号）。十分奇怪

的是，在货币市场这种有关信用的费解的行话中，政治经济学上的

一切范畴，都获得了不同的含义和不同的形式。在这种费解的行话

中，“流动性资本”就表示“流动资本”——这当然是完全不同的东

西，货币就是资本，金银条块就是资本，银行券就是通货，资本就是

商品，债务就是商品，固定资本就是投在难于出售的证券上的货

币！

“伦敦各股份银行……的存款，由１８４７年的８８５０７７４镑，增加到１８５７年

的４３１００７２４镑…… 委员会现有的材料和证词，使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在这

个巨大的金额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以前不能用于这个目的的源泉；在银行

家那里开个户头并把货币存到他那里去的习惯，已经扩大到以前不能用于这

个目的的许多源泉；在银行家那里开个户头并把货币存到他那里去的习惯，

已经普及到从前不这样使用自己资本〈！〉的许多阶级。被地方私人银行｛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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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银行不同｝协会派去向委员会作证的该协会主席罗德韦耳先生说，在伊普

斯维奇地方，在该区租地农民和零售商当中，这样做的人最近增加了三倍；几

乎所有租地农民，甚至那些每年只付地租５０镑的人，现在都有了银行存款。

大量的这种存款当然要在营业上寻找出路，特别是被吸引到伦敦这个商业活

动中心去，在那里它们首先被用在汇票贴现上，或用在给伦敦银行家的顾客

发放的其他贷款上。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因银行家自己对它没有直接需要，而

转到‘汇票经纪人’手里，‘汇票经纪人’则把他们已经为伦敦及各地的人贴现

过一次的商业汇票交给银行家，作为贷款的担保。”（银行委员会，１８５８年第

［Ⅴ页］第８号）

当银行家依据汇票经纪人已经贴现过一次的汇票，贷款给这

个汇票经纪人时，他事实上为这种汇票进行了一次再贴现；但实际

上，许多这种汇票已经由汇票经纪人再贴现过了，而银行家用来为

汇票经纪人的汇票进行再贴现的货币，又被汇票经纪人用来再贴

现新的汇票。由此引起的结果是：

“空头汇票和空头信用，造成了虚假信用的扩大。地方股份银行为这样的

汇票贴现以后，把它拿到伦敦市场的汇票经纪人那里去再贴现，并且单凭银

行的信用，而不顾汇票其他方面的性质，这就更助长了虚假信用的扩大。”（同

上，［第ⅩⅩⅠ页第５４号］）

关于这种再贴现，以及关于借贷货币资本的这种单纯技术性

的增加对信用欺诈所提供的援助，《经济学家》１０４的下面一段话

是很有意思的。

“过去许多年间，资本〈即借贷货币资本〉在国内某些地区积累得比人们

能够使用的程度更快，但在其他地区，资本的用途比资本自身增加得更快。当

农业区的银行家找不到机会把存款有利地、稳妥地投到本地区时，工业区和

商业城市对资本的需要却超过了银行家所能提供的规模。由于不同地区的这

种不同情况，近年来一种从事资本分配的新型商行产生了，并且迅速发展起

来。这种商行虽然通常叫作汇票经纪人，但实际上是资本雄厚的银行家。这种

商行的业务是，按约定的期限和商定的利息，从剩余资本找不到出路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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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银行，吸收剩余资本，以及从各股份公司和大商行吸收暂时闲置的资金，并

按更高的利息率，把这种货币借给对资本有更多需要的地区的银行；办法通

常是对它们的顾客的汇票再贴现…… 因此，伦巴特街１２０就成了一个大中

心，国内的闲置资本通过这个中心，就由不能有利地使用它的地方，转移到需

要它的地方去；这种情形适用于国内各地区，也适用于处境与此相似的个人。

这种业务原来几乎仅限于凭银行认为适合的抵押品来进行借贷。但是，随着

国内资本的迅速增加，以及因银行的设立而带来的资本的日益节约，这种贴

现公司所支配的基金已经变得很大，以致它们最初以栈单，后来以提单为担

保来发放贷款。这种提单所代表的，是一种根本还没有到达的产品，虽然有

时（即使不是经常地）以这种产品为担保的汇票已经开给商品经纪人了。这

种做法立即改变了英国商业的全部性质。伦巴特街这样提供的便利，大大加

强了明辛街１２１商品经纪人的地位；商品经纪人又把全部好处给予进口商人，

后者已经十分广泛地享用这些好处，如果在二十五年前，凭提单甚至栈单为

担保去借款，就会使一个商人的信用破产，但是近年来这种做法已经十分普

遍，以致人们已经把它看作一种常规，而再不象二十五年前那样把它看作罕

见的例外了。这个制度已经广泛推行，以致伦巴特街的巨额贷款，是凭那些

以远方殖民地尚在生长中的农产品为担保的汇票发放的。这种便利的结果

是，进口商人扩大他们的国外营业，把他们以前营业用的（流动性）资本投

放在最不可靠的部门，即他们不大可能或完全不能控制的殖民地种植园。在

这里，我们看到了信用的直接锁链。在我国农业地区，积累的资本，作为小

额存款存放在地方银行，并且集中在伦巴特街供人利用。但是，它首先被用

来为我国各工矿地区的银行的汇票进行再贴现，以此扩大这些地区的营业；

其次是被用来发放以栈单和提单为担保的贷款，为外国产品的进口提供更大

的便利，使那些经营对外贸易和殖民地贸易的商行的‘合法’商人资本能够

游离出来，从而用到海外种植园这种最不可靠的投资部门去。”（《经济学

家》１８４７年第１３３４页）

这就是信用的“美妙的”交错联系。农村的存款人以为自己只

是在他的银行家那里存款，并且以为银行家贷款，总是贷给银行家

所认识的个人。他决没有想到，这个银行家会把他的存款交给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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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汇票经纪人去支配，对于这个经纪人的交易，他们两个都丝毫

也不能控制。

我们已经看到，象铁路建筑那样大的公共企业，因为股东所缴

纳的款项在实际使用前总会有一段时间留在银行手里，由银行支

配，所以也能暂时使借贷资本增加。

但是，借贷资本的量和通货的量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这里所说

通货的量，指的是一个国家内一切现有的流通的银行券和包括贵

金属条块在内的一切硬币的总和。这个量的一部分，构成银行的数

量不断变动的准备金。

“１８５７年１１月１２日〈１８４４年银行法暂停执行的日期〉，英格兰银行包括

一切分行在内的准备金总额，只有５８０７５１镑；同时存款额为２２５０万镑，其中

约有６５０万镑为伦敦各银行家所有。”（银行法，１８５８年第ＬⅦ页）

利息率的变动（撇开较长时期内利息率的变动或不同国家利

息率的差别不说；前者由一般利润率的变动决定，后者由利润率之

间的差别和信用发展上的差别决定），取决于借贷资本的供给（假

定其他一切条件，如信任的程度等等，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取决

于以货币形式，即以硬币和银行券形式贷出的资本的供给；这种资

本和产业资本不同，后者是通过商业信用以商品形式贷给再生产

当事人自己的。

但是，这种借贷货币资本的量，终究不同于流通货币的量，并

且是不以后者为转移的。

例如，如果２０镑每天贷出五次，那末就有１００镑的货币资本

被贷出，这同时还意味着这２０镑至少已经四次作为购买手段或支

付手段执行职能；因为，如果没有购买和支付作为媒介，它就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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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四次代表资本的转化形式（商品，其中也包括劳动力），从而不

会构成一个１００镑的资本，而只会构成五次各２０镑的债权。

在信用发达的国家，我们可以假定，一切借贷货币资本，都以

存款的形式，存放在银行和贷款人手里。这个假定至少对整个营业

来说是适用的。此外，在营业兴旺时期，在真正的投机尚未盛行之

前，由于信用容易取得，信任日益增长，所以流通职能的大部分，则

由简单的信用转移来执行，而无须金属货币或纸币介入。

在流通手段量较小时，是否就能有巨额存款，仅仅取决于：

１．同一货币所完成的购买和支付的次数；

２．同一货币作为存款流回银行的次数。它反复执行购买手段

和支付手段的职能，是通过它重新转化为存款来完成的。例如，一

个零售商每周把货币１００镑存到银行家那里去；银行家用它来支

付工厂主存款的一部分；工厂主把它支付给工人；工人把它付给

零售商；零售商重新把它存入银行。因此，零售商存入的１００镑，

第一，是用来支付工厂主的存款，第二，是用来支付给工人，第

三，是用来支付给零售商自己，第四，是用来作为这个零售商的货

币资本的另一个部分存入银行；所以，经过二十周后，如果他自己

没有动用这笔存款，他就已经用这１００镑在银行家那里存入２０００

镑了。

这个货币资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闲置不用，只有从银行准备

金的流入和流出中才能看出。因此，１８５７年任英格兰银行总裁的

魏格林先生得出结论说，英格兰银行的金是“唯一的”准备资本：

（第１２５８号）“照我看来，贴现率事实上决定于国内现有的闲置资本的总

额。闲置资本的总额，则由英格兰银行的准备金所代表，这种准备金事实上就

是金准备。因此，当金流出时，就会使国内的闲置资本的总额减少，从而使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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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部分的价值提高。”——（第１３６４号）［纽马奇：］“英格兰银行的金准备，

实际上是国内整个营业借以进行的中央准备或现金贮藏…… 经常影响这

种贮藏或准备的是外汇率。”（《银行法报告》１８５７年）

进出口的统计材料，可以说明现实资本即生产资本和商品资

本的积累的规模。这些统计材料不断表明，对于英国工业的以十年

为一周期的发展时期（１８１５—１８７０年）来说，前一个繁荣时期在危

机以前的最高点，每次都作为下一个繁荣时期的最低点而再现出

来，然后又上升到一个高得多的新的最高点。

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在繁荣的１８２４年，出口产品的实际价值或

申报价值是４０３９６３００镑。１８２５年发生危机，出口总额降到这个数

额以下，每年在３５００万镑到３９００万镑之间波动。１８３４年再度繁

荣，出口总额超过了以前的最高水平，达到４１６４９１９１镑，在１８３６

年达到新的最高点５３３６８５７１镑。１８３７年，出口总额又降到４２００

万镑，以致新的最低点已经高于旧的最高点，然后在５０００万镑到

５３００万镑之间波动。１８４４年恢复繁荣，出口总额增加到５８５０万

镑，已远远超过１８３６年的最高点。１８４５年出口总额达到６０１１１０８２

镑；随后在１８４８年下降到５７００多万镑，１８４７年约为５９００万镑，

１８４８年约为５３００万镑，１８４９年增加到６３５０万镑，１８５３年约为

９９００万镑，１８５４年为９７００万镑，１８５５年为９４５０万镑，１８５６年约

为１１６００万镑，１８５７年达到最高点，为１２２００万镑。１８５８年出口总

额下降到１１６００万镑，但１８５９年增加到１３０００万镑，１８６０年约为

１３６００万镑，１８６１年仅为１２５００万镑（在这里，新的最低点再一次

高于以前的最高点），１８６３年为１４６５０万镑。

当然，在标志市场扩大的进口方面，也可以举出同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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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里我们要说的只是生产的规模。｛不言而喻，以上所述，对英

国来说，只适用于它实际上占工业垄断地位的时期。但在世界市场

还在扩大的时候，以上所述，对于拥有现代大工业的所有国家来说

也是适用的。——弗·恩·｝

２．资本或收入转化为货币，这种

 货币再转化为借贷资本   

  我们这里考察的货币资本的积累，既不是商业信用活动发生

停滞的表现，也不是实际流通手段或再生产当事人的准备资本的

节约的表现。

除了这两种情况以外，货币资本的积累，还可以由于金的异乎

寻常的流入而发生，例如１８５２年和１８５３年，由于澳大利亚和加利

福尼亚新金矿的发现，就发生过这种情况。这种金被存入英格兰银

行。存金人由此取去了银行券，但没有把这些银行券直接再存到银

行家那里去。因此，流通手段异常地增加了。（魏格林的证词，银行

委员会，１８５７年第１３２９号）银行企图通过把贴现率减低到２％的

办法，来利用这种存金。积存在银行的金量，在１８５３年的六个月

内，增加到２２００—２３００万镑。

不言而喻，一切发放贷款的资本家进行的积累，总是直接以货

币形式进行的积累，但我们已经看到，产业资本家进行的现实积

累，通常要由再生产中的资本本身的各种要素的增加来实现。因

此，只是信用事业的发展和货币借贷业务在大银行手中的异常集

中，就必然会使借贷资本的积累，作为一个和现实积累不同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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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进行。借贷资本的这种迅速发展是现实积累的结果，因为它是

再生产过程发展的结果，而构成这种货币资本家的积累源泉的利

润，只是从事再生产的资本家榨取的剩余价值的一种扣除（同时也

是对别人储蓄所得的利息的一部分的占有）。借贷资本靠同时牺牲

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而进行积累。我们已经看到，在工业周期

的各个不利阶段，利息率能够提高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暂时把一些

情况特别不好的营业部门的利润全部吞掉。同时，国家证券及其他

有价证券的价格则会下降。这正是货币资本家大量购进这种贬值

的证券的时机，而这种证券的价格，在以后的阶段，很快又恢复

并超过它的正常水平。那时，它又被卖掉，因此公众的一部分货

币资本就被他们占有了。没有卖出的部分则带来较高的利息，因

为它是在降价时买进的。但是，货币资本家赚到的、由他们再转

化为资本的全部利润，首先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因此，借贷货

币资本的积累，——它虽然是现实积累的产物，但和现实的积累

不同，——甚至在我们只考察货币资本家，银行家等等的时候，就

已经表现为这类特殊的资本家的积累了。并且，凡是在信用事业

随着再生产过程的现实扩大而扩大时，这种积累也都必然跟着增

加。

如果利息率低，那末货币资本的这种贬值，主要是由存款人

承担，而不是由银行承担。在股份银行发展以前，在英国，全部

银行存款的３
４是没有利息的。现在对这些存款也支付利息了，但

至少比通常的利息率低１％。

至于谈到其他各类资本家的货币积累，我们要把投在有息证

券上并以这种形式积累的部分撇开不说，只考察其中作为借贷货

币资本投入市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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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说到不是作为收入来花费、而是要用于

积累、但产业资本家最初还不能在他们自己的营业中利用的那部

分利润。这个利润直接存在于商品资本中，构成商品资本价值的

一部分，并且和商品资本一起实现为货币。现在，如果这个利润不

再转化为商品资本的生产要素（我们先把商人撇开，以后再专门来

谈他们），那末，它就必须在货币形式上停留一段时间。甚至在利润

率下降的时候，这部分利润的总量也会随着资本本身总量的增加

而增加。要作为收入来花费的部分，是会逐渐消费掉的，但在消费

以前的那段时间内，它会作为存款，构成银行家的借贷资本。因此，

甚至作为收入来花费的利润部分的增加，也表现为借贷资本的逐

渐的不断反复的积累。用于积累的另一部分，也是这样。因此，随

着信用事业及其组织的发展，甚至收入的增加，即产业资本家和商

业资本家消费的增加，也表现为借贷资本的积累。并且，一切逐渐

消费的收入，例如地租，高级工资，非生产阶级的收入等等，也是这

样。它们都在一定时间内采取货币收入的形式，因此可以变为存

款，并由此变为借贷资本。一切收入，不论是用于消费还是用于积

累，只要它存在于某种货币形式中，它就是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的

价值部分，从而是现实积累的表现和结果，但不是生产资本本身。

如果一个纺纱业主把他的棉纱换成棉花，但把其中构成收入的部

分换成货币，那末他的产业资本的现实存在，就是已经转到织布业

主或者例如私人消费者手中的棉纱，而棉纱不管是用于再生产还

是用于消费，都既是它包含的资本价值的存在，又是它包含的剩余

价值的存在。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值量，取决于棉纱中包含的剩余

价值量。但剩余价值一转化为货币，这个货币就只是这个剩余价值

的价值存在。而货币作为这种存在，就变成了借贷资本的要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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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这个货币没有被它的所有者本人贷出，只要它变为存款，它就可

以变成借贷资本的要素。但是，要再转化为生产资本，这个货币就

必须先达到一个确定的最低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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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Ⅲ

（续完）

  这样再转化为资本的大量货币，是大量再生产过程的结果，但

就这些货币本身来看，作为借贷货币资本，它们并不是再生产资本

的量。

在以上的说明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用于消费的收入部分（这

里撇开工人不说，因为他的收入＝可变资本）的扩大，首先表现为

货币资本的积累。因此，在货币资本的积累中，加入了一个本质上

和产业资本的现实积累不同的要素，因为年产品中用于消费的部

分，并不是资本。年产品的另一部分是补偿资本的，即补偿消费资

料生产者的不变资本的，但只要它实际转化为资本，它就会处于这

个不变资本生产者的收入的实物形式。代表收入、仅仅充当消费媒

介的同一货币，通常会暂时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只要这个货币表

现工资，它同时就是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只要这个货币用来补偿

消费资料生产者的不变资本，它就是他们的不变资本所暂时采取

的货币形式，被用来购买他们所要补偿的不变资本的各种实物要

素。虽然它的数量和再生产过程的规模一同增长，它本身无论在这

个形式上或在那个形式上都不表示积累。但它暂时执行借贷货币

的职能，即货币资本的职能。因此，从这方面看，货币资本的积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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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的资本积累，必然总是比现实存在的资本积累更大。这是由于

以下的事实：个人消费的扩大，因为以货币为媒介而表现为货币资

本的积累，因为个人消费的扩大，为现实的积累，为开辟新的投资

场所的货币，提供了货币形式。

因此，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部分地说，只是表示这个事实：由

产业资本在自己的循环过程中转化成的一切货币，不是采取进行

再生产的资本家预付的货币的形式，而是采取他们借入的货币的

形式，因此必然在再生产过程中发生的货币的预付，实际上都表现

为借贷货币的预付。事实上，在商业信用的基础上，一个人把再生

产过程中需用的货币借给另一个人。但现在这一点是采取这样的

形式：一部分进行再生产的资本家把货币借给银行家，这个银行家

又把货币借给另一部分进行再生产的资本家，因此，银行家就表现

为恩赐者了；同时，对这种资本的支配权，就完全落到作为中介人

的银行家手里了。

现在还要说一下货币资本积累的几种特殊的形式。例如，由于

生产要素，原料等等价格的下降，资本会游离出来。如果产业资本

家不能直接扩大他的再生产过程，他的货币资本的一部分，就会作

为过剩的货币资本从循环中排除出来，并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其

次，特别是在商人那里，只要营业中断，资本就会以货币形式游离

出来。如果商人已经完成了一系列的交易，现在由于这样的中断，

要到以后才能开始新的一系列交易，那末，已经实现的货币，对他

来说，就只代表贮藏货币，即过剩的资本。但是，这种货币也直接表

现为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在前一种情况下，货币资本的积累，表

示再生产过程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的重复，表示以前被束缚的资

本的一部分已发生现实的游离，表示再生产过程用同样多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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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就可以得到扩大。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它只是表示不断进行

的交易的中断。但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会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

表现为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并对货币市场和利息率发生同样的

影响，虽然在前一种情况下，它表示的是对现实积累过程的促进，

在后一种情况下，它表示的却是对现实积累过程的阻碍。最后，货

币资本的积累是由一群发了财并退出再生产领域的人引起的。在

产业周期过程中所获得的利润越多，这种人的人数就越多。这里，

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一方面表示现实的积累（就它的相对范围

来说）；另一方面只是表示产业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货币资本家的

程度。

至于利润的另一部分，即不是作为收入来消费的部分，那末，

它只有在不能直接用来扩大它由以获得的那个生产部门的营业的

情况下，才会转化为货币资本。这可以有两个原因。或者因为这

个部门的资本已经饱和，或者因为要能够执行资本的职能，积累

必须首先达到该部门的新投资数量所要求的一定规模。因此，它

首先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并用于扩大别的部门的生产。假定其

他一切情况不变，用于再转化为资本的利润量，就取决于所获得

的利润量，因而就取决于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扩大。但是，如果这种

新的积累难于找到用途，缺少投资领域，因而各生产部门过分膨

胀，借贷资本供给过多，那末，借贷货币资本的这种过剩，不过是证

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限性。接着而来的信用欺诈证明，这种过剩

资本的应用，并没有什么实际的障碍。唯一的障碍，是由于资本增

殖的规律，由于资本作为资本能够增殖的界限而产生的。货币资本

本身的过剩，不是必然地表示生产过剩，甚至也不是必然地表示缺

少投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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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资本的积累只是在于，货币作为借贷货币沉淀下来。这个

过程，和货币实际转化为资本的过程，是很不相同的；这只是货币

在可能转化为资本的形式上所进行的积累。但这种积累，象已经证

明的那样，可以表示各种和现实积累很不相同的要素。在现实积累

不断扩大时，货币资本积累的这种扩大，一部分是这种现实积累扩

大的结果，一部分是各种和现实积累的扩大相伴随但和它完全不

同的要素造成的结果，最后，一部分甚至是现实积累停滞的结果。

仅仅由于这些和现实积累相独立但和它相伴随的要素扩大了借贷

资本的积累，就总会在周期的一定阶段出现货币资本的过剩；并且

这种过剩会随着信用的扩大而发展。因此，驱使生产过程突破资本

主义界限的必然性，同时也一定会随着这种过剩而发展，也就是产

生贸易过剩，生产过剩，信用过剩。同时，这种现象必然总是在引起

反作用的各种形式上出现。

至于货币资本的积累还会来自地租、工资等等的问题，在这里

就无需论述了。只需要着重指出这样一点：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

过程中的分工，能提供积累要素的实际节约和节欲，这种由货币贮

藏者做的事，已交给那些得到这种要素的最小限额、并且还十分经

常地丧失自己所节约的东西的人（例如银行倒闭时的工人）去做。

一方面，产业资本家的资本不是他自己“节约”的，他不过是按照他

的资本量支配别人节约的东西；另一方面，货币资本家把别人节约

下来的东西变成他自己的资本，并且把进行再生产的资本家们互

相提供的和公众提供给他们的信贷，变成他私人发财致富的源泉。

资本是本人劳动和节约的果实这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后幻想，因

此就破灭了。不仅利润来自对别人劳动的占有，而且用来推动和

剥削别人劳动的资本，也是由货币资本家交给产业资本家支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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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的财产构成的，就这一点来说，货币资本家也剥削产业资本

家。

关于信用资本，还要作几点说明：

同一货币能够执行多少次借贷资本的职能，象上面已经说明

的那样，完全取决于：

１．这个货币曾经多少次在出售或支付过程中实现商品的价

值，也就是曾经多少次转移资本，进一步说，也就是曾经多少次实

现收入。因此，它曾经多少次作为资本或收入的已实现的价值转到

别人手中，显然取决于实际交易的规模和数量。

２．取决于支付的节约以及信用制度的发展和组织。

３．最后，取决于信用的衔接和周转速度，这样一来，当这一货

币在一个地方作为存款沉淀下来时，它在另一个地方就会立即再

作为贷款发放出去。

即使假定借贷资本存在的形式只是现实货币即金或银的形

式，只是以自己的物质充当价值尺度的商品的形式，那末，这个货

币资本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也必然只是虚拟的，也就是说，完全象价

值符号一样，只是对价值的权利证书。当货币在资本循环中执行职

能时，它虽然会暂时成为货币资本，但它不会转化为借贷货币资

本，而是或者换成生产资本的要素，或者在实现收入时作为流通手

段付出去，因此，不可能为它的所有者转化为借贷资本。但是当它

转化为借贷资本，并且同一货币反复代表借贷资本时，很清楚，它

只是在一点上作为金属货币存在，而在所有其他点上，它只是以

资本索取权的形式存在。按照假定，这种索取权的积累是由现实

积累，也就是由商品资本等等的价值转化为货币而产生的；虽然

如此，这种索取权或权利证书本身的积累，既不同于它由以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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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实积累，也不同于由发放的贷款实现的未来积累（新的生产

过程）。

借贷资本起初总是以货币形式存在（９），后来却作为货币索取

权而存在，因为它原来借以存在的货币，现在已经以现实货币的形

式处于借款人手中。对贷款人来说，它已经转化为货币索取权，转

化为所有权证书了。因此，同一数额的现实货币，可以代表数额极

不相同的货币资本。如果我们考察已经发展的信用制度的一般形

式，那末，单纯的货币，不管是代表已经实现的资本，还是代表已经

实现的收入，都会通过单纯的出借行为，通过货币到存款的转化，

而变为借贷资本。存款对存款人来说是货币资本。但在银行家手

中，它可以只是可能的货币资本，现在它是闲放在银行家的保险柜

（９） 银行法，１８５７年，银行家特韦尔斯的证词：（第４５１６号）“您作为银行家，经营

资本还是经营货币呢？——我们经营货币。”——（第４５１７号）“存款是怎样存入您的

银行的？——用货币。”——（第４５１８号）“存款又是怎样付出的呢？——也是用货

币。”——［第４５１９号］“能说存款是不同于货币的某种东西吗？——不能。”

奥维尔斯顿（见第２６章）总是把“资本”和“货币”混淆起来。他把“货币的价值”也

叫作利息，而这个利息是由货币量决定的；“资本的价值”才应该是利息，这个利息是由

对生产资本的需求以及由生产资本生出的利润决定的。他说：（第４１４０号）“资本这个

词的使用是很危险的。”——（第４１４８号）“金从英国输出，国内的货币量就减少，一般

来说，货币量的减少自然会引起货币市场上需求的增加〈因此，按照这种说法，不是资

本市场上需求的增加〉。”——（第４１１２号）“货币从一国输出多少，国内的货币量就减

少多少。国内现有货币量的减少，使这个货币的价值提高。〈在他的理论中，这句话原来

的意思是：同商品的价值相比，货币作为货币的价值由于通货收缩而提高；因此，货币

价值的这种提高＝商品价值的下降。但因为在这期间甚至对他来说也无疑地证明了，

流通货币量不决定价格，所以，现在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减少，就应该提高它作为生

息资本的价值，从而提高利息率。〉留下的货币的价值的这种提高，会制止货币的流出，

并且，这种提高会继续下去，直到它带回足以恢复平衡的货币量时为止。”——奥维尔

斯顿的矛盾，下面我们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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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而不是闲放在它的所有者的保险柜里。
（１０）

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货币资本家阶级也增长起来；第一，退

出营业的资本家即食利者的人数和财富增加了；第二，信用制度更

发展了，因此，银行家、贷款人、金融家等等的人数也增加了。——

前面已经说过，随着可供支配的货币资本的发展，有息证券、国债

券、股票等等的总量也会得到发展。但是，对可供支配的货币资本

的需求同时也会增加，因为在这些证券上搞投机活动的经纪人在

货币市场上起着主要作用。如果这些证券的所有买卖都只是现实

投资的表现，那末似乎可以说，它们不会影响对借贷资本的需求，

（１０） 这里又出现了混乱：存款作为一种要求银行家支付的权利和存入银行家手

中的货币二者都成了“货币”。银行家特韦尔斯在１８５７年银行委员会面前曾举出如下

的例子：“我用１００００镑开始我的营业。我用５０００镑购买商品，堆在我的库房里。我把

其余５０００镑存在一个银行家那里，以便需要时取出。但我仍然把１００００镑全部看作我

的资本，虽然其中的５０００镑是处于存款或货币形式”（第４５２８号）。由此，引出了下面一

场奇特的辩论：（第４５３１号）“您已经以银行券的形式把您的５０００镑给了某人吗？——

是的。”——（第４５３２号）“这样，这个人就有了５０００镑存款吗？——是的。”——（第

４５３３号）“您也有５０００镑存款吗？——完全正确。”——（第４５３４号）“他有５０００镑货

币，您也有５０００镑货币吗？——是的。”——（第４５３５号）“那最终都是货币吗？——不

是。”——这个混乱部分地是这样造成的：存入５０００镑的Ａ，可以把这５０００镑提出，就

象这５０００镑仍在他手里一样地支配它。就这一点来说，这５０００镑对他执行着可能的货

币的职能。但他每一次提款，都会相应地减少他的存款额。如果他取出现实的货币，而

他原来的货币已经借给别人，那末，他得到的就不是他自己的货币，而是另一个存款人

存入的货币。如果他用一张向他的银行家开出的支票，来偿付他对Ｂ的债务，Ｂ把这张

支票存放在自己的银行家那里，而Ａ的银行家也有一张向Ｂ的银行家开出的支票，以

致这两个银行家只要交换一下支票就行了，那末，由Ａ存入的货币就执行了两次货币

的职能：一次是在已经得到Ａ所存入的货币的人手里，一次是在Ａ自己手里。在第二次

执行职能时，货币并没有介入，却抵销了债权（Ａ对他的银行家的债权和这个银行家对

Ｂ的银行家的债权）。在这里，存款执行了两次货币的职能：即作为现实的货币，然后又

作为货币索取权。单纯的货币索取权，只能通过债权的抵销来代替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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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当Ａ出售他的证券时，他所取出的货币，和Ｂ投在这种证券

上面的货币刚好一样多。可是，甚至在证券虽然存在，但是它原来

代表的资本已不存在（至少不作为货币资本存在）的情况下，它总

是对这样的货币资本相应地产生新的需求。但无论如何，这时候它

都是货币资本，以前由Ｂ支配，现在由Ａ支配。

《银行法，１８５７年》（第４８８６号）：“如果我说，贴现率是由市场上可以用

在商业汇票（不同于其他有价证券）的贴现上的资本量来调节的，按照您的意

见，这是不是对决定贴现率的原因的正确表述呢？”——｛查普曼：｝“不是。我

认为，利息率会受到一切容易兑换的有价证券的影响；把问题只局限于汇票

贴现上，是错误的；因为，如果象最近流行的那样，对货币的巨大需求，必须以

统一公债甚至国库券｛为抵押｝，并且交付远远高于商业利息率的利息，那末，

说我们的商业界不会因此受到影响，就是荒谬的；实际上它会因此受到非常

重大的影响。”——（第４８９０号）“如果市场上有银行家承认的可靠的和通用

的有价证券，所有者又愿意用它来取得货币，那它就一定会影响商业汇票；例

如，如果一个人能够以统一公债等等为抵押，按６％的利息把货币贷出，那我

就不能同时指望他以商业汇票为抵押，按５％的利息把他的货币贷给我；这

种情况对我们产生同样的影响；如果我能按６％的利息把我的货币贷出，谁

也不能要求我按５．５％的利息为他的汇票贴现。”—— （第４８９２号）“关于

那些用２０００镑，或５０００镑，或１００００镑来购买有价证券作为可靠投资的人，

我们没有说他们是否在货币市场上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您向我问到以统一

公债 ｛为抵押｝的贷款的利息率时，那末我指的是那些经营数十万镑生意的

人，即所谓经纪人，他们认购或在市场上购买巨额的公债，而且必然会把这

种证券保留到有利可图的时候把它出售；这种人必然会为这个目的去占有货

币。”

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象伦敦那样大的集中的货币市场就兴

起了。这个货币市场，同时还是这种证券交易的中心。银行家把

公众的货币资本大量交给这伙商人去支配，因此，这帮赌棍就繁

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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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８年，当时英格兰银行的总裁［詹姆斯·莫利斯］在上院秘密委员会

上作证时说：“货币在证券交易所里通常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便宜”。（商业危

机，１８４８年，１８５７年刊印，第２１９号。）

在考察生息资本时已经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连续

几年的长期平均利息是由平均利润率决定的，而不是由平均企业

主收入率决定的，因为企业主收入本身不外是利润减去利息。①

我们在前面也曾指出，对商业利息（即贷款人在商业界进行贴

现和放款时确定的利息）的变动来说，在产业周期中，将会出现一

个阶段，那时，利息率超过它的最低限度，达到中等平均水平（然后

超过这个水平），而这种运动就是利润提高的结果。关于这点，我们

以后还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但是，这里需要说明以下两点：

第一，如果利息率长时期一直很高（这里我们说的是象英国那

样的国家的利息率，在那里，中等利息率是按较长的时期规定的，

这种利息率也表现在为长期贷款所付的利息上，这种利息可称为

私人利息），那末，这首先证明，在这个期间利润率也很高，但决不

证明，企业主收入率也很高。这后一种区别，对那些主要是用自有

资本经营的资本家来说，或多或少是不存在的；他们实现高利润

率，因为他们是给自己支付利息的。长期持续高利息率的可能

性，——这里我们撇开货币真正紧迫的阶段不说，——是和高利润

率一起出现的。但是，很可能，这个高利润率，除去高利息率之后，

只留下一个低的企业主收入率。企业主收入率可以在高利润率持

续存在时缩减。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企业一经开办，就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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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继续下去。在这个阶段，营业在很大程度上单靠信用资本（别

人的资本）来进行；而且高利润率有时可以是投机性的，预料性

的。在利润率高但企业主收入减少时，高利息率也会有人支付。这

种高利息率可以不用利润支付，而用借入的别人的资本支付。在

投机时期部分地说就是这样，并且，这种情况还可以在一个时期

继续下去。

第二，一种说法是，因为利润率高，所以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增

长，从而利息率提高；一种说法是，对产业资本的需求增长，因而利

息率高。这两种说法并不是一回事。

在危机时期，对借贷资本的需求达到了最高限度，因此利息率

也达到了最高限度；利润率几乎没有了，与此同时，对产业资本的

需求也几乎消失了。在这个时期，每个人借钱都只是为了支付，为

了结清已经欠下的债务。相反地，在危机以后的复苏时期，人们要

求借贷资本，却是为了购买，为了把货币资本变成生产资本或商业

资本。所以，这时，要求借贷资本的，或者是产业资本家，或者是商

人。产业资本家用它来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当利息率是由利润率决定时，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本身，决不

可能是利息率提高的原因。较高的工资决不是较高的利润的原因，

虽然对产业周期某些特殊的阶段来说，较高的工资可以是较高的

利润的结果之一。

对劳动力的需求可以因为对劳动的剥削是在特别有利的情况

下进行而增加，但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从而对可变资本需求的增

加本身，不是使利润增多，而是相应地使利润减少。虽然如此，由于

以上原因，对可变资本的需求会增加，对货币资本的需求也会增

加，而这种情况能够提高利息率。这样，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就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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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平均水平，就有超过平均数的工人就业，同时利息率也提高

了，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增加了。对劳动力需求

的增加，使这种商品同所有其他商品一样变贵，使它的价格上涨，

但并没有使利润增多，因为利润恰恰主要是由于这种商品相对便

宜而产生的。但是同时——在上面假定的情况下——这种需求会

提高利息率，因为它增加了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如果货币资本家不

是贷出货币，而是转化为一个产业家，那末，他对劳动支付较高的

报酬这件事本身，并不会提高他的利润，而会相应地减少他的利

润。总的情况可能是：虽然如此，他的利润还是提高了。但这决不

是因为他对劳动支付了较高的报酬。然而，只要这件事增加了对货

币资本的需求，就足以提高利息率。如果其他情况不利，工资却由

于某种原因提高了，那末，工资的提高会使利润率下降，但是，会按

照它所增加的对货币资本的需求程度使利息率相应地提高。

撇开劳动不说，奥维尔斯顿叫作“对资本的需求”的，只是对商

品的需求。对商品的需求提高商品的价格，而不管是需求超过了平

均水平，还是供给达不到平均水平。如果产业资本家或商人对自己

从前付１００镑的同一商品量，现在例如要付１５０镑，那末，他本来

要借１００镑，现在就要借１５０镑，因而在利息率为５％时，他本来

要付５镑，现在就要付７１
２镑。他所支付的利息量会增加，因为借

入的资本量增加了。

奥维尔斯顿先生的全部尝试，就在于把借贷资本的利益和产

业资本的利益说成是一致的，而他的银行法却正好打算为了货币

资本的利益，而利用这两种利益的差别。

在商品的供给低于平均水平时，对商品的需求所吸收的货币

资本不比以前多，这种情况是可能的。为商品总价值支付的金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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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的，也许更少，不过用同一金额得到的使用价值量会减少。在

这种情况下，对借贷货币资本的需求保持不变，因而利息率不会提

高，虽然和商品的供给相比，对商品的需求会增加，因而商品的价

格会提高。只有当对借贷资本的总需求增加时，利息率才会受到影

响；而在上面的假定中，情形并不是这样。

但是，也可能有这种情况，例如，在谷物、棉花等歉收的时候，

某种商品的供给低于平均水平，可是因为在这上面进行了投机，价

格进一步提高，而提高价格的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暂时从市场上撤

走一部分供给，所以对借贷资本的需求会增加。为了支付买进的商

品而不卖出商品，就要通过商业的“票据业务”获得货币。在这种情

况下，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就会增加，并且利息率也会由于这种人为

地阻碍对市场的商品供给的做法而提高。这时，较高的利息率就表

现出商品资本供给的人为的减少。

另一方面，对一种商品的需求，可以因为它的供给已经增长和

它的价格低于它的平均价格而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对借贷资本的需求会保持不变甚至减少，因为

用相同的货币额，能够得到更多的商品。但是在这里，部分地是为

了利用对生产有利的时机，部分地是为了等待以后的价格上涨，也

可能形成投机性的商品储备。在这种情况下，对借贷资本的需求会

增加，而利息率的提高就是表明，资本已经投在生产资本的各种要

素的过剩储备中。这里，我们只考察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在受到商品

资本供求的影响时的情况。以前已经说明，再生产过程在产业周期

各个阶段中的变动状态，是怎样影响借贷资本的供给的。奥维尔斯

顿狡猾地把市场利息率决定于（借贷）资本的供求这个平凡的论

点，和他自己所作的借贷资本和一般资本是一回事的假定混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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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企图用这个办法把高利贷者变为唯一的资本家，并把高利贷者

的资本变为唯一的资本。

在货币紧迫时期，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就是对支付手段的需

求，决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决不是对作为购买手段的货币的需求。

同时，利息率能够提得很高，而不论现实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

资本——是过剩还是不足。只要商人和生产者能够提供可靠的担

保品，对支付手段的需求，就只是对转化为货币的可能性的需求；

如果不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支付手段的贷放不仅给他们提供货币

形式，而且也把他们所缺少的任何一种形式的用来支付的等价物

提供给他们，那末，对支付手段的需求就是对货币资本的需求。正

是在这一点上，流行的危机理论争论的双方各有正确和错误的地

方。断言只缺少支付手段的人，要么他们眼中只看到那些拥有可靠

担保品的人，要么自己就是这样一些蠢人，他们认为银行有义务也

有权力用纸票把所有破产的投机家变为有支付能力的稳健的资本

家。断言只缺少资本的人，要么只是玩弄字眼，因为正是这时，由于

输入过剩、生产过剩，有大量不能转化成货币的资本存在，要么他

们说的就只是那些信用骑士，这些人现在实际上已经处于再也得

不到别人的资本来经营业务的境地，因此要求银行不仅帮助他们

补偿丧失的资本，而且使他们能够继续进行投机活动。

货币作为独立的价值形式和商品相对立，或者说，交换价值必

须在货币上取得独立形式，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而这所以可

能，只是因为某种特定的商品成了这样的材料，所有其他商品都用

它的价值来衡量，它也因此成了一般的商品，成了一种同一切其他

商品相对立的真正的商品。这一点必然会在两方面显示出来；而特

别是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更是这样，在那里，货币在很大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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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为信用经营所代替，另一方面为信用货币所代替。在信用收

缩或完全停止的紧迫时期，货币将会突然作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

真正的价值存在，绝对地和商品相对立。因此，商品会全面跌价，并

且难于甚至不可能转化为货币，就是说，难于甚至不可能转化为它

们自己的纯粹幻想的形式。但是，另一方面，信用货币本身只有

在它的名义价值额上绝对代表现实货币时，才是货币。在金流出

时，它兑换成货币的可能性，即它和现实的金的同一性，就成问

题了。为了保证这种兑换的条件，就采取了各种强制性的措施，例

如提高利息率等等。这种做法，可以由于错误的立法或多或少地

被导致极端，这种立法是以错误的货币学说为依据，并且为了货

币经营者奥维尔斯顿之流的利益而强加于国家的。但是信用货币

的这个基础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基础一起形成的。信用货币的贬

值（当然不是说它的只是幻想的货币资格的丧失）会动摇一切现

有的关系。因此，为了保证商品价值在货币上的幻想的、独立的

存在，就要牺牲商品的价值。一般说来，只要货币有保证，商品

价值作为货币价值就有保证。因此，为了几百万货币，必须牺牲

许多百万商品。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不可避免的，并且

是它的妙处之一。在以前的生产方式中没有这种现象，因为在它

们借以运动的那种狭隘的基础上，信用和信用货币都还没有得到

发展。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

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

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很清楚，只要银

行的信用没有动摇，银行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增加信用货币就会

缓和恐慌，但通过收缩信用货币就会加剧恐慌。全部现代产业史

都表明，如果国内的生产已经组织起来，事实上只有当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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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暂时遭到破坏时，才要求用金属来结算国际贸易。国内现在

已经不需要使用金属货币了，这已由所谓国家银行停止用现金支

付的办法所证明。而且每当遇到紧急情况，这个办法总是被作为

唯一的救急手段来使用。

说两个人在互相交易上都有支付逆差，似乎是荒唐可笑的。如

果他们互相是债务人和债权人，那很清楚，只要他们的债权不能

互相抵销，就余额说，必然会有一方是另一方的债务人。但国与

国之间决不是这样。所有经济学家都承认情况不是这样，他们所

依据的论点是：虽然两国之间的贸易差额最后必须相抵，但支付

差额对一国来说还可能是顺差或逆差。支付差额和贸易差额的区

别在于：支付差额是一个必须在一定时间内结清的贸易差额。危

机把支付差额和贸易差额之间的差别限制在一个短时间内；而在

危机已经发生，因而现在支付期限已到的国家，又会有某些情况发

展起来，这些情况本身会引起结算时期的缩短。首先是输出贵金

属；然后抛售委托销售的商品；输出商品，以便抛售这些商品，或凭

这些商品在国内取得贷款；提高利息率，宣布废止信用，使有价证

券跌价，抛售外国有价证券，吸收外国资本投到这些已经贬值的有

价证券上，最后是宣告破产，以抵偿大量债权。这时，还往往要把金

属输出到已经爆发危机的国家，因为向那里发出的汇票是没有保

证的，因此最安全的办法是用金属支付。此外还有这一情况：对亚

洲来说，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大都同时直接或间接地是它的债务人。

一旦上述各种情况对另一个有关国家发生充分的影响，那个国家

也会开始输出金银，一句话，会出现支付期限，于是会重复同样一

些现象。

在商业信用中，利息，作为信用价格和现金价格的差额，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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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汇票具有比普通期限长的期限时，才加到商品的价格中去。否

则，就不会。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手接受

信用，另一手给予信用。｛这和我的经验是不一致的。——弗·恩

·｝但是，只要贴现以这种形式在这里出现，贴现就不是由这种商

业信用调节，而是由货币市场调节。

如果决定利息率的货币资本的供求，象奥维尔斯顿所断言的

那样，和现实资本的供求是一回事，那末，利息就必然会因为我们

考察的是不同的商品，或者是同一商品的不同阶段（原料、半成品、

成品），而同时是低的又是高的了。１８４４年英格兰银行的利息率，

是在４％（１月到９月）、２１
２—３％（１１月到年终）之间变动的。１８４５

年利息率为２１
２％、２

３
４％、３％（１月至１０月），最后几个月是在

３％和５％之间。优级奥尔良棉的平均价格，在１８４４年为６１
４便

士。在１８４５年为４７
８便士。利物浦的存棉在１８４４年３月３日为

６２７０４２包；在１８４５年３月３日为７７３８００包。按照棉花的低廉的

价格判断，１８４５年的利息率必然是低的，而在这个时期的绝大部

分时间内，它也确实是低的。但是如按照棉纱来判断，利息率却必

然是高的，因为棉纱的价格是相对高的，棉纱的利润是绝对高的。

每磅价值４便士的棉花，１８４５年用４便士的纺纱费就可以纺成棉

纱（上等二号４０支细纱），这个棉纱一共只要纺纱者花费８便士，

而在１８４５年９月和１０月，他却可以按每磅１０１
２便士或１１

１
２便

士的价格出售（见下述怀利的证词）。

整个问题可以这样来解决：

如果借贷资本的供求要和一般资本的供求相一致（虽然一般

资本的供求这句话是荒谬的；对产业资本家或商人来说，商品是他

的资本的一个形式，但他从来不要求资本本身，他只是不断要求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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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商品本身，并且把它作为商品——谷物或棉花——来购买和

支付，而不管它在他的资本循环中起什么作用），那就要假定没有

贷款人，代替贷款人的是占有机器、原料等等的借贷资本家，他们

象出租房屋一样，把这些东西贷给或租给那些自己也有一部分这

些物品的产业资本家。在这样的情况下，借贷资本的供给就会和对

产业资本家的生产要素的供给相一致，会和对商人的商品的供给

相一致。但是，很明显，这样，利润在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分配，首

先就会完全取决于贷出的资本和使用者所有的资本之间的比例。

按照魏格林先生的说法（银行法，１８５７年），利息率是由“闲置

的资本量”决定的（第２５２号）；“只是寻找投资场所的闲置的资本

量的指数”（第２７１号）；这种闲置的资本后来又叫作“流动性资本”

（第４８５号），他认为流动性资本包括“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和国内

其他的流通手段，例如地方银行的银行券和国内现有的铸币……

我把各银行的准备金也列入了流动性资本”（第５０２、５０３号）；后来

把金条也列入了（第５０３号）。所以，同一个魏格林又说，“在我们

〈英格兰银行〉手里实际握有绝大部分闲置的资本时”，英格兰银行

对利息率会有巨大的影响（第１１９８号），而按照奥维尔斯顿先生以

上的证词，英格兰银行却“没有资本的位置”。魏格林还说：

“照我看来，贴现率是由国内闲置的资本量调节的。闲置的资本量则由英

格兰银行的准备金所代表，而这种准备金实际上是金属准备。因此，当金属贮

藏减少时，就会使国内闲置的资本量减少，从而使其余部分的价值提高。”（第

１２５８号）

约·斯图亚特·穆勒说（第２１０２号）：

“银行为了要维持它的银行部的支付能力，必须竭力充实银行部的准备

金；因此，它一旦发觉已有现金流出，它就必须使它的准备金得到保证，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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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它的贴现，或者出售有价证券。”

如果只考察银行部，准备金就只是存款的准备金。按照奥维尔

斯顿的意见，银行部应该只作为银行家来经营业务，而不用考虑银

行券的“自动”发行。不过，在真正的货币紧迫时期，英格兰银行就

会不顾单由银行券构成的银行部准备金，而紧紧盯住金属贮藏；如

果它不想破产，它就必须这样做。因为，随着金属贮藏消失，银行券

的准备金也相应地消失；关于这一点，利用１８４４年银行法对这个

问题作了英明处理的奥维尔斯顿先生，应该比谁都清楚。

９８５第三十二章 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Ⅲ（续完）



第三十三章

信用制度下的流通手段

  “通货速度的大调节器是信用。由此可以说明，为什么货币市场上尖锐的

紧迫状态，通常是和通货充足的现象同时发生的”（《通货论》第６５页）。

这一点应该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方面，一切节省流通手段的

方法都以信用为基础。而另一方面，以一张５００镑的银行券为例。

Ａ今天在兑付汇票时把这张银行券交给Ｂ；Ｂ在同一天把它存到

他的银行家那里；这个银行家在同一天用它来为Ｃ的汇票贴现；Ｃ

把它支付给他的银行，这个银行再把它贷给汇票经纪人等等。银

行券在这里为购买或支付而流通的速度，是由它不断以存款的形

式流回到某人手里，并以贷款的形式再转移到别人手里的速度所

决定的。流通手段的单纯节约，在票据交换所里，在到期汇票的

单纯交换上发展到了极点，这时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主要职能只

是结清余额。但这种汇票的存在本身又是以工商业者互相提供的

信用为基础的。如果这种信用减少了，汇票，特别是长期汇票的

数目就会减少，因而这种结算方法的效力也会减小。这种节约

（即在交易上排除货币，完全以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为基础，这种

职能又以信用为基础）只能有两种（撇开已或多或少发展的集中支

付的技术不说）：汇票或支票所代表的互相的债权，或是由同一个

银行家结算，他只是把债权从一个户头划到另一个户头；或是由不

０９５



同的银行家互相之间进行结算。（１１）把８００万到１０００万的汇票集

中在一个汇票经纪人（例如奥维伦—葛尼公司）手里，是在当地扩

大这种结算规模的主要手段之一。流通手段的效力通过这种节约

而提高了，因为单纯结算差额需要的流通手段量变小了。另一方

面，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流通速度（流通速度又节约流通手段），

完全取决于买卖的不断进行，在支付依次以货币进行时，也取决于

各种支付的衔接。但信用也会作为媒介，从而提高通货的速度。如

果货币原来的所有者Ａ向Ｂ买，Ｂ向Ｃ买，Ｃ向Ｄ买，Ｄ向Ｅ买，Ｅ

向Ｆ买，也就是，货币只是由于现实的买卖作媒介从一个人手里

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那末，同一货币就会比如说只流通五次，并

且在每个人手里都会停留较长的时间，——这就是没有信用介入

时货币作为单纯流通手段的情形。但是，如果Ｂ把Ａ付给他的货

币存到他的银行家那里，这个银行家为Ｃ的汇票贴现而把它付给

Ｃ，Ｃ向Ｄ买，Ｄ把它存到他的银行家那里，这个银行家再把它贷给

Ｅ，Ｅ向Ｆ买，那末，货币作为单纯流通手段（购买手段）的速度本

身，就取决于多次信用活动：Ｂ存款到他的银行家那里，这个银行

家为Ｃ贴现，Ｄ存款到他的银行家那里，这个银行家为Ｅ贴现；就

（１１） 一张银行券停留在流通中的平均天数：

年  度 ５镑券 １０镑券 ２０—１００镑券 ２００—５００镑券 １０００镑券

１７９２

１８１８

１８４６

１８５６

？

１４８

７９

７０

２３６

１３７

７１

５８

２０９

１２１

３４

２７

３１

１８

１２

９

２２

１３

８

７

  （上表是英格兰银行出纳员马歇尔在《银行法报告》１８５７年第Ⅱ篇附件第３００、３０１

页上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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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取决于这四次信用活动。如果没有这些信用活动，同一货币

就不会在一定时间内依次完成五次购买。在没有现实的买卖作为

媒介的情况下，同一货币在存款和贴现上的转手，在这里，加快了

它在一系列现实的买卖中的转手。

上面已经指出，同一张银行券怎样会在不同的银行家那里形

成存款。同样，它也会在同一个银行家那里形成不同的存款。这个

银行家用Ａ存入的银行券，贴现Ｂ的汇票；Ｂ付给Ｃ，Ｃ再把同一

张银行券存到发放它的那个银行家那里。

在考察简单的货币流通时（第１卷第３章第２节），我们已经

证明，已知通货的速度和支付的节约，现实流通的货币量是由商品

的价格和交易量决定的。１３４银行券的流通也受这个规律的支配。

下表是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５镑和１０镑券、２０镑—１００

镑券和２００镑—１０００镑的大额券——每年在公众手中的年平均

额，以及每一种银行券在流通的银行券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数字

以千为单位，千以下的三位数字从略。

年 度
５—１０镑券 ２０—１００镑券 ２００—１０００镑券 总  额

镑  ％ 镑  ％ 镑  ％ 镑

１８４４

１８４５

１８４６

１８４７

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

１８５０

９２６３ ４５．７

９６９８ ４６．９

９９１８ ４８．９

９５９１ ５０．１

８７３２ ４８．３

８６９２ ４７．２

９１６４ ４７．２

５７３５ ２８．３

６０８２ ２９．３

５７７８ ２８．５

５４９８ ２８．７

５０４６ ２７．９

５２３４ ２８．５

５５８７ ２８．８

５２５３ ２６．０

４９４２ ２３．８

４５９０ ２２．６

４０６６ ２１．２

４３０７ ２３．８

４４７７ ２４．３

４６４６ ２４．０

２０２４１

２０７２２

２０２８６

１９１５５

１８０８５

１８４０３

１９３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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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５—１０镑券 ２０—１００镑券 ２００—１０００镑券 总  额

镑  ％ 镑  ％ 镑  ％ 镑

１８５１

１８５２

１８５３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１８５７

９３６２ ４８．１

９８３９ ４５．０

１０６９９ ４７．３

１０５６５ ５１．０

１０６２８ ５３．６

１０６８０ ５４．４

１０６５９ ５４．７

５５５４ ２８．５

６１６１ ２８．２

６３９３ ２８．２

５９１０ ２８．５

５７０６ ２８．９

５６４５ ２８．７

５５６７ ２８．６

４５５７ ２３．４

５８５６ ２６．８

５５４１ ２４．５

４２３４ ２０．５

３４５９ １７．５

３３２３ １６．９

３２４１ １６．７

１９４７３

２１８５６

２２６５３

２０７０９

１９７９３

１９６４８

１９４６７

（银行法，１８５８年第ⅩⅩⅥ页）

虽然进出口显示出来的营业额已增加一倍以上，但从１８４４年

到１８５７年流通的银行券总额还是绝对减少。这个表说明，５镑和

１０镑的小额券，已由１８４４年的９２６３０００镑增加到１８５７年的

１０６５９０００镑。并且，这是和正好在当时出现的金流通的猛烈增加

同时发生的。另一方面，大额券（２００镑—１０００镑）却由１８５２年的

５８５６０００镑减少到１８５７年的３２４１０００镑，即减少了２５０多万镑。

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

“１８５４年６月８日，伦敦各私人银行家允许各股份银行参加票据交换所

的组织，此后不久就由英格兰银行实行最后的票据交换。每天的结算都是通

过各银行在英格兰银行所开的户头的转账来进行的。这个制度的采用，使各

银行以前用来互相结算的大额券成为多余。”（银行法，１８５８年第Ⅴ页）

在批发商业上，货币的使用已减少到多么小的最低限度，我们

可以参看第一卷第三章注（１０３）１３５所列的表。这个表是由莫里逊—

狄龙公司（伦敦最大的贸易公司之一，零售商可以在那里买到各种

商品的全部存货）提供给银行委员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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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威·纽马奇向银行委员会提出的证词（银行法，１８５７年

第１７４１号），另外一些情况，如一便士邮政制、铁路、电报、总之，各

种改进了的交通工具，也有助于流通手段的节约；因此，现在英国

虽然银行券的流通量几乎一样，却可以经营五倍甚至六倍的营业。

但这主要似乎也是由于１０镑以上的银行券撤出了流通。在他看

来，这就是对苏格兰和爱尔兰（在那里，甚至有１镑券流通）银行券

的流通增加大约３１％的理所当然的解释（第１７４７号）。联合王国

银行券的流通总额，包括１镑券在内，据说为３９００万镑（第１７４９

号）。金的流通额为７０００万镑（第１７５０号）。在苏格兰，银行券的

流通额在１８３４年为３１２００００镑；在１８４４年为３０２００００镑；在１８５４

年为４０５００００镑（第１７５２号）。

由此就可以看出，只要银行券可以随时兑换货币，发行银行券

的银行就决不能任意增加流通的银行券的数目。｛这里谈的根本不

是不能兑现的纸币；不能兑现的银行券，只有在它实际上得到国家

信用支持的地方，例如现在的俄国，才会成为一般的流通手段。因

此，这种银行券受不能兑现的国家纸币的规律的支配，这些规律在

以前就已经阐明过了。（第１卷第３章第２节ｃ《铸币。价值符

号》）——弗·恩·｝

流通的银行券的数量是按照交易的需要来调节的，并且每一

张多余的银行券都会立即回到它的发行者那里去。因为在英国，只

有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是作为法定的支付手段通用的，所以在这

里，我们可以略而不谈各地方银行的为数不多的、只有地方性质的

银行券的流通。

英格兰银行总裁尼夫先生向１８５８年银行委员会作证说：

（第９４７号。问：）“您是说，无论您用什么办法，公众手里的银行券数额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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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样，都大约是２０００万镑吗？——在平时，公众大约需要使用２０００万镑。

在一年的某些季节，会增加１００万镑或１５０万镑。我说过，当公众需要增加

时，他们总是能够从英格兰银行得到它。”——（第９４８号）“您说过，在恐慌时

期，公众不会允许您把银行券数额减少；您能说出理由吗？——我认为，在恐

慌时期，公众完全有权得到银行券；当然，只要银行负有债务，公众就可以根

据这种债务，从银行提取银行券。”——（第９４９号）“这样，看来任何时候都需

要大约２０００万镑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２０００万镑在公众手里；它是有

变动的。可以是１８５０万、１９００万、２０００万等等；但平均可以说是在１９００万到

２０００万之间。”

托马斯·图克向上院商业危机调查委员会提出的证词（商业

危机，１８４８—１８５７年）（第３０９４号）：

“银行无权按照自己的愿望来扩大公众手里的银行券数额；它有权减少

公众手里的银行券数额，但只有采取断然措施才能办到。”

诺定昂一位有三十年经验的银行家查·莱特，在详细说明了

地方银行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使数量超过公众需要和要求的银行券

保持在流通中以后，谈到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商业危机，１８４８—

１８５７年）（第２８４４号）：

“我不知道英格兰银行〈发行银行券〉有任何限制，但任何多余的通货都

会转为存款，因此采取另一种形式。”

苏格兰也是这样。那里几乎只有纸币流通，因为在那里，象在

爱尔兰一样，也准许１镑券流通，并且“苏格兰人讨厌金子”。苏格

兰一家银行的经理肯尼迪指出，银行从来不会减少它们的银行券

流通，他

“认为在国内交易需要银行券或金来完成时，银行家必须根据存户的要求，或

由于别的什么原因，提供这些交易所需要的流通手段…… 苏格兰各银行能

够限制自己的营业，但不能控制银行券的发行”（同上，第３４４６、３４４８号）。

苏格兰联合银行的经理安德森持同样的意见（同上，第３５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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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在苏格兰各银行之间｝“互相交换银行券的制度，会防止个别银行方面

的银行券发行过度吗？——是的；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比交换银行券更为有效

的办法〈事实上，这个办法和这里所说的事情毫无关系，虽然它保证每家银行

的银行券可以在苏格兰全境流通〉，那就是苏格兰普遍实行的在银行开一个

户头的做法。每个多少有些钱的人，都在银行开一个户头，并且每天把一切不

是自己立即要用的钱都存入银行，所以，在每天营业结束时，除了各人身边的

钱以外，所有的钱都在银行里。”

爱尔兰也是这样，可以看看爱尔兰银行总裁麦克唐奈和爱尔

兰地方银行的经理默里向同一个委员会提出的证词。

银行券的流通既不以英格兰银行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该行

为保证银行券兑现而在地库中贮藏的金的数量为转移。

“１８４６年９月１８日，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流通额为２０９０００００镑，它的金

属贮藏为１６２７３０００镑。１８４７年４月５日流通额为２０８１５０００镑，金属贮藏为

１０２４６０００镑。所以，虽然贵金属输出了６００万镑，但流通额没有缩小。”（约·

金尼尔《危机和通货》１８４７年伦敦版第５页）

但是，不言而喻，这个结论只是在英国现存的各种关系下才适

用，并且它在那里之所以适用，也只是因为立法没有规定银行券发

行和金属贮藏的另外的比例。

因此，只有营业本身的需要才会影响流通的货币即银行券和

金的数量。这里首先要考察周期的变动。这种变动，不管一般的营

业状况如何，每年都要重复一次，以致二十年来，

“在某一个月，通货多，在另一个月，通货少，而在某第三个月，通货适中”（纽

马奇，银行法，１８５７年第１６５０号）。

因此，每年８月都有几百万镑，大多数是金，从英格兰银行

进入国内流通，以支付收获时期的各种费用；因为这主要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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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工资，工资在英国很少用银行券来支付。到年底，这些货币

再流回英格兰银行。在苏格兰，几乎只用１镑券，不用索维林，因

此，在苏格兰，在相应的情况下，银行券的流通会每年两次，即５月

和１１月由３００万镑增加到４００万镑。十四天后，就开始流回，一个

月内几乎全部流回（安德森，同上，［商业危机，１８４８—１８５７年］第

３５９５—３６００号）。

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的流通，因“债息”即国债的利息按季支

付，也会每季经历一次暂时的变动。首先是银行券从流通中抽出，

然后再投入公众手中；但它很快又会流回。魏格林（银行法，１８５７

年第３８号）估计，由此引起的银行券流通的变动，为数达２５０万

镑。但臭名昭著的奥维伦—葛尼公司的查普曼先生却估计，由此在

货币市场上引起的风潮要大得多。

“你们为支付债息而从流通中取出６００万镑或７００万镑税收时，必然有

人在这个期间把这个金额提供出来”。（银行法，１８５７年第５１９６号）

流通手段总额同产业周期的不同阶段相适应的变动，更显著

也更持久得多。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听听该公司的另一个股

东，可敬的战栗教徒赛米尔·葛尼的话（商业危机，１８４８—１８５７年

第２６４５号）：

“〈１８４７年〉１０月底，公众手中的银行券共有２０８０万镑。那时，要在货币

市场上获得银行券是极其困难的。这是因为人们普遍担心由于１８４４年银行

法的限制而得不到银行券。现在〈１８４８年３月〉公众手中的银行券数额为

……１７７０万镑，但是因为现在没有任何商业上的恐慌，所以，大大超过了需

要的数额。在伦敦，没有哪个银行家或货币经营者不是持有比他能够使用的

数额更多的银行券。”——（第２６５０号）“如果不同时把……商业界状况和信

用状况考虑进去，英格兰银行以外的……银行券数额，就是流通的实际状况

的一个十分不足的指数。”——（第２６５１号）“我们对公众手中现有的通货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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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产生绰绰有余的感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现在异常停滞的状态。

如果物价高昂，营业活跃，我们就会对１７７０万镑感到不足。”

｛在营业的状况使得贷款有规则地流回，从而信用始终没有动

摇的时候，通货的扩张和收缩完全取决于工商业者的需要。因为至

少在英国，金在批发商业上是无足轻重的，并且撇开季节性的变动

不说，金的流通又可以看成是一个在较长时期内几乎不变的量，所

以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的流通，是这种变动的十分准确的测量器。

在危机以后的消沉时期，通货额最小，随着需求的重新活跃，又会

出现对流通手段的较大的需要。这种需要随着繁荣的增进而增加；

而在过度扩张和过度投机的时期，流通手段量将达到最高点，——

这时危机突然爆发了，昨天还是如此充足的银行券，一夜之间就从

市场上消失了；随着银行券的消失，汇票贴现者，要有价证券作担

保的贷款人，商品购买者，也消失了。英格兰银行应该出来援助

……但是它很快也就无能为力了；１８４４年的银行法正是在全世界

叫喊着要银行券的时候，在商品所有者卖不出去，但仍然要支付，

因而准备不惜任何牺牲来获得银行券的时候，强迫英格兰银行限

制它的银行券的流通额。

上面曾经提到的那位银行家莱特说（同上，第２９３０号）：“在恐慌时期，国

家所需的通货等于平时的两倍，因为流通手段被银行家和其他人收藏起来

了。”

危机一旦爆发，问题就只是支付手段。但是因为这种支付手段

的收进，对每个人来说，都要依赖于另一个人，谁也不知道另一个

人能不能如期付款；所以，将会发生对市场上现有的支付手段即银

行券的全面追逐。每一个人都想尽量多地把自己能够获得的货币

贮藏起来，因此，银行券将会在人们最需要它的那一天从流通中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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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赛米尔·葛尼（商业危机，１８４８—１８５７年第１１１６号）估计，在

恐慌时期这样保藏起来的银行券，１８４７年１０月一个月就有４００

万镑到５００万镑。——弗·恩·｝

在这一方面，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葛尼的同事、上面已经提

到的那位查普曼于１８５７年向银行委员会作证时的证词。在这里，

我把这个证词的主要内容连贯地引在下面，虽然其中涉及到的某

些问题我们以后才研究。

查普曼先生是这样说的：

（第４９６３号）“我还要毫不迟疑地说，货币市场竟听任某个资本家个人的

支配（象伦敦有过的情况那样），让他能够在正是通货很少的时候造成货币异

常短缺和紧迫状态，我并不认为这是正当的…… 很可能……能够从流通中

取出１００万镑或２００万镑银行券的不只是一个资本家，如果他们这样做可以

达到一个目的的话。”

（第４９６５号）一个大投机家能够出售１００万镑或２００万镑统

一公债，这样从市场取走货币。类似的情况不久以前还发生过，“这

造成了货币的极度紧迫状态”。

（第４９６７号）这时，银行券当然是非生产的。

“但这没有关系，只要达到一个重要目的就行了；这个重要目的就是压低

证券价格，造成货币紧迫，他完全有力量做到这一点。”

举例来说：有一天，证券交易所发生了巨大的货币需求；谁也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某人向查普曼要求按７％的利息借５万镑。查

普曼感到惊奇，因为他的利息率要低得多；他答应了。不久这个人

又来，按７．５％的利息率再借５万镑；后来，又按８％的利息率借

１０万镑，并且愿意按８．５％的利息率再借一些。这时候，甚至查普

曼也感到惊慌不安。后来才明白已经有大量货币突然从市场被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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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但查普曼说，

“我已经按８％的利息率贷出一个很大的数目；我不敢再前进一步了；我不知

道结果将如何”。

决不要忘记，公众手中的银行券，虽然被认为几乎经常是在

１９００万至２０００万之间，但是这些银行券实际流通的部分同当作

准备金闲置在银行的部分互相之间，是在不断地显著地发生变动

的。如果这个准备金很多，从而实际流通的通货很少，那末，从货币

市场的观点看，这就是通货充足；如果这个准备金很少，从而实际

流通的通货很多，从货币市场的观点看，就叫作通货短缺，也就是

说，代表闲置的借贷资本部分，只有一个很小的数额。通货的实际

的、与产业周期各阶段无关的膨胀或收缩，——但是公众需要的数

额仍旧不变，——可以只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产生的，例如在纳税

或支付国债利息时就是这样。在纳税时，银行券和金流入英格兰银

行超过通常的程度，所以实际上是不顾对通货的需要而将通货收

缩。在支付国债利息时，情况就恰好相反。在前一场合，向银行要

求贷款，以便获得流通手段。在后一场合，各私人银行的利息率将

会降低，因为它们的准备金将会暂时增加。这同流通手段的绝对量

无关，而只同把这种流通手段投入流通的银行有关，并且对银行来

说，这个过程表现为借贷资本的贷放，所以，它把由此而来的利润

放进自己的腰包。

在一个场合，流通手段只是发生暂时的变动，英格兰银行会在

每季纳税和每季支付国债利息以前不久，按低息发放短期贷款，以

便这种变动得到平衡。这些这样发行出去的过剩的银行券，首先会

把纳税所造成的空隙填补；但由于要偿还上述银行贷款，支付国债

利息而投到公众手中的过剩银行券又会立即流回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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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场合，通货的短缺或充足，始终只是同一数量的流通手

段在现款和存款（即借贷工具）之间的不同的分配。

另一方面，例如，如果由于金流入英格兰银行，银行券的发行

额相应增加，那末，这些银行券就会参加这个银行以外的贴现业

务，并且会在贷款偿还的时候流回，所以，流通的银行券的绝对量

只是暂时增加。

如果通货充足是由于营业的扩大（这在物价比较低的时候也

是可能发生的），那末，由于利润增大和新的投资增加所引起的对

借贷资本的需求，利息率可能是比较高的。如果通货短缺是由于营

业收缩或信用非常活跃，那末，利息率在物价高的时候，也可能是

低的（见哈伯德的著作①）。

通货的绝对量只有在紧迫时期，才对利息率产生决定的影响。

这时，对充足的通货的需求，只是表示由于信用缺乏（把货币流通

的速度已经减慢和同一些货币不断转化为借贷资本的速度已经减

慢的情况撇开不说）而产生了对贮藏手段的需求，例如１８４７年，银

行法的暂停执行并没有引起通货膨胀，却足以使贮藏的银行券重

见天日，投入流通。或者在一定的情况下，也可能实际上需要更多

的流通手段。例如１８５７年，银行法暂停执行后，通货实际上暂时增

加了。

在另外的情况下，通货的绝对量不会影响利息率。第一，这是

因为通货的绝对量——假定周转的节约和速度不变——是由商品

的价格和交易的总量决定的（这时候，一个要素通常会抵销另一个

要素的作用），最后是由信用的状况决定的（而通货的绝对量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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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反过来决定信用的状况）；第二，这是因为在商品价格和利息之

间并无任何必然的联系。

在银行限制法１３６实施期间（１７９７—１８２０年），发生通货过剩，

利息率始终比恢复兑现以来高得多。后来，随着银行券的发行受到

限制和汇兑率提高，利息率迅速下降了。１８２２年、１８２３、１８３２年，一

般说来通货很少，利息率也低。１８２４年、１８２５年、１８３６年，通货很

多，利息率也提高了。１８３０年夏，通货很多，但利息率低。自从金矿

发现以后，整个欧洲的货币流通都膨胀了，利息率却提高了。所以，

利息率并不取决于流通的货币量。

流通手段的发行和资本的贷放之间的差别，在现实的再生产

过程中，表现得最清楚。我们已经在第二卷第三篇看到，生产的不

同组成部分是怎样进行交换的。例如可变资本在物质上是工人的

生活资料，即工人自己的一部分产品。但这部分产品是用货币一点

一点付给他们的。资本家必须预付这些货币，并且他能不能在下周

再用他上周付出的那些货币来支付新的可变资本，在很大程度上

要取决于信用事业的组织。社会总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交

换行为，例如消费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之间的交换行为，也

是这样。我们已经知道，它们的流通所需要的货币，必须由交换当

事人的一方或双方预付。这种货币就会留在流通中，但交换完成

后，总是又回到预付人的手里，因为这种货币是他在他实际使用的

产业资本之外所预付的（见第２卷第２０章１３７）。在发达的信用制度

下，货币集中在银行手中，银行至少在名义上贷放货币。这种贷放

只与流通中的货币有关。这是通货的贷放，不是借助这些通货而流

通的资本的贷放。

查普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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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０６２号）“可能有这样的时候，公众手中的银行券数目非常大，但是

弄不到手。”

货币在恐慌时期还是在那里；但每个人都当心不让它转化为

借贷资本，即借贷货币；每个人都抓住它不放，以便应付实际的支

付需要。

（第５０９９号）“农村地区的银行，会把它们的闲置的过剩部分，送到贵行

和伦敦其他的银行去？——是的。”——（第５１００号）“另一方面，郎卡郡和约

克郡的工厂区，为了自己营业的目的而在贵行贴现汇票？——是的。”——

（第５１０１号）“可见，通过这种方法，一个地区的过剩货币，可以用来应付另一

地区的需要？——完全正确。”

查普曼说，银行用它的过剩的货币资本在较短期间内购买统

一公债和国库券的习惯做法，近来已经大大减少，而发放随时可收

回的贷款，已经成为习惯。他自己也觉得购买这种证券，对他的营

业来说很不合算。因此，他把货币投在可靠的汇票上，这些汇票每

天都有一部分到期，所以他始终知道，他每天可以指望得到多少现

款。（第５１０１—５１０５号）——

甚至出口的增加，或多或少会对每个国家，特别是对提供信用

的国家，表现为国内货币市场需要的增加，但是，只有在紧迫时期

才会这样被人感觉到。在出口增加的时候，工厂主照例会凭委托销

售的英国工业品，对出口商人开出长期汇票（第５１２６号）。

（第５１２７号）“是不是常有这样的事情，互相同意随时重新开出汇

票？—— ｛查普曼：｝这件事他们对我们保密；我们是不会容许这种汇票的

…… 当然，这样的事情可能发生，但关于这类事情，我不能说什么。〈纯洁的

查普曼啊。〉”——（第５１２９号）“如果出口大量增加，例如去年一年就增加了

２０００万镑，那末，要贴现那些代表这种出口的汇票，不是自然而然会引起对

资本的巨大需求吗？——这是毫无疑问的。”——（第５１３０号）“既然英国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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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它的一切出口对外国提供信用，那末，在信用延续的期间不是必定会吸

收相应的追加资本吗？——英国提供巨额的信用；但它也为它的原料接受信

用。人们在美国向我们开出的汇票总是以六十天为期，另外一些地方开出的

汇票是以九十天为期。另一方面，我们也提供信用；我们把商品运往德国时，

就提供以两个月或三个月为期的信用。”

威尔逊问查普曼（第５１３１号），是不是在这种进口原料和殖民

地商品起运的同时，已经凭这些货物对英国开出汇票？是不是这种

汇票会和提单同时寄到？查普曼相信是这样，但是他对这种“商人

的”业务一无所知，建议我们去问内行的人。——查普曼说，在对美

国的出口上，“商品在过境时被象征化了”［第５１３３号］；这种胡言

乱语的意思应当是说，英国出口商人凭他的商品向伦敦的一家美

国大银行开出以四个月为期的汇票，这家银行则从美国得到补偿。

（第５１３６号）“同远方各国的交易，不是照例由那些要等商品售出才有资

本可用的商人经营吗？——一些商行拥有巨大的私人财富，它们能够投下它

们自己的资本，而不需要靠商品来获得贷款；但这些商品大部分会通过某些

著名公司的承兑而转化为贷款。”——（第５１３７号）“这些商行设在……伦敦、

利物浦和其他地方。”——（第５１３８号）“所以，无论工厂主是自己出钱，还是

在伦敦或利物浦找到一个商人来提供这种贷款，都没有差别；这不仍然是在

英国作出的预付吗？——一点不错。工厂主只是在少数场合〈而１８４７年几乎

在一切场合〉这样做。例如，一个经营工业品的商人在曼彻斯特购买商品，并

且通过伦敦一家可靠的公司把商品运走；当伦敦这家公司确信一切都已按照

合同办妥时，这个商人就会凭这批运往印度、中国或其他地方的货物，向伦敦

这家公司开出一张以六个月为期的汇票；然后银行界参加进来，替他把这张

汇票贴现；所以，当他必须对这些商品支付的时候，他已经通过汇票的贴现而

拥有货币了。”——（第５１３９号）“那个人虽然有了货币，银行家不是还得贷出

这种货币吗？——银行家有这张汇票；银行家购买了这张汇票；他就是在这

个形式上，即在商业汇票的贴现上，运用他的银行资本的。”

｛可见，查普曼也认为汇票贴现不是发放贷款，而是购买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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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弗·恩·｝

（第５１４０号）“这不仍然是对伦敦货币市场的需求的一部分吗？——毫

无疑问；这是货币市场和英格兰银行的主要业务。英格兰银行和我们一样乐

于得到这种汇票，它知道这是很好的投资。”——（第５１４１号）“是不是出口业

越发展，对货币市场的需求就越增加？——随着国家繁荣的增进，我们〈查普

曼之流〉也得到好处。”——（第５１４２号）“所以，如果这些不同的投资范围突

然扩大，自然的结果就是利息率的提高？——这是毫无疑问的。”

（第５１４３号）查普曼“不很了解，在我们的出口额十分巨大的时候，金对

我们竟会有这么大的用处”。

（第５１４４号）尊敬的威尔逊问道：

“我们在我们的出口上提供的信用，是不是可能比我们在我们的进口上

得到的信用多？——我自己对这一点是有所怀疑的。如果有人凭他运往印度

的曼彻斯特商品来要求承兑，您是不能以少于十个月的期限给他承兑的。在

印度对我们支付以前的一些时候，我们必须并且确实要为美国的棉花而对美

国支付。但是这件事的影响究竟如何，研究起来，却是一个颇为微妙的问

题。”——（第５１４５号）“如果我们象去年一样增加工业品的出口２０００万镑，

那末，我们必须事先就大大增加原料的进口〈这已经表明，出口过剩和进口过

剩，生产过剩和贸易过剩是一回事〉，以便生产这个增加的商品量吗？——这

是没有疑问的。”［第５１４６号］“我们必然要支付一个很大的差额；这就是说，

在这个时期内，对我们来说一定是逆差，但久而久之，对美国的汇兑率就会对

我们有利，并且较长时期以来，我们已经从美国得到了巨额贵金属的输入。”

（第５１４８号）威尔逊问那位高利贷大王查普曼，他是否认为他

的高额利息是大繁荣和高额利润的标志。查普曼对这个献媚者的

天真显然大吃一惊，他当然认为是这种标志，但十分坦白地加上一

句保留的话：

“有些人别无他法；他们要还债，他们必须偿付，不管有没有利润；不过，

只要它｛高利息率｝持续下去，它就会标志着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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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两人都忘记了，高利息率也可以标志着象１８５７年那样的

情况：到处奔波的信用骑士使国家陷于不安。他们能够支付高额利

息，因为他们是从别人的钱袋掏出钱来支付的（而这样一来，他们

就促使决定对一切人适用的利息率），并在此期间，靠预期中的利

润，过着阔绰的生活。同时，正是这件事情能够给工厂主等提供实

际上极为有利的营业。回流由于这种借贷制度而成为完全不可靠

了。这件事还说明了下述情况，这些情况对英格兰银行来说，是用

不着加以说明的，因为在利息率高的时候，它会按比别人较低的利

息率来贴现。

（第５１５６号）查普曼说：“我尽可以说，我们的贴现额，在我们这样长期具

有高利息率的现在，达到了最大限度。”

（查普曼是在１８５７年７月２１日，崩溃之前几个月说这句话

的。）

（第５１５７号）“１８５２年〈那时利息很低〉贴现额远不是这么大。”

因为那时候营业实际上正常得多。

（第５１５９号）“如果市场上货币显著过多……而银行贴现率又低，汇票就

会减少…… １８５２年我们处于一种完全不同的局面。当时我国的出口和进

口，同今天相比，简直等于没有。”——（第５１６１号）“在贴现率这样高的情况

下，我们的贴现业务同１８５４年一样多〈当时利息为５—５ １
２％〉。”

查普曼的证词中，最可笑的是，这伙人实际上把公众的钱看作

自己的财产，并且相信他们有权把他们所贴现的汇票随时换成现

款。提问和回答都极为天真。立法有责任让这些已经有大公司承

兑的汇票可以随时换成现款，让英格兰银行在任何情况下都为汇

票经纪人进一步再贴现。但是，１８５７年，三个这样的汇票经纪人破

产了，他们负债大约８００万镑，而他们自己的资本，同这种债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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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简直微不足道。

（第５１７７号）“您是想说，照您的意思，它们〈贝林或劳埃德承兑的汇票〉

应该能够强制贴现，就象现在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可以强制换成金吗？——

我认为，如果这些汇票不能贴现，那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如果一个人

因为他持有的斯密—佩恩公司或琼斯·劳埃德公司承兑的汇票不能贴现，以

致不得不停止支付，那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情况。”——（第５１７８号）“贝林公司

的承兑，不就是汇票到期就必须支付一定数额货币的义务吗？——一点不

错；但是贝林公司在承担这种义务时，象任何一个承担这种义务的商人一样，

做梦也没有想到，它将必须用索维林去兑付这张汇票；它认为，它将在票据交

换所兑付这张汇票。”——（第５１８０号）“那末，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必须设计

出某种机构，以便公众由于有人必须为汇票贴现而有权在汇票到期之前得到

货币？——不是这样；不是从承兑人的立场说的。但是，如果您这句话的意思

是说，我们不应该有商业汇票贴现的可能，那末，我们就必然使事情全部改

观。”——（第５１８２号）“因此，您是认为，它｛商业汇票｝必须能换成货币，正如

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必须能换成金？—— 在一定情况下，确实应当这

样。”——（第５１８４号）“因此，您是认为，必须这样制定通货制度，使那种确实

稳当可靠的商业汇票可以象银行券一样容易随时换成货币？——我是这么

想。”——（第５１８５号）“您是不是认为，英格兰银行或任何其他人，应由法律

强制来兑换这种汇票呢？——我的意思是说，在制定管理通货的法律时，我

们应采取措施，以防止发生那种稳当可靠的国内商业汇票不能兑现的可能。”

这就是说，商业汇票可以象银行券一样兑现。

（第５１９０号）“我国的货币经营者事实上只代表公众。”——查普曼先生

后来在审理戴维逊案件的巡回法庭上就是这样说的。见《金融大骗案》１３８。

（第５１９６号）“每季〈付息的时候〉……我们都绝对必须向英格兰银行求

助。你们因预备付息而从流通中取出６００万镑或７００万镑的国家收入时，必

然有人在这个期间把这个金额提供出来。”

（可见，在这种场合，问题在于货币的供给，而不是资本或借贷

资本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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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１６９号）“每一个熟悉我国商业界情况的人都必定知道，当我们处在

国库券不能出售，东印度公司１３９的债券完全无用，最好的商业汇票也不能贴

现这样的情况时，就必然会在这样一种人中间引起很大的不安，他们的营业

使他们一遇到要求，就必须立即用国内通用的流通手段来支付，而这就是一

切银行家的处境。其结果是，每个人都要有加倍的准备金。如果５００左右的地

方银行家每人都嘱咐他的伦敦代理人汇寄５０００镑银行券，您想一想，这在全

国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甚至在我们十分荒谬地把这样小的金额当作平均数

的时候，我们也要从流通中提出２５０万镑。那又怎样去补充呢？”

另一方面，拥有货币的私人资本家等等，不管利息多大，都不

愿贷出货币，因为他们象查普曼那样说：

（第５１９５号）“我们宁可完全不要利息，也不愿担心在我们需要货币时不

能把货币收回。”

（第５１７３号）“我们的制度是这样：我们有３亿镑债务，这笔债务可能在

一个指定的日期被要求用国内通用的铸币偿付；而国内的这些铸币，即使全

部用来还债，也不过等于２３００万镑或差不多这样大的一个数目；这不是随时

都会使我们陷入动乱的一种状况吗？”

因此，在危机中，信用主义会突然转变成货币主义。

把危机时期的国内恐慌撇开不说，我们说到货币量，总只是指

金属即世界货币。查普曼却恰好把这排除在外；他只提到２３００万

镑银行券。

同一个查普曼还说：

（第５２１８号）“货币市场紊乱｛１８４７年４月以及后来的１０月｝的最初原

因，无疑是由于当年异乎寻常的大量进口需要大量货币来调节汇兑率。”

第一，世界市场货币的这个贮藏，当时已经减少到最低限度。

第二，它同时还是信用货币即银行券兑现的保证。这样，它就把两

种完全不同的职能结合在一起了。但是，这两种职能都是由货币的

性质引起的，因为现实的货币总是世界市场货币，并且信用货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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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立在世界市场货币的基础上。

１８４７年，如果不是暂停执行１８４４年的银行法，“票据交换所

的业务一定已经不能进行了”（第５２２１号）。

查普曼对于日益迫近的危机毕竟是有一点感觉的：

（第５２３６号）“货币市场上会出现某种情况（并且现在离这种情况已不很

远），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很难到手，人们必须求助于银行。”

（第５２３９号）“至于谈到我们在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一即１８４７年１０月

１９日、２０日、２２日从银行提出的金额，如果我们能够在下星期三把这些汇票

收回，那我们就会感到太满意了；恐慌一过，货币就会立即流回我们手里。”

但是，星期二，１０月２３日，银行法暂停执行，危机就被制止了。

查普曼相信（第５２７４号），同时纷飞在伦敦的汇票，有１００００

万镑到１２０００万镑。各地区的地方汇票，还不包括在内。

（第５２８７号）１８５６年１０月，公众手中的银行券的数额，已经增加到

２１１５５０００镑，但要获得货币还是非常困难，尽管公众手中有这么多货币，但

我们无法得到。”

——这是由于货币紧迫引起的恐惧所致。东方银行曾一度

（１８５６年３月）处于这种紧迫状态中。

（第５２９０号）恐慌一过，

“一切靠利息得到利润的银行家，都立即开始使用他们的货币”。

（第５３０２号）查普曼认为，银行准备金减少时所以引起不安，

并不是因为对存款有恐惧心理，而是因为一切有可能要突然支付

巨额货币的人都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在货币市场紧迫的时候，会

被迫向银行寻求最后的支援；但是，

“如果银行只有一笔很小的准备金，它就不会高兴接待我们；而是相反”。

准备金作为实有的量是怎样消失的，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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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家为了他们当前的营业需要，持有一笔最低限额的准备金，一部

分保存在自己身边，一部分保存在英格兰银行。汇票经纪人持有

“国内闲置的银行货币”，但没有任何准备金。英格兰银行对存款负

债，除了以公共存款等作保证外，只有以银行家和其他人的准备金

作保证，这个准备金可以减低到最低点，比如说，２００万镑。所以，

在这２００万镑纸币之外，除了金属贮藏，在货币紧迫时期（并且货

币紧迫会减少准备金，因为为兑换流出的金属而流入的银行券必

须作废），这全部欺诈绝对没有任何其他准备，因此，每一次因金的

流出而引起的金属贮藏的减少，都会加深危机。

（第５３０６号）“如果没有货币用来结清票据交换所的差额，那末，除了一

起用第一流的汇票（向国库、斯密—佩恩公司等开出的汇票）来支付之外，我

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第５３０７号）“所以，如果政府不能供给你们

流通手段，你们就要为自己创造一种流通手段吗？——我们有什么办法？公

众进来，从我们手里取走流通手段；流通手段没有了。”—— （第５３０８号）

“所以，你们在伦敦做的事情，不过是人们每天在曼彻斯特做的事情吗？——

是的。”

对凯利（北明翰的阿特伍德派
１４０
分子）关于奥维尔斯顿的资本

观念所提的问题，查普曼的回答真是妙极了：

（第５３１５号）“有人向这个委员会作证说，在象１８４７年那样的紧迫时期，

人们不是追求货币，而是追求资本；您对此有什么意见？——我不懂您的意

思；我们只经营货币；我不懂您说的究竟是什么。”——（第５３１６号）“如果

您把它〈商业资本〉理解为一个人在他的营业中自己所有的货币量，如果您

把这叫作资本，那末，在大多数场合，这不过是他通过公众给他的信用而在

他的营业中使用的货币的极小部分。”——也就是通过查普曼之流的媒介。

（第５３３９号）“是缺少财富使我们暂时停止兑现的吗？——根本不是；

……我们并不缺少财富；但我们是在一种极其人为的制度下活动，以致在我

们非常迫切需要流通手段的时候，可能出现一些情况妨碍我们去获得流通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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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全国的商业活动应当因此停顿吗？我们应当停止一切生产吗？”——（第

５３３８号）“如果有人提出问题说，我们应当维持兑现还是应当维持国内产业，

我知道我应当放弃二者中的哪一个。”

至于贮藏银行券“以加剧紧迫状态并从中取得利益”（第５３５８

号），他说，这很容易做到。只要有三家大银行就足够了。

（第５３８３号）“您这位熟悉我国首都各大营业的人，竟会不知道，资本家

利用这种危机，从那些被作为牺牲品的人的破产中获得大量利润吗？——这

是无庸置疑的。”

虽然查普曼先生的“从牺牲者的破产中获得大量利润”的企

图，最终在商业上遭到失败，但我们仍然可以相信他说的这些话。

因为，当他的同事葛尼说，营业上每一次变动都对那些熟悉内情

的人有利时，查普曼却说：

“社会的一部分不熟悉另一部分；例如，向大陆出口工业品或从大陆进口

原料的工厂主，一点也不熟悉那些做金条生意的人的情况。”（第５０４６号）

终于有一天，葛尼和查普曼二位因不“熟悉内情”而遭到了

可耻的破产。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银行券的发行并不是在一切场合都意

味着资本的贷放。图克向上院商业危机委员会（１８４８年）提出的

下述证词不过证明，资本的贷放即使是通过银行发行新券的办法

来实行，也不一定就是流通的银行券的数量的增加。

（第３０９９）“您认为，例如英格兰银行能够显著扩大它的贷款而不致引起

银行券发行额的增加吗？——大量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是１８３５年，当时英格兰银行把西印度的存款和向东印度公司１３９的借款用于

扩大对公众的贷款；同一时候，公众手中的银行券数额事实上却略有减少

…… １８４６年在铁路存款缴入银行时，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贴现和存入

的〉有价证券增加到大约３０００万镑；而公众手里的银行券数额，没有受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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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影响。”

但是除银行券之外，批发商业还有第二种而且对它来说是更

重要得多的流通手段，这就是汇票。查普曼先生曾经告诉我们，对

于一个正常的营业进程来说，如果可靠的汇票能够到处并且在一

切情况下都在支付上被人接受，那将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如

果“连《泰斯维斯－钟托夫》都不再适用了，那还有什么东西适

用呢？天哪！”１４１这两种流通手段的互相关系是怎样的呢？

关于这点，吉尔巴特说：

“限制银行券的流通额，照例会增加汇票的流通额。汇票有两种——商业

汇票和银行家汇票——……货币少的时候，贷款人就会说：‘向我们开汇票

吧，我们会承兑。’并且，当一个地方银行家为一个顾客的一张汇票贴现时，

他不是给他现金，而是给他一张自己的以二十一天为期由他的伦敦代办处兑

付的汇票。这种汇票作为流通手段来用。”（詹·威·吉尔巴特《论１８３９年货

币市场紧张的原因》第３１页）

纽马奇略微改变一下说法，也确认这一点（银行法，１８５７年

第１４２６号）：

“在流通的汇票额的变动和流通的银行券数额的变动之间没有什么联系

……唯一比较一致的结果是……只要货币市场稍微发生那种在贴现率提高

时可以看到的紧迫现象，汇票流通的规模就会显著增加；反过来，情况也就

相反。”

不过，这时候开出的汇票，决不只是吉尔巴特所说的短期的

银行汇票。正好相反，那大部分是空头汇票，它们不代表任何现

实的营业，或只代表这样一种营业，它之所以被经营，不过为了

要凭它开出汇票。关于这二者，我们已经举了充分的例子。所以，

《经济学家》（威尔逊）把这种汇票的可靠性同银行券的可靠性加

以比较时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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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可兑的银行券，决不会停滞在银行外面，处于过剩状态中，因为过

剩额总会回到银行去兑换。以两个月为期的汇票却可以有很大的过剩额，因

为在它们到期以前，没有任何手段可以控制它们的发行，而在它们到期的时

候，它们可能又已经被其他汇票代替了。所以，一个国家对将来某一日期才

兑付的汇票的流通认为确实可靠，而对于随时可兑的纸币的流通却表示疑

虑，这在我们看来是完全不能理解的。”（《经济学家》１８４７年第５７５页）

因此，流通的汇票的数量，和银行券的数量一样，完全是由

交易上的需要决定的，五十年代在联合王国，平时除了３９００万镑

银行券之外，大约还有３００００万镑汇票流通着，其中１００００万镑

至１２０００万镑只是向伦敦开出的。汇票流通的规模对银行券流通

的规模没有影响，并且，它也只是在货币短缺的时候，才受银行

券流通的规模的影响，那时，汇票的数量将会增加，汇票的质量

却会下降。最后，在危机期间，汇票流通会完全停止；没有人能

够使用支付凭证，因为每个人都只接受现金支付；至少直到现在

在英国，只有银行券还保持流通的能力，因为国家以其全部财富

作英格兰银行的后盾。

我们已经看到，甚至查普曼先生这位１８５７年货币市场上的实

力人物，也痛苦地抱怨说，伦敦有很多大的货币资本家，他们有足

够的力量在一定的时候使整个货币市场陷于混乱，并从中极其无

耻地榨取那些较小的货币经营者。这就是说，有这样一些大鲨鱼，

他们能够抛售一、二百万镑统一公债，从市场取走等额的银行券

（同时也就是取走等额可供支配的借贷资本），因而使紧迫情况大

大尖锐起来。只要三家大银行联合行动，就能够用同一手法把紧迫

情况变为恐慌。

伦敦的最大资本势力，当然是英格兰银行。但它的半国家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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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使它不可能用这样粗暴的方式，来显示它的统治力量。尽

管如此，它还是清楚地知道要用什么手段和方法来牟取私利，特别

是从１８４４年银行法公布以来。

英格兰银行有１４５５３０００镑资本，此外还支配着大约３００万镑

“结余”即尚未分配的利润，以及政府在税收等名义下收入的全部

货币，这些货币必须存入英格兰银行，直到需用的时候才提取。如

果再加上其他的存款（平时大约有３０００万镑）和没有准备金而发

行的银行券的数目，我们就会觉得纽马奇的下述估计还是比较适

中的，他说（银行法，１８５７年第１８８９号）：

“我相信，经常在｛伦敦｝货币市场上使用的基金总额大约有１２０００万镑，

在这１２０００万镑中，英格兰银行支配着很大一部分，大约１５—２０％。”

英格兰银行不用库内的金属贮藏作准备金而发行银行券时，

它创造了一些价值符号，对它来说，它们不仅是流通手段，而且还

按没有准备金的银行券的票面总额，形成了追加的——虽然是虚

拟的——资本。并且这一追加的资本，会为它提供追加的利

润。——银行法，１８５７年，威尔逊问纽马奇：

（第１５６３号）“银行本行的银行券流通，即保留在公众手中的平均数额，

是该行有效资本的一种追加，是不是？——一点不错。”——（第１５６４号）“所

以，银行从这个流通得到的全部利润，都是从信用产生，而不是从它实际握有

的资本产生的吗？——一点不错。”

当然，这对发行银行券的私人银行来说也是适用的。纽马奇在

他的回答（第１８６６—１８６８号）中认为，这些银行所发行的全部银行

券的三分之二（对其余的三分之一，这些银行必须持有金属准备）

是“同额资本的创造”，因为这个数额的硬币被节约下来了。银行家

的利润，也许不会因此就比其他资本家的利润更大。事实仍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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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从硬币的这种国民节约中获得了利润。国民节约表现为私人

的利润，这件事丝毫也没有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感到震惊，因为利

润本来就是对国民劳动的占有。例如，还有什么比１７９７年至１８１７

年的英格兰银行的下述做法更荒谬的吗？它的银行券只是因为国

家的支持才具有信用；它能把这些银行券由纸变为货币，然后贷给

国家，也是国家给与它的权力；但是它却要国家，也就是公众以国

债利息的形式对这种权力付给报酬。

银行还有其他的创造资本的手段。根据同一个纽马奇的说法，

各地方银行，正如上面谈到的，习惯于把它们的剩余基金（即英格

兰银行的银行券）送到伦敦的汇票经纪人那里去，而经纪人则把贴

现的汇票送回给它们。银行用这种汇票来为它的顾客服务，因为从

当地顾客手里接受的汇票，银行照例是不再发出的，以免顾客的营

业活动被顾客周围的人知道。这种从伦敦得到的汇票，不仅会在顾

客不愿要银行本行开出的在伦敦兑付的汇票的时候，被用来发给

那些要在伦敦直接支付的顾客；它也被用来结算本地区的支付，因

为银行家的背书，可以作为这种汇票在当地有信用的保证。例如

在郎卡郡，这种汇票已经把地方银行本行的全部银行券和英格兰

银行的大部分银行券从流通中排挤出去（同上，第１５６８—１５７４

号）。

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各银行创造信用和资本的方法：１．发

行本行的银行券；２．开出以二十一天为期在伦敦兑付的汇票，但在

开出汇票时，立即收进现金；３．付出已经贴现的汇票，这种汇票之

所以有信用能力，至少对有关地区来说，首先是并且主要是因为有

了银行的背书。

英格兰银行的权力，在它对市场利息率的调节上显示出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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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正常进行的时候，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英格兰银行不能用

提高贴现率的办法（１２），来防止金从它的金属贮藏中适度流出，因

为对支付手段的需要，将从私人银行、股份银行和汇票经纪人那里

得到满足，这些银行和经纪人在过去三十年中已经获得了相当大

的资本权力。因此，英格兰银行只好使用其他手段。但对紧急时期

说来，银行家格林（格林—米尔斯—柯里公司的股东）在《商业危

机》（１８４８—１８５７年）中的证词仍然适用：

（第１７０９号）“在国内货币非常紧迫的时候，英格兰银行会控制利息

率。”——（第１７１０号）“在货币异常紧迫的时候……私人银行或经纪人的贴

现业务比较受到限制，这种业务就会落在英格兰银行身上，于是它就有了确

定市场利息率的权力。”

当然，英格兰银行作为一个受国家保护并赋有国家特权的公

共机关，是不可能象私人营业那样肆无忌惮地利用自己的权力的。

因此，哈伯德也在银行委员会（银行法，１８５７年）面前说：

（第２８４４号。问：）“是不是贴现率最高的时候，就是英格兰银行以最低代

价提供服务的时候；贴现率最低的时候，则是经纪人以最低代价提供服务的

时候？——（哈伯德：）情况总是这样，因为英格兰银行从来不会象它的竞争

者那样大幅度地降低贴现率，贴现率最高时，也从来不会象它的竞争者那样

大幅度地提高贴现率。”

（１２） 在１８９４年１月１７日伦敦联合银行股东大会上，主席里奇先生谈到，英格

兰银行在１８９３年把贴现率由（７月）的２ １
２％，提高到８月的３％至４％，尽管如此，

在四星期之内还是损失了４５０万镑黄金，所以又把贴现率提高到５％，于是，金流回来

了，银行贴现率也在９月下降到４％，在１０月下降到３％。但这种银行贴现率是市场

所不承认的。“当银行贴现率为５％时，市场贴现率为３ １
２％，利息率为２

１
２％；银行

贴现率下降到４％时，贴现率为２ ３
８％，利息率为１

３
４％；银行贴现率下降到３％时，

贴现率为１ １
２％，利息率更要低一些。”（《每日新闻》１８９４年１月１８日）——弗·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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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尽管如此，如果英格兰银行在货币紧迫时期，如俗话所

说，把螺丝拧紧，也就是把已经高于平均数的利息率再提高，那终

究是营业生活上一件严重的事情。

“一旦英格兰银行把螺丝拧紧，一切为向外国出口而进行的购买都会停

止……出口商人要等价格降到最低点时才购买，而不是在此之前购买。但当

这一点达到时，汇兑率又已经调整了——金会在价格降到最低点以前停止输

出。购买供输出用的商品，也许能带回一部分已经送往外国的黄金，但要防止

金的外流，就未免太晚了。”（詹·威·吉尔巴特《论１８３９年货币市场紧张的

原因》１８４０年伦敦版第３５页）“用外汇率来调节流通手段的另一个影响是，

在货币紧迫时期造成很高的利息率。”（同上，第４０页）“调整汇兑率的费用落

在国内的生产性的产业上，而在过程的进行中，英格兰银行的利润却因它用

较少量的贵金属来维持它的业务而实际增加了。”（同上，第５２页）

但是，可爱的赛米尔·葛尼却说，

“利息率的这些大波动对银行家和货币经营者有利——营业上的一切波

动对熟悉内情的人都是有利的。”

即使葛尼之流肆无忌惮地利用营业上的困难状况自肥，英格

兰银行却不能同样自由地这样做，但它仍然可以取得十分可观的

利润——至于自然而然落到那些有特别机会知道一般营业情况的

董事先生们手里的私人利润就更不用说了。按照１８１７年恢复兑现

时对上院委员会提出的报告，英格兰银行在１７９７年到１８１７年这

整个时期内获得的利润如下：

  红利和追加股息………………………………… ７４５１１３６

  分配给股东的新股……………………………… ７２７６５００

  资本的增值………………………………………１４５５３０００
                
                 合计   ２９２８０６３６

这是１１６４２４００镑资本在十九年中获得的利润总额。（丹·哈德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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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耳《银行和银行家》１８４３年伦敦第２版第１２０页）如果我们按照

相同的原则来估计也是在１７９７年暂停兑现的爱尔兰银行的总利

润，我们就会得到如下的结果：

  １８２１年到期的股息………………………………４７３６０８５

  申报的红利……………………………………… １２２５０００

  资产的增加……………………………………… １２１４８００

  资本的增值……………………………………… ４１８５０００
                 
                  合计  １１３６０８８５

这是３００万镑资本所获的总利润（同上，第３６３、３６４页）。

再谈谈集中！那种以所谓国家银行为中心，并且有大贷款人和

高利贷者围绕在国家银行周围的信用制度，就是一个巨大的集中，

并且它给与这个寄生者阶级一种神话般的、不仅周期地消灭一部

分产业资本家，而且用一种非常危险的方法来干涉现实生产的权

力——而这伙匪帮既不懂生产，又同生产没有关系。１８４４年和

１８４５年的法令，就是这伙包括金融业者和证券投机家的匪帮的权

力日益增加的证据。

如果有人不相信，这伙高贵的匪帮，只是为了生产和被剥削者

自身的利益，而对国内和国际的生产进行剥削，那就请他读一读下

面这段话，认识一下银行家的高尚的道德品质吧：

“银行制度是宗教的和道德的制度。青年商人不是往往由于害怕被他的

银行家的警戒的、非难的眼睛看见而不敢结交吃喝玩乐的朋友吗？他渴望博

得银行家的好评，总是表现得规规矩矩！银行家皱皱眉头，也比朋友的忠告对

他的作用更大；他总是提心吊胆，怕人说他是在骗人，或者有一点点不老实，

以致引起怀疑，因而可能使银行家限制甚至取消对他的贷款！对他来说，银行

家的话比牧师的话更为重要。”（苏格兰银行董事乔·贝尔《股份银行业哲学》

１８４０年伦敦版第４６、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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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

通货原理和１８４４年英国的银行立法

  ｛李嘉图从货币价值对商品价格的关系上所提出的货币价值

的理论，已经在以前的一部著作中（１３）研究过了；所以在这里，我们

可以只是就最必要的地方说一下。按照李嘉图的说法，货币——金

属货币——的价值是由物化在其中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但只有在

货币的数量同要交换的商品的数量和价格保持适当比例的时候才

是这样。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货币量超过这个比例，货

币价值就会降低，商品价格就会提高；如果货币量降到这个适当比

例以下，货币价值就会提高，商品价格就会降低。在第一个场合，金

过剩的国家，会把跌到价值以下的金输出，并把商品输入；在第二

个场合，金就会流往金的估价高于其价值的国家，而估价低的商品

就会从那里输往它能获得正常价格的其他市场去。既然依照这些

假定，“金本身不论是铸币或是条块，都能变成大于或小于它自己

金属价值的一个金属价值的价值符号，那末显而易见，流通中的

可兑银行券也有同样的命运。虽然银行券可以兑换，也就是它的

实在价值符合于名义价值，但是由金和银行券构成的流通中的货

币总量可以升值或贬值，这要看这一总量由于上述原因，升到由

流通中商品交换价值和金的金属价值所决定的水平之上或降到这

一水平之下而定…… 这种贬值不是纸币对于金的贬值，而是纸

（１３）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９年柏林版第１５０页及以下各页１４２。

９１６



币和金共同的贬值，或一国流通手段总量的贬值，这是李嘉图的主

要发现之一；奥维尔斯顿勋爵之流利用了这一发现，把它用作

１８４４年和１８４５年罗伯特·皮尔爵士银行立法的基本原理。”（《政

治经济学批判》第１５５页１４３）

前书对李嘉图这个学说的错误已经作了论证，这些论证用不

着在这里重复。使我们感到兴趣的只是，把上述皮尔银行法强加于

人的这一派银行理论家，是用什么方法对李嘉图的这些教条进行

加工的。

“十九世纪的商业危机，特别是１８２５年和１８３６年的大危机，

并没有使李嘉图的货币学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确实使它得

到新的应用。这已经不再是个别的经济现象，象休谟那时候的十

六、十七世纪的贵金属贬值，或者象李嘉图那时候的十八世纪和十

九世纪初期的纸币贬值，而是使资产阶级生产过程中的一切因素

的矛盾都爆发出来的世界市场大风暴；人们从这个生产过程的最表面

和最抽象的领域即货币流通的领域中去寻找这种大风暴的根源和抵

御它的方法。这个经济气象学派所依据的真正的理论前提，实际上

不过是以为李嘉图已经发现了纯粹金属流通规律这一信条。留给

他们去做的，是使信用券或银行券流通也从属于这个规律。

商业危机的最普遍和最显著的现象，就是商品价格在长期普

遍上涨之后突然普遍跌落。商品价格的普遍跌落可以说成货币同

一切商品对比起来它的相对价值上涨；相反，价格的普遍上涨也可

以说成货币的相对价值的跌落。两种说法都是叙述现象而不是解

释现象…… 说法虽然不同，但课题并没有改变，正如这一课题从

德文译成英文也并不改变一样。因此，李嘉图的货币理论用在这里

特别合适，因为它赋予同义反复以因果关系的外貌。商品价格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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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周期性地普遍跌落？因为货币的相对价值周期性地上涨。反过

来问，商品价格为什么周期性地普遍上涨？因为货币的相对价值周

期性地跌落。可以同样正确地说，价格的周期性涨跌就是由于价格

的周期性涨跌…… 只要同意把同义反复变成因果关系，其他一

切就好办了。商品价格的上涨是由于货币价值的跌落，而货币价值

的跌落，我们从李嘉图那里知道，是由于流通中的货币过多，也就

是由于流通中的货币量超过了货币本身的内在价值和商品的内在

价值所决定的水平。反过来也是这样，商品价格的普遍跌落是由于

流通中的货币不足使货币价值超过它的内在价值。因此，价格周期

性地上涨和跌落是由于周期性地有过多或过少的货币在流通。如

果有人证实，价格在流通中的货币减少时上涨，在流通中的货币增

加时跌落，那末即使这样，也仍然可以断言，由于流通中的商品量

有了某种虽然在统计上完全无从证明的减少或增加，流通中的货

币量就有了虽然不是绝对的然而是相对的增加或减少。我们已经

知道，在李嘉图看来，价格的这种普遍波动就是在纯粹的金属流通

中也必然发生，但由于涨跌的交替发生而抵销，例如，流通中的货

币不足引起商品价格的跌落，商品价格跌落引起商品向国外输出，

商品输出引起货币输入，货币输入再引起商品价格上涨。流通中的

货币过多则相反，那时会输入商品和输出货币。尽管这种普遍的价

格波动产生于李嘉图式的金属流通的性质本身，但是它的尖锐的

和急剧的形式即危机形式属于发达的信用事业时期，所以十分明

显，银行券的发行不是完全按照金属流通的规律来调节的。金属流

通以贵金属的输入和输出作为补救手段；而贵金属是立即当作铸

币进入流通的，因此，它们的流进或流出使商品价格跌落或上涨。

对商品价格的这种作用，现在必须人为地由银行仿照金属流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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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来进行了。如果金从国外输入，那末这就证明流通中货币不足，

货币价值太高，商品价格太低，因而银行券必须同新输入的金成

比例地投入流通。反之，它必须同金的流出国外成比例地从流通

中收回。换句话说，必须依照贵金属的输入和输出或依照汇兑率

来调节银行券的发行。李嘉图错误地假定金不过是铸币，因此所

有输入的金都使流通中的货币增加，从而使价格上涨，所有输出

的金都使铸币减少，从而使价格跌落。这个理论的假定在这里变

成了实际的试验，有多少金存在就要使多少铸币流通。奥维尔斯

顿勋爵（银行家琼斯·劳埃德）、托伦斯上校、诺曼、克莱、阿伯

思诺特以及一大批其他在英国以‘通货原理’派著名的著作家，不

仅宣扬这种信条，而且通过１８４４年和１８４５年的罗伯特·皮尔爵

士银行法把它变成现行英格兰和苏格兰银行立法的基础。这一信

条在最大的、全国规模的试验之后，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遭

到了可耻的破产，关于这点到研究信用学说时才能加以说明。”

（同上，第１６５—１６８页１４４）

对于这个学派，托马斯·图克、詹姆斯·威尔逊（见１８４４年至

１８４７年的《经济学家》）和约翰·富拉顿曾进行过批判。但是他们

对于金的性质的看法也有很多缺点，并且没有弄清货币和资本的

关系。关于这点，我们已经多次，特别是在本卷第二十八章中看到。

在这里，我们再从１８５７年下院委员会关于皮尔银行法的调查报告

（银行委员会，１８５７年）中举几个事例。——弗·恩·｝

英格兰银行前总裁约·盖·哈伯德作证说：

（第２４００号）“金的输出……决不会影响商品的价格。但它对有价证券的

价格却有十分显著的影响，因为随着利息率的变动，体现着这种利息的商品

的价值，必然会受到强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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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列出了两个表，一个是关于１８３４—１８４３年的，一个是关于

１８４４—１８５３年的。这两个表表明，十五种最重要的商品的价格变

动，完全同金的输出和输入以及利息率无关。但它们却表明，金（事

实上是“我们的寻找投资场所的资本的代表”）的输出和输入同利

息率有密切的联系。

［第２４０２号］“１８４７年，数额很大的美国有价证券流回美国，俄国的有价

证券也流回俄国，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有价证券则流往向我们出口谷物的

国家。”

哈伯德在下面两个表中所举的十五种主要商品是：棉花、棉

纱、棉织品、羊毛、呢绒、亚麻、麻布、靛蓝、生铁、白铁皮、铜、油脂、

糖、咖啡和丝。

第Ⅰ表 １８３４—１８４３年

日    期
银行的金属

贮 藏（镑）

市 场

贴现率

十五种主要商品中

价 格
上涨的

价 格
下跌的

价 格
不变的

１８３４年 ３月１日

１８３５年 ３月１日

１８３６年 ３月１日

１８３７年 ３月１日

１８３８年 ３月１日

１８３９年 ９月１日

１８４０年 ６月１日

１８４０年１２月１日

１８４１年１２月１日

１８４２年１２月１日

１８４３年 ６月１日

９１０４０００

６２７４０００

７９１８０００

４０７７０００

１０４７１０００

２６８４０００

４５７１０００

３６４２０００

４８７３０００

１０６０３０００

１１５６６０００

２ ３
４％

３ ３
４％

３ １
４％

５％

２ ３
４％

６％

４ ３
４％

５ ３
４％

５％

２ １
２％

２ １
４％

—

７

１１

５

４

８

５

７

３

２

１

—

７

３

９

１１

５

９

６

１２

１３

１４

—

１

１

１

—

２

１

２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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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Ⅱ表 １８４４—１８５３年

日    期
银行的金属

贮 藏（镑）

市 场

贴现率

十五种主要商品中

价 格
上涨的

价 格
下跌的

价 格
不变的

１８４４年 ３月１日

１８４５年１２月１日

１８４６年 ９月１日

１８４７年 ９月１日

１８５０年 ３月１日

１８５１年 ６月１日

１８５２年 ９月１日

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１日

１６１６２０００

１３２３７０００

１６３６６０００

９１４００００

１７１２６０００

１３７０５０００

２１８５３０００

１５０９３０００

２ １
４％

４ １
２％

３％

６％

２ １
２％

３％

１ ３
４％

５％

—

１１

７

６

５

２

９

１４

—

４

８

６

９

１１

５

—

—

—

—

３

１

２

１

１

  哈伯德对这两个表加了如下的注解：

“１８４４—１８５３年，如同１８３４—１８４３年的十年中一样，银行存金的变动，

每次都伴有在贴现上贷出的货币的借贷价值的增加或减少；而另一方面，国

内商品价格的变动则表明，它和英格兰银行存金的变动所显示出来的通货总

量完全无关。”（《银行法报告》１８５７年第２部分第２９０、２９１页）

因为商品的需求和供给调节着商品的市场价格，所以这里很

清楚，奥维尔斯顿把表现在贴现率上的对借贷货币资本的需求（或

者更确切些说，借贷货币资本的供给同对它的需求脱节）和对现实

“资本”的需求混为一谈，这是多么错误。认为商品价格是由流通的

货币量的变动来调节这种论断，现在被这样的说法掩盖起来了：贴

现率的变动，表示对不同于货币资本的现实物质资本的需求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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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我们已经看到，诺曼和奥维尔斯顿事实上都在这个委员会面

前这样说过；而且我们也看到，特别是后者，不得不求助于可怜

的诡辩，直至他最后完全进入了死胡同（第２６章）。说什么现有

金量的变动，在它增加或减少国内的流通手段量时，必然会使该

国范围内商品价格上涨或下跌，这实际上已经是陈词滥调了。如

果金被输出，那末，按照这个通货理论，输入金的国家的商品价

格就必然会提高，从而在金输入国的市场上，金输出国的出口品

价值将提高；相反地，在金输出国的市场上，金输入国的出口品

价值将降低，而在这些出口品的原产地金输入国，它们的价值将

提高。事实上，金量的减少只会提高利息率，而金量的增加则降

低利息率。如果不是因为在成本价格的确定上或需求和供给的决

定上，要考虑到利息率的这种变动，商品的价格是完全不会受这

种变动影响的。——

在同一个报告内，一家经营印度贸易的大商行的经理纳·亚

历山大，对五十年代中期银向印度和中国的大量流出（部分地是由

于中国的内战１４５妨碍了英国纺织品在中国的销售，部分地是由于

欧洲丝蚕的疫病，使意大利和法兰西的养蚕业大大缩小）发表了这

样的见解：

（第４３３７号）“究竟是向中国还是向印度流出呢？——人们把银运到印

度，并用其中很大一部分买了鸦片，全部运到中国去，以形成用来购买蚕丝的

基金；印度〈尽管有银堆积在那里〉的市场状况是，把银运到那里去比把纺织

品或其他英国工业品运到那里去，对商人们更为有利。”——（第４３３８号）“我

们得到的银不是从法国大量流出来的吗？——是的，流出的量很大。”——

（第４３４４号）“我们不是从法国和意大利进口丝，而是把大量孟加拉丝和中国

丝运往法国和意大利。”

因此，银——世界的这个地区的货币金属——代替商品被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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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亚洲去，并不是因为这些商品的价格在生产它们的国家（英国）

上涨了，而是因为这些商品的价格在进口它们的国家，由于进口过

剩而下跌了；虽然银是英国从法国得来的，而且一部分必须用金来

支付。按照通货理论，作为这种进口的结果，价格在英国必定下跌，

而在印度和中国必定上涨。

再举一个例子。利物浦的一个第一流大商人怀利向上院委员

会（商业危机，１８４８—１８５７年）作证说：

（第１９９４号）“在１８４５年底，没有什么营业｛比棉纺业｝更为有利可图，能

提供这样大的利润。存棉很多，而且适用的优质棉以每磅４便士的价格就能

买到，用这种棉花可以纺成上等二号４０支细纱，费用同样是４便士，所以纺

纱业主总共支出大约８便士。这种棉纱在１８４５年９月和１０月曾以每磅１０

１
２便士和１１

１
２便士的价格大量出售并订了大量的供货合同。有时纺纱业主

所赚得的利润和棉花的购买价格相等。”——（第１９９６号）“营业到１８４６年初

还很赚钱。”——（第２０００号）“１８４４年３月３日的存棉｛６２７０４２包｝，为现有

存棉｛在１８４８年３月７日是３０１０７０｝的两倍多，但是每磅价格却要贵１１４便

士｛６１４便士对５便士｝。同时，棉纱，上等二号４０支细纱，到１８４７年１０月也

由１１１２—１２便士，跌到了９
１
２便士，到１２月底又跌到了７

３
４便士。棉纱是

以纺成它的棉花的购买价格出售的。”（同上，第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号）

这一点说明奥维尔斯顿对自己私利的盘算很高明，在他看来，

货币应该“昂贵”，因为资本“缺乏”。１８４４年３月３日，银行利息率

为３％，１８４７年１０月和１１月上升为８％—９％，１８４８年３月７日，

仍为４％。由于销售完全停滞和恐慌以及与此相应的高利息率，棉

花价格跌到远低于和供给状况相适应的价格。其结果是，一方面

１８４８年的棉花进口惊人减少，另一方面，美国棉花生产减少了；因

此，１８４９年棉花价格有了新的上涨。在奥维尔斯顿看来，商品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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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是因为国内的货币太多了。

（第２００２号）“最近棉纺织业状况的恶化，并不是由于原料缺乏，因为虽

然原棉的储存已大大减少，但是价格降低了。”

奥维尔斯顿把商品价格或价值和货币价值即利息率混淆得多

么美妙。怀利在答复第２０２６号的质问时，对通货理论——１８４７年

５月卡德威尔和查理·伍德爵士曾以这个理论为根据，坚持必须

彻底贯彻１８４４年的银行法——提出了他总的评价：

“我认为这些原理是这样一种原理，它们使货币具有人为的高价值，而使

一切商品具有人为的使人破产的低价值。”

他还说到了这个银行法对于一般营业的影响：

“因为以四个月为期的汇票，即工业城市向商人和银行家就所购买的运

往美国的商品开出的通常的汇票，只有忍受巨大的牺牲，才能办理贴现，所

以，在１０月２５日政府指令｛暂停执行银行法｝恢复这种以四个月为期的汇票

的贴现以前，订货的履行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了阻碍。”（第２０９７号）

因此，这个银行法的暂停执行，在各地方都起了解救的作用。

（第２１０２号）“去年１０月 ｛１８４７年｝，几乎一切在这里购买商品的美国

采购者，都立即尽可能地缩减了他们的订货；当货币昂贵的消息传到美国时，

一切新的订货都停止了。”——（第２１３４号）“谷物和砂糖是特殊情况。谷物

市场受到了预期的收成的影响，砂糖则受到了大量存货和进口的影响。”——

（第２１６３号）“我们对美国的支付义务……有许多是由委托销售的商品的强

制拍卖来结算的；还有许多恐怕是以这里发生的破产来注销的。”—— （第

２１９６号）“如果我没有记错，我国的证券交易所１８４７年１０月支付过７０％的

利息。”

｛１８３７年的危机带来了长期的痛苦后果，紧接着在１８４２年又

发生了一次冲击范围很广的危机，加上产业家和商人利令智昏，坚

决不肯承认生产过剩，——因为庸俗经济学认为，这是荒谬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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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是不可能的！——终于引起了思想上的混乱，致使通货学派得

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他们的教条。１８４４—１８４５年的银行法被通过

了。

１８４４年的银行法把英格兰银行划分为一个发行部和一个银

行部。前者持有担保品——绝大部分是政府债券——１４００万镑，

并持有全部金属贮藏（其中银最多不得超过四分之一），并按二者

的总和发行等额的银行券。一切不在公众手中的银行券都在银行

部，再加上日常使用所必需的少数铸币（大约１００万），形成银行部

的常设准备金。发行部以金交换公众手里的银行券并以银行券交

换公众手里的金；同公众的其他交易则由银行部办理。１８４４年已

有权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发行本行银行券的各私人银行，仍然保留

这种权利，不过发行额已经限定。如果这些银行中有某个银行停止

发行它本行的银行券，英格兰银行就可以按这个停止发行的限额

的三分之二，增加它的没有准备金作保证的银行券发行额。通过这

个方法，到１８９２年，该行没有准备金保证的银行券发行额由１４００

万镑增加到约１６５０万镑（精确数字为１６４５万镑）。

因此，每有５镑金从银行金库内流出，就会有一张５镑银行券

流回发行部并被销毁；每有５索维林流入银行金库，就会有一张新

的５镑银行券进入流通。这样，奥维尔斯顿理想中的严格遵循金属

流通规律的纸币流通，就实现了，按照通货学派的论断，危机因此

就永远不可能了。

但是，把银行分成两个独立的部的办法，实际上使银行董事会

不能在决定性时刻自由支配它可以支配的全部资金，因而可能发

生这种情况：当发行部还有几百万镑金和１４００万镑担保品原封未

动时，银行部却已经濒于破产了。由于几乎每次危机都有一个金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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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大量流出的阶段，而且流出的金主要由银行的金属贮藏来补

偿，所以这种情况更容易发生。但在这个场合，每有５镑金流往国

外，在国内流通中就被抽去一张５镑银行券，因此，正好是在最迫

切需要最大量流通手段的时候，流通手段的量却减少了。这样，

１８４４年的银行法就直接促使整个商业界在危机爆发时立即大量

贮藏银行券，从而加速并加剧了危机；这个银行法由于在决定性时

刻人为地增加了对贷款的需求，即增加了对支付手段的需求，同时

又限制它的供给，就促使利息率在危机时期上升到空前的高度；所

以，这个银行法并没有消除危机，却反而使危机加剧了，以致达

到了不是整个产业界必然破产，就是银行法必然破产的程度。危

机曾两次（一次在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２５日，一次在１８５７年１１月１２

日）达到这个高度；当时政府暂停执行１８４４年的法令，解除了银

行在发行银行券上所受的限制，而这个办法已经足以把两次危机

都克服了。在１８４７年，凭第一流的担保品就可能再得到银行券的

信心，已足以使贮藏的四、五百万镑银行券重见天日并回到流通

中来；１８５７年，超过法定量发行的银行券，将近１００万镑，但为

时很短。

还应当提一下，１８４４年的立法显示出人们对于十九世纪最初

二十年即银行停止兑现和银行券贬值时期的记忆的痕迹。担心银

行券可能丧失信用的恐惧心理还很明显；这种恐惧心理完全是多

余的，因为早在１８２５年，由于发行一批现存的已不通用的旧的１

镑券，而制止了一次危机，这就证明了，即使在最普遍最强烈的不

信任时期，银行券的信用仍然没有动摇。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因为，这种价值符号实际是以全国的信用作为其后盾的。——弗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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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听听关于银行法的影响的几种证词。约翰·斯图

亚特·穆勒认为，１８４４年的银行法曾抑制过度的投机。这个聪明人幸

运地是在１８５７年６月１２日说这话的。四个月后，危机就爆发了。

他一本正经地向“银行董事们和整个商业界人士”祝贺，因为他们

“对商业危机的性质理解得比以往清楚得多，并且认识到他们因支持过度投

机而使自己和公众受到极大的损害”（银行委员会，１８５７年第２０３１号）。

聪明的穆勒认为，如果发行票面额１镑的银行券，

“把它作为给那些要支付工资的工厂主等等的贷款……这种银行券就不免要

落到那些把它们用于消费目的的人手里，在这个场合，银行券本身就会形成

一种对商品的需求，并可能暂时有促使物价上涨的趋势”［第２０６６号］。

难道穆勒先生认为，因为工厂主用纸而不用金来支付工资，所

以他们将支付较高的工资吗？或者他认为，如果工厂主得到的贷款

是票面额１００镑的银行券，把这种银行券再换成金，那末，这个工

资和直接用１镑券支付时相比，将形成较小的需求吗？难道他不知

道，例如在某些矿区，工资是用地方银行券支付的，因而要好几个

工人合起来才得到一张５镑券吗？这就会增加他们的需求吗？还

是说银行家用小额券贷款给工厂主比用大额券更容易而且货币更

多吗？

｛如果穆勒的全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不是表现出一种在任何矛

盾面前都毫不退缩的折衷主义，那就无法解释他对于１镑银行券

的这种特别的恐惧。一方面他在许多问题上赞成图克，反对奥维尔

斯顿，另一方面他又相信，商品价格是由现有的货币量决定的。因

此他决不认为，在其他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每发行一张１镑银

行券，就会有一个索维林回到银行金库里去；他担心的是，流通手

段的量会增加，并因而贬值，也就是说，可能使商品价格上涨。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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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那种恐惧后面的无非就是这一点而已。——弗·恩·｝

关于银行划分为两个部以及为保证银行券兑现而采取的过分

的预防措施，图克向１８４８—１８５７年商业危机调查委员会表示了如

下的意见：

１８４７年的利息率比１８３７年和１８３９年变动得更大，这只是由

于银行划分为两个部的结果（第３０１０号）。——银行券的保证不

论是在１８２５年，还是在１８３７年或１８３９年，都没有受到影响（第

３０１５号）。——１８２５年对金的需求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填补因地

方银行１镑券完全丧失信用而形成的空隙。在英格兰银行也发行

１镑券以前，这种空隙只能用金来填补（第３０２２号）。——在１８２５

年１１月和１２月，丝毫也不存在用于输出目的的对金的需求（第

３０２３号）。

“至于银行在国内外信用的丧失，那末，停止支付债息和存款，同停止兑

换银行券相比，会引起更严重得多的后果。”（第３０２８号）

（第３０３５号）“您是不是想说，任何最终会危害银行券的兑现的情况，都

会在商业紧迫的时候引起新的严重的困难吗？——绝对不是。”

在１８４７年期间，“银行券发行额的增加，本来也许能有助于再充实银行

的金贮藏，如在１８２５年就曾有过这样的情形”（第３０５８号）。

纽马奇向银行法委员会（１８５７年）说：

（第１３５７号）“把〈银行〉划分为两个部从而必须把金准备也划分为两部

分的……第一个不良后果是，英格兰银行的银行业务，也就是使该行同全国

商业发生直接联系的全部业务，只能用以前准备金的一半来进行了。由于准

备金的这种划分，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只要银行部的准备金稍一缩减，银

行就被迫提高它的贴现率。因此，这个减少了的准备金，引起贴现率的一系列

突然的变动。”—— （第１３５８号）“自１８４４年以来〈至１８５７年６月〉，大约

发生过六十次这样的变动，而１８４４年以前，在同样长的时期内，却不到十二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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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麦尔——１８１１年以来一直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并曾一度

担任总裁——向上院商业危机调查委员会（１８４８—１８５７年）提出

的证词也特别有意思：

（第８２８号）“１８２５年１２月，银行只剩下大约１１０万镑的金。如果这个法

令〈１８４４年的法令〉那时已经颁布，银行一定会完全破产。我相信，银行曾经

在１２月份一个星期之内发行了５００万或６００万镑银行券，因而大大缓和了

当时的恐慌。”

（第８２５号）“如果英格兰银行企图把它已经开始的业务贯彻到底，现行

银行立法势必会垮台的第一个时期〈１８２５年７月１日以后〉是１８３７年２月

２８日；当时银行拥有３９０万镑至４００万镑，而它所持有的准备金可能只有６５

万镑了。另一个时期是在１８３９年，由７月９日继续到１２月５日。”——（第

８２６号）“这一次的准备金是多少呢？９月５日，准备金共计短少２０万镑。１１

月５日增加到大约１００万到１５０万镑。”—— （第８３０号）“１８４４年的法令，

如果在１８３７年，一定会使银行无法支持对美贸易。”——（第８３１号）“有三

家经营对美贸易的最大的商行倒闭了…… 几乎每一家经营对美贸易的商

行都丧失了信用，如果当时银行不出来援助，恐怕只有一、两家商行能够维

持下去。”—— （第８３６号）“１８３７年的紧迫情况，不能和１８４７年的紧迫情

况相比。１８３７年的紧迫情况，主要只限于对美贸易。”—— （第８３８号）

“〈１８３７年６月初，银行董事会讨论过怎样解决紧迫情况的问题〉那时有几

位先生坚持这样的见解……认为正确的原则应是提高利息率，由此降低商品

的价格；总之，是使货币昂贵，商品低廉，用这个办法来完成对外的支

付。”——（第９０６号）“１８４４年的法令对银行权力所实行的人为限制，代替

了银行权力的旧有的自然限制，即该行实有金属储备额的限制。这个办法造

成了人为的营业上的困难，从而使商品价格受到影响，如果没有这个法令，这

种影响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第９６８号）“１８４４年的法令规定，银行的

金属储备通常不得锐减到９５０万镑以下。这可能会造成对价格和信用的压

力，这种压力又会引起外汇率的变动，致使金的输入增加，从而增加发行部

的金的数额。”—— （第９９６号）“在现在这样的限制下，当需要银来影响外

汇率的时候，您 ｛银行｝就不可能支配足够的银。”—— （第９９９号）“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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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目的要规定银行的银储备只限于它的金属储备的五分之一呢？——这

个问题我不能回答。”

目的是使货币更贵。撇开通货理论不说，把银行划分为两个部

以及强制规定苏格兰和爱尔兰各银行必须为超过定额所发行的银

行券保持金准备，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这样就使一国的金属贮藏

分散，削弱了它调整不利的汇兑率的能力。所有下面这一切规定的

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利息率：英格兰银行除了凭金准备外，发行银行

券不得超过１４００万镑；银行部应和普通银行一样经营业务，在货

币过剩时压低利息率，在货币紧迫时提高利息率；限制银储备这一

作为调整对欧洲大陆和亚洲的汇兑率的主要手段；对苏格兰、爱尔

兰各银行发出指令，这些银行从来不需要输出金①，而现在借口为

了实现事实上是完全虚假的银行券的兑现保证而必须持有金。事

实是，１８４４年的银行法才第一次在１８５７年使苏格兰各银行发生

了一次挤兑金的风潮。新的银行立法也没有把金向国外的流出和

在国内的流出加以区别，虽然二者的作用显然是完全不同的。因

此，市场利息率不断发生激烈的变动。关于银，帕麦尔曾两次（第

９９２号和第９９４号）谈到，只有在汇兑率对英国有利，从而银过剩

的时候，英格兰银行才可能用银行券来购买银；因为：

（第１００３号）“在金属贮藏中保持很大一部分银的唯一目的是，在汇兑率

对英国不利时，可以便于进行对外支付。”——（第１００４号）“银是一种商品，

它既然是世界其他各国的货币，所以是实现这个目的｛对外支付｝的最适宜的

商品……只有美国近来已经完全用金。”

按照他的看法，只要没有不利的汇兑率使金向国外输出，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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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紧迫的时期，就用不着把利息率提高到５％的旧标准以上。如果

没有１８４４年的法令，那末银行就能毫不困难地为它所接到的所有

第一流汇票进行贴现（第１０１８号至第１０２０号）。但是，有了１８４４

年的银行法和在银行１８４７年１０月所处的情况下，

“不论银行向有信用的商行要求多高的利息率，商行都会情愿支付，以便维持

自己的继续支付的能力”［第１０２２号］。

这种高利息率，正是这个法令的目的。

（第１０２９号）“我必须把利息率对国外｛对贵金属｝的需求的影响，和国内

信用缺乏时为了防止银行所受压力而提高利息率加以严格区别。”——（第

１０２３号）“在１８４４年的银行法制定以前，在汇兑率于英国有利，但国内普遍

呈现不安甚至确实出现恐慌的时候，唯一可以缓和这个紧迫状态的银行券发

行，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以上是一个历任英格兰银行董事三十九年之久的人所说的。

现在，我们再来听听一个私人银行家特韦尔斯的话。他自１８０１年

以来，就是斯普纳—阿特伍德公司的股东。在向１８５７年银行委员

会作证的一切证人中，他是使我们能够看到当时英国的实际情况

的唯一证人，并且只有他看到危机即将来临。就其他方面来说，他

可以说是一个北明翰的“小先令派”１４０，和他的同伙、这个学派的创

立者阿特伍德兄弟一样（见《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５９页１４６）。他说：

（第４４８８号）“您认为，１８４４年的法令发生了什么影响呢？——如果我

以银行家的资格回答您，那末，我就说，它已经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因为它

使银行家及各种｛货币｝资本家得到了丰富的收获。但对那些需要有稳定的贴

现率，才有信心去安排业务的诚实而勤勉的商人来说，它已经产生了很坏的

影响……这个法令使货币借贷成为一种非常赚钱的营业。”——（第４４８９号）

“它｛银行法｝使伦敦的股份银行能够支付给股东２０—２２％的股息吗？——

不久以前有一家支付１８％，并且我相信还有一家支付２０％；他们有一切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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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极其坚决地支持这个法令。”——（第４４９０号）“对那些没有大资本的小企

业家和诚实商人……它的妨碍很大。……我看到他们的承兑票据没有被兑付

的数量这么惊人，就使我认识到这一点了……这种承兑票据通常是小额的，

大约是２０—１００镑，其中有许多没有被兑付，而且因无人兑付而被退回到国

内各处，这常常是……零售商人窘困的一种标志。”

（第４４９４号）他声称，现在营业无利可图。他下面这段话很

重要，因为谁都还没有预感到危机的时候，他已经看到潜在的危

机了。

（第４４９４号）“明辛街１２１的商品价格还是相当稳定，只是什么也卖不出

去，随便按什么价格，也卖不出去；我们保持着名义上的价格。”

（第４４９５号）他说到有这样一件事：一个法国人把一批价值

３０００镑的商品交给明辛街一个经纪人，要他按一定的价格出售。

经纪人卖不到要求的价格，这个法国人又不肯削价出售。商品就留

在那里卖不出去，但这个法国人急需钱用，因此经纪人就用下述方

式贷给他１０００镑，即由这个法国人以商品作为担保，向这个经纪

人开出一张以三个月为期的１０００镑汇票。三个月后，汇票到期，而

这宗商品却仍然卖不出去。经纪人这时必须兑付汇票，尽管他手里

有价值３０００镑的担保品，但不能变卖，因而陷入了困境。一个人就

是这样把另一个人拖垮的。

（第４４９６号）“至于说到巨额的输出……如果国内营业不振，那末必然会

引起巨额的输出。”——（第４４９７号）“您认为国内的消费已经减少了

吗？——非常显著地……十分惊人地减少了……零售商人是这里最好的证

人。”——（第４４９８号）“但是，进口也很大；这不也表示消费很大吗？——如

果您可以把这些东西卖出去，那就确实是这样；但有许多货栈都堆满了这些

东西；在我刚才提到的那个例子中，就进口了价值３０００镑的一宗商品，但是

卖不出去。”

（第４５１４号）“如果货币昂贵，您就会说，资本是便宜的？——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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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个人决不会赞同奥维尔斯顿把高利息率和昂贵资本

混为一谈的意见。

关于业务现在是怎样经营的问题：

（第４５１６号）“另外一些人热中于经营巨额的进出口业务，这种业务大大

超过了他们的资本所许可的程度；关于这点是毫无疑问的。这些人可能很顺

利；他们也许会碰到某种运气而大发其财，并且把所欠的全部债务还清。这在

很大程度上就是今天很大一部分营业所遵循的制度。这些人情愿在一次船运

中损失２０％、３０％至４０％；下一次营业可以把它赚回来。但如果接连两次失

败，他们就完了；这就是我们最近常常看到的情形；一些公司倾家荡产地倒闭

了。”

（第４７９１号）“｛近十年来的｝低利息率固然对银行家有不利的影响，但如

果不是把营业账簿放在您面前，我就很难对您说明白，现在的利润｛他自己的

利润｝，究竟比过去高了多少。当银行券发行过多，因而利息率低的时候，我们

有巨额的存款；当利息率高的时候，它就为我们带来了直接的利益。”——（第

４７９４号）“如果货币可以按中常的利息率得到，我们对货币的需求就会更多；

我们也会贷出更多；它的作用｛对我们银行家｝就是这样。如果利息率提高，我

们就会得到比利息率低时更多的利益；我们会得到额外的利益。”

我们已经看到，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的信用在一切专家看来

是稳固的。尽管如此，银行法为了保证银行券的兑现，仍然绝对规

定要有９００万镑到１０００万镑的金。因此，维护这个金贮藏的神圣

不可侵犯性，是和从前的货币贮藏者的情形完全不同的。利物浦的

威·布朗作证说（商业危机，１８４７—１８５７年第２３１１号）：

“说到这些货币〈发行部的金属贮藏〉在当时的用处，就如同把它们扔到

大海里去一样；因为要拿出其中最小的一个部分来用，就要违背议会的法

令。”

我们以前曾提到的那位建筑业主爱·卡普斯——我们叙述伦

敦的现代建筑制度时（第２卷第１２章１４７）曾引用过他的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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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把他对１８４４年银行法的看法概括如下（银行法，１８５７年）：

（第５５０８号）“总的说来，您认为，现行〈银行立法〉制度是一种很巧妙的

安排，其目的在于周期地把产业利润放到高利贷者的钱袋中去吗？——这是

我的看法。我知道，它对建筑业的影响就是这样。”

上面曾经谈到，苏格兰各银行由于１８４５年的银行法而被迫采

用一种和英格兰的制度近似的制度。它们必须拥有金准备，才能发

行超过本行法定限额的银行券。这个制度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可

以看一看下面几段向银行委员会（１８５７年）提供的证词。

苏格兰一家银行的经理肯尼迪作证说：

（第３３７５号）“在１８４５年的法令实施以前，在苏格兰有什么可以叫作金

流通的东西吗？——没有这一类东西。”——（第３３７６号）“那末在此以后，又

有什么追加的金流通吗？——一点也没有；苏格兰人不喜欢金子。”——（第

３４５０号）在他看来，１８４５年以后苏格兰各银行必须保持的大约９０万镑金只

有害处，而且“它没有带来任何利润而把苏格兰资本中一个相等的部分吸收

掉了”。

其次，苏格兰联合银行的经理安德森作证说：

（第３５５８号）“苏格兰各银行向英格兰银行提取金的巨大需求，只是由于

外汇率吗？——是这样；这种需求也不会由于我们有金保存在爱丁堡而减

少。”——（第３５９０号）“只要我们有同额的有价证券存在英格兰银行〈或英格

兰的私人银行〉，我们就有和以前一样的权力，造成英格兰银行金的流出。”

最后，还要引用《经济学家》上威尔逊的一篇文章：

“苏格兰各银行把闲置的现金存在它们的伦敦代办处；这些代办处又把

它存在英格兰银行。这种情形使苏格兰各银行在这个金额限度内拥有对英格

兰银行的金属贮藏的支配权。在有对外的支付时，它随时都可供人提取。”

这个制度被１８４５年的法令打乱了。

“由于针对苏格兰的１８４５年法令，近来发生了英格兰银行金币的大量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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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以便应付苏格兰境内只是可能发生但也许永远不会发生的需求…… 从

那时候起，就始终有一个巨大的金额保留在苏格兰，而且有另一个相当可观

的金额不断地往返于伦敦和苏格兰之间。如果某一时期一个苏格兰银行家认

为对他的银行券的需求将要增加，那末，就会有一箱子黄金从伦敦运来；这个

时期一过去，同一个箱子常常是原封不动地又运回伦敦。”（《经济学家》１８４７

年１０月２３日）

｛而银行法的倡议人，银行家赛米尔·琼斯·劳埃德，也就是

奥维尔斯顿勋爵，对于这一切又说了些什么呢？

他早在１８４８年就向上院商业危机调查委员会一再说到，

“因缺少充足的资本而引起的货币紧迫和高利息率，不能用增发银行券

的办法来缓和”（第１５１４号），

可是，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２５日政府准许增发银行券的一个指令，

就已经足以减轻了危机的尖锐程度。

他认为：

“高利息率和工厂工业不振，是用于工商业目的的物质资本已经减少的必然

结果。”（第１６０４号）

但数月来工厂工业不振，正好是表现为物质商品资本过剩而

堆在货栈内卖不出去，而且正是因为这样，所以物质生产资本全部

或半数已闲置不用，为的是不致有更多的卖不出去的商品资本生

产出来。

他还向１８５７年银行委员会说：

“只要严格地一丝不苟地遵循１８４４年法令的原则，一切事情就都会有条

不紊，非常顺利，货币制度就很可靠，不可动摇，国家的繁荣就不成问题，公众

对１８４４年法令的信心就日益增强。如果委员会还要为这个法令所根据的原

理的可靠性，以及它所保证的有益结果的可靠性，找到进一步的实际的证据，

那末，这就是切实而充分的回答：看看周围吧；看看我国现在的营业状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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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人民的满足心情吧；看看社会各阶级的富裕和繁荣吧；这样做了之后，委

员会就能作出决断：它是否要阻止继续执行这个取得了这样多成果的法令。”

（银行委员会，１８５７年第４１８９号）

对于奥维尔斯顿７月１４日在委员会面前唱出的这首颂歌，回

答的是同年１１月１２日一封给银行董事会的信中所唱的反调。政

府为了挽救当时尚可挽救的事情，在这封信里决定暂停执行这个

能创造奇迹的１８４４年法令。——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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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

贵金属和汇兑率

Ⅰ．金贮藏的变动

关于紧迫时期银行券的贮藏，应当指出，社会最原始状态下不

安定时期出现过的贮藏贵金属的现象，在这里重新出现了。１８４４

年法令的效果之所以令人注意，是因为它想把国内一切现有的贵

金属转化为流通手段。它企图把金的流出和流通手段的收缩，金的

流入和流通手段的膨胀等同起来。但这个法令实行的经验证明，情

况正好相反。除了我们下面就要说到的唯一的例外，英格兰银行的

流通券数额，自１８４４年以来，从未达到它有权发行的最高限额。另

一方面，１８５７年的危机又证明，这个最高限额在一定情况下是不

够的。从１８５７年１１月１３日至３０日，流通中超过这个最高限额的

银行券，每日平均达４８８８３０镑（银行法，１８５８年第Ⅺ页）。当时，法

定的最高限额为１４４７５０００镑加上银行地库内贮藏的金属总额。

关于贵金属的流出和流入，必须指出：

第一，要区别以下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金属在不产金银的

区域内流来流去，另一方面，金银从它们的产地流入其他各国，以

及这个追加额分配在这些国家之间。

在俄国、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金矿发生影响以前，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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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九世纪初以来，供给一直只够补偿铸币的磨损，满足对奢侈品

的一般需求，以及对亚洲的银的输出。

但是，从那个时期以来，随着美洲和欧洲对亚洲的贸易的增

长，首先是对亚洲的银的输出大大地增加了。从欧洲输出的银，大

部分是用追加的金来补偿的。其次，一部分新输入的金，为国内的

货币流通所吸收。据估计，到１８５７年为止，英国的国内流通中增加

的金大约已有３０００万镑。（１４）此外，自１８４４年以来，欧洲和北美所

有中央银行的金属准备的平均水平都提高了。国内货币流通的增

加，同时导致以下的结果：在恐慌以后，在随之而来的消沉时期，银

行准备金已经由于大量金铸币从国内流通中被排出并停滞下来，

而更快地增加起来。最后，自从新金矿发现以来，用于奢侈品的贵

金属的消费，由于财富的增加而增加了。

第二，贵金属在不产金银的各国中间不断流来流去；同一个国

家不断地把金银输入，又同样不断地把金银输出。因为这种只是摆

来摆去并且往往平行的运动，大部分会互相中和，所以只有占优势

的朝这一个方向或那一个方向的运动，才能最后决定流出还是流

入。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在考虑这种现象的结果时，就忽

（１４） 威·纽马奇的下述证词，说明了这件事在货币市场上发生了什么影响：［银

行法，１８５７年］（第１５０９号）“将近１８５３年底，公众产生了严重的不安；９月，英格兰银行

先后三次提高它的贴现率……１０月初……公众表现十分忧虑和惊慌。但１１月底以前，

这种不安，这种惊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下来，后来因为有５００万镑贵金属从澳大

利亚输入，所以几乎完全消除了。１８５４年秋，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当时在１０月和１１

月输入了大约６００万镑贵金属。１８５５年秋（大家知道这是一个紧张和不安的时期），又

发生了这种情况，当时大约有８００万镑贵金属在９月、１０月和１１月之间流入。１８５６年

底，我们发现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总之，我完全可以根据委员会几乎每一个委员的经

验来证实，每当金融紧迫时期，我们已经习惯于把运金船的到达，看成一种自然的圆满

的补救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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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了这两种运动的连续性和大体上平行的进程。人们总只是这样

理解，好象贵金属的输入过多和输出过多，只是商品输入和输出比

例的结果和表现，其实它同时还是和商品交易无关的贵金属本身

输入和输出比例的表现。

第三，输入超过输出以及相反的现象，大体说来，可以用中央

银行的金属准备的增加或减少来测量。这个尺度准确到什么程度，

当然首先取决于整个银行业务已集中到什么程度。因为所谓国家

银行的贵金属贮藏在什么程度上代表一国的金属贮藏，就是取决

于这一点。但是，假定情况真是这样，这个尺度也并不准确，因为在

一定情况下，追加的输入可以由于国内的流通或用于制造奢侈品

的金银的增加而被吸收掉；其次，因为没有追加的输入，也会为了

国内的流通而取出金铸币，这样，虽然没有同时增加输出，金属贮

藏仍会减少。

第四，如果减少的运动持续很长时间，以致减少竟表现为运动

的趋势，并且银行的金属准备下降到显著地低于中等水平，几乎达

到这个准备的平均最低限度，那末，金属的输出就会采取流出

（ｄｒａｉｎ）的形式。而这个平均最低限度多少是任意规定的，因为它

是由有关银行券等等的兑现保证的立法在不同情况下分别规定

的。关于这种流出在英国能够达到的数量界限，纽马奇在《银行

法》（１８５７年）的证词（第１４９４号）中曾说：

“按经验判断，对外贸易的任何一种变动所引起的金属流出，都未必能超

过３００万镑或４００万镑。”

１８４７年，英格兰银行１０月２３日金准备的最低水平，和１８４６

年１２月２６日相比，减少５１９８１５６镑，而和１８４６年（８月２９日）的

最高水平相比，减少６４５３７４８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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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所谓国家银行的金属准备的用途（这种用途决不能单独

调节金属贮藏量，因为后者可以仅仅由于国内外营业的萎缩而增

大）有三个方面：１．作为国际支付的准备金，也就是作为世界货币

的准备金；２．作为时而扩大时而收缩的国内金属流通的准备金；３．

作为支付存款和兑换银行券的准备金（这和银行的职能有联系，但

和货币作为单纯货币的职能无关）。因此，这种金属准备会受到涉

及这三种职能中任何一种职能的事情的影响；就是说，作为国际基

金，它会受支付差额的影响，而不管这种差额是由什么原因决定

的，不管这种差额和贸易差额的关系如何；作为国内金属流通的准

备金，它会受这种流通的扩大或收缩的影响。第三种职能，即作为

保证金的职能，虽然不决定金属准备的独立运动，但有双重的影

响。如果发行银行券是为了在国内流通中代替金属货币（在以银作

为价值尺度的国家，也代替银币），第二项中所说的准备金的职能

就会丧失。而用在这上面的一部分贵金属，就会长期流到国外。在

这种情况下，就不能为了国内流通而取出金属铸币；同时，也不能

由于一部分流通的金属铸币的停滞而暂时增加金属准备。其次，如

果为了支付存款和兑换银行券，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最低限

额的金属贮藏，那末，这种现象就会以独特的方式对金的流出或流

入的结果发生影响；它会对银行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的那部

分贮藏，或对银行在另外时期作为无用的东西打算脱手的那部分

贮藏发生影响。在纯粹是金属流通和银行业集中的地方，银行还会

把它的金属贮藏看作是支付存款的保证，而在金属流出时，就可能

发生象１８５７年在汉堡所发生的那样的恐慌。

第六，除了１８３７年也许是个例外，现实的危机总是在汇兑率

发生转变以后，就是说，在贵金属的输入又超过它的输出时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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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５年，现实的崩溃就是在金的流出已经停止以后发生的。

１８３９年金流出的现象发生了，但没有引起崩溃。１８４７年金的流出

是在４月停止的，崩溃却在１０月才发生。１８５７年金向国外的流出

从１１月初起就停止了，但崩溃到１１月较晚的时候才发生。

这种情况在１８４７年危机中表现得特别清楚。那时，金的流出

在引起了一个比较轻微的先兆危机以后，已于４月停止，然后到

１０月才爆发真正的商业危机。

以下的证词，是在１８４８年上院商业危机秘密委员会上提出

的。这个证词到１８５７年才初次印行（引用时也题为：商业危机，

１８４８—１８５７）。

图克的证词。

“１８４７年４月，紧迫情况发生了，严格说来，等于一次恐慌，但历时较短，

并且没有同时发生任何重大的商业破产。１０月，紧迫情况比４月的任何时候

都厉害得多，商业破产事件之多几乎达到了空前的数目。”（第２９９６号）——

“４月间，汇兑率，特别是对美国的汇兑率，使我们不得不输出大量的金，以便

对非常大量的进口货进行支付；只是通过非常艰巨的努力，银行才制止了金

的流出，并提高了汇兑率。”（第２９９７号）——“１０月，汇兑率对英国有利。”

（第２９９８号）——“汇兑率的转变在４月的第三个星期已经开始。”（第３０００

号）——“７月和８月，汇兑率忽高忽低；从８月初起，它始终对英国有利。”

（第３００１号）——８月间金的流出，“是由于国内流通的需求造成的”［第３００３

号］。

英格兰银行总裁詹·莫利斯指出：虽然自１８４７年８月以来，

汇兑率已对英国有利，因此已经有金输入，但银行的金属准备还是

在减少。

“由于国内的需求，已经有２２０万镑金从银行流入国内。”（第１３７

号）——这种情况，一方面要由铁路建筑工人就业的增加，另一方面要由“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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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时期银行家都想握有自己的金准备的愿望”来说明。（第１４７号）

英格兰银行前总裁帕麦尔（他从１８１１年以来就是英格兰银行

的董事）：

（第６８４号）“从１８４７年４月中到暂停执行１８４４年银行法的那一天止，

整个期间的汇兑率都对英国有利。”

因此，在１８４７年４月曾引起一次独立的货币恐慌的金属流

出，在这里和往常一样，不过是危机的前奏，并且在危机爆发以前

已经扭转。１８３９年，在营业严重不振时，为了支付谷物等等的款

项，金属大量流出，但没有引起危机和货币恐慌。

第七，一旦普遍的危机结束，金和银——撇开新开采的贵金属

从产地流入的现象不说——就会按金银在平衡状态下在各国形成

特别贮藏的比例再行分配。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各国的相对储藏

量，是由各国在世界市场上所起的作用决定的。贵金属会从存额超

过正常水平的国家流到别的国家去；这种流出和流入的运动，不过

是恢复金属贮藏在各国之间原来的分配。但是这种再分配，是通过

各种条件的作用进行的，这些条件，我们在研究汇兑率时将会提

到。一旦恢复正常的分配，从这时起，先是会出现增长，然后又会流

出。｛最后一句话，显然只适用于作为世界货币市场中心的英

国。——弗·恩·｝

第八，金属的流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对外贸易状况变化的

象征，而这种变化又是情况再次接近危机的预兆。（１５）

第九，支付差额对亚洲来说可能是顺差，而对欧洲和美洲来说

（１５） 在纽马奇看来，金流出可以有三个原因。１．由于纯贸易上的原因，即由于输

入超过输出，１８３６年到１８４４年间的情形，以及１８４７年的情形就是这样，当时主要是由

于大量谷物的输入；２．为了筹集资金，以便把英国资本投到国外，例如１８５７年，对印度

铁路的投资；３．用于国外的绝对支出，如１８５３年和１８５４年用于东方战争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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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逆差。
（１６）

贵金属的输入主要发生在两个时期。首先是在利息率低微的

第一阶段，这个阶段尾随危机之后，并且反映生产的缩小；然后是

在利息率提高但尚未达到平均水平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资

本回流容易实现，商业信用的规模很大，因而对借贷资本的需求的

增长赶不上生产的扩大。在借贷资本相对地说是富裕的这两个阶

段，处于金银形式，即处于首先只能作为借贷资本执行职能的形

式的过剩资本的回流，必然大大影响利息率，因而影响全部营业

的调子。

另一方面，只要回流不畅，市场商品过剩，虚假的繁荣单靠信

用来维持，就是说，只要对借贷资本已有极为强烈的需求，利息率

因此至少已达到它的平均水平，流出，即贵金属不断的大量输出就

会发生。在这些正是通过贵金属的流出反映出来的情况下，资本在

直接作为借贷货币资本存在的形式上的不断提取所产生的影响，

就会显著加强。这必然会直接影响利息率。但利息率的提高不会

限制信用业务，反而使它扩大，使它的一切辅助手段过分膨胀。因

此，这个时期发生在崩溃的前夕。

纽马奇被问道（银行法，１８５７年）：

（第１５２０号）“这么说来，流通汇票额，会随着利息率的提高而增加吗？——

好象是这样。”——（第１５２２号）“在平静的通常时期，总账就是现实的交换工具；

（１６） （第１９１８号）纽马奇：“如果您把印度和中国合在一起，如果您考虑到印度

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交易，考虑到更为重要的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交易，——而在这种情

况下，营业是三角形的，结算是通过我们的中介进行的，——……那末，说贸易差额不

仅对英国是逆差，并且对法国和美国也是逆差，看来是正确的。”——（银行法，１８５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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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发生困难时，例如在我以上所说的情况下，银行的贴现率就会提高……

这时，交易自然变为开汇票；这种汇票不仅更适合充当已经完成的交易的合

法证据，而且也更便于进一步的购买，特别是作为信用手段来获得资本。”

此外，只要银行在比较危险的情况下提高它的贴现率，——同

时，银行很可能会限制它所贴现的汇票的有效期，——那就会产生

普遍的担心，担心这种情况会变得越来越厉害。因此，每一个人，而

首先是信用骑士，都企图把未来的东西拿去贴现，并且要在一定的

时刻，支配尽可能多的信用手段。因此，根据以上所叙述的各种理

由，可以得出：输入或输出的贵金属量，不单纯是作为量发生影响。

它之所以发生影响，一方面，因为贵金属作为货币形式的资本，有

它的特殊性质，另一方面，因为它的作用，象加到天平秤盘上的一

根羽毛的作用一样，足以决定这个上下摆动的天平最后向哪一方

面下坠。它之所以发生影响，因为它是出现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加

在这边或那边的任何一点东西，都会起决定的作用。没有这些理

由，就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比如说５００万镑到８００万镑的金的流

出（而根据过去的经验，这就是界限）竟能产生重大的影响。资

本的这种少量的增减，即使和在英国流通中平均有的７０００万镑金

相比，也是很小的，而在英国那样的生产规模中，它实际上是一个

微不足道的量。（１７）但是，正是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发展，一方面

迫使所有货币资本为生产服务（也就是说，使所有货币收入转化为

资本），另一方面又在周期的一定阶段，使金属准备减少到最低限

度，使它不再能执行它应执行的职能。正是这种发达的信用

（１７） 例如，我们可以看看魏格林的可笑的回答。他说，流出５００万镑金就是减少

５００万镑资本。他要根据这一点，来说明在现实产业资本无限地涨价或贬值、膨胀或收

缩时不会发生的各种现象。另一方面，同样可笑的是，他还企图直接把这些现象解释为

现实资本（即资本的物质要素）量膨胀或收缩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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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和银行制度，引起了整个机体的这种过敏现象。在生产不够发

达的阶段，货币贮藏少于或多于它的平均标准，相对地说是没有关

系的。同样，即使金流出的数量非常可观，但只要这不是发生在产

业周期的危机时期，相对地说，就不会有什么影响。

在以上的说明中，我们把由于农作物歉收等等而造成的贵金

属的流出撇开不说。在这种情况下，对生产平衡突然地遭到严重

的破坏（它的表现就是金的流出）所产生的影响，不需要作进一

步的说明。这样的破坏越是发生在生产正全力进行的时期，影响

就越大。

其次，我们也把金属贮藏作为银行券兑现保证和作为整个信

用制度枢纽的职能撇开不说。中央银行是信用制度的枢纽。而金

属准备又是银行的枢纽。（１８）我在第一卷第三章论述支付手段时已

经指出，信用主义转变为货币主义是必然的现象１４８。图克和劳埃德

奥维尔斯顿都承认，必须让现实财富作出最大的牺牲，以便在危

机时期维持住这个金属的基础。争论的中心不过是数量多一些或

少一些的问题，以及怎样更合理地对待不可避免的现象的问

题。（１９）一定的、和总生产相比为数很小的金属量，竟被认为是制度

的枢纽。因此，即使把金属在危机时期作为枢纽的这种特性的惊

人例证撇开不说，这里也产生了美妙的理论上的二元论。当启蒙

（１８） 纽马奇（银行法，１８５７年）：（第１３６４号）“英格兰银行的金属准备，实际上

……是中央准备金或中央金属贮藏，国家的全部营业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可以

说，它是国家全部营业的枢纽；国内所有其他银行，都把英格兰银行看作中央的贮藏库

或它们取得硬币准备的蓄水池；外汇率总是恰好对这个贮藏库和蓄水池发生影响。”

（１９） “因此，实际上，图克和劳埃德两人都主张用提高利息率，减少资本贷放，及

早限制信用的办法，来消除对金的过度需求。不过劳埃德凭他的幻想，作出了烦琐的甚

至危险的｛法律｝限制和规定。”（《经济学家》１８４７年［１２月１１日］第１４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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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专门考察“资本”时，它是极为轻视金和银的，把它们看作是

资本的事实上最无关紧要和最无用处的形式。一当讨论到银行制

度，一切就倒转过来了，金和银成了真正的资本；为了维持这个资

本，必须牺牲所有其他形式的资本和劳动。但是，金和银同别的财

富形式的区别何在呢？不在于价值量（因为价值量是由其中物化

的劳动量决定的），而在于它们是财富的社会性质的独立体现和表

现。｛社会的财富，只是作为私有者个人的财富存在的。它之所以

表现为社会的财富，只是因为这些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互

相交换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他们只有用货币作

媒介，才能做到这点。所以，只是由于用货币作媒介，个人的财富

才实现为社会的财富。这个财富的社会性质，就体现在货币这个

东西上。——弗·恩·｝因此，财富的这个社会存在，就表现为彼

岸的东西，表现为社会财富的现实要素之旁和之外的东西，物品，

商品。只要生产在进行，这一点就会被人忘记。同样作为财富的

社会形式的信用，排挤货币，并篡夺它的位置。正是由于对生产社

会性质的信任，产品的货币形式才表现为某种转瞬即逝的、观念的

东西，表现为单纯想象的东西。但是一当信用发生动摇，——而这

个阶段总是必然地在现代产业周期中出现，——一切现实的财富

就都会要求现实地、突然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金和银。这是一种

荒谬的要求，但是它必然会由这个制度本身产生出来。应当能够满

足这种巨大要求的全部金银，不过是银行地库里的几百万镑。（２０）

（２０） “您完全同意，除了提高利息率，就没有别的途径可以缓和对金的需求

吗？”——查普曼｛一家大票据经纪人商行奥维伦—葛尼公司的股东｝说：“这是我的意

见。如果我们的金下降到一定点，那末，我们最好是立即把警钟敲起来，并且说：我们是

在走下坡路，凡是把金弄到外国去的，都必须由他自己承担风险。”（银行法，１８５７年证

词第５０５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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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金流出的影响下，生产作为社会生产而实际上不受社会监

督这一事实，将在下述形式中尖锐地表现出来：财富的社会形式，

作为一种物品而存在于财富之外。事实上，资本主义体系和以前的

以商品交易和私人交换为基础的生产体系，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但是，这种情况之所以在资本主义体系内表现得最为尖锐，并且以

矛盾百出、荒唐可笑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因为 １．在资本主义体系

中，为直接的使用价值，为生产者本人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已经

完全废止，因此，财富只是作为社会过程而存在，这个社会过程表

现为生产和流通的错综交织；２．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生

产不断地企图突破这个金属的限制，突破财富及其运动的这个物

质的同时又是幻想的限制，但又不断地碰到这个限制。

在危机中，会出现这样的要求：所有的汇票、有价证券和商品

应该能立即同时兑换成银行货币，而所有的银行货币又应该能立

即同时再兑换成金。

Ⅱ．汇 兑 率

｛众所周知，汇兑率是货币金属的国际运动的晴雨计。如果英

国对德国的支付多于德国对英国的支付，马克的价格，以英镑表

示，就会在伦敦上涨；英镑的价格，以马克表示，就会在汉堡和柏林

下跌。如果英国多于德国的这个支付义务，比如说，不能由德国在

英国的超额购买来恢复平衡，向德国开出的马克汇票的英镑价格，

就必然会上涨到这样一点，那时不是由英国向德国开出汇票来支

付，而是输出金属——金币或金块——来支付变得合算了。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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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过程。

如果贵金属的这种输出的规模比较大，持续时间比较长，英国

的银行准备金就会被动用，以英格兰银行为首的英国货币市场就

必然会采取保护措施。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保护措施，主要就是提

高利息率。在金大量流出时，货币市场通常会出现困难，就是说，对

货币形式的借贷资本的需求会大大超过它的供给，因此，较高的利

息率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英格兰银行所定的贴现率会适应于这

种情况，并在市场上通行。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形：金属的流出不是

由于普通的营业关系，而是由于其他的原因（例如借款给外国，向

国外投资等等）引起的，伦敦的货币市场本身，没有任何理由要实

际提高利息率；于是，英格兰银行就会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大量借

款，如通常所说，首先“使货币短缺”，以便人为地造成这样一种状

况，好象利息的提高是有理的，或者必要的。这种手法对英格兰银

行来说，是一年比一年更难实行了。——弗·恩·｝

利息率的这种提高是怎样影响汇兑率的，这从下面几段向

１８５７年银行法下院委员会提供的证词（引用时题为：银行法，或银

行委员会，１８５７年）中可以看出。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第２１７６号）“营业困难时……有价证券的价格会显著下跌……外国人

将托人在英国这里购买铁路股票，英国人也会把他们持有的外国铁路股票在

国外出售……以便相应地制止金的输出。”——（第２１８２号）“各国利息率的

平衡和商业气压的平衡，通常要由银行家和证券商人这样一个富有的大阶级

来实现。这个阶级……总是窥伺时机，购进那种价格看涨的有价证券……而

最适合他们购买有价证券的地方，就是那些把金送到外国去的地方。”——

（第２１８３号）“这种投资在１８４７年曾大规模地进行，这足以减少金的流出。”

英格兰银行前总裁约·盖·哈伯德（他从１８３８年以来就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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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银行的董事）：

（第２５４５号）“大量的欧洲有价证券……在欧洲一切不同的货币市场上

流通。这种证券只要在一个市场上跌价１％或２％，就会立即被人买去，送到

它的价值还维持原状的市场上去。”——（第２５６５号）“外国不是对英国商人

负有大量的债务吗？——为数很大。”——（第２５６６号）“因此，单是这种债务

的收回，就足以说明为什么英国会有非常大量的资本积累吗？——１８４７年，

我们最后就是由于结清了美国和俄国从前对英国所负的好几百万债款，才恢

复了我们的地位。”

｛英国对美俄两国，也同时负有“好几百万”的谷物债款，但它

也成功地通过英国债务人的破产，“结清”了其中的一大部分。见

１８５７年的银行法报告，第三十章第３１页①。｝

（第２５７２号）“１８４７年，英国和彼得堡之间的汇兑率很高。政府指令银行

发行银行券可以不受｛金准备以外的｝１４００万镑限额的约束时，条件是贴现

率必须维持８％。那时候，按照当时的贴现率来说，把金从彼得堡运到伦敦，

并在金运到时，在为所出售的金而开出的以三个月为期的汇票到期以前，按

８％利息把它贷出去，也是一种有利的营业。”——（第２５７３号）“在一切同金

有关的交易上，有许多点要考虑到。这里是指汇兑率和人们在｛凭金开出的｝

汇票到期以前投放货币能够得到的利息率。”

对亚洲的汇兑率

下述各点是重要的，一方面，因为它们表明，当英国对亚洲的

汇兑率处于不利地位时，它怎样必然从那些由亚洲输入商品、但要

由英国作媒介来进行支付的国家取得补偿。另一方面，还因为威尔

逊先生在这里，再一次作了愚蠢的尝试，企图把贵金属的输出对汇

兑率的影响和一般资本的输出对汇兑率的影响等同起来；在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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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场合所说的，都不是作为支付手段或购买手段的输出，而是以投

资为目的的输出。首先，不言而喻，为了在印度建筑铁路而投入的

上千万镑，不管是用贵金属还是用铁轨输往印度，都只是同量资本

从一国向另一国转移的不同形式；而且，这样一种转移不会进入普

通的商业计算，对于这种转移，输出国除了期待以后每年由这些铁

路的营业进款中得到收入以外，不会期望得到任何其他的收入。如

果这种输出是以贵金属的形式进行的，那就虽然不是在一切情况

下，至少在以前所说的情况下，一定会直接影响贵金属输出国的货

币市场，从而影响其利息率，因为这是贵金属，而贵金属直接是借

贷的货币资本，是整个货币制度的基础。它也会直接影响汇兑率。

贵金属被输出，只是因为伦敦货币市场上供给的例如对印度开出

的汇票不能满足对这种额外汇款的需求，并且只是以此为限。这就

是说，对向印度开出的汇票的需求超过供给，汇兑率因此暂时变得

对英国不利，这并不是因为英国对印度负有债务，而是因为它要把

异常大的金额输送到印度去。如果这样向印度输出贵金属的现象

持续下去，就会使印度对英国商品的需求增加，因为它间接增加印

度对欧洲商品的消费能力。如果资本是用铁轨等等的形式输出，就

不会对汇兑率发生任何影响，因为印度用不着对此付款。由于同一

原因，它也不应该对货币市场发生影响。威尔逊企图证明这种影响

是存在的，说什么这种额外的支出似乎会引起对贷款的额外需求，

因此影响利息率。这是可能的；但如果认为在一切情况下都必然是

这样，那就完全错了。不管这些铁轨运到哪里，铺在哪里，是在英国

的土地上，还是在印度的土地上，都只是表示英国的生产在一定领

域内的一定的扩大。认为不提高利息率，甚至在极为广泛的界限

内，扩大生产也是不可能的，这种看法是荒谬的。贷款可能增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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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有信用活动的营业总额可能增长；但这种信用活动在利息率

不变的情况下也会增加。四十年代在英国出现铁路热时，情况确实

是这样。利息率并没有提高。而且很明显，如果我们考察的是现实

资本，在这里也就是商品，那末不管这些商品是供输出还是供国内

消费，货币市场所受的影响都是完全一样的。只有当英国的国外投

资限制了英国的商业输出（对这种输出必须支付，因而会产生货币

的回流），或者这种投资总的说来已经是信用过度膨胀或欺诈活动

开始的象征时，才会出现区别。

以下是威尔逊问，纽马奇答。

（第１７８６号）“至于东亚对银的需求，您以前曾说，您认为，尽管有大量金

属贮藏不断输往东亚，英国对印度的汇兑率，仍然对英国有利。您的这种看法

有什么根据呢？——当然有…… 我发现，１８５１年，联合王国向印度输出的

实际价值是７４２万镑；此外，还要加上印度大厦的汇票，即东印度公司作为本

公司经费从印度取来的基金。这种汇票在那年是３２０万镑；所以，由联合王国

输出到印度的总额是１０６２万镑。１８５５年……出口商品的实际价值增加到

１０３５万镑；印度大厦的汇票为３７０万镑；所以，输出总额为１４０５万镑。就

１８５１年来说，我相信，我们无法确定英国从印度进口商品的实际价值。但

１８５４年和１８５５年进口商品的实际价值却可以确定。１８５５年，英国从印度进

口商品的实际价值总额是１２６７万镑，而这个总额和１４０５万镑相比，在两国

的直接贸易中，出现一个有利于英国的差额，计１３８万镑。”

威尔逊指出，汇兑率也受间接贸易的影响。例如，印度向澳

大利亚和北美的出口，是用向伦敦开出的汇票来支付的，因此，这

种出口对汇兑率发生的影响，和印度向英国直接出口商品完全一

样。其次，如果把印度和中国合起来计算，对英国来说就是逆差，

因为中国必须为购买鸦片不断向印度进行大量支付，英国又必须

向中国支付。这个金额就是这样迂回地流到印度的。（第１７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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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８８号）

（第１７９１号）威尔逊问道：汇兑率所受的影响，会不会由于

资本“以铁轨和机车的形式输出，或者以金属货币的形式输出”而

有所不同。纽马奇对此作了完全正确的回答：近几年为建筑铁路

而输送到印度的１２００万镑，已经用来购买印度按规定期限应支付

给英国的年金。

“至于说贵金属市场所受的直接影响，那末，这１２００万镑的投资，只有在

必须输出金属进行现实的货币投资时，才会发生这样的影响。”

（第１７９７号）（魏格林问：）“如果这种铁〈轨〉没有带来任何货币回流，我

们怎么能说，它会影响汇兑率呢？——我不相信，以商品形式输出的那部分

投资，会影响汇兑率的状况……我们可以断然说，两国间的汇兑率状况，受到

一国提供的债券或汇票的数量和另一国向它提供的债券或汇票的数量之间

的比例的影响；这是关于汇兑率的合理的理论。至于这１２００万镑的输出，那

末，这１２００万镑首先要在英国筹集；现在，如果营业的状况是这样的，即这

１２００万镑全部要以硬币形式投在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这种突然的

需求就会强烈地影响银的价格和汇兑率，这就象东印度公司明天宣布把它的

汇票由３００万镑增加到１２００万镑一样。然而，这１２００万镑的半数，已经用来

购买英国商品……铁轨、木材以及其他材料……这是英国资本投在英国本

国，以便购买某些向印度输出的商品，而事情也就到此结束。”——（第１７９８

号）（魏格林：）“但是，铁路建筑所需要的铁和木材等商品的生产，还要消费许

多外国商品，而这会影响汇兑率吗？——当然会。”

威尔逊认为，铁大部分是代表劳动，而为这种劳动支付的工

资，则大部分代表进口商品（第１７９９号），接着又问道：

（第１８０１号）“但是一般说来：如果要靠消费这些进口商品才能生产出来

的商品是按这样的方式输出的，即我们既不能以产品形式，也不能以别的形

式得到回头货，这不会使汇兑率对我们不利吗？——这个原理正好是铁路大

投资时期｛１８４５年｝在英国出现的”。“在接连三年、四年或五年内，你们把

３０００万镑投在铁路上，并且几乎全部用在工资上。你们在三年期间，在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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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机车制造、车辆制造、车站建筑上维持的人数，比所有工厂区合起来还

要多。这些人……用他们的工资购买茶叶、砂糖、酒及其他外国商品；这些商

品都必须进口；但在进行这种大量支出时，无疑地，英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汇

兑率，并没有受到重大的干扰。贵金属没有流出，反而流入了。”

（第１８０２号）威尔逊认为，在英国和印度之间贸易差额彼此抵

销和汇兑率保持平价时，铁和机车的额外输出“必然影响对印度的

汇兑率”。纽马奇不认为是这样，因为铁轨是作为投资输出的，而印

度并不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对这些铁轨进行支付；纽马奇还说：

“我同意这样一个原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在对所有同它通商的国家

的汇兑率上，长期处于不利地位。对一个国家的不利的汇兑率，必然是对另一

个国家的有利的汇兑率。”

对此，威尔逊向他提出了下面这个庸俗的见解：

（第１８０３号）“不论资本是以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输出，不都同样是资本

的转移吗？——如果是说债务，那确实是这样。”——（第１８０４号）“因此，不

管您是输出贵金属，还是输出商品，印度建筑铁路对英国资本市场的影响不

是一样吗，不是和全部用贵金属输出一样，会提高资本的价值吗？”

如果铁的价格没有提高，那末，无论如何都会证明，铁轨内包

含的“资本”的“价值”并没有增加。而这里的问题在于货币资本的

价值，在于利息率。威尔逊想把货币资本和一般资本混为一谈。简

单的事实首先是，在英国，曾认购了１２００万镑印度铁路股票。这是

一件和汇兑率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至于这１２００万镑怎样使用，

对货币市场来说，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如果货币市场情况良好，

这就根本不会影响货币市场，就象１８４４年和１８４５年认购英国铁

路股票没有影响货币市场一样。如果货币市场出现某些困难，利息

率固然会因此受到影响，但也只是使利息率提高，而按照威尔逊的

理论，这必然使汇兑率对英国有利，就是说，必然会阻止贵金属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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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即使不是向印度输出，也是向别的国家输出）的趋势。威尔逊先

生从一件事情跳到另一件事情上。在回答第１８０２号的问题时，说

受到影响的是汇兑率；在第１８０４号的问题中，说受到影响的是“资

本的价值”，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利息率会影响汇兑率，汇兑率

也会影响利息率，但汇兑率变动时，利息率可以不变，利息率变动

时，汇兑率也可以不变。威尔逊不理解，在资本向外国输送时，输送

的形式本身，已造成这样不同的影响；就是说，他不理解，资本的不

同形式，首先是资本的货币形式会具有这样重要的意义，这是和启

蒙经济学家的观点完全相反的。纽马奇对威尔逊的答复是片面的，

因为他根本没有指出，后者已经非常突然地并且毫无理由地由汇

兑率跳到了利息率。纽马奇在回答第１８０４号的那个问题时，没有

把握地含糊其辞地说：

“毫无疑问，如果要筹款１２００万镑，这１２００万镑是以贵金属形式还是以

材料形式送出，在我们考察一般利息率时，是不重要的。但是〈这个但是，是一

个美妙的过渡，目的是要说出恰恰相反的话〉我相信，这并不完全是不重要的

〈它不重要，但又不是不重要〉，因为在一种情况下，会有６００万镑立即流回；

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它却不会这样迅速地流回。因此，这６００万镑是在国内支

出，还是全部都输出，是会有些〈多么明确啊！〉区别的。”

说６００万镑会立即流回，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６００万镑是在

英国支出，那末，它们就会以铁轨、机车等形式存在，这些铁轨、机

车等要送到印度去，但不会再从那里流回，并且它们的价值只能分

期偿还，就是说只能非常缓慢地流回，而６００万镑贵金属也许会非

常迅速地以实物形式流回。如果这６００万镑在工资上支出，那末，

它们就被消费掉了；但是用来预付工资的货币，照旧在国内流通，

或者形成准备金。生产铁轨的资本家的利润和６００万镑中补偿不

变资本的部分，也是这样。因此，纽马奇用“流回”这种含混不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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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只是为了避免直说：货币仍然留在国内，并且只要这些货币

执行借贷货币资本的职能，对货币市场来说（撇开流通可能吸收较

多的硬币不说）就只有以下区别：它将由Ａ支付，而不是由Ｂ支

付。这种以商品形式而不是以贵金属形式把资本转移到外国去的

投资，只有当这种出口商品的生产需要其他外国商品的额外进口

时，才会影响汇兑率（并不影响对得到投资的那个国家的汇兑率）。

这时，这种生产不是用来抵销这种额外进口的。但是，同样的情况，

在每一次以信用方式输出时都会发生，而无论它是作为投资，还是

为了普通商业的目的。此外，这种额外进口也可以通过反作用，例

如在殖民地或美国方面，引起对英国商品的额外需求。

纽马奇以前［第１７８６号］曾说过，由于有东印度公司的汇票，

英国对印度的出口已大于进口。查理·伍德爵士曾就这点对他进

行反复盘问。英国对印度的出口之所以超过进口，实际上是由于英

国没有对从印度来的进口支付等价物所引起的：东印度公司（现在

是东印度政府）的汇票，成了从印度征收的贡赋。例如１８５５年，英

国从印度的进口是１２６７万镑；英国向印度的出口是１０３５万镑。因

此印度有顺差２２５万镑。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这２２５万镑就必须以某种形式汇往印度。但这时，

印度大厦提出了要求。它宣称，它能对印度各管区开出总额达３２５万镑的汇

票〈这个总额是为东印度公司在伦敦的各种费用并为支付给股东的股息而征

收的〉。这个数额不但抵销了２２５万镑的贸易差额，而且还提供了１００万镑的

余额。”（第１９１７号）

（第１９２２号）（伍德：）“因此，印度大厦的这种汇票的影响不是增加对印

度的输出，而是相应地减少这种输出吗？”

（应当说：减少了下面这种必要性，即从印度的输入，必须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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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数额的向印度的输出来弥补。）纽马奇先生对此作了如下的解

释：英国人为这３７０万镑，向印度输出了一种“德政”（第１９２５号）。

曾任印度事务大臣、对于这种由英国输出到印度的“德政”十分熟

悉的伍德，正确而挖苦地说（第１９２６号）：

“这样，正如您所说的，印度大厦汇票所引起的输出，不是商品的输出，而

是德政的输出了。”

因为英国“用这种方式”为了“德政”和国外投资而输出了许多

东西，——因此得到了一种完全和普通营业无关的输入品作为贡

赋，即部分地作为输出“德政”的报偿，部分地作为在殖民地或其他

地方投资的收入，也就是作为无须支付任何等价物的贡赋，——所

以很清楚，如果英国不作相应的输出，只是吃光这种贡赋，汇兑率

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因此也很清楚，如果英国不把这种贡赋投在英

国，而是生产地或非生产地把它再投到国外，例如，英国凭这种贡

赋向克里木输出军需品，那末，汇兑率也不会受到影响。并且，只要

来自国外的输入品列入英国的收入，——当然，这种输入品必须得

到支付，或者是作为无须等价物的贡赋，或者是通过同这种无偿的

贡赋的交换，或者是通过普通的贸易往来而得到支付，——英国就

可以或者把它消费掉，或者把它作为资本重新投入营业。但无论如

何，汇兑率都不会受到影响，而聪明的威尔逊却没有看到这一点。

不论收入的一部分是由本国产品还是由外国产品形成（不过后一

种情况要以本国产品和外国产品的交换为前提），这种收入的消费

（生产的消费或非生产的消费）都丝毫不会改变汇兑率，虽然它会

改变生产的规模。我们要根据这一点来判断下面的问题。

（第１９３４号）伍德问他说，把军用物资运往克里木，是怎样影

响对土耳其的汇兑率的。纽马奇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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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理解，单是输出军用物资，怎么必然会影响汇兑率，不过输出贵金

属确实会影响汇兑率。”

可见，在这里，他把货币形式的资本和其他形式的资本区分开了。

但接着威尔逊问道：

（第１９３５号）“如果您大量输出某种商品，但没有相应的输入”，

（威尔逊先生忘记了，英国进行了非常大量的输入，而除了输出“德

政”或以前为投资而输出资本以外，从来没有任何相应的输出；无

论如何，这不是那种列入通常贸易活动的输入。但这种输入的物品

会再用来交换比如说美国产品，至于又把美国产品输出，而没有相

应的输入，那末，这丝毫不会改变以下的事实：这种输入品的价值

可以被消费掉，而无须有任何等价物的外流。这种输入在没有相应

的输出的情况下就实现了；因此，它也可以在不列入贸易差额的情

况下被消费掉。）

“这样，您就无须偿还由于输入而欠下的外债。”

（但是，如果您例如通过国外信贷，已经事先对这种输入进行

了支付，那也就不会因此欠债了，这个问题和国际差额根本无关；

问题在于生产的支出还是非生产的支出，而不管这样消费的产品

是本国的产品还是外国的产品。）

“于是您必然会通过这种交易影响汇兑率，这是由于以下的事实：因为您

的输出没有相应的输入，所以没有外债要偿还。——这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

正确的。”

威尔逊的说法就在于，凡是没有相应输入的输出，同时都是没

有相应输出的输入，因为有外国的即进口的商品参加出口商品的

生产。这里是假定，每一种这样的输出，都是以未支付的输入为基

础的，或者都会产生未支付的输入，——因而产生外债。这个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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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错误的，即使把下述两种情况撇开不说：１．英国有各种不支付任

何等价物的、无偿的输入；例如从印度输入的一部分物品就是这

样。英国可以用这些输入品交换美国的输入品，并且在没有相应输

入的情况下把后者输出；无论如何，就价值方面来说，英国输出的

都不过是它白白得到的东西。２．英国可能已对形成追加资本的输

入品，例如美国的输入品进行了支付；如果英国把它们非生产地消

费掉，例如作为军用物资，那就不会形成对美国的债务，也不会影

响对美国的汇兑率。纽马奇在第１９３４号和１９３５号是自相矛盾的，

而关于这一点，伍德在第１９３８号提出的问题中已经指出了：

“如果制造那些我们用以输出而没有相应的回流的物品〈军事开支〉所使

用的商品中，没有任何部分是从这些物品所输往的国家来的，这又怎么会影

响对这个国家的汇兑率呢？假定和土耳其的贸易处于通常的平衡状态，英国

和土耳其之间的汇兑率，又怎么会因为向克里木输出军用物资而受到影响

呢？”

在这里，纽马奇失去了冷静；他忘记了，他在第１９３４号已正确

地回答了这个简单的问题，并且说：

“在我看来，我们已谈完了实际的问题，现在进入了一个非常高深的形而

上学的讨论的领域。”

｛威尔逊对于他的主张——资本每一次由一国转移到另一国，

而不管这种转移是以贵金属形式还是以商品形式进行的，汇兑率

都会受到影响——还有另一种解释。威尔逊当然知道，影响汇兑率

的是利息率，特别是与互相的汇兑率有关的那两个国家之间的现

行利息率的比例。如果他能证明，资本的过剩，首先是各种商品（包

括贵金属在内）的过剩，也对利息率的决定发生影响，他就向他的

目标接近了一步；要是这样，这个资本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向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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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转移，就必然会在两国按相反的方向改变利息率，而这样一

来，也就间接地改变两国之间的汇兑率。——弗·恩·｝

他在当时由他编辑的《经济学家》（１８４７年第５７４页）上写道：

“很清楚，各种商品（包括贵金属在内）的大量储存所表示的资本过剩，不

仅必然引起一般商品价格的下降，而且必然引起作为资本的使用报酬的利息

率的下降（１）。如果我们手里的存货足以在今后二年内供应本国，那末，和存

货刚够供应两个月相比，我们就能按低得多的利息率，获得对这些商品的在

一定期间的支配权（２）。一切货币借贷，不论以什么形式进行，都不过是商品

支配权由一个人手里到另一个人手里的转移。因此，商品过剩，货币利息就必

然低，商品不足，货币利息就必然高（３）。如果商品较富裕，和买者的人数相

比，卖者的人数就会增加；并且按照商品量超过直接消费需要的程度，必然会

有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保存下来，以备不时之需。在这种情况下，和有把握可

以在几个星期之内把全部存货出售的时候不同，商品所有者会按较低的条

件，用延期付款或赊卖的办法出售商品（４）。”

关于第（１）点，必须指出，贵金属可以在生产缩减的同时大量

流入。危机过去以后那个时期的情况，就总是这样。在下一阶段，

贵金属也可以从主要生产贵金属的国家流入；其他商品的输入，在

这个时期通常由输出来平衡。在这两个阶段内，利息率是低的，并

且只是慢慢地提高；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已经在前面说明了。这种

低利息率，没有“各外商品的大量储存”的任何影响，也到处可以得

到说明。而这种影响又是怎样发生的呢？例如，棉花的价格低廉，

使纺纱业者等等有可能获得高利润。可是利息率为什么低呢？当

然不是因为用借入的资本能够获得的利润高。而只是因为在当时

情况下，对借贷资本的需求没有按这个利润增长的比例增长；就是

说，只是因为借贷资本具有不同于产业资本的运动。《经济学家》所

要证明的事情却正好相反：它要证明借贷资本的运动和产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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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动是一致的。

关于第（２）点，如果我们退一步说这个荒谬的假定——有供应

今后两年需要的存货——还有某种意义，那末，这个论点就是以商

品市场发生过剩为前提的。这样就会引起价格下降。现在为一包

棉花支付的货币比以前少了。但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购买一包

棉花所需的货币可以更便宜地弄到。这要看货币市场的状况。如

果货币可以更便宜地弄到，那也只是因为商业信用处于这样一种

状况，就是它对于银行信用的需要比平常少。充斥市场的商品，或

是生活资料，或是生产资料。二者的价格低廉，都会提高产业资本

家的利润。如果不是因为产业资本的充裕和对贷款的需求互相对

立（不是互相一致），那价格低廉为什么会减低利息呢？情况是这

样，商人和产业家能够更容易地彼此提供信用；因为商业信用易于

获得，所以产业家和商人都只需要较少的银行信用；因此，利息率

可以降低。这个低利息率和贵金属的流入无关，虽然这两种现象可

以并行，而且造成输入品价格低廉的原因，也可以造成输入的贵金

属的过剩。如果进口市场实际上已经发生过剩，这会证明对进口商

品的需求已经减少。这种需求的减少，在价格低廉时，只能解释成

是国内工业生产缩减的结果；不过，这种缩减在价格低廉的输入过

多时，又是不能解释的。这些荒谬的东西，无非是为了证明，价格的

下降等于利息的下降。二者可以同时并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

只是表现产业资本运动方向和借贷货币资本运动方向的对立，而

不是表现二者方向的一致。

关于第（３）点，为什么商品过剩，货币利息就会低这个问题，即

使有了这种进一步的说明，也还是难于理解。如果商品便宜，为了

购买一定量商品，我需要比如说１０００镑，而不是以前的２０００镑。

３６６第三十五章 贵金属和汇兑率



但也许现在我花了２０００镑，用来购买比以前多一倍的商品，并且

通过也许我必须借来的同量资本的预付，来扩大我的营业。现在我

和以前一样，购买２０００镑的商品。因此，即使我对商品市场的需求

随着商品价格的下降而增加，我对货币市场的需求仍然不变。但如

果对商品市场的需求减少，就是说，如果生产不是随着商品价格的

下降而扩大，——而这和《经济学家》所谈的全部规律相矛盾，——

那末，对借贷货币资本的需求就会减少，虽然利润会增加。但这种

利润的增加，会引起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并且，商品价格的低廉，可

以有三个原因。首先是因为需求不足。这时，利息率低，是由于生

产萎缩，而不是由于商品便宜，商品便宜只是生产萎缩的表现。或

是因为供给大大超过需求。这可以是由于市场商品过剩等等造成

的，而市场商品过剩会导致危机，并在危机时期和高利息率结合在

一起。或是因为商品价值已经下降，以致同样的需求可以按较低的

价格得到满足。在后一种情况下，利息率为什么会下降呢？是因为

利润增加了吗？如果因为现在获得同量生产资本或商品资本所需

要的货币资本比较少，那末，这只是证明，利润和利息互成反比。因

此，在任何场合，《经济学家》的一般论点都是错误的。商品的货币

价格低和利息率低，不是必然连在一起的。否则，在产品的货币价

格最低的那些最贫穷的国家，利息率也应该最低；而在农产品的货

币价格最高的那些最富有的国家，利息率也应该最高。《经济学

家》一般地说也承认，如果货币的价值下降，这就不会影响利息率。

１００镑仍然带来１０５镑；如果１００镑所值较少，５镑利息所值也较

少。这个比率不受原来金额增值或贬值的影响。从价值的角度来

看，一定量的商品等于一定额的货币。如果这个商品量的价值提高

了，它就等于一个较大的货币额；如果它的价值下降了，结果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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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如果它＝２０００，５％就＝１００；如果它＝１０００，５％就＝５０。

但是这丝毫不会改变利息率。在这里只有一点是对的：既然购买

同量商品以前只需要１０００镑，现在需要２０００镑，因此需要更多

的贷款。但这一点在这里不过表明利润和利息之间的反比例。因

为利润随着不变资本要素和可变资本要素的便宜而增长，而利息

则随着下降。不过，相反的情形也能发生，并且经常发生。例如，

棉花可以因为对棉纱和棉布没有需求而变得便宜；它也可以因为

棉纺织业的大量利润对棉花产生大量需求而相对变得昂贵。另一

方面，产业家的利润又可以正好因为棉花的价格低廉而提高。哈

伯德的统计表证明，利息率和商品价格各自进行着完全独立的运

动；而利息率的运动同金属贮藏和汇兑率的运动却正好是互相适

应的①。《经济学家》写道：

“因此，商品过剩，货币利息就必然低。”

但在危机时期情况正好相反；商品过剩，不能转化为货币，因此利

息率高。在周期的另一个阶段，对商品的需求大，因此回流迅速，但

同时商品价格提高，而由于回流迅速，利息率较低。“它们〈商品〉不

足，货币利息就必然高”。但是，在危机以后的松弛时期情况又正好

相反。商品不足，——绝对地说，不是同需求相对来说——，而利息

率是低的。

关于第（４）点。在市场商品过剩时，和现有存货预期可以迅

速卖完时相比，商品所有者——如果他能出售——将廉价抛售商

品，这是十分明显的。但利息率为什么会因此下降，却不是很清

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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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市场上进口商品过剩，利息率可能提高，因为所有者不愿

把商品倾销到市场上，而对借贷资本有更大的需求。但利息率也可

能下降，因为商业信用活跃，对银行信用的需求就保持在相对低的

水平上。

《经济学家》提到利息率的提高和货币市场所受的其他压力对

１８４７年汇兑率的迅速影响。但是不要忘记，尽管汇兑率有了转变，

一直到４月底，金还是继续外流；只是到５月初，才有转变。

１８４７年１月１日，银行的金属贮藏为１５０６６６９１镑；利息率为

３１
２％；三个月期的汇兑率，对巴黎为２５．７５；对汉堡为１３．１０；对

阿姆斯特丹为１２３１
４。３月５日，金属贮藏减少到１１５９５５３５镑；

贴现率提高到４％；汇兑率对巴黎跌到２５．６７１
２，对汉堡跌到１３．９

１
４，对阿姆斯特丹跌到１２．２

１
２。金继续外流。见下表：

１８４７

 

月 日

英格兰银行

贵金属贮藏

（镑）

货 币 市 场

三个月期的最高汇兑率

巴 黎 汉 堡
阿姆斯
特 丹

３月２０日

４月 ３日

４月１０日

４月１７日

４月２４日

５月 １日

５月 ８日

１１２３１６３０

１０２４６４１０

９８６７０５３

９３２９８４１

９２１３８９０

９３３７７１６

９５８８７５９

银行贴现率４％

银行贴现率５％

货币非常缺少

银行贴现率５ １２ ％

紧迫

紧迫的情况更严重

紧迫的情况达到最
 高点

２５６７ １
２

２５８０

２５９０

２６０２ １
２

２６０５

２６１５

２６２７ １
２

１３０９ ３
４

１３１０

１３１０ １
３

１３１０ ３
４

１３１２

１３１２ ３
４

１３１５ １
２

１２２ １
２

１２３ １
２

１２４ １
２

１２５ １
２

１２６

１２６ １
２

１２７ 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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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７年，英国输出的贵金属总额为８６０２５９７镑。其中：

  向美国输出……………………………………３２２６４１１镑

向法国输出……………………………………２４７９８９２镑

向汉萨各城市输出…………………………… ９５８７８１镑

向荷兰输出…………………………………… ２４７７４３镑

尽管３月底汇兑率有了转变，金的外流还持续了整整一个月；

也许是流向美国。

｛《经济学家》１８４７年第９５４页中说｝：“在这里我们看到，利息率的提高

以及随之而来的货币紧迫，在纠正不利的汇兑率，并使金的流动发生转向方

面，起了多么迅速和显著的作用，结果金又流回英国。这种作用的发生，和支

付差额完全无关。较高的利息率，使英国和外国的有价证券价格跌落，并由此

造成了外国人大量购买有价证券的局面。这种情况增加了由英国开出的汇票

的金额。但是另一方面，在利息率高时，获得货币非常困难，以致在汇票金额

增大时，对这种汇票的需求却减少了。由于同样原因，对外国商品的定单取消

了，英国人在外国有价证券上的投资实现了，货币又被送回英国进行投资。于

是，例如在５月１０日的《里约热内卢物价通报》上，我们看到：｛对英国的｝汇

兑率发生了新的跌落，这主要是因为英国人大量出售｛巴西｝公债所得的金额

的汇寄对市场形成了压力而引起的。英国利息率极低时投在外国各种有价证

券上的英国资本，因此会在利息率提高时重新流回。”

英国的贸易差额

单是印度就要为“德政”，为英国资本的利息和股息等等，向英

国支付约５００万镑的贡赋，这里还不包括每年寄回的汇款，其中部

分是官吏积蓄的薪俸，部分是英国商人为在英国投资而寄回的一

部分利润。每个英国殖民地，都由于同样的原因，不断地寄回大量

汇款。澳大利亚、西印度、加拿大等处的大多数银行，都是用英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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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设立的，股息也必须付给英国。英国还拥有许多外国的国债券，

即欧洲的、北美洲的和南美洲的国债券，从中都有利息可得。此外，

英国还参与外国铁路、运河、矿山等事业，也有相应的股息。而所有

这些项目的汇款，几乎完全是以超过英国输出额的产品的形式得

到的。另一方面，因外国人持有英国有价证券和英国人居留国外需

要消费而从英国流到国外的金额，对比之下，是微不足道的。

当问题只限于贸易差额和汇兑率时，它

“在任何一定的时候，都是一个时间的问题。通常……英国对它的输出品提供

长期的信用，而对输入品则用现金来支付。有的时候，这种习惯上的区别对汇

兑率发生重大的影响。在我国输出大大增加时，如１８５０年，英国的投资就持

续地增加……这样，１８４９年出口商品得到的款项，可能到１８５０年才汇回来。

但是如果１８５０年的输出额超过１８４９年的输出额６００万镑，实际的结果就必

然是，这一年流出国外的货币比同年流回的要多；并且也就是以这种方式对

汇兑率和利息率发生影响。但是，当我们的营业在危机中受到挫折，我们的输

出大为减少时，因前几年输出较多而得到的到期汇款，就会大大超过我们输

入物品的价值；汇兑率相应地变得对我们有利，资本迅速地在国内积累起来，

利息率下降”（《经济学家》１８５１年１月１１日）。

外汇率可以由于以下原因而发生变化：

１．一时的支付差额。不管造成这种差额的是什么原因——纯

粹商业的原因，国外投资，或国家支出，如战时的支出等等，只要由

此会引起对外的现金支付。

２．一国货币的贬值。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纸币都一样。在这里汇

兑率的变化纯粹是名义上的。如果现在１镑只代表从前代表的货

币的一半，那它就自然不会算作２５法郎，而只算作１２．５法郎了。

３．如果一国用银，一国用金作“货币”，那末，在谈到这两国之

间的汇兑率时，这种汇兑率就取决于这两种金属价值的相对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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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种变动显然影响这两种金属的平价。例如１８５０年的汇兑率

就是这样：它对英国来说是不利的，虽然那时英国的输出大大增加

了。不过当时并没有发生金的外流。这是银价值和金价值相比突

然提高的结果。（见《经济学家》１８５０年１１月３０日）

１英镑的汇兑率平价，对巴黎为２５法郎２０生丁；对汉堡为１３

银行马克１０１
２先令；对阿姆斯特丹为１１佛罗伦９７分。只要对巴

黎的汇兑率超过２５．２０，它就会相应地有利于对法国欠债的英国

人，或有利于购买法国商品的人。在这两种情况下，英国人都可以

用较少的英镑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对那些遥远的不易获得贵金属

的国家来说，如果汇票短缺，不够应付汇回英国的汇款，那末，自然

的结果就是提高各种通常向英国输出的产品的价格，因为对这些

用来代替汇票送往英国的产品，产生了更大的需求。在印度，情况

往往就是这样。

当英国货币大量过剩，利息率低落，有价证券的价格提高时，

不利的汇兑率，甚至金的外流就可能发生。

在１８４８年，英国从印度得到了大量的银，因为可靠的汇票不

多，而普通的汇票由于１８４７年的危机和印度商业的大失信用而不

受欢迎。这全部的银刚到英国，就流向大陆去了，在那里，革命到处

引起贮藏货币的现象。这些银在１８５０年大部分又流回印度，因为

当时汇兑率的状况，使这种做法有利。

货币主义本质上是天主教的；信用主义本质上是基督教的。

“苏格兰人讨厌金子”。作为纸币，商品的货币存在只是一种社会存

在。信仰使人得救１４９。这是对作为商品内在精神的货币价值的信

仰，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对只是作为自行增殖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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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格化的生产当事人个人的信仰。但是，正如基督教没有从天主

教的基础上解放出来一样，信用主义也没有从货币主义的基础上

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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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

  生息资本或高利贷资本（我们可以把古老形式的生息资本叫

作高利贷资本），和它的孪生兄弟商人资本一样，是洪水期前的资

本形式，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很早已经产生，并且出现在极

不相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

高利贷资本的存在所需要的只是，至少已经有一部分产品转

化为商品，同时随着商品买卖的发展，货币已经在它的各种不同的

职能上得到发展。

高利贷资本的发展，和商人资本的发展，并且特别和货币经营

资本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古代罗马，从共和国末期开始，虽

然手工制造业还远远低于古代的平均发展水平，但商人资本、货币

经营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却已经——在古代形式范围内——发展

到了最高点。

我们已经知道，有了货币，就必然出现货币贮藏。１５０但是，职业

的货币贮藏家只有当他转化为高利贷者时，才起重要的作用。

商人借货币，是为了用这个货币牟取利润，是为了把它作为资

本使用，也就是为了把它作为资本耗费。因此，即使在以前的社会

形式内，贷款人对于商人的关系，也完全和他对于现代资本家的关

系一样。这种独特关系，天主教的各个大学已经感觉到了。

１７６



“阿耳卡拉、萨拉芒卡、英果尔施塔特、布莱斯高的夫赖堡、美因兹、科伦

和特利尔等处的大学先后承认，商业贷款的利息是合法的。最早五个大学的

承认已归入里昂市政厅的档案，并刊载在里昂布利塞－朋苏斯出版的《高利贷

和利息概论》的附录中。”（马·奥日埃《论公共信用》１８４２年巴黎版第２０６页）

在奴隶经济（不是家长制的奴隶经济，而是后来希腊罗马时代

那样的奴隶经济）作为致富手段存在的一切形式中，因而，在货币

通过购买奴隶、土地等等而成为占有别人劳动的手段的一切形式

中，货币正是因为可以这样使用，所以作为资本可以增殖，生出利息。

然而，高利贷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的时期存在的具

有特征的形式有两种。我说的是具有特征的形式。同一些形式会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再现，但只是作为从属的形式。在这里，

它们不再是决定生息资本特征的形式了。这两种形式如下：第一是

对那些大肆挥霍的显贵，主要是对地主放的高利贷；第二是对那些

自己拥有劳动条件的小生产者放的高利贷。这种小生产者包括手

工业者，但主要是农民，因为总的说来，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中，

只要这种状态允许独立的单个小生产者存在，农民阶级必然是这

种小生产者的大多数。

富裕地主因高利贷而遭到破产，小生产者被敲骨吸髓，这二者

造成了大货币资本的形成和集中。但是，这个过程会在多大的程度

上象在现代欧洲那样使旧的生产方式废除，并且是否会以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代替它，这完全要取决于历史的发展阶段以及由此产

生的各种情况。

高利贷资本作为生息资本的具有特征的形式，是同小生产，自

耕农和小手工业主占优势的情况相适应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下，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是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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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产者无须借钱。如果他借钱，例如到当铺去，那是为了个人

生活的需要。但是，当劳动者实际上或名义上是他的劳动条件和产

品的所有者时，他却会作为生产者同贷款人的资本发生关系，这种

资本作为高利贷资本和他相对立。纽曼对这一点讲得很庸俗，说什

么银行家所以受人尊敬，而高利贷者所以受人憎恨和鄙视，是因为

前者贷款给富人，而后者贷款给贫民。（弗·威·纽曼《政治经济学

讲演集》１８５１年伦敦版第４４页）他没有看到，这里的区别是两个

社会生产方式之间以及和它们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区别，并

且这个问题是不能用贫富的对立来解决的。此外，榨取贫苦小生产

者的高利贷是和榨取富裕大地主的高利贷携手并进的。一旦罗马

贵族的高利贷把罗马的平民，小农彻底毁灭，这种剥削形式也就到

了末日，纯粹的奴隶经济就取代了小农经济。

超过生产者最必要的生活资料（即后来的工资额）的全部余额，在

这里能够以利息形式被高利贷者所侵吞（这部分后来表现为利润

和地租）。因此，拿这个利息的水平和现代利息率的水平加以对比，

是非常荒谬的，因为除了归国家所有的部分外，高利贷者的利息会

占有全部剩余价值，而现代的利息，至少是正常的利息，只是这个

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这种对比忘记了这样一点：雇佣工人为雇用他

的资本家生产和提供利润、利息和地租，即全部剩余价值。凯里作

这种荒谬的比较，是为了要说明，资本的发展和伴随而来的利息率

的下降，对劳动者是多么有利。其次，如果高利贷者不满足于只榨

取他的牺牲者的剩余劳动，而逐渐取得了对后者的劳动条件本身

的所有权，即土地、房屋等等的所有权，并用这种办法不断地对后

者进行剥夺，那末，又会从另一方面忘记这样一点：劳动者的劳动

条件这样完全被剥夺，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要达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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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它作为出发点的现成的前提。雇佣奴隶和真正的奴隶一样，由

于所处的地位，不能成为债务奴隶，至少作为生产者不能成为债务

奴隶；他至多只是作为消费者才能成为债务奴隶。这种形式的高利

贷资本，实际上会占有直接生产者的全部剩余劳动，而不改变生产

方式；在这里，生产者对劳动条件的所有权或占有权以及与此相适

应的个体小生产，是根本的前提；因而，在这里，资本不是直接支配

劳动，不是作为产业资本和劳动相对立。这种高利贷资本使这种生

产方式陷入贫困的境地，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使生产力萎缩，同

时使这种悲惨的状态永久化，在这种悲惨的状态中，劳动的社会生

产率不能象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那样靠牺牲劳动本身而发展。

因此，一方面，高利贷对于古代的和封建的财富，对于古代

的和封建的所有制，发生破坏和解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破

坏和毁灭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总之，破坏和毁灭生产者仍然

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的一切形式。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下，劳动者不是生产条件即他所耕种的土地、他所加工的原

料等等的所有者。但是，在这里，同生产条件和生产者的这种分

离相适应，生产方式本身发生了真正的变革。分散的劳动者联合

在大工场内，从事有分工的但又互相衔接的活动；工具变成了机

器。生产方式本身不再容许生产工具处于那种和小所有制联系着

的分散状态，也不再容许劳动者自己处于孤立状态。在资本主义

生产中，高利贷不能再使生产条件和生产者分离，因为二者已经

分离了。

高利贷在生产资料分散的地方，把货币财产集中起来。高利贷

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象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虚弱

不堪。高利贷吮吸着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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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由此产生了民众对高利贷的憎恶，这种憎恶

在古代世界达到了极点，因为在那里，生产者对生产条件的所有

权，同时是政治关系即市民的独立地位的基础。

在奴隶制占统治地位或者剩余产品为封建主及其家臣所吞食

的情况下，奴隶主或者封建主即使陷入高利贷之中，生产方式仍旧

不变；只是它对劳动者的压迫会更加残酷。负债的奴隶主或封建主

会榨取得更厉害，因为他自己被榨取得更厉害了。或者，他最后让

位给高利贷者，高利贷者本人象古罗马的骑士一样成为土地所有

者或奴隶主。旧剥削者的剥削或多或少带有家长制的性质，因为这

主要是政治权力的手段。现在代替旧剥削者出现的，则是残酷的拚

命要钱的暴发户了。但生产方式本身仍旧不变。

高利贷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一切生产方式中所以有革命的作

用，只是因为它会破坏和瓦解这些所有制形式，而政治制度正是建

立在这些所有制形式的牢固基础和它们的同一形式的不断再生产

上的。在亚洲的各种形式下，高利贷能够长期延续，这除了造成经

济的衰落和政治的腐败以外，没有造成别的结果。只有在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的其他条件已经具备的地方和时候，高利贷才表现为形

成新生产方式的一种手段；这一方面是由于封建主和小生产遭到

毁灭，另一方面是由于劳动条件集中为资本。

在中世纪，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一般的利息率。教会本来就禁

止任何放债取息的行为。法律和法庭对于借贷很少给予保障。因

此，在个别场合，利息率就更高。由于货币的流通量少，而在大多数

支付上必须使用现金，所以就不得不去借钱，而且票据业务越是不

发达，情况就越是这样。那时利息率相差很悬殊，关于高利贷的概

念差别也很大。在查理大帝时代，收取１００％的利息，被认为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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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贷。１３４４年，在博登湖畔的琳道，本地市民收取２１６
２
３％的利

息。在苏黎世，评议会规定４３１
３％为法定利息。在意大利，有时必

须支付４０％的利息，虽然从十二世纪到十四世纪，普通的利息率

不超过２０％。维罗那规定１２１
２％为法定利息。弗里德里希二世皇

帝规定１０％的利息率，但只是给犹太人规定的。他是不屑替基督

徒说话的。早在十三世纪，１０％已经是德国莱茵区的普通利息率

了。（休耳曼《中世纪城市》第２集第５５—５７页）

高利贷资本有资本的剥削方式，但没有资本的生产方式。在资

产阶级经济中，在一些落后的产业部门或拒绝采用现代生产方式

的产业部门，这种关系也会重新出现。例如，如果我们想把英国的

利息率和印度的利息率比较一下，那末就不要采用英格兰银行的

利息率，而要采用比如那些把小机器租给家庭工业小生产者的人

所收取的利息率。

高利贷同消费的财富相反，它本身是资本的一个产生过程，所

以在历史上是重要的。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财产促进了不依赖于土

地所有权的货币财产的形成。产品的商品性质越是不发达，交换价

值越是没有占领生产的全部广度和深度，货币就越是表现为真正

的财富本身，表现为一般财富，而和财富在使用价值上的有限表现

相对立。货币贮藏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撇开作为世界货币

和贮藏货币的货币不说，货币特别是在支付手段的形式上表现为

商品的绝对形式。并且特别是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使利息从而使

货币资本得到发展。穷奢极欲的富者所要的，是作为货币的货币，

是作为购买一切东西的手段的货币。（也是作为偿还债务的手段。）

而小生产者需要货币，却首先是为了支付。（对地主和国家交纳的

实物租和实物贡赋转化为货币租和货币税，在这里具有重要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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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这两个场合，货币都是作为货币使用的。另一方面，货币贮

藏只有在高利贷中才是现实的，才会实现它的梦想。货币贮藏者所

要的，不是资本，而是作为货币的货币；但是通过利息，他把这种贮

藏货币转化为资本，转化为一种手段，他依靠这种手段占有全部或

部分剩余劳动，以及一部分生产条件本身，虽然对他来说这种生产

条件名义上仍然是别人的财产。高利贷好象是生活在生产的缝隙

中，象伊壁鸠鲁的神生活在世界的空隙中９７一样。商品形式越没有

成为产品的一般形式，货币就越难获得。因此，高利贷者除了货币

需要者的负担能力或抵抗能力外，再也不知道别的限制。在小农民

和小市民的生产中，货币作为购买手段来使用，主要是在劳动者由

于偶然的事故或意外的变化丧失了生产条件的时候（在这些生产

方式中，劳动者多半还是这些生产条件的所有者），或者至少是在

劳动条件不能由通常的再生产过程得到补偿的时候。生活资料和

原料是这些生产条件的基本部分。如果它们涨价，它们就不可能由

出售产品所得的货款来补偿，就象单是歉收就使农民不能用实物

来补偿他的谷种一样。罗马贵族不断进行战争，强迫平民服兵役，

阻碍了他们的劳动条件的再生产，因而使他们沦为贫民（在这里，

贫困化，即再生产条件的萎缩或丧失，是主要的形式）而终于破产。

正是这些战争使罗马贵族的仓库和地窖里藏满了掠夺来的铜即当

时的货币。贵族不是把平民所需的商品如谷物、马、牛等等直接给

他们，而是把对自己没有用处的铜借给他们，而利用这个地位来榨

取惊人的高利贷利息，使平民变为自己的债务奴隶。在查理大帝统

治下，法兰克的农民也是因战争而破产的，他们除了由债务人变为

农奴外，再没有别的出路。在罗马帝国，大家都知道，饥荒逼迫自由

民出卖儿女和出卖自身去给富人当奴隶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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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说的是一般的转折点。如果就个别情况来说，那末，小生产者

是保持还是丧失生产条件，则取决于无数偶然的事故，而每一次这

样的事故或丧失，都意味着贫困化，使高利贷寄生虫得以乘虚而

入。对小农民来说，只要死一头母牛，他就不能按原有的规模来重

新开始他的再生产。这样，他就坠入高利贷者的摆布之中，而一旦

落到这种地步，他就永远不能翻身。

但是，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是高利贷的真正的、广阔的和独

有的地盘。每一笔在一定期限到期的交款，如地租、贡赋、赋税等

等，都必须用货币来支付。因此，从古代罗马一直到现代，大量放高

利贷的都是包税者，大包税人，收税人。然后，随着商业发展和商品

生产普遍化，购买和支付越来越在时间上分离。货币必须在一定期

限内付出。这一点会造成一直到今天还使货币资本家和高利贷者

彼此混淆不清的那种状况，这已由现代的货币危机所证明。但是，

高利贷本身又是使货币充当支付手段的必要性得到进一步发展的

主要手段，因为它使生产者越来越深地陷入债务，使他因背上利息

的重负而不可能进行正常的再生产，从而使他失去了通常的支付

手段。在这里，高利贷产生于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而又扩大货币

的这种职能，即扩大自己的本来的地盘。

信用制度是作为对高利贷的反作用而发展起来的。但是，我们

对这一点不要误解，决不要把它理解成象古代著作家、教父、路德

或旧的社会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信用制度的发展恰好就是表示生

息资本要服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和需要。

总的说来，在现代信用制度下，生息资本要适应于资本主义生

产的各种条件。高利贷本身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发

达的国家，还摆脱了一切旧的立法对它的限制。对于那些不是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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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义上进行借贷的个人、阶级或情况来

说，生息资本都保持高利贷资本的形式。例如，在下列场合：或者出

于个人的需要去到当铺进行借贷；或者把钱借给那些享乐的富人，

供他们挥霍浪费；或者借给那些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如小农民、

手工业者等等，即自己仍然占有生产条件的直接生产者；最后借

给那种经营规模很小，接近于自食其力的生产者的资本主义生产

者。

就生息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要素来说，它和高利

贷资本的区别，决不在于这种资本本身的性质或特征。区别只是

在于，这种资本执行职能的条件已经变化，从而和贷款人相对立

的借款人的面貌已经完全改变。即使得到贷款的产业家或商人是

没有财产的人，那也是由于相信他会用借来的资本执行资本家的

职能，占有无酬劳动。他是作为可能的资本家得到贷款的。一个

没有财产但精明强干、稳重可靠、经营有方的人，通过这种方式

也能成为资本家（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每一个人的商业

价值总会得到相当正确的评价），这是经济辩护士们所赞叹不已的

事情，这种情况虽然不断地把一系列不受某些现有资本家欢迎的

新的幸运骑士召唤到战场上来，但巩固了资本本身的统治，扩大

了它的基础，使它能够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来补充自己。

这和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情况完全一样，当时天主教会不分阶层，不

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来建立其教阶制度，

以此作为巩固教会统治和压迫俗人的一个主要手段。一个统治阶

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

巩固，越险恶。

因此，现代信用制度创始人的出发点，并不是把一般生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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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出教门，而是相反，对它予以公开承认。

在这里，我们不谈那种企图使贫民摆脱高利贷的措施，如公立

当铺１５１（１３５０年设立于法兰斯孔太的萨林士，后来１４００年和１４７９

年设立于意大利的佩鲁贾和萨沃纳）。这种公立当铺所以值得注

意，只是因为它表示了一种历史的讽刺：虔诚的愿望在实现时正好

走向它的反面。按照审慎的估计，英国工人阶级对当铺这个公立当

铺的后继者支付的利息为１００％。（２１）这里也不谈例如那位休·张

伯伦医师或约翰·布里斯科的信用幻想，他们在十七世纪的最后

十年，曾企图设立农业银行，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发行一种纸币，

使英国贵族摆脱高利贷的盘剥。（２２）

十二世纪和十四世纪在威尼斯和热那亚设立的信用组合，是

由于海外贸易和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批发商业需要摆脱旧式高利

贷的统治和货币经营的垄断而产生的。如果说在这些城市共和国

设立的真正的银行同时是使国家以未来的税收作为担保取得贷款

的那种公共信用机关，那末，不应当忘记，设立这种组合的商人自

己就是那些国家的第一流的人物，他们一心要使他们的政府和他

（２１） “因为在同一个月内不断地典质和赎回，而且典质一物是为了赎回另一物，

二者相抵后所得货币很少，所以当铺的利息是非常高的。领有执照的当铺伦敦有２４０

家，各地区约有１４５０家。所用资本估计约有１００万镑。这笔资本在一年内至少周转三

次，每次平均取得３３ １
２％的利息；所以，英国的下层阶级，为了要获得这１００万镑临时

贷款，每年必须支付１００％的利息。过期不赎所受的损失，还不包括在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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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４页）

（２２） 他们甚至在自己著作１５２的名称上也表明了自己的宗旨：“使土地所有者普

遍得到福利，使土地价值大大提高，免除贵族和绅士等的赋税，增加他们的年收入等

等”。按照他们的说法，受到损失的，只会是民族的最可恶的敌人高利贷者，这种人给贵

族和自耕农１５３造成的危害比法国侵略军所能造成的危害还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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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自己都摆脱高利贷的盘剥
（２３）
，从而更严格地更牢固地控制着国

家。因此，当计划设立英格兰银行时，托利党就抗议说：

“银行是共和国的制度。在威尼斯、热那亚、阿姆斯特丹和汉堡，银行很繁

荣。但是，谁听说过有什么法兰西银行或西班牙银行呢？”

阿姆斯特丹银行（１６０９年），和汉堡银行（１６１９年）一样，并不

标志着现代信用制度发展中的一个时代。它纯粹是一个存款银行。

银行发行的本票，事实上只是存入的贵金属铸币和贵金属条块的

收据，要有它们的持有人的背书才可以流通。但是，在荷兰，商业信

用和货币经营业已经随着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发展，而在

发展过程中，生息资本已从属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这一点已经

表现在利息率的低微上。和现在的英国一样，十七世纪的荷兰被认

为是经济发展的模范国家。以贫穷为基础的旧式高利贷的垄断，在

那里已经自然而然地被推翻了。

整个十八世纪都有一种呼声（立法也照此办理），要以荷兰为

例，强制压低利息率来使生息资本从属于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而

不是相反。主要倡议人是约瑟亚·柴尔德爵士，现代英国私人银行

业之父。他抨击高利贷者的垄断，完全和摩西父子成衣批发公司叫

嚣反对“私人裁缝”的垄断一样。这个约瑟亚·柴尔德同时又

（２３） “例如，英国查理二世就要付给‘金匠’〈银行家的先驱〉２０—３０％的巨额高

利贷利息和贴水。因为这种营业这样有利可图，所以‘金匠’给王室的贷款越来越多，他

们预先得到国家的全部税收，把议会通过的任何拨款都作为抵押，还彼此争先购进或

受押汇票、支票和借契，实际上，全部国家收入都经过他们的手。”（约翰·弗兰西斯《英

格兰银行史》１８４８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３０、３１页）“设立银行的建议以前已经提出多次。

设立银行毕竟是必要的。”（同上，第３８页）“仅就遭受高利贷者盘剥的政府来说，要以

议会的拨款作为担保获得适当利息的贷款，就已经有必要设立银行。”（同上，第５９、６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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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英国证券交易业之父。因此，他这个东印度公司的独裁者，是以

贸易自由的名义来为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作辩护的。他反对托马斯

·曼利（《对货币利息的错误看法》）１５４说：

“他作为一帮心惊胆战的高利贷者的卫士，把大炮台建筑在我认为最不

坚固的地点上……他直截了当地否认低利息率是财富的原因，而硬说这只是

财富的结果。”（《论商业》１６６９年版。译自英文，１７５４年阿姆斯特丹和柏林版

［第１２０页］）“如果使一国富裕的是商业，而压低利息又使商业扩大，那末，压

低利息或限制高利贷，无疑是足以使一国致富的主要原因。同一件事可以在一种情

况下是原因，同时在另一种情况下又是结果，这种说法决不是荒谬的。”（同上，第

１５５页）“鸡蛋是母鸡的原因，而母鸡又是鸡蛋的原因。利息降低，可以使财富

增加，而财富增加，又可以使利息进一步大大降低。”（同上，第１５６页）“我是

勤劳的辩护者，而我的反对者却为懒惰和游手好闲辩护。”（第１７９页）

这种反高利贷的激烈斗争，这种让生息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

的要求，只是有机创造物的先声，这种有机创造物以现代银行制度

为形式创造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条件。现代银行制度，一方面把

一切闲置的货币准备金集中起来，并把它投入货币市场，从而剥夺

了高利贷资本的垄断，另一方面又建立信用货币，从而限制了贵金

属本身的垄断。

在十七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和十八世纪初英国出版的一切论述

银行制度的著作中，和在柴尔德的著作中一样，都可以看到反对高

利贷的主张，看到使商业、工业和国家摆脱高利贷盘剥的要求。同

时可以看到，人们对于信用，贵金属的失去垄断地位所起的奇迹般

的作用，贵金属被纸代替等等，却发生了巨大的错觉。英格兰银

行和苏格兰银行的创始人，苏格兰人威廉·佩特森，真可以称为

罗一世。１５５

“一切金匠和典当业者都大肆咆哮”，反对英格兰银行。（马考

２８６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续）



莱《英国史》第４卷第４９９页）

“在最初十年间，银行必须克服很大的困难；外界的敌视很强烈；银行券

要远远低于名义价值，才被接受…… 金匠〈在他们手中，贵金属的交易是一

种原始银行业务的基础〉非常嫉妒银行，因为有了银行，他们的营业减少了，

他们的贴现率压低了，他们同政府的营业转到他们的对手那里去了。”（约·

弗兰西斯《英格兰银行史》第７３页）

在英格兰银行创立以前，在１６８３年已经有设立国家信用银行

的计划，其中有一个目的是：

“让企业家在他们拥有大量商品时，能够依靠该行的支持，寄托他们的商

品，而用这种保存的储备作为担保，取得贷款，以雇用他们的职工，扩大他们

的营业，直到他们找到良好的市场，无须亏本出售为止”１５６。

经过多次努力，这个信用银行终于在主教门街的戴文希尔大

厦内成立。该银行以寄托的商品为担保，把商品价值的四分之三以

汇票形式贷给产业家和商人。为了使这种汇票便于流通，每个营业

部门都有一伙人结成公司，每个持有这种汇票的人可以很容易地

用汇票从公司换取商品，就象用现金支付一样。这个银行的营业并

不兴隆。机构太复杂，商品跌价时风险太大。

如果考察一下那些在理论上维护并鼓励在英国建立现代信用

制度的著作的实际内容，那末，我们所发现的无非是这样一种要

求：生息资本，总之，可供借贷的生产资料，应该从属于资本主义的

生产方式，成为它的一个条件。如果我们只是抓住这些著作中的词

句，那末，这些著作同圣西门主义者的银行幻想和信用幻想一直到

用语上的一致，往往会使我们感到吃惊。

象重农学派所说的耕作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ｕｒ〕不是指真正种地的农

民，而是指大租地农场主一样，圣西门所说——他的学生也往往这

样说——的劳动者〔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也不是指工人，而是指产业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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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商业资本家。

“一个劳动者必须有助手，有帮伙，有工人；他寻求那种聪明的、能干的、

忠实的人。他叫他们去劳动，而他们的劳动是生产的。”（［安凡丹］《圣西门宗

教。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１８３１年巴黎版第１０４页）

总之，我们不要忘记，圣西门只是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新基

督教》中，才直接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出现，才宣告他的努力的

最终目的是工人阶级的解放。他以前写的所有著作，事实上只是歌

颂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社会，只是歌颂产业家和银行家，

反对拿破仑时代的元帅和法律制造者。把这些著作和同时代的欧

文的著作比较一下，就会知道它们之间有多大的差别！（２４）在他的

后继者的著作中，正如刚才的引文已指出的，产业资本家也仍然是

真正的劳动者。如果我们批判地读读他们的著作，我们就不会因

为他们的信用幻想和银行幻想的实现无非是前圣西门主义者艾米

尔·贝列拉所创设的动产信用公司１５７而感到吃惊，这种形式也只

有在法国这样一个信用制度和大工业都还没有发展到现代水平的

国家，才会流行起来。在英国和美国，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的。——

《圣西门学说。阐述。第一年。１８２８—１８２９》（１８３１年巴黎第３版）

（２４） 如果马克思来得及修订这个手稿，他无疑会把这一段话大加修改。这一段

话，是他看到那些前圣西门主义者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所起的作用有感而发的。在法国，

正是在马克思写这段话的时候，这个学派的救世的信用幻想，由于历史的讽刺，作为规

模空前的骗局得到了实现。后来，马克思说到圣西门，总只是赞美他的天才和博学的头

脑。如果说圣西门在以前的著作中，把资产阶级中从事生产的部分算作劳动者，忽视了

资产阶级和法国刚刚诞生的无产阶级的对立，那末，这同傅立叶主张调和资本和劳动

的观点是一致的，这要由当时法国的经济政治状况来说明。如果欧文对这个问题的观

点前进了一步，那只是因为他生活在另外一种环境中，即生活在产业革命和阶级对立

已经尖锐化的时期。——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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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下面几段话，已经包含着动产信用公司的萌芽。显然，银行家

的贷款可以比资本家和私人高利贷者更便宜。因此，这种银行家

“给产业家提供的工具比地主和资本家提供的可以便宜得多，也就是说，利息

低得多，地主和资本家在选择借款人时很容易犯错误”（第２０２页）。

但是，作者们自己在注解中又说：

“由银行家在有闲者和劳动者之间作媒介而必然会产生的利益，往往被

抵销，甚至被消灭，因为我们这个无组织的社会使利己主义表现为各种招摇

撞骗的行为；银行家往往钻到劳动者和有闲者中间，对双方进行榨取，因而使

社会受到损害。”

在这里，劳动者是指产业资本家。此外，把现代银行支配的资

金，单纯看作是有闲者的资金，这是错误的。第一，这是产业家和商

人以货币形式持有的暂时闲置的资本部分，即货币准备或尚未使

用的资本；所以，是有闲的资本，而不是有闲者的资本。第二，这是

一切收入和积蓄中永远或暂时用于积累的部分。这两点对于确定

银行制度的性质具有重大意义。

但是，决不要忘记，第一，货币——贵金属形式的货币——仍

然是基础，信用制度按其本性来说永远不能脱离这个基础。第二，

信用制度以社会生产资料（以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形式）在私人手

里的垄断为前提，所以，一方面，它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

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是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它所能达

到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动力。

银行制度，就其形式的组织和集中来说，正如早在１６９７年出

版的《对英格兰利息的几点看法》一书已经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的最精巧和最发达的产物。因此，象英格兰银行这样的机

构，对商业和工业拥有极大的权力，虽然商业和工业的现实运动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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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完全处在它的领域之外，而它对于它们的现实运动也是采取被

动的态度。当然，银行制度造成了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

的公共的分配的形式，但只是形式而已。我们已经知道，单个资本

家或每个特殊资本的平均利润，不是由这个资本直接占有的剩余

劳动决定的，而是由总资本占有的剩余劳动总量决定的，每个特殊

资本仅仅是按照它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从这个剩余劳动总量中

取得一份股息。资本的这种社会性质，只是在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

有了充分发展时才表现出来并完全实现。另一方面，不仅如此。信

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把社会上一切可用的、甚至可能的、尚未积极发

挥作用的资本交给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支配，以致这个资本

的贷放者和使用者，都不是这个资本的所有者或生产者。因此，信

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扬弃了资本的私人性质，它本身，但也仅仅是就

它本身来说，已经包含着资本本身的扬弃。银行制度从私人资本家

和高利贷者手中剥夺了资本分配这样一种特殊营业，这样一种社

会职能。但是，由于这一点，银行和信用同时又成了使资本主义生

产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

一种最有效的工具。

其次，银行制度用各种形式的流通信用代替货币，这表明货币

事实上只是劳动及其产品的社会性的一种特殊表现，但是，这种社

会性，和私人生产的基础相对立，归根到底总要表现为一个物，表

现为和其他商品并列的一种特殊商品。

最后，毫无疑问，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

生产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但是，它

仅仅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机变革相联系的一个要

素。与此相反，关于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奇迹般的力量的种种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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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所以会被赋予社会主义的意义，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

作为它的一个形式的信用制度完全没有认识。只要生产资料不再

转化为资本（这里也包括土地私有制的废除），信用本身就不会再

有什么意义，而这一点，甚至圣西门主义者也是懂得的。另一方面，

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存在，生息资本就作为它的一个形式

继续存在，并且事实上形成它的信用制度的基础。只有蒲鲁东这个

既要保存商品生产又要废除货币的风靡一时的作家（２５），才会梦想

出无息信贷１６０这种怪物，妄想实现小资产阶级的这种虔诚愿望。

《圣西门宗教。经济学和政治学》一书第４５页上说：

“在一些人有产业工具，但没有能力或不想使用这种工具，而另一些人很

勤勉，但没有劳动工具的社会内，信用的目的是用尽可能简便的方法把这种

工具从占有工具的前一些人手里转到知道怎样使用工具的后一些人手里。应

当指出，按照这个定义，信用是财产构成方法的结果。”

因此，信用会和财产的这个构成方法一起消亡。下面在第９８

页上说：现在的银行

“认为它自己的任务，是跟在它外面进行的营业的运动后面，而不是推动

这种运动本身；换句话说就是，银行对那些得到它贷放的资本的劳动者来说，

起着资本家的作用”。

在认为银行本身应该负起领导责任，并

“通过它所指挥的机构和它所开创的工作的数量和效用”（第１０１页）

来显示自己的特点这样一种思想里面，已经隐藏着动产信用公司

的主张。同样，康斯坦丁·贝魁尔也要求银行（圣西门主义者所说

的总的银行制度）“控制生产”。总的说来，贝魁尔本质上是一个圣

（２５） 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１８４７年布督塞尔和巴黎版１５８。——卡尔·马

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６４页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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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主义者，虽然更激进得多。他要求

“信用机关……控制一国生产的全部运动。”——“你们去办一个国家信用机

关试试，让它贷款给那种没有财产但有才干和德行的人，但不是强制地把这

些借款人在生产和消费中密切联系在一起，而是与此相反，使他们能够自己

决定自己的交换和生产。你们用这种办法能够做到的事情，就只是现在私人

银行已经做到的事情，即无政府状态，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不平衡，一些人突然

破产，另一些人突然发财；因此，你们设立的机关，只能是为一些人带来若干

幸福，而使另一些人遭受同样多的苦难……你们只不过是使那些受你们的贷

款支持的雇佣工人，有可能象他们的资本家雇主现在所做的一样互相进行竞

争而已。”（康·贝魁尔《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１８４２年巴黎版第

４３３、４３４页）

我们已经知道，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是最古老的资本形式。但

是，生息资本自然而然在人们的观念中表现为真正的资本的形式。

在商人资本中存在着起中介作用的活动，而不管把它说成是欺骗，

是劳动，还是别的什么东西。相反，在生息资本中，资本自行再生产

的特性，即自行增殖的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却纯粹表现为一种

神秘的性质。由于这一点，甚至一部分政治经济学家，特别是在产

业资本还没有充分发展的国家，例如在法国，也坚持认为生息资本

是资本的基本形式，并且把例如地租看作只是它的另一种形式，因

为借贷形式在这里也占支配地位。这样一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内部结构的认识就完全错了，并且完全忽视了这一事实：土地和

资本一样只是借贷给资本家。当然，借贷也可以不用货币而用实物

形式的生产资料，如机器、厂房等等，但这时，它们代表的是一定的

货币额，至于除了支付利息外还要支付补偿损耗的部分，那末，这

是由于这些资本要素的使用价值即它们的独特的实物形式而引起

的。这里决定性的事情仍然是：它们是贷给直接生产者，还是贷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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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资本家，在前一场合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不存在、至少在

进行借贷的领域内还不存在为前提，后一场合则正是以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的基础为前提。至于把用于个人消费的房屋等等的租借

也扯到这里来，那就更不恰当，更没有意义了。工人阶级也会受到

这种形式的欺诈，甚至受到的欺诈是骇人听闻的，这是很明显的事

实；但是，工人阶级也会受到供应他们生活资料的零售商人的欺

诈。这是伴随着在生产过程本身中直接进行的主要剥削的一种次

要剥削。在这里，出售和借贷之间的区别，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形式

上的区别。前面已经指出①，只有那些对实际联系完全没有认识的

人，才会把这种区别看作是本质的区别。

高利贷和商业一样，是剥削已有的生产方式，而不是创造这种

生产方式，它是从外部和这种生产方式发生关系。高利贷力图直接

维持这种生产方式，是为了不断重新对它进行剥削；高利贷是保守

的，只会使这种生产方式处于日益悲惨的境地。生产要素越是不作

为商品进入生产过程和不作为商品离开生产过程，由货币转化为

生产要素的行为就越是表现为个别的行为。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

所起的作用越是不重要，高利贷就越是兴盛。

货币财产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发展这一事实，就高利贷资本

来说，意味着它以货币索取权的形式拥有它的一切索取权。一个国

家生产的大部分越是限于实物等等，也就是，越是限于使用价值，

该国的高利贷资本就越是发展。

高利贷有两种作用：第一、总的说来，它同商人财产并列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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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货币财产，第二、它把劳动条件占为己有，也就是说，使旧劳

动条件的所有者破产，因此，它对形成产业资本的前提是一个有力

的杠杆。

中世纪的利息

“在中世纪，纯粹是农业人口。在这种人口中和在封建统治下，交易是很

少的，利润也是很小的。因此，在中世纪，取缔高利贷的法律是有道理的。况

且，在一个农业国，一个人很少需要借钱，除非他陷入贫穷困苦的境地……亨

利八世把利息限为１０％，詹姆斯一世限为８％，查理二世限为６％，安女王限

为５％……那时候，贷款人虽不是合法的垄断者，却是事实上的垄断者，所

以，必须限制他们，就象限制其他的垄断者一样…… 在我们现代，利息率是

由利润率规定的；在那个时候，利润率却是由利息率规定的。如果贷款人要商

人负担很高的利息率，那末，商人就不得不提高他的商品的利润率。这样，大

量货币就从买者的口袋里转到贷款人的口袋里。”（吉尔巴特《银行业的历史

和原理》第１６４、１６５页）

“有人对我说，现在每年在每一次莱比锡博览会上要收取１０古尔登，就

是说每一百收取３０。１６１有人还加上瑞堡集市，因此，每一百要收取４０，是否只

是这样，我不知道。岂有此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现在，在莱比锡，

一个有１００佛罗伦的人，每年可以收取４０，这等于每年吃掉一个农民或市

民。如果他有１０００佛罗伦，每年就会收取４００，这等于每年吃掉一个骑士或

一个富有的贵族。如果他有１００００佛罗伦，每年就会收取４０００，这等于每年

吃掉一个富有的伯爵。如果他有１０００００佛罗伦（这是大商人必须具有的），每

年就会收取４００００，这等于每年吃掉一个富有的国君。如果他有１００００００佛

罗伦，每年就会收取４０００００，这等于每年吃掉一个大的国王。为此，他不必拿

他的身体或商品去冒险，也不必劳动，只是坐在炉边，烤苹果吃。所以，一个强

盗坐在家里，可以在十年内吃掉整个世界。”（引自１５４０年出版的《给牧师们

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路德全集》１５８９年维登堡版第６期［第３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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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前我已经写过反对高利贷的文章，因为那时高利贷势力已经很

大，我不抱任何改善的希望。从那时起，高利贷的身价高了，它已不愿被看作

是丑恶、罪行或耻辱，而是让人作为纯粹的美德和荣誉来歌颂，好象它给了人

民伟大的爱和基督教的服务似的。既然耻辱已经变为荣誉，丑恶已经变为美

德，那还有什么办法呢？”（《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１５４０年

维登堡版）

“犹太人，伦巴第人，高利贷者，吸血者，是我国最早的银行家，是我国原

始的金融业者。他们这种人简直可以说是不顾廉耻…… 后来，伦敦的金匠

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整个说来……我国最早的银行家……是一伙很坏的人，

他们是贪得无厌的高利贷者，是铁石心肠的吸血鬼。”（丹·哈德卡斯耳《银行

和银行家》１８４３年伦敦第２版第１９、２０页）

“因此，威尼斯〈设立一家银行〉的先例，很快就有人模仿；一切沿海的城

市，总之，一切因独立和商业而著名的城市，都设立了它们的最早的银行。这

些城市的船舶的往返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不可避免地产生给予贷款的

习惯。美洲的发现和随后同美洲进行的通商使这种习惯进一步发展了。〈这是

主要点。〉船舶运货，需要巨额贷款，在古代雅典和希腊已经是这样了。１３０８

年，汉萨城市布鲁治已经有一个保险公司。”（马·奥日埃《论公共信用》１８４２

年巴黎版第２０２、２０３页）

在十七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在现代信用制度发展以前，对地

主，一般说来，也就是对寻欢作乐的富人放债，甚至在英国也很

盛行。关于这一点，从达德利·诺思（他不仅是一个第一流的英

国商人，而且也是当时最著名的理论经济学家之一）的著作中也

可以看到：

“我国为生息而放的债款，其中甚至不到十分之一是借给商人营业用的，

绝大部分是被借去买奢侈品以及供那种人花费，这种人虽然是大地主，但他

们从地产所得到的还不够他们挥霍；他们不好意思把地产卖掉，所以宁可把

地产作为抵押。”（《贸易论》１６９１年伦敦版第６、７页）

十八世纪的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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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进行大量汇兑业务，但其主要基础和目的是该市银行家放高利贷。

这种银行家为了要弄到货币，使他们能以８％或８％以上的利息率借给大肆

挥霍的贵族，他们在外国寻找并且找到了一种空头汇票信用，也就是说，一种

不以任何商品交易为基础的信用。外国的受票人在这种空头汇票产生的汇款

还有希望到来时，只好承兑这种汇票。但是，由于达培尔和其他很有名望的华

沙银行家的破产，他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约·格·毕希《论商业的各种业

务的理论和实践》１８０８年汉堡第３版第２卷第２３２、２３３页）

教会由禁止利息得到的好处

“教会禁止收取利息；但不禁止在应付急需时出卖财产；也不禁止在一定

期间内，在借款归还以前，把财产押给贷款人，使贷款人在占有期间能够作为

贷款的补偿使用这种财产…… 教会本身或教会所属各团体和神会，由此得

到了很大的好处，特别是在十字军远征时代。这就使国民财富的很大一部分

由所谓‘死手’占有，这尤其是由于如下的原因：犹太人不能用这种方法放高

利贷，因为占有这样固定的抵押品是无法掩盖的…… 不禁止利息，教会和

修道院就不可能那么富裕。”（同上，第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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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篇

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

第三十七章

导   论

对土地所有权的各种历史形式的分析，不属于本书的范围。我

们只是在资本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归土地所有者所有的范

围内，研究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因此，我们假定，农业和工业完全一

样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也就是说，农业是由资本家经营；

这种资本家和其他资本家的区别，首先只在于他们的资本和这种

资本推动的雇佣劳动所投入的部门不同。对我们来说，租地农场主

生产小麦等等，和工厂主生产棉纱或机器是一样的。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已经支配农业这样一个假定，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已经统治生产的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部门，因此它的下

列条件，如资本的自由竞争、资本由一个生产部门转入另一个生产

部门的可能性、同等水平的平均利润等等，都已经十分成熟。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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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考察的土地所有权形式，是土地所有权的一个独特的历史形式，

是封建的土地所有权或小农维持生计的农业（在后一场合，土地的

占有是直接生产者的生产条件之一，而他对土地的所有权是他的

生产方式的最有利的条件，即他的生产方式得以繁荣的条件）受资

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而转化成的形式。如果说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是以工人的劳动条件被剥夺为前提，那末，在农业中，它

是以农业劳动者的土地被剥夺，以及农业劳动者从属于一个为利

润而经营农业的资本家为前提。因此，如果有人提醒我们说，曾经

有过，或者说，现在还有其他的土地所有权形式和农业形式，那末，

这对我们的阐述来说，只是一种完全开关的指责。只有对那些把农

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土地所有权形式不是看

作历史的范畴，而是看作永恒的范畴的经济学家来说，这种指责才

会有意义。

考察一下现代的土地所有权形式，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因为

这里的任务总的来说是考察资本投入农业而产生的一定的生产关

系和交换关系。不考察这一点，对资本的分析就是不完全的。因此，

我们的研究，仅限于真正的农业上的投资，即人们赖以生活的主要

植物性产品的生产上的投资。我们可以只说小麦，因为小麦是现代

资本主义发达的各国人民的主要食物（或者，不说农业，而说采矿

业，因为规律是一样的）。

亚·斯密的巨大功绩之一在于：他说明了，用于生产其他农产

品（例如亚麻、染料植物）和经营独立畜牧业等等的资本的地租，是

怎样由投在主要食物生产上的资本所提供的地租决定的１６２。在斯

密以后，这方面实际上并没有任何进步。如果我们能够想起某些限

制或补充，那也属于土地所有权的独立研究的范围，而不属于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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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因此，凡是和用来生产小麦的土地无关的土地所有权，我

们就不专门谈论，而只是为了举例子才有时涉及到。

为了全面起见，必须指出，在这里，只要水流等等有一个所有

者，是土地的附属物，我们也把它作为土地来理解。

土地所有权的前提是，一些人垄断一定量的土地，把它作为排

斥其他一切人的、只服从自己个人意志的领域。（２６）在这个前提下，

问题就在于说明这种垄断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的经济价值，即

这种垄断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的实现。用这些人利用或滥用一

（２６） 没有什么比黑格尔关于土地私有权的说法更可笑的了。他认为，人作为人

格，必须使自己的意志这个外在自然界的灵魂，具有现实性，因此，他必须把这个自然

界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来占有。如果这就是“人格”的规定，就是人作为人格的规定，那

末，由此可以说，每个人就都必须是土地所有者，以便作为人格而实现。土地的自由私

有权，——一种十分现代的产物，——据黑格尔说，不是一种确定的社会关系，而是人

作为人格对于“自然界”的关系，是“人对一切物的绝对占有权”（黑格尔《法哲学》１８４０

年柏林版第７９页）。首先，很明显，一个人格不能单凭自己的“意志”硬说自己是一块土

地的所有者，而不顾他人也要在这块土地上体现的意志。这里要的是和善良的意志完

全不同的东西。此外，“人格”在什么地方确立实现自己意志的界限，他的意志的存在是

在整个一个国家内实现，还是需要占有一大批国家，以便“表示我的意志对物的至高无

上”［第８０页］，这是绝对不能看出的。黑格尔在这里是完全碰壁了。“占有完全是零星

的；我不能占有比我的身体所接触到的更多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外界的东西比我

所能把握的更为广大。因此我占有某物时，总有他物与之相联系。我用手占有，但手的

范围可以扩大。”（第９０、９１页）但是，和这个他物相联系的，又有另一个他物。因此，我

的意志作为灵魂注入土地的界限，就消失了。“当我占有某物时，理智立即推想到，不仅

我直接占有的东西是我的，而且与此有联系的东西也是我的。实在法必须作出各种规

定，因为从概念中已不能进一步作出推断。”（第９１页）这是“概念”的异常天真的自白，

并且证明这个概念对土地所有权的实际性质“一窍不通”，因为这个概念从一开始就错

了，就把一个完全确定的、属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观念，看作绝

对的东西。同时其中还包含这样的自白：随着社会发展即经济发展的需要的变化，“实

在法”能够而且必须改变自己的各种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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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土地的法律权力来说明，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这种权

力的利用，完全取决于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条件。法律

观念本身只是说明，土地所有者可以象每个商品所有者处理自己

的商品一样去处理土地；并且，这种观念，这种关于土地自由私有

权的法律观念，在古代世界，只是在有机的社会秩序解体的时期才

出现；在现代世界，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才出现。在亚洲，

这种观念只是在某些地方由欧洲人输入的。在论述原始积累的那

一部分（第１卷第２４章），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生产方式的前提，一

方面是直接生产者从土地的单纯附属物（在依附农、农奴、奴隶等

形式上）的地位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是人民群众的土地被剥夺。在

这个意义上，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

并且始终是它的基础，正象这种垄断曾是所有以前的、建立在对群

众的某种剥削形式上的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和基础一样。不过，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时遇到的土地所有权形式，是同它不相适应

的。同它相适应的形式，是它自己使农业从属于资本之后才创造

出来的；因此，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克兰①的所有权，或马尔克公

社的小农所有权，不管它们的法律形式如何不同，都转化为同这种

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经济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结果之一

是，它一方面使农业由社会最不发达部分的单纯经验的和机械地

沿袭下来的经营方法，在私有制条件下一般能够做到的范围

内（２７），转化为农艺学的自觉的科学的应用；它一方面使土地所有

（２７） 非常保守的农业化学家，例如约翰斯顿承认，真正合理的农业到处都在私

有制上碰到不可克服的限制１６３。那些专门为土地私有权的垄断辩护的著作家，也承

认这一点。例如沙尔·孔德先生在他那两卷特意为私有制辩护的著作中就说过：“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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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从统治和从属的关系下完全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使作为劳动

条件的土地同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所有者完全分离，土地对土地所

有者来说只代表一定的货币税，这是他凭他的垄断权，从产业资本

家即租地农场主那里征收来的；［它］使这种联系遭到如此严重的

破坏，以致在苏格兰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土地所有者，可以在君士坦

丁堡度过他的一生。这样，土地所有权就取得了纯粹经济的形式，

因为它摆脱了它以前的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装饰物和混杂物，简

单地说，就是摆脱了一切传统的附属物，而这种附属物，象我们以

后将要看到的那样，在产业资本家自己及其理论代言人同土地所

有权进行激烈斗争时，曾被斥责为无用的和荒谬的赘瘤。一方面使

农业合理化，从而第一次使农业有可能按社会化的方式经营，另一

方面，把土地所有权弄成荒谬的东西，——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巨大功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进步，同它的所有其他历史

进步一样，首先也是以直接生产者的赤贫为代价而取得的。

在我们谈到本题以前，为了避免误解，还要作几点说明。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是：实际的耕作者是雇佣工人，他们

养活一国国民的土地的每一个部分，得不到最符合共同利益的应用，该国就不能达到

它本来可以达到的那种繁荣富强的程度。要使该国财富得到巨大的发展，就要有一个

唯一的和首先是开明的意志，尽可能去掌握该国领土每一块土地的支配权，使每一块

土地都有利于其他一切土地的繁荣。但是，这样一个意志的存在……和土地分为私人

地块……和使每个所有者几乎能够绝对任意支配自己的财产的保障，是不能相容

的。”１６４约翰斯顿、孔德等人，在说明私有制和合理的农业的矛盾时，只注意到把一国的

土地作为一个整体来耕种的必要性。但特种土地产品的种植对市场价格波动的依赖，

这种种植随着这种价格波动而发生的不断变化，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指望获得直接的眼

前的货币利益的全部精神，都和供应人类世世代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的农业有

矛盾。森林是说明这一点的最好例子。只有在森林不归私人所有，而归国家管理的情况

下，森林的经营才会有时在某种程度上适合于全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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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雇于一个只是把农业作为资本的特殊使用场所，作为在一个特

殊生产部门的投资来经营的资本家即租地农场主。这个作为租地

农场主的资本家，为了得到在这个特殊生产场所使用自己资本的

许可，要在一定期限内（例如每年）按契约规定支付给土地所有者

即他所使用土地的所有者一个货币额（和货币资本的借入者要支

付一定利息完全一样）。这个货币额，不管是为耕地、建筑地段、矿

山、渔场、森林等等支付，统称为地租。这个货币额，在土地所有者

按契约把土地租借给租地农场主的整个时期内，都要支付给土地

所有者。因此，在这里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借以实现即增殖

价值的形式。其次，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构成现代社会骨架的三个并

存的而又互相对立的阶级——雇佣工人、产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

资本能够固定在土地上，即投入土地，其中有的是比较短期

的，如化学性质的改良、施肥等等，有的是比较长期的，如修排

水渠、建设灌溉工程、平整土地、建造经营建筑物等等。我在别的地

方，曾把这样投入土地的资本，称为土地资本（２８）。它属于固定资本

的范畴。为投入土地的资本以及作为生产工具的土地由此得到的

改良而支付的利息，可能形成租地农场主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地

租的一部分（２９），但这种地租不构成真正的地租。真正的地租是为

了使用土地本身而支付的，不管这种土地是处于自然状态，还是已

被开垦。如果系统地论述土地所有权（这不在我们的计划以内），土

（２８） 《哲学的贫困》第１６５页１６５。我在那里曾把土地物质和土地资本区别开来。

“人们只要对已经变成生产资料的土地进行新的投资，也就是在不增加土地的物质即

土地面积的情况下增加土地资本…… 土地资本，也同其他任何资本一样不是永恒的

…… 土地资本是固定资本，但是固定资本同流动资本一样也有损耗。”

（２９） 我说“可能”，因为这种利息在一定条件下由地租的规律来调节，因而，例如

在自然肥力较高的新土地进行竞争时，这种利息就可能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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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有者收入的这个部分是应该详加说明的。在这里，稍微谈一谈

就够了。在农业的通常的生产过程中，比较暂时的投资，毫无例外

地由租地农场主来进行。这种投资，和一般单纯的耕作一样——

只要这种耕作在某种程度上合理地进行，也就是说，不象以前美国

奴隶主那样对土地进行野蛮的掠夺（不过为了防止这一点，土地所

有者先生们可以通过契约得到保证）——会改良土地（３０），增加土

地产量，并使土地由单纯的物质变为土地资本。一块已耕土地，和

一块具有同样自然性质的未耕土地相比，有较大的价值。投入土

地的经过较长时间才损耗尽的较长期的固定资本，也大部分是，而

在某些领域往往完全是由租地农场主投入的。但是，契约规定的租

期一满，在土地上实行的各种改良，就要作为和实体即土地不可分

离的偶性，变为土地所有者的财产。这就是为什么随着资本主义生

产的发展，土地所有者力图尽可能地缩短租期的原因之一。在签

订新租约时，土地所有者把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加到真正的地

租上，而不论他是把土地租给一个曾实行改良的租地农场主，还是

租给另一个租地农场主。因此，他的地租就要上涨；或者，如果他要

出卖土地，——我们马上会看到，土地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土

地的价值现在就要增加。他不单是出卖土地，而且是出卖经过改良

的土地，出卖不费他分文的、投入土地的资本。把真正地租的变动

完全撇开不说，这就是随着经济发展的进程，土地所有者日益富

裕，他们的地租不断上涨，他们土地的货币价值不断增大的秘密之

一。这样，他们就把不费他们一点气力的社会发展的成果，装进他

们的私人腰包——他们是为享受果实而生的１６７。但这同时是合理

（３０） 见詹姆斯·安德森和凯里的著作１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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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最大障碍之一，因为租地农场主避免进行一切不能期望在

自己的租期内完全收回的改良和支出。并且我们看到，上一世纪的

詹姆斯·安德森１６８（现代地租理论的真正创始人，同时又是实际的

租地农场主，当时的著名农学家），以及当代的英国现行土地制度

的反对者，都曾不断指责这个情况是合理农业的障碍。

关于这一点，阿·阿·华尔顿在《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土地占有

史》（１８６５年伦敦版第９６、９７页）中写道：

“只要耕作的改良，使地产的价值和土地所有者的租金增加的程度，远远

高于对租地农场主或农业工人状况的改善，我国为数众多的农业机构的一切

努力，就都不能在耕作改良的实际进展上，产生很重要的或真正显著的结果。

总的说来，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他的收租人或者甚至农业学会主席一

样，清楚地知道，排水良好，施肥充足，经营得当，加上更多地使用劳动来精细

地清理和耕种土地，将会在改良土壤和增加产量方面产生惊人的结果。但是，

这一切都需要有庞大的支出，而租地农场主也清楚地知道，不管他们怎样改

良土地或提高土地的价值，土地所有者通过增加地租和提高土地价值的办

法，久而久之总会占有由此得到的主要利益…… 他们十分敏锐地察觉到，

那些发言人〈在农业宴会上发言的土地所有者和他们的收租人〉令人奇怪地

总是忘记告诉他们，租地农场主进行的一切改良的绝大部分，最后总是要落

入土地所有者的腰包…… 不论原来的租地人怎样改良了租地，他的后继人总

是发现，土地所有者会根据以前的改良使土地价值增加的程度来提高租金。”

在真正的农业中，这个过程还不象在把土地作为建筑地段使

用时表现得那么明显。在英国，土地所有者把绝大部分用于建筑的

土地不是作为自由地出卖，而是按九十九年的期限出租，或者在可

能时，按较短的期限出租。这个期限一满，建筑物就随同土地本身

一起落入土地所有者手中。

“他们｛租地人｝在租约满期时，在付清了满期以前的苛刻的地租以后，有

义务把房屋在可以住人的良好情况下移交给大土地所有者。租约一满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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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有者的代理人或检查人就来查看你的房屋，让你把房屋收拾好，然后把

它占有，并入他主人的财产范围。事实是，如果让这种制度更长时间地充分发

挥作用，王国境内的全部房产，就会和农村地产一样，全部落入大地主的手

中。整个伦敦西头１６９，庙关
１７０
的北部和南部，几乎只属于大约六个大地主，按

异常高的地租出租，而在租约还没有完全满期的地方，也很快就要陆续满期

了。在王国的每个城市里，或多或少都是这样。然而，这种排他性和垄断性的

贪婪制度，甚至没有就此止步。我国沿海城市的船坞设备，几乎全都由于这样

的掠夺过程，而落入大土地鲸吞者１７１手中。”（同上，第９２、９３页）

在这种情形下，很明显，如果１８６１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

调查确定，总人口是２００６６２２４人，其中房产所有者是３６０３２人，那

末，把小房产所有者撇开，单算大房产所有者，房产所有者对房屋

数目和人口数目的比例，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

这个有关建筑物所有权的例子是重要的，１．因为这个例子清

楚地指出了真正的地租和投入土地的固定资本的利息（它可能构

成地租的追加部分）的区别。建筑物的利息，和农业上租地农场主

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一样，在租约有效期间，属于产业资本家即

建筑投机家或租地人，它本身和因利用土地而每年必须按一定期

限支付的地租无关。２．因为这个例子指出了，别人投入土地的资

本，最终怎样和土地一起落入土地所有者手中，并且这种资本的利

息最终也会使他的地租上涨。

有些著作家，例如凯里，一方面作为土地所有权的代言人，反

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攻击，一方面又竭力把包含各种对立的资

本主义生产制度说成一种“协调”的制度，他们企图把地租这种土

地所有权的特有经济表现，说成和利息一样的东西。好象这样一

来，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之间的对立就消失了。在资本主义生产的

初期曾采用过相反的方法。那时，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土地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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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被看作私有财产的原始的和受人尊重的形式，而资本的利息则

被看作高利贷而受人指责。因此，达德利·诺思、洛克等人把资本

利息说成一种类似地租的形式，这和杜尔哥由地租的存在推论出

利息的正当性完全一样。——这些较近代的著作家忘记了（在这

里把以下的事实完全撇开不说：在纯粹的状态下，即没有加进投入

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地租还是可以存在，而且存在着），土地所有者

用这个方法，不仅从不费他们分文的别人的资本获得利息，而且还

无偿地得到别人的资本。土地所有权的正当性，和一定生产方式下

的一切其他所有权形式的正当性一样，要由生产方式本身具有的

历史的暂时的必然性来说明，因而也要由那些由此产生的生产关

系和交换关系具有的历史的暂时的必然性来说明。当然，象我们以

后会看到的那样，土地所有权同其他各种所有权的区别在于：在一

定的发展阶段，甚至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来看，土地所有权

也是多余而且有害的。

地租还可能在另一种形式上和利息相混同，以致它的独特性

质为人误解。地租表现为土地所有者出租一块土地而每年得到的

一定的货币额。我们已经知道，任何一定的货币收入都可以资本

化，也就是说，都可以看作一个想象资本的利息。例如，假定平均利

息率是５％，那末一个每年２００镑的地租就可以看作一个４０００镑

的资本的利息。这样资本化的地租形成土地的购买价格或价值，一

看就知道，它和劳动的价格完全一样，是一个不合理的范畴，因为

土地不是劳动的产品，从而没有任何价值。可是，另一方面，在这个

不合理的形式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种现实的生产关系。如果一个资

本家用４０００镑购买的土地每年提供２００镑地租，那末，他从这

４０００镑得到５％的平均年利息，这和他把这个资本投在有息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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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或按５％的利息直接借出去完全一样。这就是一个４０００镑的

资本按％增殖。在这个假定下，他就会在二十年内用他的地产的收

入，重新补偿这一地产的购买价格。因此，在英国，土地的购买价

格，是按年收益若干倍来计算的，这不过是地租资本化的另一种表

现。实际上，这个购买价格不是土地的购买价格，而是土地所提供

的地租的购买价格，它是按普通利息率计算的。但是，地租的这种

资本化是以地租为前提，地租却不能反过来由它本身的资本化而

产生并得到说明。在这里，不如说，和出售无关的地租的存在，是出

发的前提。

由此可见，假定地租是一个不变量，土地价格的涨落就同利息

率的涨落成反比。如果普通利息率由５％下降到４％，那末一个

２００镑的年地租就不是代表一个４０００镑的资本的年增殖额，而是

代表一个５０００镑的资本的年增殖额，并且同一块土地的价格因此

也由４０００镑上涨到５０００镑，或由年收益的２０倍上涨到年收益的

２５倍。在相反的情况下，结果也就相反。这是和地租本身变动无关

而只由利息率决定的土地价格的变动。但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利润率有下降的趋势，从利息率由利润率决

定来说，利息率也有下降的趋势；此外，把利润率撇开不说，由于借

贷货币资本的增大，利息率也有下降的趋势，所以可以得出结论，

土地价格，即使和地租的变动以及土地产品价格（地租构成它的一

个部分）的变动无关，也有上涨的趋势。

把地租本身和地租在土地购买者面前采取的利息形式混同起

来，——这种混同是建立在对地租性质完全不理解的基础上，——

必然会得出非常奇怪的错误结论。因为一切古老国家都把土地所

有权看作所有权的特别高尚的形式，并且把购买土地看作特别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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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的投资，所以，购买地租所根据的利息率，多半低于其他较长

期投资的利息率，例如，土地购买者只得到购买价格的４％，而他

用同一资本投在其他方面却能得到５％；这也就是说，他为地租付

出的资本，多于他在其他投资上为等量年货币收入所付出的资本。

根据这一点，梯也尔先生在他的整个说来非常拙劣的论述财产的

著作（１８４８年他在法国国民议会上反对蒲鲁东的演说的单行

本）１７２中得出结论说，地租是低微的。其实这不过证明，地租的购

买价格是高的。

资本化的地租表现为土地价格或土地价值，以及土地因此和

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可进行买卖这一事实，成了某些辩护士替土地

所有权辩护的理由，因为购买者为土地所有权，象为任何其他商品

一样，支付了一个等价物，并且大部分土地所有权，是按这个方式

转手的。但这样一来，这个理由也可以用来为奴隶制辩护了，因为

对于用现金购买奴隶的奴隶主来说，奴隶劳动的收益，只是代表用

来购买奴隶的资本的利息。由地租的买卖引出地租存在的理由，也

就是用地租的存在来替地租的存在辩护。

为了科学地分析地租，即土地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

础上的独立的特有的经济形式，摆脱一切使地租歪曲和混杂的附

属物，纯粹地考察地租，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为了理解土地所有

权的实际影响，甚至为了从理论上了解同地租概念和性质相矛盾

但仍然表现为地租的存在方式的大量事实，认识造成这种理论混

乱的因素，也是同样重要的。

当然，租地农场主为了获得经营土地的许可而以租金形式支

付给土地所有者的一切，实际上都表现为地租。这种贡赋不论是由

什么组成部分构成，不论是由什么来源产生，都和真正的地租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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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共同点：对一块土地的垄断权，使所谓土地所有者能够去征收贡

赋，课取租税。这种贡赋和真正的地租有一个共同点：它决定土地

价格，如上所述，土地价格无非是出租土地的资本化的收入。

我们已经知道，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可能形成地租的这样

一个外来的组成部分，这个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发展的进程，必然

会在一个国家的地租总额中形成一个不断增大的追加部分。但是，

把这种利息撇开不说，在租金里面，还可能有一部分，在一定场合，

可能全部（也就是在完全没有真正地租的时候，因而在土地实际没

有价值的时候）是平均利润的扣除，或正常工资的扣除，或同时是

这二者的扣除。利润或工资的这个部分在这里以地租形式出现，因

为它不象平常那样归产业资本家或雇佣工人所有，而是以租金形

式付给土地所有者。从经济学上来说，无论这个部分或那个部分都

不形成地租；但实际上它们都形成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是他的垄断

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和真正的地租完全一样。并且，和真正的地租

一样，对于土地的价格，也有决定的作用。

我们在这里不谈这样一些情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还不

存在，租地农民自己还不是产业资本家，或者他的经营方式还不是

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但地租这个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

土地所有权的方式，在形式上已经存在。例如，爱尔兰的情况就是

这样。那里的租地农民一般都是小农。他作为租金支付给土地所

有者的东西，往往不仅占去他的利润——即他自己的剩余劳动，他

作为自己劳动工具的所有者对这种劳动享有权利——的一部分，

而且还占去他在其他情况下以同量劳动得到的正常工资的一部

分。此外，对土地改良根本没有做一点事情的土地所有者，还把租

地农民大部分通过自己的劳动投入土地的小额资本剥夺去，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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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利贷者在类似情况下的做法完全一样。不过，高利贷者在这样做

的时候，至少要用他自己的资本来冒一点风险。这种不断的掠夺，

成了爱尔兰土地立法上争论的对象，这种立法主要是要强迫土地

所有者在对租佃者解除租约的时候，补偿租佃者在土地上进行的

改良或投入土地的资本１７３。对于这个问题，帕麦斯顿通常总是恬不

知耻地回答说：

“下院就是土地所有者的议院。”

我们也不谈以下的例外情况：甚至在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

家，土地所有者也能榨取高额的、与土地产量毫无联系的租金，例

如，在英国工业地区，把小块土地租给工厂工人用作小菜园，或用

于闲暇时的业余耕种。（《工厂视察员报告》）

我们要谈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的农业地租。例如，在

英国的租地农民中，有一定数量的小资本家，他们由教育、教养、传

统、竞争以及其他条件所决定，不得不作为租地农民把自己的资本

投到农业上。他们被迫满足于平均利润以下的利润，并把其中一部

分以地租形式交给土地所有者。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允许他们把

资本投入土地，投到农业上。因为土地所有者到处都对立法有显著

的影响，在英国甚至有压倒一切的影响，所以这种影响就会被利用

来欺诈整个租地农民阶级。例如，１８１５年的谷物法４６，——这种加

在国内居民身上的面包税，显然是为了保证有闲的土地所有者继

续得到在反雅各宾战争１７４期间异常增大的地租收入，——除了个

别例外的丰收年，确实起过这样的作用，就是把农产品的价格维持

在谷物自由进口时会下降到的水平以上。但是，它没有能够把价格

保持在主持立法的土地所有者作为外国谷物进口的法律界限而规

定的标准价格的水平上。可是，租约是在这种标准价格的影响下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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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的。一旦错觉破灭，就会制定新的法律，规定新的标准价格，这种

新的标准价格和旧的一样，不过是贪得无厌的土地所有者的幻想

的无力表现。从１８１５年到三十年代，租地农民一直就是这样受着

欺诈。因此，在这整个时期，农业凋敝成为经常的话题。因此，在这

个时期，整整一代租地农民遭到剥夺，归于灭亡，并被一个新的资

本家阶级所代替（３１）。

但是，一个更普遍得多更重要得多的事实是，真正农业工人的

工资被压低到它的正常平均水平以下，以致工资的一部分由工人

手中扣除下来，变为租金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在地租的伪装下流

到土地所有者而不是工人的手中。例如，在英格兰和苏格兰，除了

几个位置有利的郡以外，情况一般就是这样。在英国实行谷物法

以前成立的议会工资水平调查委员会的报告１７６，直到今天，还是关

于十九世纪工资史的最有价值的、但几乎完全未被利用的文献，同

时也是英国贵族和资产阶级为他们自己树立的耻辱柱；这些报告

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在反雅各宾战争中，地租率高以及与此相适应

的土地价格的上涨，部分地只是由于工资的扣除，以及工资甚至被

压低到身体需要的最低限度以下，也就是说，由于正常工资的一部

分交给了土地所有者。在租地农场主收入异常增加，土地所有者

大发横财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情况，如货币贬值，农业地区济贫法

的实施１７７等等，使这种做法成为可能。然而，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

有者主张实行谷物关税的主要论据之一都是，从身体需要方面来

说，已经不可能把农业短工的工资再降低了。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发

（３１） 见几篇反谷物法的得奖论文１７５。可是，谷物法总是把价格维持在人为的高

水平上。这对上层租地农民是有利的。他们从大多数租地农民（不管有没有理由，他们

总量指望例外的平均价格）因保护关税而处于的停滞状态中得到了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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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重大的变化，并且在英国和在欧洲各国一样，正常工资的一部分

仍然是地租的组成部分。舍夫茨别利伯爵，当时又叫艾释黎勋爵，

贵族慈善家之一，对于英国工厂工人的状况大为激动，于是在争取

十小时工作日运动中，充当他们在议会的代言人，这时，工业家的

代言人为了报复，公布了一份属于该伯爵所有的几个村庄农业短

工的工资统计材料（见第１卷第２３章第５节ｅ：《不列颠的农业无

产阶级》）１７８。这份统计材料清楚地指出了，这位慈善家的地租的一

部分，不过是他的租地人替他从农业工人的工资中掠夺而来的。这

个统计材料的公布之所以有意思，还因为其中包含的事实，可以大

胆地和１８１４年、１８１５年调查委员会１７９所揭露的最坏的事实相媲

美。当情况迫使农业短工的工资暂时提高时，租地农场主就立即叫

嚷说，要把工资提高到其他产业部门所通行的正常水平，而不同时

降低地租，是不可能的，并且必然会使他们破产。因此，这里面包含

着这样的自供：租地农场主以地租的名义，克扣一部分工资交给

土地所有者。例如，１８４９—１８５９年，英格兰农业工人的工资由于

下面的一系列有决定意义的情况而提高了：爱尔兰的人口外流断

绝了从该地来的农业工人的供给；工厂工业异常大量地吸收农业

人口；战争需要兵员；异常大量的人口移居澳洲和美国（加利福

尼亚），以及其他一些不必在这里详细论述的原因。同时，除了

１８５４—１８５６年歉收以外，这个期间的谷物平均价格下降了１６％以

上。租地农场主叫嚷要求降低地租。在个别情况下，他们达到了

目的。但是总的说来，他们的这个要求并没有成功。他们只好设

法降低生产费用，如大量采用蒸汽发动机和新机器，这些机器，一

方面代替了马，把马从经营上排挤出去，另一方面也把农业短工

游离出来，造成了一个人为的过剩人口，并由此引起工资的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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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这十年来，尽管和总人口的增长相比，农业人口普遍地相

对减少了，尽管某些纯农业区的农业人口绝对减少了，但上述情

况还是发生了。（３２）１８６５年１０月１２日，当时剑桥大学的政治经济

学教授福塞特（１８８４年在邮政总长的任内去世），在社会科学会

议１８１上也说过：

“农业短工开始向国外迁移，租地农场主开始抱怨说他们将无力象往常

那样支付如此高的地租，因为向国外移民使劳动变得更贵了。”

因此，在这里，高地租和低工资完全是一回事。只要土地价格

的水平取决于这个使地租增加的情况，土地价值的提高和劳动的

贬值就是一回事，土地价格的昂贵和劳动价格的低廉就是一回事。

法国的情况也是这样。

“租价上涨了，因为面包、葡萄酒、肉类、蔬菜和水果的价格上涨了，而劳

动的价格却保持不变。如果老人们查看一下他们父辈的账目，——这将把我

们带回到大约一百年以前，——他们就会发现，当时法国农业地区一个工作

日的价格，正好和现在一样。肉类价格从那时起却上涨了两倍…… 谁是这

种变化的牺牲者呢？是租地的所有者富人，还是耕种租地的穷人？…… 租价

上涨，是公众不幸的证明。”（莫·律比匈《法国的和英国的社会结构》１８３７年

巴黎第２版第１０１页）

以下几个例子，可以说明地租一方面是平均利润扣除的结果，

另一方面是平均工资扣除的结果：

前面引述的地产经理人和农业技师摩尔顿１８２说：人们在许

多地方已经注意到，大租地农场的租金，比小租地农场的租金低，

因为

（３２） 约翰·查·摩尔顿《论农业中使用的动力》１８５９年在伦敦艺术协会１８０的报

告。该报告所依据的是从苏格兰十二个郡和英格兰三十五个郡近百个租地农场主那里

搜集来的真实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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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后者的竞争，通常比同前者的竞争更激烈；并且因为小租地农民除了农业

外，不大可能从事别的工作。他们由于必须找到合适的工作，而往往被迫同

意支付他们明知过高的租金”。（约翰·洛·摩尔顿《地产的资源》１８５８年伦

敦版第１１６页）

但是，在他看来这种差别在英国正逐渐消失，他认为，正是

小租地农民阶级的向国外迁移，大大促进了这一点。同一个摩尔

顿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明租地农民自己的工资，显然有一个扣除

部分加入了地租，他所雇用的人的工资更是如此了。在那些不能

使用双马犁的不到７０至８０英亩（３０至３４公顷）的租地农场，情

况就是这样。

“如果租地农民不象别的劳动者那样依靠自己的双手勤勉地劳动，他就

不能靠他的租地农场生活。如果他把工作交给他雇的人去做，而自己只从旁

监督，那末，他很可能马上就会发现，他将无力支付自己的地租。”（同上，第

１１８页）

摩尔顿由此得出结论说：如果一个地方的租地农民不是很贫

穷，租地农场就不应少于７０英亩，这样，租地农民才养得起两匹

到三匹马。

莱昂斯·德·拉维涅先生（研究院１８３院士和中央农业协会

的会员）表现了非凡的才智。他在其《英格兰的农村经济》（根据

１８５５年伦敦版英译本引用）一书中，就牛（牛在法国干活，在英国

不干活，因为已被马取代）的年收益，作了如下的比较（第４２页）：

法国 英国

牛奶……４００万镑 牛奶……１６００万镑

牛肉……１６００万镑 牛肉……２０００万镑

劳动……８００万镑 劳动…… — 
        
    ２８００万镑     ３６００万镑

０１７ 第六篇 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



  但是，根据他自己的材料，英国所以有较高的产值，是因为

英国的牛奶价格比法国贵一倍，而他假定两国的牛肉价格是相等

的（第３５页）；因此，如果英国的牛奶产值缩减到８００万镑，那

末，总产值也要缩减到２８００万镑，和法国一样。拉维涅先生竟把

不同的产量和价格差额同时列入他的计算，这确实是有点过分，因

此，当英国某些物品的生产比法国更昂贵（这充其量表示租地农

场主和土地所有者得到更大的利润）时，这竟被看作英国农业的

一个优点。

拉维涅先生不仅熟悉英国农业的经济成果，而且也相信英国

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的偏见。他在第４８页中证明了这一点：

“种植谷物通常有一个很大的害处……它会使种植谷物的土地枯竭。”

拉维涅先生不仅认为其他植物不会造成这种后果，而且他还

认为饲料植物和块根植物会使土地肥沃。

“饲料植物会从大气中摄取它生长所需的各种主要养分，而它还给土地

的，多于它从土地摄取的。因此，它从两方面，即直接地和通过它转化为厩

肥，来补偿谷物及其他使土地枯竭的作物所造成的损失。因此，有一个原则：

它至少应当和这些作物轮种。诺福克的轮作制就是这样形成的。”（第５０、５１

页）

相信英国这种农村童话的拉维涅先生，也相信自从废除谷物

关税以来，英国农业短工的工资已经失去以前的反常现象，这是

并不奇怪的。（见我们以前在第１卷第２３章第５节第７０１—７２９页

１８４关于这一点的论述）我们不妨再听听约翰·布莱特先生１８６５

年１２月１３日在北明翰的演说。他在谈到５００万户家庭在议会中

完全没有代表以后，接着说：

“其中列入需要救济的贫民的不幸名册的家庭，在联合王国有１００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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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确切地说，有１００万户以上。另外有１００万户家庭的处境比需要救济的贫

民稍好些，但也随时有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的危险。他们的现状和前途并不

好一些。现在，请看一看社会的这个部分的无知的下层。请看一看他们受排

斥的境遇，他们的贫困，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完全绝望的处境。甚至在美国，

甚至在奴隶制度占统治时期的南部各州，每个黑人也还相信欢乐的日子终有

一天会来临。但是，我在这里必须坦率地说，对这些人来说，对我国最下层

的这些群众来说，情况会得到某些好转的信心是不存在的，甚至这样的向往

也是不存在的。诸位最近在报纸上是否读到过一篇关于多尔塞特郡一个农业

短工约翰·克罗斯的报道？他每周劳动６天，深受他的雇主的好评，他按每

周８先令的工资，替他的雇主干了２４年活。约翰·克罗斯要靠这点工资在他

的小屋养活一个有７个孩子的家庭。他为了给他生病的妻子和婴儿取暖，而

拿走了——在法律上说，我认为，就是偷窃了——一个价值６便士的木栅栏。

为了这个过失，他被治安法官判处１４或２０天的监禁。我可以告诉诸位，在

全国，特别是在南部，可以找到好几千起和约翰·克罗斯情况类似的事件。他

们处在这样的状况中，以致最正直的研究家都一直无法揭开他们如何勉强维

持生命的秘密。诸位请看一看全国，看一看这５００万户家庭和这个阶层所处

的绝望状态吧。难道不能如实地说，这些被剥夺选举权的居民大众从事苦役，

不断从事苦役，几乎没有休息吗？请把他们和统治阶级对比一下，——但如

果我这样做，人们就会给我加上共产主义的罪名……但是请把这些劳累不

堪，没有选举权的居民大众，和可以看作统治阶级的那部分人对比一下。请

看看他们的财富，他们的豪华，他们的奢侈。请看看他们的疲倦，——因为

他们也有疲倦的时候，但这是享乐过度后的疲倦，——请看看他们如何到处

游荡，似乎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寻求新的欢乐。”（１８６５年１２月１４日《晨

星报》１８５）

下面还要指出，剩余劳动，总的来说也就是剩余产品，怎样和

地租，即剩余产品的这个至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在量和

质的方面已经特别规定的部分相混同。一般剩余劳动的自然基础，

即剩余劳动必不可少的自然条件是：只要花费整个工作日的一部

分劳动时间，自然就以土地的植物性产品或动物性产品的形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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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渔业等产品的形式，提供出必要的生活资料。农业劳动（这里包

括单纯采集、狩猎、捕鱼、畜牧等劳动）的这种自然生产率，是一切

剩余劳动的基础，因为一切劳动首先而且最初是以占有和生产食

物为目的的。（动物同时还提供兽皮，供人在冷天保暖；此外，还有

供人居住的洞穴等等。）

剩余产品和地租的这种混同，在达夫先生那里１８６，有不同的表

现。最初，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不是分开的；后者包含在前者中。农

业氏族、家庭公社或家庭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既包含农业劳

动，也包含工业劳动。二者是同时并行的。狩猎、捕鱼、耕种，没有

相应的工具是不行的。织和纺等等当初是农业中的副业。

我们在前面曾指出，和一个工人的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

劳动一样，工人阶级的全部劳动也可以这样划分：为工人阶级生产

全部生活资料（包括为此所需的生产资料）的那部分，完成整个社

会的必要劳动；工人阶级所有其余部分所完成的劳动，可以看作剩

余劳动。但是，必要劳动决不是只包括农业劳动，而且也包括生产

其他一切必然进入工人平均消费的产品的劳动。并且，从社会的观

点来看，一些人只从事必要劳动，因为其他的人只从事剩余劳动，

反之亦然。这只是他们之间的分工。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之间的

分工一般来说也是这样。和一方面劳动的纯工业性质相适应的，是

另一方面劳动的纯农业性质。这种纯农业劳动，决不是自然发生

的，相反，它本身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并且是很现代的、决不是到处

都已达到的产物，它是和一个完全特定的生产阶段相适应的。正象

一部分农业劳动会物化在只用作奢侈品，或只形成工业原料，但决

不会用作食物，更不会用作大众的食物的产品中一样，另一方面，

一部分工业劳动也会物化在用作农业工人和非农业工人的必要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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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资料的产品中。从社会的观点来看，把这种工业劳动看作剩余劳

动，是错误的。工业劳动的一部分和农业劳动的必要部分一样也是

必要劳动。它只是以前和农业劳动自然结合在一起的一部分工业

劳动的独立形式，是现在已经和它分离的纯农业劳动的必要的相

互补充。（从纯粹物质方面看，例如，５００个机器织布工人以高得

多的程度生产剩余布匹，也就是说，生产比他们自己衣着所需的

多得多的布匹。）

最后，在考察地租的表现形式，即为取得土地的使用权（无论

是为生产的目的还是为消费的目的）而以地租名义支付给土地所

有者的租金时，必须牢牢记住，那些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即不是劳

动产品的东西（如土地），或者至少不能由劳动再生产的东西（如古

董，某些名家的艺术品等等）的价格，可以由一系列非常偶然的情

况来决定。要出售一件东西，唯一需要的是，它可以被独占，并且可

以让渡。

在研究地租时，有三个妨碍我们进行分析的主要错误应当避

免。

１．把适应于社会生产过程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地租形式混同

起来。

不论地租有什么独特的形式，它的一切类型有一个共同点：地

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而地租又是以土地

所有权，以某些个人对某些地块的所有权为前提。土地所有者可以

是代表公社的个人，如在亚洲、埃及等地那样；这种土地所有权也

可以只是某些人对直接生产者人格的所有权的附属品，如在奴隶

制度或农奴制度下那样；它又可以是非生产者对自然的单纯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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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是单纯的土地所有权；最后，它还可以是这样一种对土地的关

系，这种关系，就象在殖民地移民和小农土地所有者的场合那样，

在劳动孤立进行和劳动的社会性不发展的情况下，直接表现为直

接生产者对一定土地的产品的占有和生产。

不同地租形式的这种共同性——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

的实现，即不同的人借以独占一定部分土地的法律虚构在经济上

的实现，——使人们忽略了其中的区别。

２．一切地租都是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的产物。地租在它的不

发达的形式即实物地租的形式上，还直接是剩余产品。由此产生了

一种错误看法，认为只要把一般剩余价值和利润的一般存在条件

解释清楚，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地租，——它总是超过利

润的余额，即超过商品价值中本身也由剩余价值（剩余劳动）构成

的部分的余额，——剩余价值的这个特殊的独特的组成部分也就

解释清楚了。这些条件是：直接生产者的劳动时间，必须超过再生

产他们自己的劳动力即再生产他们本身所必需的时间。他们一般

必须完成剩余劳动。这是主观的条件。而客观的条件是：他们也能

够完成剩余劳动；自然条件是，他们的可供支配的劳动时间的一部

分，足以把他们自己作为生产者再生产出来和维持下去，他们的必

要生活资料的生产，不会耗费他们的全部劳动力。在这里自然的肥

力是一个界限，一个出发点，一个基础。另一方面，他们劳动的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则是另一个界限，出发点，基础。更进一步考察就

是，因为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的条

件，所以在这种生产中使用的劳动，即经济学上最广义的农业劳

动，必须有足够的生产率，使可供支配的劳动时间，不致全被直接

生产者的食物生产占去；也就是使农业剩余劳动，从而农业剩余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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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成为可能。进一步说，社会上的一部分人用在农业上的全部劳

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须足以为整个社会，从而也为

非农业工人生产必要的食物；也就是使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工业

的人有实行这种巨大分工的可能；并且也使生产食物的农民和生

产原料的农民有实行分工的可能。虽然食物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对

他们自己来说也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但对社会来说，它所

代表的，只是生产食物所需的必要劳动。并且，不同于一个工场

内部分工的整个社会内部的一切分工也是如此。这是生产特殊物

品，满足社会对特殊物品的一种特殊需要所必要的劳动。如果这

种分工是按比例进行的，那末，不同类产品就按照它们的价值

（后来发展为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出售，或按照这样一种价格出

售，这种价格是由一般规律决定的这些价值或生产价格的变形。事

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

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

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

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这是因为条件仍然是使

用价值。但是，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

足一种需要，那末，社会产品总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总量

是否适合于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特定数量的需要，从而劳动是

否根据这种特定数量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

域。（我们在论述资本在不同的生产领域的分配时，必须考虑到这

一点。）在这里，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

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

但这不过是已经在单个商品上表现出来的同一规律，也就是：商品

的使用价值，是它的交换价值的前提，从而也是它的价值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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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只有在这种比例的破坏使商品的价值，从而使其中包含的

剩余价值不能实现的时候，才会影响到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比。

例如，棉织品按比例来说生产过多了，虽然在这个棉织品总产品中

只体现了一定条件下为生产这个总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但是，

总的来说，这个特殊部门消耗的社会劳动已经过多；就是说，产品

的一部分已经没有用处。因此，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进

行生产时，它们才能卖出去。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

产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界限，不过是整个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

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为了满足社

会需要，只有这样多的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在这里界限是通过使

用价值表现出来的。社会在一定生产条件下，只能把它的总劳动

时间中这样多的劳动时间用在这样一种产品上。但是，剩余劳动

和剩余价值本身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和一定的形式（利润形

式或地租形式）无关。这些条件适用于剩余价值本身，而不管它

采取什么特殊的形式。因此它们不能说明地租。

３．正是在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中，在地租的发展中，

有一点表现得特别突出，这就是：地租的量完全不是由地租的获

得者决定的，而是由他没有参与、和他无关的社会劳动的发展决

定的。因此，很容易把一切生产部门及其一切产品在商品生产基

础上，确切地说，在资本主义生产（这种生产在它的整个范围内

都是商品生产）基础上共有的现象，当作地租的（和一般农产品

的）特征来理解。

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地租的量（从而土地的价值）作为社会

总劳动的结果而发展起来。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土地产品的

市场和需求会增大；另一方面，对土地本身的直接需求也会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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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土地本身对一切可能的甚至非农业的生产部门来说，都是生

产竞争的条件。确切地说，只是就真正的农业地租来说，地租以及

土地价值会随着土地产品市场的扩大，也就是随着非农业人口的

增加，随着他们对食物和原料的需要和需求的增加而发展起来。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它的本性，使农业人口同非农业人口比起来

不断减少，因为在工业（狭义的工业）中，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的相

对增加，是同可变资本的绝对增加结合在一起的，虽然可变资本相

对减少了；而在农业中，经营一定土地所需的可变资本则绝对减

少；因此，只有在耕种新的土地时，可变资本才会增加，但这又以非

农业人口的更大增加为前提。

其实，这并不是农业及其产品所特有的现象。不如说，在商品

生产及其绝对形态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这对其他一切生产

部门和产品来说都是适用的。

这些产品之所以成为商品，即成为具有交换价值，具有可以实

现的、可以转化为货币的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仅仅因为有其他商

品成为它们的等价物，仅仅因为有作为商品和作为价值的其他产

品同它们相对立；换句话说，仅仅因为这些产品并不是作为生产者

本人的直接生活资料，而是作为商品，即作为只有通过变为交换价

值（货币），通过转让才变成使用价值的产品来生产的。由于社会分

工，这些商品的市场日益扩大；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各自的产

品互相变成商品，互相成为等价物，使它们互相成为市场。这决不

是农产品的特征。

只有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确切地说，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

基础上，地租才能作为货币地租发展起来，并且按照农业生产变为

商品生产的程度来发展；也就是，按照和农业生产相独立的非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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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发展程度来发展；因为农产品就是按照这个程度变成商品，

变成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当商品生产，从而价值生产随着资本主义

生产发展时，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生产也相应地发展。但随着后

者的发展，土地所有权依靠它对土地的垄断权，也相应地越来越能

攫取这个剩余价值中一个不断增大的部分，从而提高自己地租的

价值和土地本身的价格。资本家在这个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发

展上还是一个能动的当事人。土地所有者只是坐享剩余产品和剩

余价值中一个不断增大的份额。这就是他所处地位的特征；至于土

地产品的价值，从而土地的价值，总是在它们的市场扩大的时候，

在需求增加的时候，在和土地产品相对立的商品世界扩大的时候，

换句话说，也就是在非农业的商品生产者人数和非农业的商品生

产量扩大的时候，按相同的程度增加，这并不是他所处地位的特

征。但是，因为这个结果是没有土地所有者的参与就发生的，所

以在他那里显得特别的是：价值量，剩余价值量以及这个剩余价

值的一部分向地租的转化，竟然取决于社会生产过程，取决于一

般商品生产的发展。因此，例如达夫这样的人，就想根据这一点

来说明地租。他说，地租不取决于农产品的量，而取决于它的价

值１８７；但这个价值，又取决于非农业人口的总数和生产率。其实，

这种说法也适用于任何其他产品，因为产品只有随着构成它的等

价物的其他商品系列的数量和种类的增加，才作为商品发展起来。

这一点在价值的一般论述中，已经指出了１８８。一方面，一个产品的

交换能力，一般说来，取决于在它之外存在的商品的多样性。另

一方面，这个产品本身能够作为商品来生产的数量，尤其取决于

这一点。

任何生产者，不管是从事工业，还是从事农业，孤立地看，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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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价值或商品。他的产品只有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才成为价值

和商品。第一，这个产品是社会劳动的表现，从而，他自己的劳动时

间也是整个社会劳动时间的一部分；第二，他的劳动的这种社会性

质，通过他的产品的货币性质，通过他的产品的由价格决定的普遍

的可交换性，表现为他的产品所固有的社会性质。

因此，如果一方面，不去说明地租，而说明剩余价值，或者更狭

隘地说明一般剩余产品，那末，另一方面，在这里就犯了一个错误，

把作为商品和价值的一切产品固有的性质，说成是农产品特有的

性质。这种说明，在从价值的一般规定，转到一定的商品价值的实

现时，变得更加肤浅。每一种商品都只能在流通过程中实现它的价

值；它是否实现它的价值，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它的价值，这取决于

当时市场的状况。

因此，农产品发展成为价值，并且作为价值来发展的现象，也

就是，它们作为商品和其他商品相对立，而非农产品作为商品和它

们相对立的现象，或者说，它们作为社会劳动的特殊表现来发展的

现象，并不是地租的特征。地租的特征是：随着农产品发展为价值

（商品）的条件和它们的价值借以实现的条件的发展，土地所有权

的权力也就发展起来，使它可以从这个不费它一点气力就创造出

来的价值中占有一个日益增大的部分，剩余价值中一个日益增大

的部分也就转化为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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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

级差地租：概论

  在分析地租时，我们首先要从下面这个前提出发：支付这种地

租的产品，也就是有一部分剩余价值、因而有一部分总价格转化为

地租的产品，——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提到农产品或者还提到矿

产品也就够了，——也就是，土地和矿山的产品，象一切其他商品

一样，是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出售的。就是说，它们的出售价格，等

于它们的成本要素（已耗费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一

个由一般利润率决定，并按全部预付资本（包括已经消耗的和没有

消耗的）计算的利润。因此，我们假定，这些产品的平均出售价格，

等于它们的生产价格。现在要问，在这个前提下，地租怎么能够发

展起来，就是说，利润的一部分怎么能够转化为地租，因而商品价

格的一部分怎么能够落到土地所有者手中。

为了表明地租这个形式的一般性质，我们假定，一个国家的工

厂绝大多数是用蒸汽机推动的，少数是用自然瀑布推动的。我们假

定，在这些工业部门，一个耗费资本１００的商品量的生产价格是

１１５。１５％的利润，不是仅仅按已经耗费的资本１００计算的，而是按

这个商品价值生产上曾经使用的总资本计算的。前面已经指出①，

这个生产价格不是由每个从事生产的工业家的个别成本价格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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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是由整个生产部门在资本平均条件下生产这种商品平均耗

费的成本价格决定的。这实际上是市场生产价格，是那种和它的各

种变动相区别的平均市场价格。商品价值的性质，——即价值不是

由某个生产者个人生产一定量商品或某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

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

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

一般说来是在市场价格的形式上，进一步说，就是在起调节作用的

市场价格或市场生产价格的形式上表现出来的。

因为一定的数字比例在这里完全没有关系，所以我们要再假

定，用水力推动的工厂的成本价格只是９０，而不是１００。因为这个

商品量的调节市场的生产价格＝１１５，其中有利润１５％，所以靠水

力来推动机器的工厂主，同样会按１１５，也就是按调节市场价格的

平均价格出售。因此，他们的利润是２５，而不是１５；起调节作用的

生产价格所以会允许他们赚到１０％的超额利润，并不是因为他们

高于生产价格出售他们的商品，而是因为他们按照生产价格出售

他们的商品，因为他们的商品是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下，即在高于这

个部门占统治地位的平均水平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或者说，因为

他们的资本是在这种特别有利的条件下执行职能的。

这里立即表明两点：

第一：用自然瀑布作为动力的生产者的超额利润，和一切不是

由流通过程中的交易偶然引起，也不是由市场价格的偶然变动引

起的超额利润（我们在谈到生产价格时①，已经对这个范畴作了说

明）首先具有相同的性质。因此，这种超额利润，也就等于这个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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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地位的生产者的个别生产价格和这整个生产部门的一般的、

社会的、调节市场的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这个差额，等于商品的

一般生产价格超过它的个别生产价格的余额。对这个余额起调节

作用的有两个界限：一方面是个别的成本价格，因而也就是个别的

生产价格；另一方面是一般的生产价格。利用瀑布进行生产的商品

的价值比较小，因为生产这种商品时需要的劳动总量比较少，也就

是说，因为以物化形式即作为不变资本部分加入生产的劳动比较

少。这里所使用的劳动是生产率较高的，它的个别的生产力，比大

多数同类工厂所使用的劳动的生产力要大。它的较大的生产力表

现在：同别的工厂相比，它生产同量商品，只需要较少量的不变资

本，只需要较少量的物化劳动。此外，因为水车无须加热，所以它需

要的活劳动的量也较少。所使用的劳动的这种较大的个别生产力，

会减少商品的价值，但也会减少商品的成本价格，从而减少商品的

生产价格。在工业家看来，这一点表现为他的商品的成本价格较

小。他只需为较少的物化劳动支付代价，也只需为所使用的较少的

活的劳动力，支付较少的工资。因为他的商品的成本价格较小，所

以他的个别生产价格也较小。对他来说，成本价格是９０，不是１００。

所以，他的个别生产价格也只是１０３１
２，不是１１５（１００∶１１５＝９０

∶１０３１
２）。他的个别生产价格和一般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以他

的个别成本价格和一般成本价格之间的差额为界限。这是构成他

的超额利润的界限的数量之一。另一个数量则是一般生产价格的

大小，而参加形成一般生产价格的，有作为调节因素之一的一般利

润率。如果煤炭变得便宜了，他的个别成本价格和一般成本价格之

间的差额就会缩小，因此他的超额利润也会减少。如果他必须按照

商品的个别价值或由商品的个别价值决定的生产价格出售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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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差额就会消失。这个差额是这样造成的：一方面，商品要按照

它的一般市场价格，也就是按照竞争使个别价格平均化时形成的

价格来出售；另一方面，他所推动的劳动的较大的个别生产力，使

劳动者得不到好处，而和劳动的所有生产力一样，使他们的雇主得

到好处，就是说，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

因为这个超额利润的界限之一是一般生产价格的水平，而一

般利润率的水平又是一般生产价格水平的因素之一，所以这个超

额利润只能产生于一般生产价格和个别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因

此也只能产生于个别利润率和一般利润率之间的差额。超过这个

差额的余额的前提是，产品不是按这个由市场调节的生产价格出

售，而是高于这个生产价格出售。

第二：到目前为止，那个用自然瀑布而不用蒸汽作动力的工

厂主的超额利润，同一切其他的超额利润没有任何区别。一切正

常的，也就是并非由于偶然的出售行为或市场价格变动而产生的

超额利润，都是由这个特殊资本的商品的个别生产价格和一般生

产价格（它调节着这整个生产部门的资本的商品的市场价格，或

者说这个生产部门所投总资本的商品的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决

定的。

但是，现在就出现了区别。

在当前考察的场合，工厂主能够取得超额利润，即由一般利润

率来调节的生产价格对他个人提供的余额，应该归功于什么呢？

首先应该归功于一种自然力，瀑布的推动力。瀑布是自然存在

的，它和把水变成蒸汽的煤不同。煤本身是劳动的产物，所以具有

价值，必须由一个等价物来支付，需要一定的费用。瀑布却是一种

自然的生产要素，它的产生不需要任何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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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仅如此。利用蒸汽机进行生产的工厂主，也利用那些

不费他分文就会增加劳动生产率的自然力，只要这样会使工人必

需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更便宜，这些自然力就会增加剩余价值，从而

也增加利润；因此，这些自然力，和由协作、分工等引起的劳动的社

会的自然力完全一样，是被资本垄断的。工厂主要对煤炭进行支

付，但是对于水改变物态，变成蒸汽的能力，对于蒸汽的压力等等，

却不需要进行支付。对自然力实行垄断，也就是对这种由自然力促

成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实行垄断，是一切用蒸汽机进行生产的资

本的共同特点。这种垄断可以增加代表剩余价值的劳动产品部分，

而相对减少转化为工资的劳动产品部分。只要它发生这样的作用，

它就会提高一般利润率，可是不会创造出超额利润，因为超额利润

正好是个别利润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因此，如果说一种自然力如

瀑布的利用，在这里创造出超额利润，那末，这不可能只是由于一

种自然力的利用在这里引起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这样一个事实造

成的。这里还必须有进一步的引起变化的情况。

恰恰相反。自然力在工业上的单纯利用所以会影响一般利润

率的水平，是因为它会影响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量。但

它本身并不会造成同一般利润率的偏离，而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却

正好是这种偏离。另外，个别资本在别的情况下在某一特殊生产部

门内所实现的超额利润，——因为各特殊生产部门之间利润率的

偏离，会不断地平均化为平均利润率，——如果把纯粹偶然的偏离

撇开不说，是由于成本价格即生产费用的减少而产生的。这种减

少，或者是由于这一情况：资本的应用量大于平均量，以致生产上

的杂费减少了，而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一般性原因（如协作、分工

等），也由于劳动场所比较宽阔，而能够在更高的程度上，以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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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来发生作用；或者是由于这一情况：把执行职能的资本的规模

撇开不说，采用更好的工作方法、新的发明、改良的机器、化学的制

造秘方等等，一句话，采用新的、改良的、超过平均水平的生产资料

和生产方法。成本价格的减少以及由此而来的超额利润，在这里，

是执行职能的资本的使用方法造成的。它们的产生，或者是因为异

常大量的资本积聚在一个人手中（这种情况在平均使用同样大的

资本量的时候就会消失），或者是因为一定量资本以一种生产率特

别高的方式执行职能（这种情况在例外的生产方法已经普遍应用，

或者为一种效率更高的生产方法所超过的时候也会消失）。

因此，在这里，超额利润来源于资本本身（包括它所推动的劳

动）：或者是所用资本的量的差别，或者是这种资本的更适当的应

用。本来没有什么事情会妨碍同一生产部门按同样的方式使用一

切资本。相反地，资本之间的竞争，使这种差别越来越趋于平衡；价

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一点，是通过商品变得便宜和商品

不得不按同样有利的条件进行生产而表现出来的。但是，那个利用

瀑布的工厂主的超额利润，却不是这样。他所用劳动的已经提高的

生产力，既不是来自资本和劳动本身，也不是来自对一种不同于资

本和劳动、但已并入资本的自然力的单纯利用。它来自劳动的某种

较大的自然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和一种自然力的利用结合在一起，

但这种自然力不象蒸汽的压力那样，可以在同一生产部门让一切

资本自由支配，所以并不是凡有资本投入这个部门，这种自然力的

利用就会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这种自然力是一种可以垄断的自

然力，就象瀑布那样，只有那些支配着特殊地段及其附属物的人能

够支配它。但要象每个资本都能把水变成蒸汽那样，创造出这种

使劳动有较大生产力的自然条件，就完全不取决于资本了。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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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条件在自然界只存在于某些地方。在它不存在的地方，它是

不能由一定的投资创造出来的。它不是同能够由劳动创造的产品

如机器、煤炭等等结合在一起，而是同一部分土地的一定的自然

条件结合在一起。占有瀑布的那一部分工厂主，使没有占有瀑布

的那一部分工厂主不能利用这种自然力，因为土地是有限的，而

有水力资源的土地更是有限的。这并不排除：虽然一个国家自然

瀑布的数量是有限的，但在工业上利用的水力的总量能够增加。为

了充分利用瀑布的动力，可以对瀑布进行人工引流。有了瀑布，就

可以改良水车，以便尽可能多地利用水力。在按照水流的状况不

宜使用普通水车的地方，可以使用涡轮机等等。这种自然力的占

有，在它的占有者手中形成一种垄断，这是所投资本有较高生产

力的条件，这种条件是不能由资本本身的生产过程创造的（３３）；能

够这样被人垄断的这种自然力，总是和土地分不开的。这样的自

然力，既不是该生产部门的一般条件，也不是该生产部门一般都

能创造的条件。

现在，我们假定瀑布连同它所在的土地，属于那些被认为是这

一部分土地的所有者的人，即土地所有者所有。他们不许别人把

资本投在瀑布上，不许别人通过资本利用它。他们能够允许或拒

绝别人去利用它。但资本自己不能创造出瀑布。因此，利用瀑布而

产生的超额利润，不是产生于资本，而是产生于资本对一种能够被

人垄断并且已经被人垄断的自然力的利用。在这种情况下，超额

利润就转化为地租，也就是说，它落入瀑布的所有者手中。如果工

厂主每年要为瀑布而付给瀑布的所有者１０镑，工厂主的利润就是

（３３） 关于额外利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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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反驳马尔萨斯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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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镑；是１００镑（这时是他的生产费用）的１５％；所以，他的情况，

会和本生产部门用蒸汽进行生产的其他所有资本家的情况一样

好，甚至可能更好。如果资本家自己就拥有瀑布，那情况也不会有

什么改变。他会照旧以瀑布所有者的身分，而不是以资本家的身

分，占有这１０镑超额利润。并且，正是因为这个余额不是由于他的

资本本身产生，而是由于支配一种可以和他的资本分离、可以垄

断、数量有限的自然力而产生，所以这个余额就转化为地租。

第一：很明显，这种地租总是级差地租，因为它不参加商品的

一般生产价格的形成，而是以这种生产价格为前提。它总是产生于

支配着一种被垄断的自然力的个别资本的个别生产价格和投入该

生产部门的一般资本的一般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

第二：这种地租不是产生于所用资本或这个资本所占劳动的

生产力的绝对增加。一般说来，这种增加只会减少商品的价值。这

种地租的产生，是由于一定的投入一个生产部门的个别资本，同那

些没有可能利用这种例外的、有利于提高生产力的自然条件的投

资相比，相对来说具有较高的生产率。例如，尽管煤炭有价值，水力

没有价值，但如果利用蒸汽能提供利用水力时所没有的巨大利益，

而这种利益已足以补偿费用而有余，那末，水力就不会有人使用，

就不会产生任何超额利润，因而也不会产生任何地租。

第三：自然力不是超额利润的源泉，而只是超额利润的一种自

然基础，因为它是特别高的劳动生产力的自然基础。这就象使用价

值总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但不是它的原因一样。如果一个使用价

值不用劳动也能创造出来，它就不会有交换价值，虽然作为使用价

值，它仍然具有它的自然的效用。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一物没有使

用价值，没有劳动的这样一个自然的承担者，它也就没有交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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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如果不同的价值不平均化为生产价格，不同的个别生产价格不

平均化为一般的调节市场的生产价格，那末，通过使用瀑布而引起

劳动生产力的单纯的提高，就只会减低那些利用瀑布生产的商品

的价格，而不会增加这些商品中包含的利润部分，从另一方面说，

这同下述情况完全一样：如果资本不把它所用劳动的生产力（自然

的和社会的），当作它自有的生产力来占有，那末，劳动的这种已经

提高的生产力，就根本不会转化为剩余价值。

第四：瀑布的土地所有权本身，对于剩余价值（利润）部分的创

造，从而对于借助瀑布生产的商品的价格的创造，没有任何关系。

即使没有土地所有权，例如，即使瀑布所在的土地是作为无主的土

地由工厂主来利用，这种超额利润也会存在。所以，土地所有权并

不创造那个转化为超额利润的价值部分，而只是使土地所有者，即

瀑布的所有者，有可能把这个超额利润从工厂主的口袋里拿过来

装进自己的口袋。它不是使这个超额利润创造出来的原因，而是使

它转化为地租形式的原因，也就是使这一部分利润或这一部分商

品价格被土地或瀑布的所有者占有的原因。

第五：很明显，瀑布的价格，也就是土地所有者把瀑布卖给第

三者或卖给工厂主本人时所得的价格，虽然会加到工厂主的个别

成本价格上，但不会直接加到商品的生产价格上，因为在这里，地

租产生于用蒸汽机生产的同种商品的生产价格，这种价格和瀑布

没有关系。其次，瀑布的这个价格，完全是一个不合理的表现，在它

背后隐藏着一种现实的经济关系。瀑布和土地一样，和一切自然

力一样，没有价值，因为它本身中没有任何物化劳动，因而也没

有价格，价格通常不外是用货币来表现的价值。在没有价值的地

方，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货币来表现。这种价格不外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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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地租。土地所有权使地主有可能把个别利润和平均利润之间

的差额占为己有。这样获得的逐年更新的利润能够资本化，并表

现为自然力本身的价格。如果瀑布的利用对工厂主提供的超额利

润是每年１０镑，平均利息为５％，那末，这１０镑每年就代表２００

镑资本的利息；瀑布使它的所有者每年能够从工厂主那里占有的

１０镑的这种资本化，也就表现为瀑布本身的资本价值。瀑布本身

没有价值，而它的价格是所占超额利润的单纯反映这一点，用资

本主义的方式计算，立即表现为，２００镑的价格只是１０镑超额利

润和二十年的乘积，尽管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同一个瀑布使

它的所有者能够在一个不定的时期内，比如说，三十年内，一百年

内，或ｘ年内，每年获得这个１０镑。而另一方面，如果有一种新的

不用水力的生产方法，使那些用蒸汽机生产的商品的成本价格由

１００镑减低到９０镑，那末，超额利润，从而地租，从而瀑布的价格

就会消失。

我们在这样确定级差地租的一般概念之后，现在就要进而考

察真正农业中的级差地租了。关于农业所要说的，大体上也适用

于采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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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章

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

（级差地租Ⅰ）

  李嘉图在谈到下述论点时是完全正确的：

“地租〈即级差地租；他认为，除了级差地租，根本不存在什么别的地

租〉总是使用两个等量的资本和劳动所取得的产品量之间的差额。”（《政治

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５９页）

既然指的是地租，而不是超额利润，他还必须加上一句：“在同

量土地上。”

换句话说：如果超额利润是正常地产生的，不是由于流通过程

中的偶然情况产生的，它就总是作为两个等量资本和劳动的产量

之间的差额而产生出来。如果两个等量资本和劳动被使用在等面

积土地上而产生的结果不同，这个超额利润就转化为地租。此外，

这种超额利润，并不是无条件地必须由所用资本量相等而结果不

同的情况产生。在不同的投资中，也可以使用不等量的资本；这种

现象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前提；但相等的比例部分，例如每笔投

资中的１００镑，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也就是说，利润率不同。这是超

额利润在任何一个投资部门能够存在的一般前提。其次是这种超

额利润到地租形式（一般说就是租金，一种和利润不同的形式）的

转化；这种转化在什么时候发生，怎样发生，在什么情况下发生，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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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必须研究的问题。

其次，既然李嘉图的研究只限于级差地租，他的下述论点也是

正确的：

“凡是使同一土地或新地上所得产品的差额缩小的事物，都有减低地租

的趋势；凡是扩大这种差额的，必然产生相反的结果，都有提高地租的趋势。”

（同上，第７４页）

不过，在这些原因中，不仅包括一般的原因（肥力和位置），而

且也包括１．赋税的分担，看这种分担是否均等；如果象英国那样

不是由中央集中征税，而且是征收土地税，不是征收地租税，那末，

这种分担就总是不均等的。２．由不同地区农业的发展程度不同而

引起的不平衡，因为这个产业部门，由于它的传统性质，要比工业

更难于平衡。３．资本在租地农场主之间的分配上的不平衡。因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领农业，自耕农转化为雇佣工人，实际上是这

种生产方式的最后一次征服，所以这些不平衡，在这里，比在任何

其他产业部门都大。

在作了这些事先的说明以后，我想简单地谈谈，我的阐述和李

嘉图等人的不同之处。

我们首先要考察等量资本在等面积的各级土地上使用时所产

生的不同结果；或者，在面积不等时，考察按同样大的土地面积计

算的结果。

这些不同的结果，是由下面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

的：１．肥力。（关于这一点，应当说明一下，土地的自然肥力是指什

么，其中又包括那些不同的要素。）２．土地的位置。这一点对殖民地

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并且一般说来，各级土地耕种的顺序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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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此决定的。其次，很明显，级差地租的这两个不同的原因，肥力

和位置，可以发生相反的作用。一块土地可能位置很好，但肥力很

差；或者情况相反。这种情况很重要，因为它可以为我们说明一国

土地的开垦，为什么会由较好土地转到较坏土地，或者相反。最后，

很明显，整个社会生产的进步，一方面，由于它创造了地方市场，并

且通过采用交通运输工具而使位置变得便利，所以对形成级差地

租的位置，会发生拉平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和工业的分离，

由于大的生产中心的形成，而农村反而相对孤立化，所以又会使土

地的地区位置的差别扩大。

但是，我们先不考察位置这一点，只考察自然肥力。撇开气候

等要素不说，自然肥力的差别是由表层土壤的化学结构的差别，也

就是由表层土壤所含植物养分的差别形成的。不过，具有相同的化

学成分，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具有相等的自然肥力的两块土地，在现

实的有效的肥力方面还会由于这种植物养分所处的形态而不同，

因为有的形态容易被同化为、被直接吸收为植物养分，有的形态则

不容易。因此，在自然肥力相同的各块土地上，同样的自然肥力能

被利用到什么程度，一方面取决于农业化学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

农业机械的发展。这就是说，肥力虽然是土地的客观属性，但从经

济学方面说，总是同农业化学和农业机械的现有发展水平有关系，

因而也随着这种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可以用化学的方法（例如

对硬粘土施加某种流质肥料，对重粘土进行薰烧）或用机械的方法

（例如对重土壤采用特殊的耕犁），来排除那些使同样肥沃的土地

实际收成较少的障碍（排水也属于这一类）。甚至各级土地耕种的

序列，也能由此发生变更。例如，在英国农业的某个发展时期，轻砂

土和重粘土之间，就发生过这种情形。这就再次表明，历史地说

３３７第三十九章 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级差地租Ⅰ）



——从耕种的发展过程来说——可以由比较肥沃的土地转到比较

不肥沃的土地，同样也可以采取相反的做法。对土壤结构进行人工

改造，或者只是改变耕作方法，都会产生同样的结果。最后，当下层

土壤进入耕作范围，变为被耕过的土壤时，由于下层土壤情况不

同，使土地等级发生变化，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这一方面取决于

新耕作方法的应用（如饲草的种植），一方面取决于各种机械手段

的应用，它们或者把下层土壤翻成表层土壤，或者使下层土壤和表

层土壤混合，或者耕作下层土壤但不把它翻上来。

所有这些对不同土地的不同肥力的影响，都归结为一点：从人

工肥力的角度看，劳动生产力的状态，这里指的是农业可以立即利

用土地自然肥力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是不

同的，——和土地的化学结构及其他自然属性一样，是土地的所谓

自然肥力的要素。

因此，我们假定农业处于一定的发展阶段。其次，我们假定，

土地的等级是按照这个发展阶段评定的，对同时在不同土地上进

行的各个投资来说，情况当然也总是这样。这时，级差地租就可

以用一个上升的或下降的序列来表现，因为，尽管就实际耕种的

土地总体来说序列已经确定，但总是进行了一个形成这种序列的

连续运动。

假定有四级土地Ａ、Ｂ、Ｃ、Ｄ。再假定小麦１夸特的价格＝３镑

或６０先令。因为这里地租还只是级差地租，所以这个每夸特６０先

令的价格，对最坏土地来说，就等于生产费用１８９，也就是等于资本

加上平均利润。

假定Ａ是这种最坏土地。它由５０先令的支出，生产了１夸特

＝６０先令；因此利润是１０先令，或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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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Ｂ由等额的支出，生产了２夸特＝１２０先令。这就提供了

７０先令的利润，或者说，６０先令的超额利润。

假定Ｃ由等额的支出，生产了３夸特＝１８０先令；总利润＝

１３０先令，超额利润＝１２０先令。

假定Ｄ生产了４夸特＝２４０先令，超额利润就是１８０先令。

这样，我们就有了如下的序列：

表 Ⅰ

土地等级
产  量

夸特 先令
预付资本

利  润 地  租

夸特 先令 夸特 先令

Ａ

Ｂ

Ｃ

Ｄ

１

２

３

４

６０

１２０

１８０

２４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１
６

１ １
６

２ １
６

３ １
６

１０

７０

１３０

１９０

—

１

２

３

—

６０

１２０

１８０

合  计 １０ ６００ — — — ６ ３６０

  各自的地租：对Ｄ来说＝１９０先令—１０先令，即Ｄ和Ａ之间

的差额；对Ｃ来说＝１３０先令—１０先令，即Ｃ和Ａ之间的差额；对

Ｂ来说＝７０先令—１０先令，即Ｂ和Ａ之间的差额。而对Ｂ、Ｃ、Ｄ

来说，总地租＝６夸特＝３６０先令，等于Ｄ和Ａ、Ｃ和Ａ、Ｂ和Ａ之

间的差额的总和。

表现一定状态下的一定产品的这种序列，抽象地考察（我们已

经说明，为什么实际上也能出现这种情况），可以是下降的序列（由

Ｄ到Ａ，即由肥沃的土地下降到越来越不肥沃的土地），也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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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的序列（由Ａ到Ｄ，即由相对不肥沃的土地，上升到越来越肥

沃的土地）；最后，还可以交替进行，时而下降，时而上升，例如由Ｄ

到Ｇ，由Ｃ到Ａ，再由Ａ到Ｂ。

在下降的序列中，过程是这样的：１夸特的价格逐渐上涨，比

如说由１５先令上涨到６０先令。一旦Ｄ所生产的４夸特（这可以设

想为几百万夸特）已经不足时，小麦价格就会不断上涨，直到不足

的供给能由Ｃ的生产来弥补时为止。也就是说，价格必须上涨到

每夸特２０先令。一旦小麦价格上涨到每夸特３０先令，就可以耕种

Ｂ，一旦上涨到６０先令，就可以耕种Ａ，而不致于使这上面的投资

满足于２０％以下的利润率。这样，对Ｄ来说就形成一种地租，首先

是每夸特５先令，对它所生产的４夸特来说是２０先令；然后是每

夸特１５先令，对它所生产的４夸特来说是６０先令；然后是每夸特

４５先令，对它所生产的４夸特来说是１８０先令。

如果Ｄ的利润率原来也＝２０％，它由４夸特获得的总利润也

就只是１０先令。不过，这１０先令在谷物价格为１５先令时，比在

６０先令时，代表更多的谷物。但因为谷物会进入劳动力的再生产，

并且每夸特都有一部分必须补偿工资，另一部分必须补偿不变资

本，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剩余价值较大，因而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利润率也就较高。（关于利润率问题，还应该特别地和更详细地加

以研究。）

如果序列相反，过程是由Ａ开始，一旦必须开垦新的土地，每

夸特的价格首先就会超过６０先令；但因为必要的供给，即２夸特

必要的供给将由Ｂ提供，所以价格会回跌到６０先令；Ｂ虽然按每

夸特３０先令的费用来生产，但它按６０先令的价格出售，因为它

的供给也只够满足需要。这样，对Ｂ来说，首先就会形成６０先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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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租，同时对Ｃ和Ｄ来说，情况也是一样；我们总是假定，Ｃ

和Ｄ虽然分别按２０先令和１５先令的实际价值提供１夸特，但是，

因为Ａ所提供的１夸特的供给仍然是满足总的需求所必要的，所

以市场价格仍然是６０先令。这时，如果需求的增长超过了首先是

由Ａ、然后是由Ａ和Ｂ所满足的需要量，结果就会不按顺序耕种

Ｂ、Ｃ、Ｄ，而是一般扩大耕地，只是后来才偶然耕种比较肥沃的土

地。

在第一个序列中，随着价格的提高，地租就会增加，利润率

则会降低。利润率的这种降低，可以全部或部分地受到起相反作

用的各种情况的抑制；关于这点，我们以后还要详细谈到。不应

忘记，一般利润率并不是均衡地由所有生产部门的剩余价值决

定。不是农业利润决定工业利润，而是相反。关于这点，以后再

说。    

在第二个序列中，所投资本的利润率不变；利润量会表现为较

小量的谷物；但和其他商品相比，谷物的相对价格已经上涨。在利

润增加的情况下，利润的增加额不是流入经营产业的租地农场主

手中，不是表现为利润的增加，而是以地租的形式从利润中分离出

来。不过，在假定的前提下，谷物价格仍旧不变。

因此，无论价格不变，还是价格上涨，无论由较坏土地不断发

展到较好土地，还是由较好土地不断倒退到较坏土地，级差地租总

是同样发展和增加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假定：１．价格在一个序列中提高，而在另一

个序列中不变；２．不断地由较好土地转到较坏土地，或者反过来，

由较坏土地转到较好土地。

但现在我们假定，谷物的需要已经由原来的１０夸特增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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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夸特；又假定，最坏土地Ａ为另一块土地Ａ所代替，后者将以

６０先令的生产费用（５０先令的成本加上１０先令即２０％的利润）

提供１１
３夸特的小麦，因此１夸特的生产价格＝４５先令。或假定，

旧的Ａ级土地由于不断的合理化耕作已经得到改良；或由于种植

苜蓿等等，已经可以用同样的费用，按较高的生产率来耕作，这样，

在预付资本不变的情况下，产量却增加到１１
３夸特。我们还假定：

Ｂ、Ｃ、Ｄ各级土地提供的产量不变，但已开垦了肥力介于Ａ和Ｂ之

间的新地Ａ′，以及肥力介于Ｂ和Ｃ之间的新地Ｂ′、Ｂ。在这种情

况下，就会看到如下的现象。

第一：小麦１夸特的生产价格，或它的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

格，会由６０先令下降到４５先令，或下降２５％。

第二：由比较肥沃的土地转到比较不肥沃的土地和由比较不

肥沃的土地转到比较肥沃的土地，这两种过程会同时出现。土地

Ａ′比Ａ肥沃，但不比以前耕种的Ｂ、Ｃ、Ｄ肥沃，并且Ｂ′和Ｂ也

比Ａ、Ａ′和Ｂ肥沃，但不比Ｃ和Ｄ肥沃。因此，顺序是交错地进

行的；不是转而耕种那种和Ａ等等相比绝对不肥沃的土地，而是

转而耕种那种和一向最肥沃的土地Ｃ和Ｄ相比相对不肥沃的土

地；另一方面，也不是转而耕种那种绝对肥沃的土地，而是转而

耕种那种同一向最不肥沃的土地Ａ或Ｂ和Ｂ相比相对肥沃的土

地。

第三：Ｂ的地租下降了；Ｃ和Ｄ的地租也下降了；但谷物形式

的地租总额已由６夸特增加到７２
３夸特；提供地租的耕地的数量

增加，产品总量也由１０夸特增加到１７夸特。利润虽然对Ａ来说

还是没有变，但用谷物来表现，它却增加了；利润率本身可能提高，

因为相对剩余价值已经增大。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生活资料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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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工资即可变资本的支出，从而总支出，都会减少。货币形式的地

租总额，会由３６０先令减少到３４５先令。

我们把这个新的序列列举如下：

表 Ⅱ

土地等级
产  量

夸特 先令
投资

利  润 地  租
每夸特的
生产价格

夸特 先令 夸特 先令 先 令

Ａ １ １
３ ６０ ５０ ２

９ １０ — — ４５ 

Ａ′ １ ２
３ ７５ ５０ ５

９ ２５ １
３ １５ ３６ 

Ｂ ２ ９０ ５０ ８
９ ４０ ２

３ ３０ ３０ 

Ｂ′ ２ １
３ １０５ ５０ １ ２

９ ５５ １ ４５ ２５ ５
７

Ｂ ２ ２
３ １２０ ５０ １ ５

９ ７０ １ １
３ ６０ ２２ １

２

Ｃ ３ １３５ ５０ １ ８
９ ８５ １ ２

３ ７５ ２０ 

Ｄ ４ １８０ ５０ ２ ８
９ １３０ ２ ２

３ １２０ １５ 

合  计 １７ — — — — ７ ２
３ ３４５ —

  最后，如果照旧只耕种Ａ、Ｂ、Ｃ、Ｄ各级土地，而它们的生产率

已经增长到这样的程度，Ａ不是生产１夸特而是生产２夸特，Ｂ不

是生产２夸特而是生产４夸特，Ｃ不是生产３夸特而是生产７夸

特，Ｄ不是生产４夸特而是生产１０夸特，如果同样的原因已在不

同土地上发生不同的作用，那末，生产总额就会由１０夸特增加到

２３夸特。假定由于人口增加和价格下降，需求会把这２３夸特吸收

掉，那就会产生如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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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Ⅲ

土地等级
产  量

夸特 先令
投资

每夸特的

生产价格

利  润 地  租

夸特 先令 夸特 先令

Ａ ２ ６０ ５０ ３０ １
３ １０ ０ ０

Ｂ ４ １２０ ５０ １５ ２ １
３ ７０ ２ ６０

Ｃ ７ ２１０ ５０ ８ ４
７ ５ １

３ １６０ ５ １５０

Ｄ １０ ３００ ５０ ６ ８ １
３ ２５０ ８ ２４０

合 计 ２３ — — — — — １５ ４５０

  在这里，数字比例同其他各表一样是任意选择的，但所作的假

定是完全合理的。

第一个并且主要的一个假定是，农业的改良，在各级土地上发

生的作用是不同的；这里，在最好土地Ｃ和Ｄ上就比在Ａ和Ｂ上

发生的作用大。经验已经表明，通常的情况总是这样，虽然与此相

反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如果改良在较坏土地上比在较好土地上发

生的作用大，较好土地的地租就会减少，而不会增加。——不过，

在这个表Ⅲ中，我们假定，随着各级土地肥力的绝对增长，较好土

地Ｃ和Ｄ的较高的相对肥力同时也增长，因此，投资相等时，产量

的差额将增大，级差地租也将增大。

第二个假定是，随着总产量的增长，总需求也同时增长。第一，

我们无须把这种增长看作是突然发生的，而应看作是逐渐进行的，

一直到第Ⅲ序列形成时为止。第二，认为必要生活资料的消费不会

随着生活资料变得便宜而增长，是错误的。英国谷物法４６的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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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证明相反的事实（见纽曼的著作
１９０
），而相反的见解之所以产生，

只是因为单纯由气候引起的收获上巨大的突然的差别，会时而引

起谷物价格的异常低落，时而引起它的异常上涨。在这里，如果突

然的暂时的价格降低现象来不及对扩大消费发生充分的影响，那

末，在价格降低是由于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本身的下降引起，因

而带有持久性的场合，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第三，一部分谷物可

以以白兰地酒或啤酒的形式消费。并且，这两种商品的消费的增

长，决不受狭窄界限的束缚。第四，事情部分地取决于人口的增长，

部分地也取决于以下事实：这个国家可以是一个出口谷物的国家

（到十八世纪中叶为止，英国还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以致需求不单

纯是由国内消费的界限来调节。最后，小麦生产的增加和它的价格

的降低，可以促使小麦代替黑麦或燕麦成为人民群众的主要食物，

由于这一点，小麦的市场就会扩大，正如在产量减少和价格提高

时，可以发生相反的情形一样。——因此，在这些前提下，按照以

上假定的数字比例，第Ⅲ序列就会得出以下结果：每夸特的价格由

６０先令下降到３０先令，即下降５０％，产量和第Ⅰ序列相比，由１０

夸特增加到２３夸特，即增加１３０％；Ｂ的地租不变，Ｃ的地租增加

２５％，Ｄ的地租增加３３
１
３％，地租总额则由１８镑增加到２２

１
３镑，

即增加２５％。

比较这三个表（其中的第Ⅰ序列要用两次，一次是由Ａ上升

到Ｄ，一次是由Ｄ下降到Ａ；我们可以把这三个表理解为社会一

定状态下的几个阶段，例如并存于三个不同的国家，或者把它们理

解为同一个国家不同发展时期的彼此衔接的阶段），可以得出以下

结论：

１．序列在完成时（不管它的形成过程如何）总好象是一个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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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序列，因为人们在考察地租时，总是从提供最高地租的土地出

发，最后才谈到不提供地租的土地。

２．不提供地租的最坏土地的生产价格，总是起调节作用的市

场价格，虽然在构成上升序列的第Ⅰ表中，只是因为耕种越来越好

的土地，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才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只要

Ａ级土地保持调节作用的程度取决于这种最好土地的产量，最好

土地所生产的谷物的价格就起调节的作用。如果Ｂ、Ｃ、Ｄ的产量超

过需求，Ａ就会失去调节的作用。施托尔希把最好土地选作起调

节作用的土地时１９１，他就是这样想的。美国的谷物价格也是这样调

节英国的谷物价格的。

３．级差地租是由于农业发展各个阶段的土地自然肥力的差别

而产生的（这里还是把土地的位置撇开不说），就是说，它的产生是

由于最好土地面积有限，是由于等量资本必须投在对等量资本提

供不等量产品的不同的各级土地上。

４．级差地租和级差地租的分等情况，可以按下降的序列，即由

较好土地到较坏土地的序列产生，也可以反过来，按上升的序列，

即由较坏土地到较好土地的序列产生，还可以按两个方向相互交

叉的序列产生（第Ⅰ序列可以由Ｄ到Ａ，也可以由Ａ到Ｄ而形成。

第Ⅱ序列包括这两种运动）。

５．按照级差地租的形成方式，级差地租在土地产品价格不变、

上涨和下降时都可以形成。在价格下降时，总产量和总地租都可

以增大，而且在从来没有地租的土地上也能形成地租，虽然最坏

土地Ａ已经为较好土地所代替，或者它自身已经过改良，虽然另

外一些较好土地甚至最好土地的地租已经减少（表Ⅱ）；这个过程，

还可以和（货币）地租总额的减少结合在一起。最后，当价格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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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作普遍改进而下降，以致最坏土地的产量和产品价格降低时，一

部分较好土地的地租保持不变或者减少，但最好土地的地租却增

长。各级土地和最坏土地相比的级差地租，在产量差额已定时，当

然总是取决于例如小麦每夸特的价格。但在价格已定时，级差地

租就取决于产量差额的大小，而在一切土地的绝对肥力都增进时，

如果较好土地的肥力比较坏土地的肥力相对地说提高得更多，这

个差额就会随着增大。因此，在价格为６０先令时（表Ⅰ），Ｄ的地

租是由Ｄ对Ａ的产量差额决定的，因而是由３夸特的余额决定

的；所以，地租等于３×６０＝１８０先令。但在表Ⅲ（在那里，价格

为３０先令），它是由Ｄ超过Ａ的产量的余额８夸特决定的；８×３０

＝２４０先令。

因此，在威斯特、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那里１９２还占统治地

位的有关级差地租的第一个错误假定就被推翻了。按照这个错误

的假定，级差地租必然是以转到越来越坏的土地或农业肥力越

来越下降为前提的。我们已经看到，在转到越来越好的土地时，

能产生级差地租。当较好土地代替以前的较坏土地而处于最低

等级时，也能产生级差地租；级差地租可以和农业的进步结合在

一起。它的条件不过是土地等级的不同。在涉及到生产率的发展

时，级差地租的前提就是：土地总面积的绝对肥力的提高，不会

消除这种等级的不同，而是使它或者扩大，或者不变，或者只是

缩小。    

从十八世纪初叶到中叶，在英国，尽管金和银的价格下降，谷

物价格还是不断下降，与此同时（就整个时期来说），地租、地租总

额、耕地面积、农业产量和人口都增加了。这种情况是和具有上升

序列的第Ⅱ表结合在一起的第Ⅰ表相适应的，但这样一来，最坏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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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Ａ或者进行改良，或者不用于种植谷物，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种

土地不会用于其他农业或工业的目的。

从十九世纪初（应更精确地指出日期）到１８１５年，谷物价格不

断上涨，同时地租、地租总额、耕地面积、农业产量和人口也不断增

加。这种情况是和具有下降序列的第Ⅰ表相适应的（这里应当引用

一些关于当时耕种较坏土地的情况）。

在配第和戴韦南特时期，农民和土地所有者对改良和开垦土

地有怨言；较好土地的地租下降了，地租总额却由于提供地租的土

地的面积扩大而增加。

（关于这三点，以后应作进一步的引证；关于一国已耕土地的

各个部分的肥力差别，也应引用一些资料。）

关于级差地租，一般应当指出：市场价值始终超过产品总量的

总生产价格。例如，拿第Ⅰ表来说，总产量１０夸特会卖到６００先

令，因为市场价格是由Ａ的生产价格决定的，每夸特等于６０先

令。但实际的生产价格是：

  Ａ １夸特＝ ６０先令    １夸特＝６０先令

  Ｂ ２夸特＝ ６０先令    １夸特＝３０先令

  Ｃ ３夸特＝ ６０先令    １夸特＝２０先令

  Ｄ ４夸特＝ ６０先令    １夸特＝１５先令

 
   １０夸特＝２４０先令  平均１夸特＝２４先令

１０夸特的实际生产价格是２４０先令；但它们要按６００先令的

价格出售，贵２５０％。实际平均价格是每夸特２４先令；但市场价格

是６０先令，也贵２５０％。

这是由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通过竞争而实现的市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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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所决定的；这种决定产生了一个虚假的社会价值。这种情况是由

市场价值规律造成的。土地产品也受这个规律支配。产品（也包括

土地产品）市场价值的决定，是一种社会行为，虽然这是一种不自

觉的、盲目的社会行为。这种行为必然不是以土地及其肥力的差别

为依据，而是以产品的交换价值为依据。如果我们设想资本主义的

社会形式已被推翻，社会已被组成一个自觉的、有计划的联合体，

１０夸特就会只代表一定量的独立的劳动时间，而和２４０先令内所

包含的劳动时间相等。因此，社会就不会按产品内所包含的实际

劳动时间的二倍半来购买这种土地产品；这样，土地所有者阶级

存在的基础就会消失。这件事所起的作用，会和外国进口物品使

产品价格便宜同样数额完全一样。因此，如果说，维持现在的生

产方式，但假定级差地租转归国家，土地产品的价格在其他条件

相同时就会保持不变，当然是正确的；但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生

产由联合体代替以后，产品的价值还依旧不变，却是错误的。同

种商品的市场价格的相同性，是价值的社会性质在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基础上，以及一般说来在一种以个人之间的商品交换为基

础的生产基础上借以实现的方式。被看作消费者的社会对土地产

品支付过多的东西，对社会劳动时间在农业生产上的实现来说原

来是负数的东西，现在竟然对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即土地所有者来

说成为正数了。

第二种情况（这对于理解下一章对级差地租Ⅱ的说明很重

要）是：

这里的问题，不仅是每英亩或每公顷的地租，不仅是每英亩的

生产价格和市场价格间的差额，或每英亩的个别生产价格和一般

生产价格间的差额，而且是耕种的各级土地各有多少英亩。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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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直接重要的一点只是地租总额的大小，即总耕地面积的总地租

的大小；但这同时使我们可以进一步去说明地租率的提高，虽然这

时价格并没有上涨，而在价格下降时，各级土地的相对肥力的差额

也没有增加。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得出：

表 Ⅰ

土地等级 英  亩 生产费用 产  量 谷物地租 货币地租

Ａ

Ｂ

Ｃ

Ｄ

１

１

１

１

３镑

３镑

３镑

３镑

１夸特

２夸特

３夸特

４夸特

０  

１夸特

２夸特

３夸特

０ 

３镑

６镑

９镑

合 计 ４ — １０夸特 ６夸特 １８镑

  假定各级土地已耕的英亩数都增加一倍。这样，我们就可以得

出：

表 Ⅰａ

土地等级 英  亩 生产费用 产  量 谷物地租 货币地租

Ａ

Ｂ

Ｃ

Ｄ

２

２

２

２

６镑

６镑

６镑

６镑

２夸特

４夸特

６夸特

８夸特

０  

２夸特

４夸特

６夸特

０ 

６镑

１２镑

１８镑

合 计 ８ — ２０夸特 １２夸特 ３６镑

  我们还要假定两种情况。在第一种情况下，生产已在最坏的两

级土地上扩大。这时，我们就得出下表：

６４７ 第六篇 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



表 Ⅰｂ

土地等级 英亩
生 产 费 用

每英亩 合 计
产 量 谷物地租 货币地租

Ａ

Ｂ

Ｃ

Ｄ

４

４

２

２

３镑

３镑

３镑

３镑

１２镑

１２镑

６镑

６镑

４夸特

８夸特

６夸特

８夸特

０  

４夸特

４夸特

６夸特

０ 

１２镑

１２镑

１８镑

合 计 １２ — ３６镑 ２６夸特 １４夸特 ４２镑

最后，假定生产和耕地面积在四级土地上有不同程度的扩大：

表 Ⅰｃ

土地等级 英亩
生 产 费 用

每英亩 合 计
产 量 谷物地租 货币地租

Ａ

Ｂ

Ｃ

Ｄ

１

２

５

４

３镑

３镑

３镑

３镑

３镑

６镑

１５镑

１６镑

１夸特

４夸特

１５夸特

１６夸特

０  

２夸特

１０夸特

１２夸特

０ 

６镑

３０镑

３６镑

合 计 １２ — ３６镑 ３６夸特 ２４夸特 ７２镑

  首先，每英亩的地租，在所有这四种情况Ⅰ，Ⅰａ，Ⅰｂ，Ⅰｃ中

都是相同的，因为等量资本在每英亩同级土地上获得的结果实际

上保持不变；这里只是假定，任何一国在任何一定时候都有这种情

况，即各级土地在总耕地面积中各占有一定的比例；而且假定，互

相比较的两国或同一国不同时期常有这种情况，即总耕地面积在

各级土地间进行分配的比例会有变动。

拿Ⅰａ同Ⅰ比较，我们就会看到，如果四级土地的耕种面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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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比例增加，总产量就会随着耕种的英亩数增加一倍而增加一

倍，谷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也会增加一倍。

但如果我们先后拿Ⅰｂ和Ⅰｃ同Ⅰ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在这

两种情况下，耕地面积都增加了两倍。在这两种情况下，耕地面积

都由４英亩增加到１２英亩。不过，在Ⅰｂ中，不提供地租的Ａ，和

只提供极少级差地租的Ｂ，在增加额中占有最大的部分，就是说，

在新耕地８英亩中，Ａ和Ｂ各占３英亩，合计６英亩；Ｃ和Ｄ只是

各占１英亩，合计２英亩。换句话说，在增加额中，Ａ和Ｂ占 ３
４；Ｃ

和Ｄ只占１
４。在这个前提下，和Ⅰ比较，就知道，Ⅰｂ的耕地面积虽

然已增加两倍，产量却没有相应增加两倍，因为产量没有由１０夸

特增加到３０夸特，只增加到２８夸特。另一方面，因为增加额中有

相当大一部分属于不提供地租的Ａ级土地，较好土地的增加额中

又有大部分属于Ｂ级土地，所以谷物地租只是由６夸特增加到１４

夸特，货币地租由１８镑增加到４２镑。

再拿Ⅰｃ同Ⅰ比较。在Ⅰｃ中，不支付地租的土地面积一点也

没有增加，支付最少地租的土地的面积只是略有增加，增加的主

要部分属于Ｃ和Ｄ。这时我们发现，耕地面积增加两倍时，产量

会由１０夸特增加到３６夸特，即增加两倍以上；谷物地租也由６夸

特增加到２４夸特，或者说增加了三倍，同样，货币地租也由１８镑

增加到７２镑。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土地产品的价格实质上都保持不变；在所

有这些情况下，只要耕地的扩大不是仅仅限于那些不支付地租的

最坏土地，那末，地租总额就会随着这种扩大而增加。不过，增

加额是不同的。如果扩大的是好地，以致产量不只是按照土地扩

大的比例增加，而是更迅速地增加，那末，谷物地租和货币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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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相应增加。如果是最坏土地和等级与此相近的土地在扩大耕

地中占优势（假定最坏土地等级不变），那末，地租总额就不会随

着耕地的扩大而相应增加。因此，假定有两个国家，它们的不提

供地租的土地Ａ有相同的性质，地租总额就同最坏土地和较坏土

地在总耕地面积中所占的相应部分成反比，因而，也同等量资本

投在相等的总面积上得到的产品总量成反比。因此，一国总土地

面积内最坏耕地的量和较好耕地的量之间的比例关系，对地租总

额发生的作用，同最坏耕地的质和较好及最好耕地的质之间的比

例关系，对每英亩的地租，因而在其他情况相等时，也就是对地租

总额发生的作用，是相反的。这两个要素的混淆，是引起各种反对

级差地租的奇谈怪论的原因。

总之，单是由于耕地的扩大，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在土地上使用

的资本和劳动的增加，地租总额就会增加。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虽然按照假定，各级土地按每英亩计

算的地租的比例不变，因而和每英亩所投资本对比来看，地租率也

是不变的，但是会出现下述情况：拿Ⅰａ同Ⅰ比较，——在Ⅰａ中，

耕地的英亩数以及投在它们上面的资本额都已按比例增大，——

我们就会发现，当总产量按照耕地面积扩大的比例增加，即二者都

增加一倍时，地租总额也会增加一倍。英亩数由４增加到８，地租

总额也由１８镑增加到３６镑。

让我们拿４英亩的总面积来说，这上面的地租总额是１８镑，

因而，把不提供地租的土地也计算在内的平均地租是４１
２镑。例

如，拥有这４英亩的土地所有者，就可以这样去计算；全国的平

均地租也可以这样去统计。用１０镑资本可以产生１８镑的地租

总额。我们把这两个数字之比叫作地租率；在这里，地租率是

９４７第三十九章 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级差地租Ⅰ）



１８０％。    

Ⅰａ中的地租率也是一样的，在这里，耕种的土地不是４英亩

而是８英亩，但各级土地是按同一比例增加的。３６镑的地租总额，

在耕地为８英亩，投资为２０镑时，会产生每英亩４１
２镑的平均地

租和１８０％的地租率。

但是，只要我们考察一下Ⅰｂ（在这里，主要是两种较坏土地

增加了），我们就会发现，１２英亩的地租是４２镑，从而每英亩的

平均地租是３１
２镑。投资总额是３０镑，所以地租率是１４０％。这

样，每英亩的平均地租就减少了１镑，而地租率也由１８０％下降到

１４０％。所以在这里，在地租总额由１８镑增加到４２镑时，按每英

亩计算的和按资本计算的平均地租都下降了；这种下降和生产的

增大是同时发生的，但不是按比例的。尽管各级土地的地租按每

英亩计算和按所投的资本计算都保持不变，但平均地租还是下降

了。这是因为耕地的增加额有３
４属于不提供地租的土地Ａ和提供

最少地租的土地Ｂ。

假定在Ⅰｂ的情况下，全部扩大只限于Ａ级土地，我们所有的

土地就是Ａ级９英亩，Ｂ级、Ｃ级、Ｄ级各１英亩。地租总额仍旧是

１８镑，所以１２英亩中每英亩的平均地租是１１
２镑；３０镑投资有

１８镑地租，因此，地租率是６０％。平均地租按每英亩计算和按投资

计算，都已大大减少，地租总额也没有增加。

最后，让我们拿Ⅰｃ同Ⅰ和Ⅰｂ相比较。同Ⅰ相比，土地面积

增加了两倍，投资也增加了两倍。１２英亩的地租总额是７２镑，所

以每英亩的地租是６镑，而在表Ⅰ中是４１
２镑。按所投资本计算

的地租率（７２镑∶３０镑）是２４０％，而不是１８０％。总产量由１０

夸特增加到３６夸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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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Ⅰｂ相比，耕地的英亩总数，所用的资本，各种耕地间的差

额都没有变化，但分配不同。在这里产量已不是２６夸特，而是３６

夸特，每英亩的平均地租不是３１
２镑，而是６镑，按等量的全部预

付资本计算的地租率不是１４０％，而是２４０％。

不管我们是把Ⅰａ、Ⅰｂ、Ⅰｃ各表的不同状态，看作不同国家

同时并存的状态，还是看作同一国家相继发生的状态，根据以上的

说明，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在谷物价格由于不提供地租的最坏土

地的产量不变而不变时，在各级耕地肥力的差额不变时，在各级耕

地各相等部分（英亩）的等额投资的各自产量不变时，从而在各级

土地每英亩地租间的比例不变，并且按同级土地的每个部分所投

资本计算的地租率不变时，第一，地租总额总是随着耕地面积的扩

大，因而也随着投资量的增加而增加，如果耕地的全部增加额仅限

于无租的土地，则是例外；第二，每英亩的平均地租（地租总额除以

耕地的英亩总数）和平均地租率（地租总额除以投资总额），会发生

很大变化，虽然二者变化的方向相同，但是彼此的比例不同。把耕

地的增加只限于无租的土地Ａ这种情况撇开不说，我们会发现，

每英亩的平均地租和按农业投资计算的平均地租率，都取决于各

级土地在总耕地面积中所占的比例部分，或者同样可以说，取决于

投资总额在肥力不等的各级土地上的分配。不管耕地面积是多是

少，从而（把耕地的增加只限于Ａ的情形除外）也不管地租总额是

大是小，只要各级土地在总面积中所占的比例不变，每英亩的平均

地租或按投资计算的平均地租率就会不变。尽管地租总额会随着

耕地的扩大、投资的增加而增加，甚至显著增加，但只要不提供地

租和只提供少量级差地租的土地，比提供地租较多的较好土地扩

大得快，每英亩的平均地租和按资本计算的平均地租率就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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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地，要是较好土地在总耕地面积中相对地占有较大的部分，因

而在它们上面的投资相对地较多，每英亩却平均地租和按资本计

算的平均地租率就会相应地提高。

因此，如果象统计学著作通常在比较同时期的不同国家，或同

一国家的不同时期时所做的那样，对总耕地每英亩或每公顷的平

均地租进行考察，那末，就会认为，每英亩地租的平均水平，从而地

租总额，会按一定的程度（虽然不是按相等的程度而是按一种大得

多的程度）和一国农业的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肥力相适应，也就是

说，和该国在等面积上平均提供的产量相适应。因为，较好土地在

总耕地面积中所占的部分越大，在等面积上同量投资所获得的产

品总量就越大，每英亩的平均地租也就越大。反过来，情况也就相

反。地租好象不是由不同肥力之间的比率决定的，而是由绝对肥力

决定的，这样级差地租的规律就被抛弃了。因此，有些现象就被人

否认，或被人试图以谷物平均价格和耕地肥力并不存在区别来加

以说明。而实际上这些现象的产生不过是由于以下事实：在无租土

地的肥力相等，从而生产价格相等，并且各级土地间的差额也相等

时，地租总额对总耕地面积的比率，或对土地上的投资总额的比

率，不只是由每英亩的地租决定的，也不只是由按资本计算的地租

率决定的，而同样是由各级土地在总耕地面积中所占的比例数决

定的，或者同样可以说，是由所用总资本在各级土地之间的分配决

定的。奇怪得很，这个事实直到目前竟被人完全忽视了。无论如何，

我们看到（而这对我们研究的进程来说是重要的）：在价格不变，

各种耕地的肥力差额不变，每英亩的地租不变，或按实际提供地

租的各级土地每英亩的投资计算，即按一切实际提供地租的资本

计算的地租率不变时，每英亩平均地租的相对水平和平均地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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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地租总额对土地投资总额的比率，可以单纯由于耕地面积的扩

大而提高或降低。

关于已在第Ⅰ项下考察的级差地租的形式，还必须作以下的

补充。这种补充部分地对于级差地租Ⅱ也是适用的。

第一：我们已经看到，每英亩的平均地租或按资本计算的平均

地租率，可以在耕地扩大、价格不变和耕地的肥力差额不变时提

高。一旦一国的土地全部被占有，一旦土地投资、耕作和人口达到

一定的水平，——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统治地位，并且也支

配着农业，以上这些条件就会作为前提存在，——各种质量的未耕

地的价格（假定只有级差地租存在），就是由具有相同质量和相同

位置的已耕地的价格决定的。这种土地虽然不提供地租，但在除去

所需的开垦费用之后，将会有相同的价格。土地的价格当然不过是

资本化的地租。但是，即使在已耕地的价格上面，人们支付的也只

是未来的地租，例如在标准的利息率为５％时，把二十年的地租一

次提前付清。土地出售时，它是作为会提供地租的土地来出售的。

由于地租（它在这里被视为土地的果实，其实，它只是从表面上看

才是这样）的预料性质，不能把未耕地和已耕地区别开来。未耕地

的价格，和它的地租（土地的价格是这种地租的集中表现）一样，在

土地未被实际利用时，完全是想象的。不过，这样一来，这种价格

已经先验地决定，一旦找到买主，就会实现。因此，当一国的实

际平均地租，是由该国实际的平均年地租总额及其对总耕地面积

的比率决定时，未耕地部分的价格是由已耕地部分的价格决定，所

以只是已耕地上的投资及其结果的一种反映。因为除了最坏土地

外的一切等级的土地，都会提供地租（而且这种地租和我们在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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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级差地租Ⅱ时将要看到的一样，会随着资本总额以及和它相适

应的耕作的集约化一起增加），所以，对未耕地部分来说会形成一

个名义价格，这种未耕地还会因此变为一种商品，对它的所有者

来说，变为财富的一个源泉。同时，这种情况说明，为什么整个

地区的土地价格，甚至未耕地的价格都会增长（奥普戴克１９３）。土

地投机，例如，美国的土地投机，就只是以资本和劳动在未耕地

上的这种反映为基础的。

第二：总的说来，耕地的扩大或者是向较坏土地发展，或者是

根据各级土地出现的情况，按不同的比例，向各级土地发展。当然，

向较坏土地发展，决不是任意选择的，而只能是——在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的前提下——价格上涨的结果，并且在任何一种生产方式

的条件下，这只能是必然性的结果。但也并不是无条件的。较坏土

地可以由于位置好，比那种相对地说较好土地，优先被人利用。在

年轻的国家中，位置对于耕地的扩大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并且，尽

管一个地带的土地从整体来说属于比较肥沃的一类，但是从局部

来说，仍然会有较好土地和较坏土地夹杂在一起的情况，而单是

由于较坏土地和较好土地联在一起，就不得不耕种较坏土地。如

果有一块较坏土地处于较好土地的包围之中，这些较好土地就会

使它同那些比较肥沃但不是和已耕地或待耕地联在一起的土地相

比，具有更有利的位置。

因此，密歇根州在美国西部各州中就成了最早输出谷物的州

之一。虽然它的土地总的看来是贫瘠的，但因靠近纽约州，并且

可以通过湖泊和伊利运河进行灌溉，所以这就使它比那些土地天

然肥沃但远在西部的各州处于更优越的地位。这个州和纽约州相

比，也提供了一个由较好土地向较坏土地推移的实例。纽约州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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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它的西部地区的土地，是无比肥沃的，特别有利于种植小麦。

由于掠夺性的耕作，这块肥沃的土地已变得不肥沃了；现在，密

歇根州的土地，看来还比较肥沃。

“１８３８年，面粉是从布法罗装船，运往西部，而纽约州和上加拿大的小麦

产区是主要的面粉供应地。现在，仅仅十二年后，已有大量小麦和面粉从西部

运来，沿伊利湖，通过伊利运河，经布法罗及其邻港布莱克洛克运往东部。由

于１８４７年欧洲的饥荒，小麦和面粉的出口特别受到了刺激。因此，纽约西部

的小麦变得便宜了，种植小麦的收益减少了；这种情况使纽约州的农场主宁

愿饲养家畜、生产奶制品和栽种果树等等，因为在他们看来，在这些部门，西

北部地区还没有力量直接同他们竞争。”（詹·威·约翰斯顿《北美农业、经济

和社会问题札记》１８５１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２２２、２２３页）

第三：下面的假定是错误的：殖民地，一般来说年轻国家，可以

按比较便宜的价格出口谷物，所以，那里的土地必然具有较大的自

然肥力。在那里，谷物不仅低于它的价值出售，而且低于它的生产

价格，即低于由较古老的国家的平均利润率决定的生产价格出售。

如果我们象约翰斯顿所说的那样（同上，第２２３页），

“习惯于把每年以如此大量小麦运到布法罗来的这几个新建的州，同较大的

自然肥力和广阔无边的富饶土地的观念连在一起”，

那末，这首先取决于经济条件。一个象密歇根这样的地方，在开始

的时候，几乎全部人口都从事农业，特别是从事大宗农产品的生

产，他们只能用这种产品来交换工业品和各种热带产品。所以，他

们的剩余产品全部都是谷物。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把以现代世界

市场为基础的殖民地国家，同以前的特别是古代的殖民地国家区

别开来。现代殖民地是通过世界市场现成地得到在另外的情况下

必须由他们自己制造的那些产品，如衣服、工具等等。美国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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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州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把棉花作为主要产品来进行生产。

允许它们这样做的，是世界市场的分工。所以，从它们很年轻，人

口比较稀少来看，它们好象能生产出非常多的剩余产品，但是，这

并不是由于它们的土地肥沃，也不是由于它们的劳动富有成效，而

是由于它们的劳动，从而体现它们的劳动的剩余产品，具有一种

片面的形式。

另外，只要气候条件不是特别坏，那些新近开垦、以前从未耕

种过、相对地说比较不肥沃的土地，就至少已在土壤表层积累了许

多易溶解的植物养料，以致它无须施用肥料，甚至只要进行粗放耕

作，也能长期获得收成。西部的大草原还有这样的好处：它们简直

不需要任何开垦的费用，因为它们天然就是可以耕种的土地（３３ａ）。

这种比较不肥沃的地区会获得剩余产品，并不是由于土地的肥力

高，从而每英亩的产量高，而是由于可以进行粗放耕作的土地面积

很大，因为这种土地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

相比，只花极少的费用。在实行分成制的地方，如纽约、密歇根、加

拿大等的某些地区，就是这样。一个家庭可以粗放耕作比如说１００

英亩。每英亩的产量虽然不大，但１００英亩将提供相当多的剩余

产品，可供出售。此外，不在人工牧场上，而在天然牧场上饲养牲

畜，几乎不需要任何费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土地的质，而

是土地的量。这种粗放耕作的可能性，自然会逐渐消失，新土

（３３ａ） ｛正好是这种大草原或干草原地带的开垦的迅速发展，近来使“人口压迫

着生活资料”１９４这样一个轰动一时的马尔萨斯命题，变成了幼稚可笑的东西。相反地，

它引起了地主们的下述怨言：如果不用暴力阻止那种压迫着人口的生活资料的增加，

农业和德国就会同归于尽。但是这种干草原、大草原、帕姆帕斯草原、利亚诺斯草原等

等的开垦，现在还不过刚刚开始，所以，它对欧洲农业的变革作用，将使人无比深刻地

感受到。——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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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越肥沃，消失得越慢；它的产品出口得越多，消失得越快。

“但是，这样的土地最初仍然会提供好收成，甚至小麦的好收成。从这种

土地获得第一次收益的人，能够把大量剩余小麦运到市场上去。”（同上，第

２２４页）

在那些有古老文化的国家，由于存在着那种由耕地价格决定

未耕地价格等等的所有权关系，就不可能实行这种粗放经营。

因此，和李嘉图所想象的相反，这种土地不一定是非常肥沃

的，也不是只有肥力相等的土地才会被耕种。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事

实看出：１８４８年，密歇根州种植小麦４６５９００英亩，生产了４７３９３００

蒲式耳，每英亩平均１０１
５蒲式耳；扣除麦种，每英亩略少于９蒲式

耳。该州２９县中，每英亩平均生产７蒲式耳的，有２县，８蒲式耳

——３县，９蒲式耳——２县，１０蒲式耳——７县，１１蒲式耳——６

县，１２蒲式耳——３县，１３蒲式耳——４县，１６蒲式耳——只有１

县，还有１个县为１８蒲式耳（同上，第２２５页）。

对实际的耕种来说，较高的土地肥力和这种肥力的可以立即

利用的较大可能性是一回事。但是，土地肥力的这种立即利用的

可能性，在天然贫瘠的土地上比在天然富饶的土地上要大。移民

首先着手耕种的是这种天然贫瘠的土地，在缺少资本时，更需要

这样做。

最后：耕种扩大到较大的土地面积上，即扩大到由Ａ到Ｄ的

各级土地上，——先撇开以上考察的情况，即必须耕种比以往耕地

更坏的土地的情况不说，——例如，耕种较大面积的Ｂ和Ｃ的土

地，从来不是以谷物价格的预先上涨为前提，就象棉织业逐年进行

的扩大，无须以棉纱价格的不断上涨为前提一样。虽然市场价格的

大幅度涨落会影响生产的规模，但是，撇开这点不说，甚至在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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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生产、也不例外地促进生产的平均价格的情况下，农业（象资

本主义经营的其他一切生产部门一样）会不断发生那种本来和积

累是一回事的相对生产过剩。这种相对生产过剩，在其他生产方式

下，是直接由人口的增加引起，在殖民地，则是由不断的移民引起。

需求不断增加，人们预见到这种情形，就不断向新的土地投入新的

资本；虽然这要由各种土地产品的情况分别决定。引起这种现象

的，是新资本的形成本身。对资本家个人来说，只要他还能自己支

配自己的资本，他总是使自己的生产规模同他所能支配的资本相

适应。他所关心的是在市场上占到尽可能大的地盘。如果生产过

剩了，他不会归咎于自己，而是归咎于他的竞争者。资本家个人可

以用扩大市场本身的办法，也可以用在现有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

的办法，来扩大自己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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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章

级差地租的第二形式

（级差地租Ⅱ）

  以上我们只是把级差地租看作是投在面积相等而肥力不同的

土地上的等量资本所具有的不同生产率的结果，所以，级差地租是

由投在最坏的无租土地上的资本的收益和投在较好土地上的资本

的收益之间的差额决定的。在那里，我们假定若干资本同时投在不

同的地块上，所以，每投入一笔新的资本，土地的耕作范围就会相

应扩展，也就是耕地面积扩大。但是，级差地租实质上终究只是投

在土地上的等量资本所具有的不同生产率的结果。生产率不同的

各个资本连续投在同一地块上和同时投在不同地块上，假定结果

相同，是否会有什么差别呢？

首先，不能否认，就超额利润的形成来说，这两种场合是毫无

差别的：一种是投在Ａ级一英亩土地上的３镑生产费用生产１夸

特，从而３镑成为１夸特的生产价格和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投

在Ｂ级一英亩土地上的３镑生产费用生产２夸特，并提供一个３

镑的超额利润，而投在Ｃ级一英亩土地上的３镑生产费用生产３

夸特，并提供６镑的超额利润，最后，投在Ｄ级一英亩土地上的

３镑生产费用生产４夸特，并提供９镑的超额利润；另一种是这１２

镑生产费用或１０镑资本，按相同的顺序，投在同一英亩上，取得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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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效果。在这两种场合，都是一个１０镑的资本，它的价值分成四

部分，依次投入，每部分２１
２镑，而不管它们是同时投在肥力不同

的四英亩上，还是相继投在同一英亩上。由于它们的产量不同，其

中一部分不会提供超额利润，而其他各部分却会按照它们的收益

和不提供地租的投资的收益之间的差额提供超额利润。

资本不同价值部分的超额利润和不同的超额利润率，在这两

种场合都是按同样的方式形成的。地租无非是这个形成地租实体

的超额利润的一种形式。但是，无论如何，在第二个方法上，超额利

润到地租的转化，即超额利润由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手里到土地

所有者手里的这种形式转化，会遇到一些困难。英国租地农场主所

以顽强抗拒政府的农业统计，其原因就在于此。他们在确定他们投

资的实际成果时所以和土地所有者进行斗争，其原因也在于此（摩

尔顿）。地租是在土地出租时确定的，地租确定后，在租约有效期

间，由连续投资所产生的超额利润，便流入租地农场主的腰包。正

因为这样，租地农场主总是力争签订长期租约；但另一方面，由于

地主的力量占优势，每年更换租约的现象却增加了。

因此，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具有不同结果的各个等量资本，不

管是同时投在同样大的各块土地上，还是相继投在同一块土地上，

都不会影响超额利润的形成规律，但是，这件事对于超额利润转化

为地租，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后一个方法会把这种转化限制在一方

面更为狭小，另一方面更不稳定的界限内。因此，在实行耕作集约

化（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

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的各国，税务员的工作，正如

摩尔顿在他所著的《地产的资源》一书中所说的，就成了一种极为

重要、复杂、困难的职业。如果土地改良的效果比较持久，那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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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约满期时，人工增进的土地的不同肥力，就会和土地的自然的不

同肥力合在一起，因此，地租的评定也就会和不同肥力的各级土地

的地租的评定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就超额利润的形成决定于经营

资本的量这点来说，一定量经营资本产生的地租额，会加到一国的

平均地租中去；因此也就要求新的租地农场主掌握足够的资本，以

便按同样集约化的方法，来继续进行耕种。

在考察级差地租Ⅱ时，还要强调指出如下几点：

第一：级差地租Ⅱ的基础和出发点，不仅从历史上来说，而且

就级差地租Ⅱ在任何一个一定时期内的运动来说，都是级差地租

Ⅰ，就是说，是肥力和位置不同的各级土地的同时并列的耕种，也

就是农业总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在不同质的地块上同时并列的使

用。

历史地看，这是不言而喻的。在殖民地，移民只需投很少的资

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每个家长都企图在他的移民伙

伴们经营的场所旁边，为自己和家属建立一个独立经营的场所。早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方式下，在真正的农业中一般说来必

然是这种情形。在作为独立的生产部门的牧羊业或整个畜牧业中，

几乎都是共同利用土地，并且一开始就是粗放经营。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是从生产资料在事实上或法律上为耕者自己所有的旧生产方

式发展起来的，一句话，是从农业的手工业经营发展起来的。实际

上，生产资料只是由此才逐渐走向集中，并逐渐转化为资本，而同

转化为雇佣劳动者的直接生产者相对立。如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这里表现出自己的特征，那末，这首先特别是发生在牧羊业和畜

牧业上；所以，并不是表现在资本在较小土地范围内的集中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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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表现在生产规模的扩大，因而可以节约马的饲养费用及其他生

产费用上；事实上并不是由于在同一土地上使用了更多的资本。此

外，由于耕作的自然规律，当耕作已经发达到一定的水平，地力已

经相应消耗的时候，资本（在这里同时指已经生产的生产资料）才

会成为土地耕作上的决定要素。在已耕地同未耕地相比只占较小

面积，地力也还没有枯竭的时候（在真正农业和植物性食物占统治

地位以前，当畜牧和肉食盛行的时期，情形就是这样），这种刚刚开

始的新生产方式同农民生产的区别，主要在于由一个资本家投资

耕种的土地面积较大，也就是在于资本以粗放的方法投在较大的

土地面积上。因此，一开始就要记住：级差地租Ⅰ是作为出发点的

历史基础。另一方面，级差地租Ⅱ的运动，在任何一定的瞬间，都只

是出现在这样一个领域内，这个领域本身又是级差地租Ⅰ的形形

色色的基础。

第二：在级差地租的第Ⅱ形式上，除了肥力的差别，还有资本

（以及获得信用的能力）在租地农场主之间的分配上的差别。在真

正的工业中，每个生产部门都会迅速形成该部门所特有的最低限

度的经营范围和与此相应的最低限度的资本，如果没有这个最低

限度的资本，任何一种经营也不能顺利进行。同样地，在每个生产

部门，又都会形成大多数生产者所必须拥有并且实际也拥有的、高

于这个最低限度的标准平均资本量。大于平均资本量的资本会提

供额外利润，而小于平均资本量的资本就得不到平均利润。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只是缓慢地、不平衡地侵入农业，这是我们在英国这个

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国家中可以看到的。如果没有谷

物的自由进口，或者因自由进口的数量很小，影响有限，那末，市场

价格就要由耕种较坏的土地的生产者来决定，就是说，要由在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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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水平的不利的生产条件下从事工作的生产者来决定。用于农

业的并且一般可以由农业支配的资本总量中的大部分，也是掌握

在这些生产者手中。

诚然，例如农民在他的小块土地上耗费了大量劳动，但是，这

种劳动是孤立的，并且被剥夺了生产率的各种客观条件（社会条件

和物质条件）。

这种情况使真正的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能够把超额利润的一

部分占为己有；如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业中，也同在工业中

一样平衡地发展，那末，至少就上述这点来说，这种情况就不会

发生。

让我们首先只考察级差地租Ⅱ中的超额利润的形成，暂且不

考虑这种超额利润能够转化为地租的条件。

这里很明显，级差地租Ⅱ只是级差地租Ⅰ的不同的表现，而实

质上二者是一致的。在级差地租Ⅰ中，各级土地的不同肥力所以会

发生影响，只是因为不同的肥力使投在土地上的各个资本在资本

的量相等时或就资本的比例量考察时，会产生出不同的结果，不同

的产量。不论这种不同的结果是相继投在同一块土地上的各个资

本产生的，还是投在好几块等级不同的土地上的各个资本产生的，

都不会使肥力的差别或它们产量的差别发生变化，因此也不会使

生产率较高的投资部分的级差地租的形成发生变化。在投资相等

时，土地仍然显示出不同的肥力，不过，在这里一个资本的不同部

分相继投在同一土地上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在级差地租Ⅰ的场合

下社会资本各个相等部分投在各级土地上所产生的结果。

如果把表Ⅰ①中以四个独立资本的形式（每个２
１
２镑），由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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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租地农场主分别投在四级土地Ａ、Ｂ、Ｃ、Ｄ各一英亩上的这１０

镑资本，改变一下投资的方法，把它分为四次投资，相继投在Ｄ级

土地的同一英亩上，第一次投资提供了４夸特，第二次投资提供了

３夸特，第三次投资提供了２夸特，最后一次投资提供了１夸特

（或者把这个序列反过来也行），那末，收益最小的资本部分所提供

的１夸特的价格＝３镑，就不会提供级差地租，但是只要生产价格

为３镑的小麦的供给仍有必要，它就会决定生产价格。既然我们假

定生产是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进行的，因而在３镑价格中已经包

含着资本２１
２镑一般都会提供的平均利润，那末，其他三个各２

１
２

镑的资本部分，都会根据产品的差额而产生超额利润，因为它们的

产品都不是按照自己的生产价格出售的，而是按照那个收益最小

的２１
２镑的投资的生产价格出售的；这个收益最小的投资不提供

地租，而且它的产品的价格是按照生产价格的一般规律决定的。超

额利润的形成，将和表Ⅰ相同。

这里再一次表明，级差地租Ⅱ是以级差地租Ⅰ为前提的。一个

２１
２镑的资本提供的最低限度的产品，即在最坏土地上提供的产

品，在这里被假定是１夸特。现在假定，Ｄ级土地的租地农场主，除

了投入２１
２镑，为他提供４夸特，他也要为它支付３夸特的级差地

租以外，还在同一土地上投入２１
２镑，但只为他提供１夸特，和投

在最坏土地Ａ上的等量资本一样。在这种场合，这就会是一个不

提供地租的投资，因为它只为这个农场主提供平均利润。这里没有

任何可以转化为地租的超额利润。可是，另一方面，在Ｄ上的第二

次投资的收益的减少，也不会对利润率有任何影响。这就如同２１
２

镑新投在Ａ级另一英亩土地上一样。这种情况决不会影响超额利

润，所以也不会影响Ａ、Ｂ、Ｃ、Ｄ各级土地的级差地租。但对租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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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主来说，Ｄ级土地上这２
１
２镑的追加投资，按照假定，也应和Ｄ

级一英亩土地上原来的２１
２镑投资一样有利，虽然后者会提供４

夸特的产量。如果还有两个各２１
２镑的投资，分别给他提供了３夸

特和２夸特的追加产品，那末，和Ｄ级土地的第一次投资即生出４

夸特因而提供３夸特超额利润的２１
２镑投资的收益相比，就又出

现了减少的情况。但是，这只是超额利润量的减少。这既不会影响

平均利润，也不会影响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只有在造成超额利

润减少的追加生产使Ａ级土地的生产成为多余，因而把Ａ级的一

英亩土地从耕地中排挤出去时，才会发生这样的影响。在这种场

合，Ｄ级一英亩土地上的追加投资的生产率的下降，势必引起生产

价格的下降。例如，当Ｂ级一英亩土地成为调节市场价格的无租

土地时，生产价格就会由３镑下降到１１
２镑。

Ｄ的产品现在＝４＋１＋３＋２＝１０夸特，而在以前＝４夸特。但

由Ｂ调节的每夸特的价格，下降到１
１
２镑。Ｄ和Ｂ之间的差额＝

１０－２＝８夸特，按每夸特值１１
２镑计算，＝１２镑，但Ｄ的货币地

租以前＝９镑。这一点是应当注意的。尽管两个各２１
２镑的追加资

本的超额利润率都下降了，按每英亩计算的地租额还是会增长３３

１
３％。

由此可见，尽管例如李嘉图对级差地租的论述极其片面，把它

看作是很简单的事情，可是，级差地租，特别是在它的同第Ⅰ形式

联系在一起的第Ⅱ形式上，会产生多么复杂的各种组合。例如，以

上我们看到：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下降，而同时肥沃的土地的地

租却增加，从而绝对产量和绝对剩余产品都增加。（在级差地租Ⅰ

的下降序列中，每英亩的相对剩余产品，从而地租，可能增加，虽然

每英亩的绝对剩余产品仍旧不变，甚至减少。）但是同时，在同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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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相继投入的几个资本的生产率会减低，尽管其中大部分是用

在比较肥沃的土地上。从一个观点来看，——就产量和生产价格

来说，——劳动生产率是提高了。但从另一个观点来看，劳动生

产率是下降了，因为对同一土地上的不同投资来说，每英亩的超

额利润率和剩余产品都减少了。

级差地租Ⅱ，在连续投入的几个资本的生产率下降的场合，只

有在这些投资只能在最坏土地Ａ上进行的时候，才必然会引起生

产价格的上涨和生产率的绝对降低。如果一英亩Ａ级土地，本来

用２１
２镑的投资会提供１夸特，其生产价格为３镑，在追加投资

２１
２镑，即总共投资５镑时，总共只提供１

１
２夸特，那末，这１

１
２

夸特的生产价格就＝６镑，因此１夸特的生产价格就＝４镑。在投

资增加时，生产率的每一次下降，在这里就会是每英亩产量的相

对减少，但在较好的各级土地上，就只是超额的剩余产品的减少。

但是，按照事物的性质来说，发展集约化耕作，也就是说，在

同一土地上连续进行投资，这主要是或在较大程度上是在较好土

地上进行的。（我们说的不是那种会使以前不能使用的土地变为有

用土地的永久性改良。）因此，连续投资的生产率的下降，必然主

要是以上述方式表现出来。较好土地所以被人看中，是因为这种

土地包含着只待利用的大量的肥力的自然要素，最有希望为投在

它上面的资本生利。

谷物法废除后，在英国，耕作是更加集约化了；以前种植小麦

的大量土地被用在其他的目的上，特别是变成了牧场，另一方面，

最适于种植小麦的肥沃土地，也进行了排水及其他的改良；因此，

种植小麦的资本已经集中在更狭小的土地面积上了。

在这种情况下，——而最好土地的最大超额利润和无租的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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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土地的产量之间的一切可能的剩余率，在这里都不是和每英亩

剩余产品的相对增加，而是和它的绝对增加相一致，——新形成的

超额利润（可能的地租）所代表的，并不是以前的平均利润中现在

已经转化为地租的部分（以前代表平均利润的产品部分），而是追

加的超额利润，它由这个形式转化为地租。

另一方面，只有在下述情况下，即在谷物需求增加，以致市场

价格上涨到Ａ的生产价格以上，从而Ａ、Ｂ或任何其他一级土地

的剩余产品只能按高于３镑的价格来供应的情况下，Ａ、Ｂ、Ｃ、Ｄ中

任何一级土地上追加投资的收获的减少，才会引起生产价格和起

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的上涨。只要这个情况长期继续下去，而不致

耕种追加的Ａ级土地（至少Ａ级质量的土地），或者没有其他的影

响使谷物的供给较为便宜，在其他情况不变时，工资就会因面包价

格上涨而上涨，利润率就会相应下降。在这个场合，需求的增加不

管是通过耕种比Ａ更坏的土地来满足，还是通过追加四级土地中

任何一级土地上的投资来满足，都是无关紧要的。级差地租都会由

于利润率的下降而增加。

这是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已耕地上以后追加的资本的生

产率的下降，能够引起生产价格的上涨、利润率的下降和较高的级

差地租的形成，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所有各级土地的级差地租都

会增加，就好象现在已经由比Ａ更坏的土地来调节市场价格一

样。而李嘉图把这一种情况说成是唯一的情况，正常的情况，他把

级差地租Ⅱ的全部形成，都归结为这种情况。

如果耕种的只是Ａ级土地，在它上面的连续投资又没有引起

产品的按比例的增加，情况也确实会是这样。

因此，在这里，在级差地租Ⅱ的场合，级差地租Ⅰ已经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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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忘记了。

除了这种情况，即已耕地提供的供给已经不够，从而市场价

格长期高于生产价格，直到耕种新追加的较坏土地为止，或者，投

在各级土地上的追加资本的总产品只能按高于以前的生产价格来

供应，——除了这种情况，追加资本的生产率的按比例的下降，则

不会影响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和利润率。此外，可能还有如下

三种情况：

（ａ）如果Ａ、Ｂ、Ｃ、Ｄ任何一级土地上的追加资本只提供由Ａ

的生产价格决定的利润率，那末就不会形成任何超额利润，从而

也不会形成任何可能的地租，正如耕种追加的Ａ级土地时的情况

一样。

（ｂ）如果追加的资本提供较高的产量，那末，不言而喻，只要

起调节作用的价格保持不变，就会形成新的超额利润（可能的地

租）。但也并不必然是这种情形，也就是说，如果这种追加生产把

Ａ级土地从耕地中排挤出去，从而把它从互相竞争的各级土地序

列中排挤出去时，情形就不是这样。这时，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

格就会下跌。如果由此引起工资的下降，或者，如果有比较低廉

的产品成为不变资本的要素，利润率就会提高。如果追加资本的

生产率的提高发生在最好土地Ｃ和Ｄ上，那末，价格的下跌和利

润率的提高会在什么程度上引起更大的超额利润（也就是更大的

地租）的形成，这就完全取决于新追加的资本的生产率提高的程

度和新追加的资本的总量。工资不下降，利润率也可以因不变资

本的要素变得便宜而提高。

（ｃ）如果追加的投资使超额利润减少，但它的产量超过Ａ级

土地上的等量资本的产量而形成余额，那末，只要这个增加了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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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不致把Ａ级土地从耕地中排挤出去，在一切情况下都会形成新

的超额利润，而且可以同时在Ｄ、Ｃ、Ｂ、Ａ各级土地上形成新的超

额利润。相反地，如果把最坏土地Ａ从耕地中排挤出去，起调节作

用的生产价格就会下跌，而以货币表现的超额利润从而级差地租

是增加还是减少，就要看每夸特价格的减少和形成超额利润的夸

特数的增加这二者之间的比例而定。但是，不管怎样，有一点值得

注意：在各个连续投资的超额利润减少时，生产价格并不象乍看起

来那样必然上涨，而是可能下跌。

这些超额收益减少的追加投资，和如下的情况是完全符合的：

例如，有四个各２１
２镑的新的独立的资本，投在其肥力介于Ａ和Ｂ

之间、Ｂ和Ｃ之间以及Ｃ和Ｄ之间的各种土地上，并分别生出１

１
３夸特、２

２
３夸特、２

２
３夸特和３夸特。在所有这几种土地上，都会

为所有这四个追加的资本形成超额利润，即可能的地租，虽然超额

利润率同相应的较好土地上的等量投资的超额利润率相比是下降

了。而且，不管这四个资本是全部投在Ｄ或其他土地上面，还是分

配在Ｄ和Ａ之间，都完全一样。

现在我们来谈谈级差地租的两种形式之间的本质区别。

在生产价格不变和差额不变时，就级差地租Ⅰ来说，每英亩的

平均地租或按资本计算的平均地租率，可以同地租总额一起增加；

但是，这个平均只是一个抽象。按每英亩或按资本计算的实际地租

额，在这里仍然不变。

相反，在相同的前提下，按英亩计算的地租额却可以增加，虽

然按所投资本计算的地租率仍然不变。

我们假定，在Ａ、Ｂ、Ｃ、Ｄ每一级土地上的投资不是２
１
２镑，而

是５镑，也就是说，总投资不是１０镑，而是２０镑，在它们的相对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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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变的情况下，生产增加一倍。这就如同耕种其中每一级土地不

是一英亩而是二英亩但费用不变时的情况完全一样。利润率保持

不变，它和超额利润或地租的比率也仍旧不变。但如果Ａ现在提

供２夸特，Ｂ提供４夸特，Ｃ提供６夸特，Ｄ提供８夸特，那末，因为

这种增加不是由于资本不变时肥力增加一倍，而是由于资本加倍

时肥力的比例不变，所以生产价格仍和以前一样是每夸特３镑。现

在Ａ的２夸特的费用是６镑，和以前１夸特的费用是３镑一样。在

所有这四级土地上，利润都增加一倍，但只是因为所投资本增加了

一倍。地租也会按相同的比例增加一倍；对Ｂ来说，地租不是１夸

特，而是２夸特；对Ｃ来说，不是２夸特，而是４夸特；对Ｄ来说，

不是３夸特，而是６夸特；与此相适应，Ｂ、Ｃ、Ｄ的货币地租，也分

别是６镑、１２镑、１８镑。每英亩的货币地租和每英亩的产量一样增

加一倍，因此，这个货币地租借以资本化的土地价格，也增加一倍。

照这样计算，谷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从而土地价格，都提高了，因为

作为计算标准的英亩，是一块大小不变的土地。相反，在按所投资

本计算的地租率上，地租的比例量没有发生任何变化。３６镑的地

租总额和２０镑的投资之比，等于１８镑的地租总额和１０镑的投资

之比。每一级土地的货币地租和它上面所投的资本之比，也是这

样；例如，拿Ｃ级土地来说，１２镑地租和５镑资本之比，等于以前６

镑地租和２１
２镑资本之比。在这里，在所投资本之间没有发生任何

新的差别，但是产生了新的超额利润，这只是因为追加资本投在某

种提供地租的土地上，或投在一切提供地租的土地上，会按同样的

比例提供产量。例如，如果加倍的投资只投在Ｃ上面，那末，Ｃ、Ｂ、

Ｄ之间的按资本计算的级差地租仍旧不变；因为得自土地Ｃ的地

租额增加一倍时，所投资本也增加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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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生产价格不变，利润率不变和差额不变（因而，按

资本计算的超额利润率或地租率也不变）时，每英亩的产品地租额

和货币地租额，从而土地的价格，都可能提高。

在超额利润率下降，从而地租率下降时，也就是说，在那些仍

旧提供地租的追加投资的生产率下降时，也能发生同样的情况。如

果第二次２１
２镑的投资没有使产量增加一倍，而是Ｂ只提供３

１
２

夸特，Ｃ只提供５夸特，Ｄ只提供７夸特，那末，这第二次２１
２镑投

资的级差地租，对Ｂ来说就不是１夸特而只是
１
２夸特，对Ｃ来说

就不是２夸特而是１夸特，对Ｄ来说就不是３夸特而是２夸特。对

两个连续投入的资本来说，地租和资本之比如下：

第一次投资 第二次投资

Ｂ：地租３镑 资本２ １
２镑 地租１ １

２镑 资本２ １
２镑

Ｃ：地租６镑 资本２ １
２镑 地租３ 镑 资本２ １

２镑

Ｄ：地租９镑 资本２ １
２镑 地租６ 镑 资本２ １

２镑

尽管资本的相对生产率，因而按资本计算的超额利润率下降，但谷

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对Ｂ来说还是由１夸特增加到１
１
２夸特（由３

镑增加到４１
２镑）；对Ｃ来说还是由２夸特增加到３夸特（由６镑

增加到９镑）；对Ｄ来说还是由３夸特增加到５夸特（由９镑增加

到１５镑）。在这个场合，各个追加的资本和投在Ａ上面的资本相

比的差额都已减少，生产价格则仍旧不变，但每英亩的地租增加

了，因而每英亩的土地价格也提高了。

关于级差地租Ⅱ（它的前提是以级差地租Ⅰ作为自己的基础）

的各种组合，我们下面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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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章

级差地租Ⅱ——第一种情况：

生产价格不变

  这里的前提是：市场价格仍由投在最坏土地Ａ上的资本调节。

Ⅰ．如果投在任何一级提供地租的土地Ｂ、Ｃ、Ｄ上的追加资本，

只和投在Ａ级土地上的同量资本生产一样多的东西，也就是说，如

果这个追加资本只按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来提供平均利润，不提

供任何超额利润，那末，它对地租的影响就等于零。一切都照旧。这

就等于，有任意英亩数的Ａ级土地即最坏土地加入耕地面积。

Ⅱ．假定追加资本在每级土地上，都生产出和各自的量成比例

的追加产品；也就是说，产量会依据各级土地特有的肥力，并按照追

加资本增加的比例而增加。我们在第三十九章的出发点是下表Ⅰ：

表 Ⅰ

土地
 
等级

英
 
亩

资本
 
（镑）

利润
 
（镑）

生产
费用
（镑）

产量
 

（夸特）

售价
 
（镑）

收益
 
（镑）

地 租

夸特 镑

超额利
 

润 率

Ａ １ ２１
２

１
２ ３ １ ３ ３ ０ ０ ０ 

Ｂ １ ２１
２

１
２ ３ ２ ３ ６ １ ３ １２０％

Ｃ １ ２１
２

１
２ ３ ３ ３ ９ ２ ６ ２４０％

Ｄ １ ２１
２

１
２ ３ ４ ３ １２ ３ ９ ３６０％

合计 ４ １０ — １２ １０ — ３０ ６ １８ — 

２７７



  现在这个表已经变为：

表 Ⅱ

土地
 
等级

英
 
亩

资   本
 
（镑）

利润
 
（镑）

生产
费用
（镑）

产量
 

（夸特）

售价
 
（镑）

收益
 
（镑）

地 租

夸特 镑

超额利
 

润 率

Ａ １ ２１
２＋２

１
２＝５ １ ６ ２ ３ ６ ０ ０ — 

Ｂ １ ２１
２＋２

１
２＝５ １ ６ ４ ３ １２ ２ ６ １２０％

Ｃ １ ２１
２＋２

１
２＝５ １ ６ ６ ３ １８ ４ １２ ２４０％

Ｄ １ ２１
２＋２

１
２＝５ １ ６ ８ ３ ２４ ６ １８ ３６０％

４ ２０ — — ２０ — ６０ １２ ３６ — 

  在这里，没有必要象表中那样，使所有各级土地的投资都加

倍。只要在一级或几级提供地租的土地上使用了追加资本，不管

比例是多少，规律总是这样。所需要的只是，每一级土地的产量

都按资本增加的比例而增加。在这里，地租的提高只是土地投资

增加的结果，而且是和资本的这种增加成比例的。产量和地租的

这种增加是投资增加的结果，而且是和投资的增加成比例的，就

产量和地租量来说，这种增加和下述情形完全相同：同质的提供

地租的地块的耕种面积已经扩大，并且使用和过去在同一级地块

上一样多的资本来进行耕种。例如，拿表Ⅱ来说，如果把每英亩

２１２镑的追加资本分别投在Ｂ、Ｃ、Ｄ各级土地的另外一英亩上，那

末，结果是一样的。

其次，这个例子的前提不是资本的使用更有效果，而只是在同

一土地面积上投入更多的资本，效果仍同以前一样。

在这里，一切比例关系都仍旧不变。当然，如果我们不考察比

例差额，而只考察纯粹的算术差额，那末，各级土地的级差地租是

会变动的。例如，我们假定，追加资本只投在Ｂ和Ｄ上。这样，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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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的差额就＝７夸特，而以前＝３夸特；Ｂ和Ａ的差额就＝３夸特，

而以前＝１夸特；Ｃ和Ｂ的差额是＝－１，而以前＝＋１，等等。这个

算术差额，在级差地租Ⅰ的场合，就它表示等量投资生产率的差别

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但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个算术差

额只是在每个相等资本部分在不同地块上的差额仍旧不变的情况

下，追加不同投资或没有追加投资的结果。

Ⅲ．追加资本带来超额产品，因此形成超额利润，不过比率下

降，不和追加资本的增加成比例。

表 Ⅲ

土地
 
等级

英
 
亩

资  本
 
（镑）

利润
 
（镑）

生产
费用
（镑）

产  量
 

（夸特）

售价
 
（镑）

收益
 
（镑）

地 租

夸特 镑

超额利
 

润 率

Ａ １ ２１
２  １

２ ３ １ ３ ３ ０ ０ ０ 

Ｂ １２１
２＋２

１
２＝５１ ６ ２＋１１

２＝３
１
２ ３ １０１

２ １
１
２ ４

１
２ ９０％

Ｃ １２１
２＋２

１
２＝５１ ６ ３＋２ ＝５ ３ １５ ３ ９ １８０％

Ｄ １２１
２＋２

１
２＝５１ ６ ４＋３１

２＝７
１
２ ３ ２２１

２ ５
１
２１６

１
２ ３３０％

— １７１
２３

１
２ ２１ １７ — ５１ １０ ３０ — 

  在这第三种假定的情况下，追加投资即第二次投资是均等地

还是不均等地分配在各级土地上；生产的超额利润是按相等的比

率还是按不相等的比率减少；追加的投资是全部投在同一级提供

地租的土地上，还是均等地或不均等地分别投在各种提供地租的

土地上；都是无关紧要的。所有这些情况对这里所要说明的规律都

是无关紧要的。这里唯一的前提是，对任何一种提供地租的土地的

追加投资会提供超额利润，但它提供的超额利润和资本的增加量

之间的比率会下降。这种下降的界限，以上表为例来说，是在４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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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１２镑（在最好土地Ｄ上第一次投资的产品）和１夸特＝３镑

（在最坏土地Ａ上同量投资的产品）之间变动。在连续投资的生产

率降低的情况下，对于在任何一种提供超额利润的土地上的连续

投资所提供的产品来说，投在最好土地的资本Ⅰ的产量构成最高

界限，投在不提供地租、也没有超额利润的最坏土地Ａ上的等额

资本的产量构成最低界限。和第Ⅱ种假定相当于较好土地中的新

的同质地块加入耕种面积，相当于任何一种耕地的数量增加一样，

第Ⅲ种假定相当于耕种这样的追加地块，它们的不同肥力分别在

Ｄ和Ａ之间，也就是，分别在最好土地的肥力和最坏土地的肥力

之间。如果连续投资只投在Ｄ级土地上，它们就能够包含Ｄ和Ａ

之间现有的差别，也包含Ｄ和Ｃ之间的差别，同样也包含Ｄ和Ｂ

之间的差别。如果它们全部投在Ｃ级土地上，那就只会包含Ｃ和

Ａ之间或Ｃ和Ｂ之间的差别；如果它们全部投在Ｂ级土地上，那

就只包含Ｂ和Ａ之间的差别。

规律是：在所有各级土地上，地租都会绝对增加，虽然这种增

加并不和追加投资成比例。

不论就追加资本来说，还是就全部投在土地上的资本来说，超

额利润率都降低了；但超额利润的绝对量却增加了；正如整个资本

的利润率的下降通常总是和利润绝对量的增加结合在一起一样。

例如，在Ｂ上面的投资的平均超额利润率＝资本的９０％，而它的

第一次投资的平均超额利润率却＝１２０％。但总的超额利润已经由

１夸特增加到１１２夸特，由３镑增加到４
１
２镑。总地租，就它本身来

看，也就是不和预付资本的已经加倍的数量联系来看，已经绝对增

加。各级土地的地租的差额以及它们互相之间的比例在这里会发

生变动；但差额的这种变动，在这里是各种地租互相增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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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这种增加的原因。

Ⅳ．关于较好土地上的追加投资比原来的投资产量大的情形，

不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不言而喻，在这种假定下，每英亩的地

租会增加，并且增加的比例大于追加资本，不论这种资本投在哪

一级土地上。在这个场合，追加的投资和土地的改良是结合在一

起的。这里意味着一个较小的追加资本和从前一个较大的追加资

本相比会产生同样或更大的效果。这种情况和上述情况不完全一

致；而这种区别对一切投资来说都是重要的。例如，如果１００提

供的利润是１０，而在一定形式上使用的２００提供的利润是４０，那

末利润就由１０％增加到２０％；这就等于，如果５０使用得更有效，

它所提供的利润不是５，而是１０。在这里，我们假定，利润的增

加和产量的相应增加结合在一起。不过，所不同的是，在一个场

合，我必须把资本加倍，而在另一个场合，我用以前的资本获得

加倍的效果。究竟我１．是用以前一半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生产

出同以前一样多的产品；或者２．是用同量的劳动，生产出两倍于

以前的产品；或者３．是用加倍的劳动，生产出四倍于以前的产品，

这几种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在第一种情况下，劳动以活的或物化

的形式游离出来，可以用在别的地方；对劳动和资本的支配能力

将会增加。资本（和劳动）的游离本身，就是财富的增加；其作

用就象通过积累而获得这个追加资本是一样的，只不过节省了从

事积累的劳动。

假定一个１００的资本生产了１０米长的产品。这１００包括不变

资本，也包括活劳动和利润。所以每米的费用是１０。现在，如果

我能够用同样一个１００的资本生产２０米，每米的费用就是５。但

是，如果我能用资本５０生产１０米，１米的费用也是５；只要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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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品供给是足够的，就会有５０的资本游离出来。如果我必须投

入资本２００来生产４０米，每米的费用也是５。在价值规定和价格

规定上，看不出什么区别；在产量和预付资本的比率上，也看不

出什么区别。不过，在第一种情况下，会有资本游离出来；在第

二种情况下，在需要加倍生产时，可以节省追加资本；在第三种

情况下，只有增加预付资本才能得到增加的产品，虽然和由旧有

生产力来供给这些增加的产品时相比，预付资本并不是按相同的

比例增加。（这是属于第一篇的问题。）

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来看，如果不是指剩余价值的增加，而

是指成本价格的下降，——在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仍旧不变时，

甚至剩余价值形成要素（劳动）上的费用的节省，也会使资本家得

到这种好处，并为他形成利润，——使用不变资本总是比使用可变

资本要便宜。这实际上是以那种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信

用发展和借贷资本的充裕为前提的。一方面，我使用１００镑追加的

不变资本，假定１００镑就是５名工人一年的产品；另一方面，又把

１００镑用在可变资本上。如果剩余价值率＝１００％，５名工人所创造

的价值就＝２００镑；相反，１００镑不变资本的价值却仍然＝１００镑，

作为资本，在利息率＝５％时，也许＝１０５镑。相同的货币额，根据

它们在生产上是作为不变资本的价值量还是作为可变资本的价值

量来预付，从它们的产品方面来看，会表现极不相同的价值。其次，

至于商品的费用，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还有这样的区别：在１００

镑的不变资本中，在它是投在固定资本上面的时候，只有损耗部分

加入商品的价值，而投在工资上面的１００镑，却必须完全在商品的

价值中再生产出来。

在殖民地移民那里，一般地说，在独立小生产者（他们完全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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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本，或出高额利息才能取得资本）那里，代表工资的那部分产

品是他们的收入，而对资本家来说，这部分产品却代表资本预付。

所以，前者会把这种劳动支出看作劳动收益的必要先决条件，而这

种劳动收益也就是他们首先考虑的事情。至于那种除去必要劳动

以后的剩余劳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实现在剩余产品中；只要他能

够把这种产品出售，或者自己使用，他就会把它看作是不费他分文

的产品，因为在它上面没有花费任何物化劳动。对他来说，只有物

化劳动的耗费，才是财富的让渡。他当然想按尽可能高的价格出

售；但对他来说，即使低于价值和低于资本主义生产价格的出售，

总还是有了利润，只要这种利润没有由于借贷、抵押等等而已经预

先被人拿去。相反，对资本家来说，无论可变资本的支出，还是不变

资本的支出，都是资本的预付。在其他一切条件相同时，预付的不

变资本相对地较多，会减低成本价格，并且实际上也会减低商品的

价值。因此，虽然利润单纯来自剩余劳动，单纯来自可变资本的使

用，但资本家个人仍然会认为，活劳动是他的生产费用中花费最大

的、最需要缩减到最低限度的要素。这不过是用资本主义的歪曲的

形式反映如下事实：使用过去的劳动比活劳动多，意味着社会劳动

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可见，从竞争的观点看，一切都

会错误地、颠倒地表现出来。

在生产价格不变的前提下，追加投资可以在生产率不变、提高

或降低的条件下投在较好土地上，即Ｂ级以上的各级土地上。在

我们的前提下，对Ａ级土地的追加投资，只有在生产率不变时（在

这个场合，Ａ级土地仍旧不会提供地租），或在生产率提高时（在这

个场合，投在Ａ级土地上的资本有一部分会提供地租，但其余的

部分不会），才有可能。在Ａ的生产力降低的条件下，这是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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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为这时候生产价格已经不是不变，而是上涨。不过，在所有这

一切情况下，也就是悦，无论各追加投资带来的剩余产品是和它们

的量成比例，是高于这个比例，还是低于这个比例，从而，在资本增

加时，无论资本的超额利润率是不变，是上涨，还是下降，每英亩的

剩余产品以及与之相应的超额利润都会增加，从而地租，谷物地租

和货币地租，也会增加。按每英亩计算的超额利润（或地租）的单纯

数量的增加，也就是，按一个不变单位（这里就是任何一定量的土

地，一英亩或一公顷）计算的超额利润量的增加，在这里表现为一

个增长着的比率。所以，在这些情况下，按每英亩计算的地租量的

增加，只是投在土地上的资本的增加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是在生

产价格不变的时候发生的，无论追加资本的生产率是不变，是降

低，还是提高，都是一样。后面这些情况会影响每英亩的地租量增

加的数目，但不会影响这个增加的事实本身。这就是级差地租Ⅱ所

特有的、不同于级差地租Ⅰ的现象。如果追加的投资不是在时间上

相继地投在同一土地上，而是在空间上并行地投在新的、质量相当

的追加土地上，地租的总量将会增加，并且正如前面指出的，总耕

地面积的平均地租也会增加，但每英亩的地租量不会增加。如果从

总生产的和剩余产品的总量和价值来看，结果保持不变，资本在较

小土地上的集中就会增进每英亩的地租量，而在相同的情况下，资

本在较大土地上的分散，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却不会引起这个结

果。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资本就越是集中在同一土地上，

所以按每英亩计算的地租也就越提高。因此，如果有两个国家，它

们的生产价格是一样的，各级土地间的差别是一样的，所投资本的

总额也是相同的，但是其中一国主要采用在有限土地上连续投资

的形式，另一国主要采用在比较广阔的土地上并行投资的形式，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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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每英亩的地租，从而土地的价格，在前一个国家就比较高，而在

后一个国家就比较低，虽然地租总额在这两个国家是相等的。因此

在这里，地租量的差别既不能由各级土地的自然肥力的差别来说

明，也不能由所用劳动的数量来说明，而只能由不同的投资方法来

说明。

在这里，我们说剩余产品时，总是指产品中那个代表超额利润

的相应部分。在其他地方，我们说剩余产品或超额产品时，却是指

那个代表全部剩余价值的产品部分，在个别场合，也指那个代表平

均利润的产品部分。我们在论述提供地租的资本时赋予这个名词

的特殊意义，正如以前指出的，是会引起误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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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章

级差地租Ⅱ——第二种情况：

生产价格下降

  当追加投资的生产率不变、降低或提高时，生产价格都可能

下降。

Ⅰ．追加投资的生产率不变

因此，这个情况假定：各级土地的产量，会按照它们的质量，随

着投在它们上面的资本的增加而按同一程度增加。这个情况包含

着：在各级土地的差别不变时，剩余产品按投资增加的比例而增

加。所以，这个情况排除了Ａ级土地上任何一个会影响级差地租

的追加投资。Ａ级土地的超额利润率＝０；因此，它仍然＝０，因为

已经假定，追加资本的生产力不变，因而超额利润率也不变。

在这些假定的条件下，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所以能够下跌，

只是因为起着调节作用的已经不是Ａ级土地的生产价格，而是较

好一级的Ｂ级土地的生产价格，或任何一种比Ａ好的土地的生产

价格；这样，资本就会从Ａ级土地上抽出，或者，如果是Ｃ级土地

的生产价格起着调节作用，因而一切较坏土地都从种植小麦的土

１８７



地的竞争中退出来，资本就会从Ａ和Ｂ两级土地上抽出。在上述

的假定下，做到这一点的条件是，追加投资的追加产品足以满足需

要，以致较坏土地Ａ等等的产品对于保证供给已经成为多余。

我们拿表Ⅱ来说，但假定满足需要所需的是１８夸特，而不是

２０夸特。这时，Ａ会退出；Ｂ和它的每夸特３０先令的生产价格将

起调节作用。因此，级差地租会取得如下的形式：

表 Ⅳ

土
地
等
级

英

 

亩

资

本

（镑）

利

润

（镑）

生产

费用

（镑）

产

量

（夸特）

每夸特

售 价

（镑）

收

益

（镑）

地  租

谷物
（夸特）

货币
（镑）

超 额

 

利润率

Ｂ １ ５ １ ６ ４ １１２ ６ ０ ０ ０ 

Ｃ １ ５ １ ６ ６ １１２ ９ ２ ３ ６０％

Ｄ １ ５ １ ６ ８ １１２ １２ ４ ６ １２０％

合计 ３ １５ ３ １８ １８ — ２７ ６ ９ — 

  因此，和表Ⅱ相比，总地租已经由３６镑减少到９镑，谷物地租

也已经由１２夸特减少到６夸特，总产量只减少２夸特，由２０夸特

减少到１８夸特。按资本计算的超额利润率，却已经下降到原来的

三分之一，由１８０％减少到６０％。所以在这个场合，随着生产价格

的下降，谷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也会减少。

和表Ⅰ相比，只是货币地租减少了；谷物地租在两个场合都是

６夸特；不过在一个场合＝１８镑，在另一个场合＝９镑。对Ｃ级土

地来说，谷物地租和表Ⅰ相比是一样的。事实上，由于有了作用相

等的追加资本所完成的追加生产，Ａ的产品被排除出市场，因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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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土地被排除出竞争的生产要素之列，一个新的级差地租Ⅰ已经

形成了，在这种地租上，较好的Ｂ级土地起着和从前较坏的Ａ级

土地一样的作用。因此，一方面，Ｂ的地租没有了；另一方面，按照

假定，Ｂ、Ｃ和Ｄ之间的差额不会因为投入追加资本而发生变化。

因此，转化为地租的产品部分就减少了。

如果出现上述结果，——即把Ａ 级土地除外，仍能满足需

求，——是因为投在Ｃ或Ｄ或这两级土地上的资本已经增加一倍

以上，那末，情形就会不同。例如，如果在Ｃ上面有了第三次投资，

我们就会得到下表：

表 Ⅳａ

土
地
等
级

英

 

亩

资

本

（镑）

利

润

（镑）

生产

费用

（镑）

产

量

（夸特）

售

价

（镑）

收

益

（镑）

地  租

谷物
（夸特）

货币
（镑）

超 额

 

利润率

Ｂ １ ５ １ ６ ４ １１２ ６ ０ ０ ０ 

Ｃ １ ７１２ １１２ ９ ９ １１２ １３１２ ３ ４１２ ６０％

Ｄ １ ５ １ ６ ８ １１２ １２ ４ ６ １２０％

合计 ３ １７１２ ３１２ ２１ ２１ — ３１１２ ７ １０１２ — 

  和表Ⅳ相比，在这里，Ｃ的产量由６夸特增加到９夸特，剩余

产品由２夸特增加到３夸特，货币地租由３镑增加到４１２镑。但同

表Ⅱ（在那里，Ｃ的货币地租是１２镑）和表Ⅰ（在那里，Ｃ的货

币地租是６镑）相比，Ｃ的货币地租已经下降。谷物地租总额＝７

夸特，和表Ⅱ（１２夸特）相比已经下降，但和表Ⅰ（６夸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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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已经增加；货币地租总额（１０
１
２镑）和两表（１８镑和３６镑）相

比都已经下降。

如果第三次投资２１２镑是投在Ｂ级土地上，那末，生产总量固

然会发生变化，但地租不受影响，因为按照假定，各个连续的投

资不会在同级土地上造成任何差额，并且Ｂ级土地不会提供任何

地租。

相反，假定第三次投资是投在Ｄ级土地上，而不是投在Ｃ级，

土地上，我们就会得到下表：

表 Ⅳｂ

土
地
等
级

英

 

亩

资

本

（镑）

利

润

（镑）

生产

费用

（镑）

产

量

（夸特）

售

价

（镑）

收

益

（镑）

地  租

（夸特）（镑）

超 额

 

利润率

Ｂ １ ５ １ ６ ４ １１２ ６ ０ ０ ０ 

Ｃ １ ５ １ ６ ６ １１２ ９ ２ ３ ６０％

Ｄ １ ７１２ １１２ ９ １２ １１２ １８ ６ ９ １２０％

合计 ３ １７１２ ３１２ ２１ ２２ — ３３ ８ １２ —

  在这里，总产量是２２夸特，比表１增加一倍还多，虽然预付资

本只是１７１２镑比１０镑，增加还不到一倍。和表Ⅱ相比，总产量多２

夸特，虽然表Ⅱ的预付资本更大，是２０镑。

和表Ⅰ相比，Ｄ级土地的谷物地租已经由３夸特增加到６夸

特，货币地租仍旧不变，还是９镑。和表Ⅱ相比，Ｄ级土地的谷物地

租仍旧是６夸特，但货币地租已经由１８镑减少到９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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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总地租，表Ⅳｂ的谷物地租＝８夸特，比表Ⅰ的６夸特多，

也比表Ⅳａ的７夸特多，但比表Ⅱ的１２夸特少。表Ⅳｂ的货币地

租＝１２镑，比表Ⅳａ的１０
１
２镑多，比表Ⅰ的１８镑少，也比表Ⅱ的

３６镑少。

在表Ⅳｂ的各种条件下，在Ｂ没有地租后，要使地租总额仍然

和表Ⅰ的地租总额相等，我们必须再有６镑的超额利润，也就是必

须再有４夸特，每夸特的新的生产价格是１１２镑。这样，我们就会

又有一个１８镑的地租总额，和表Ⅰ相同。为此所需要的追加资本

的量，要看我们是把这个资本投在Ｃ上还是投在Ｄ上，还是分开

投在这两种土地上而有所不同。

对Ｃ来说，５镑资本会提供２夸特的剩余产品，所以１０镑追

加资本将会提供４夸特的追加剩余产品。对Ｄ来说，５镑的追加

额，在追加投资的生产率不变这一在这里作为基础的前提下，已经

足够生产４夸特的追加谷物地租。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

果。

表 Ⅳｃ

土地
 
等级

英亩
资
本
（镑）

利润
 
（镑）

生产
费用
（镑）

产量
 

（夸特）

售价
 
（镑）

收益
 
（镑）

地  租

（夸特）（镑）

超 额
 

利润率

Ｂ １ ５ １ ６ ４ １１２ ６ ０ ０ ０ 

Ｃ １ １５ ３ １８ １８ １１２ ２７ ６ ９ ６０％

Ｄ １ ７１２ １１２ ９ １２ １１２ １８ ６ ９ １２０％

合计 ３ ２７１２ ５１２ ３３ ３４ — ５１ １２ １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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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Ⅳｄ

土地
 
等级

英亩
资
本
（镑）

利润
 
（镑）

生产
费用
（镑）

产量
 

（夸特）

售价
 
（镑）

收益
 
（镑）

地  租

（夸特）（镑）

超 额
 

利润率

Ｂ １ ５ １ ６ ４ １１２ ６ ０ ０ ０ 

Ｃ １ ５ １ ６ ６ １１２ ９ ２ ３ ６０％

Ｄ １ １２１２ ２１２ １５ ２０ １１２ ３０ １０ １５ １２０％

合计 ３ ２２１２ ４１２ ２７ ３０ — ４５ １２ １８ —

  货币地租总额恰好是表Ⅱ（在那里，追加资本是在生产价格不

变的条件下投入的）的货币地租总额的一半。

最重要的是，把以上二表和表Ⅰ相比。

我们看到，当生产价格下降一半，由每夸特６０先令跌到３０先

令时，货币地租总额不变，仍旧是１８镑，谷物地租则相应地增加

一倍，由６夸特增加到１２夸特。Ｂ的地租没有了；Ｃ的货币地租

在表Ⅳｃ增加一半，在表Ⅳｄ则减少一半；Ｄ的货币地租在表Ⅳｃ

仍旧＝９镑，在表Ⅳｄ则由９镑增加到１５镑。产量已经由１０夸特

增加到表Ⅳｃ的３４夸特和表Ⅳｄ的３０夸特；利润已经由２镑增加

到表Ⅳｃ的５
１
２镑和表Ⅳｄ的４

１
２镑。总投资在一个场合由１０镑增

加到２７１２镑，在另一场合由１０镑增加到２２
１
２镑，所以在这两个

场合都增加一倍以上。地租率，即按预付资本计算的地租，对

每级土地来说，在从表Ⅳ到表Ⅳｄ的所有的表上都是一样。这

一点已经包含在这一假定中：任何一级土地上两个连续投资的

生产率不变。但是，和表Ⅰ相比，无论对所有各级土地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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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还是对每级土地分别来说，地租率都已经下降。在表Ⅰ，地

租率平均＝１８０％，而在表Ⅳｃ，平均＝ １８

２７１２
×１００＝６５５１１％，在表

Ⅳｄ，平均＝
１８

２２１２
×１００＝８０％。每英亩的平均货币地租已经增加。

它的平均数以前在表Ⅰ是按全部４英亩计算，每英亩４１２镑，现在

在表Ⅳｃ和表Ⅳｄ，按３英亩计算，每英亩６镑。按提供地租的土

地计算，货币地租的平均数以前是每英亩６镑，现在是每英亩９

镑。所以每英亩地租的货币价值已经提高，并且现在代表比以前

多一倍的谷物产品；但是现在１２夸特谷物地租还不到总产量３４

夸特或３０夸特的一半，而在表Ⅰ，６夸特已经代表总产量１０夸特

的３５。所以，地租作为总产量的一部分来看虽然已经减少，按

所投资本计算，也已经减少，但它的货币价值按每英亩计算已经

增加，它的产品价值增加得更多。我们拿表Ⅳｄ中的Ｄ级土地

来说，这里生产费用＝１５镑，其中所投资本＝１２１２镑。货币地租

＝１５镑。在表Ⅰ，同一个Ｄ级土地的生产费用＝３镑，所投资本

＝２１２镑，货币地租＝９镑，后者等于生产费用的三倍，几乎等于

资本的四倍。在表Ⅳｄ，Ｄ的货币地租是１５镑，恰好与生产费用相

等，只比资本大１５。不过每英亩的货币地租已经大
２
３，不是９镑，

而是１５镑。在表Ⅰ，３夸特的谷物地租＝总产量４夸特的３４；在

表Ⅳｄ，谷物地租是１０夸特，等于Ｄ级土地一英亩的总产量（２０

夸特）的一半。由此可见，每英亩地租的货币价值和谷物价值能

够增加，虽然它只形成总收益中较小的一部分，和预付资本相比

也已经减少。

表Ⅰ的总产量的价值＝３０镑，地租＝１８镑，超过总产量的价

值的一半。表Ⅳｄ的总产量的价值＝４５镑，其中地租是１８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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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总产量的价值的一半。

尽管每夸特的价格下降１１２镑即５０％，尽管参加竞争的土地

由４英亩减少到３英亩，但总货币地租却仍然保持不变，而谷物

地租还增加一倍，按每英亩计算的谷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也都增加，

其原因就在于已经生产出更多夸特的剩余产品。谷物价格下跌

５０％，剩余产品增加１００％。但是，要得到这个结果，在我们现在

假定的条件下，总产量必须增加两倍，较好土地上的投资也必须

增加一倍以上。较好土地上的投资必须按怎样的比例增加，首先

取决于追加投资在较好土地和最好土地之间是怎样分配的；这里

总是假定，资本在每级土地上的生产率，都会同资本量成比例地

增加。

如果生产价格下降的程度较小，产生同额货币地租所需要的

追加资本就会较少。如果要把Ａ从耕地中排挤出去所必需的供给

——这不只取决于Ａ每英亩的产量，而且也取决于Ａ在全部耕地

面积中所占的比例——已经更大了，因而比Ａ好的各级土地所必

需的追加资本量已经更大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地

租和谷物地租就会增加得更多，虽然二者在Ｂ级土地上都已不复

存在。

如果从Ａ级土地抽出的资本＝５镑，那末要在这里加以比较

的两个表就是表Ⅱ和表Ⅳｄ。总产量已经由２０夸特增加到３０夸

特。货币地租却只有一半，是１８镑而不是３６镑，谷物地租仍旧

不变＝１２夸特。

如果在Ｄ级土地上４４夸特的总产量＝６６镑可以用２７
１
２镑

资本生产出来，——按照Ｄ原有的比率计算，每个２１２镑的资本都

有产品４夸特，——那末，货币地租总额就会重新达到表Ⅱ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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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并且表的形式如下：

土 地 等 级 资  本
（镑）

产  量
（夸特）

谷物地租
（夸特）

货币地租
（镑）

Ｂ ５ ４ ０ ０

Ｃ ５ ６ ２ ３

Ｄ ２７１２ ４４ ２２ ３３

合  计 ３７１２ ５４ ２４ ３６

  这里的总产量是５４夸特，表Ⅱ的总产量却是２０夸特；货币地

租仍旧一样，＝３６镑。但这里的总资本是３７１２镑，而表Ⅱ是２０镑。

全部预付资本几乎增加一倍，产量几乎增加两倍；谷物地租已经增

加一倍，但货币地租仍旧不变。所以，如果价格在生产率不变的情

况下由于在提供地租的较好土地（即一切比Ａ好的土地）上投入

追加的货币资本而下降，总资本就会有一种不是同产量和谷物地

租按同一比例增加的趋势；因此，价格下降所引起的货币地租的损

失，又可以由谷物地租的增加得到补偿。这一规律也表现在下面一

点上：如果预付资本投在Ｃ上的比投在Ｄ上的多，也就是说，投在

提供地租较少的土地上的，比投在提供地租较多的土地上的多，预

付资本就必须相应地增多。简单说来就是，为了要使货币地租保持

不变或增加，必须生产出一定的剩余产品的追加额；为此所需的资

本，在提供剩余产品的土地的肥力越大时，将越小。如果Ｂ和Ｃ之

间，Ｃ和Ｄ之间的差额更大，所需的追加资本就会更小。这个一定

的比例，要取决于１．价格下降的比例，即现在不提供地租的土地

Ｂ和以前不提供地租的土地Ａ之间的差额；２．Ｂ以上各级较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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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间的差额的比例；３．新投入的追加资本的量；４．这个追加资本

在各级土地上的分配。

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规律所表示的，不过是在谈第一种情

况时已经阐明的事情：生产价格已定时，不管它的量是多少，地租

都会因追加投资而增加。这是因为，由于Ａ已被排挤出去，现在就

有了一个新的级差地租Ⅰ，它以Ｂ为最坏土地，以每夸特１１２镑为

新的生产价格。这适用于表Ⅳ，也适用于表Ⅱ。规律是一样的，只

是现在作为出发点的不是土地Ａ，而是土地Ｂ，不是３镑的生产价

格，而是１１２镑的生产价格。

这里重要的一点只是：既然需要有这样多的追加资本，才能

使资本从土地Ａ抽出，并使供给在没有Ａ的情况下也能得到满

足，这就表明，在这种情况发生的同时，每英亩的地租可以仍旧

不变、增加或减少，即使不是在所有土地上都是这样，至少在某

些土地上，就已耕地的平均来说是这样。我们已经看到，谷物地

租和货币地租并不是平衡的。只是由于传统，谷物地租才在经济

学上仍然起着作用。我们也完全有理由可以证明，比如说，一个

工厂主现在用他５镑的利润买到的棉纱可以比以前用他１０镑的

利润买到的棉纱多得多。不过，这件事无论如何已经说明，地主

老爷们如果同时又是制造厂、制糖厂、酿酒厂等等的厂主或股东，

在货币地租下降的时候，他们作为本人所需的原料的生产者，仍

然可以获得很大的利益。（３４）

（３４） 以上Ⅳａ至Ⅳｄ各表由于包含一个贯串全部的计算上的错误而必须重新计

算。这诚然不会影响这些表所阐明的理论观点，但关于每英亩的产量，这些表部分地包

含着十分畸形的数值。这其实也是无关紧要的。在一切立体地形图上，垂直比例总是显

著地大于水平比例。不过，如果有人觉得他的农业感情会由此受到损害，他尽可以用

任何他认为合适的数字，去乘英亩数。在表Ⅰ，我们可以用每英亩１０蒲式耳、１２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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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追加资本的生产率降低

这个情况不会引出什么新的东西，只要在这里，同刚才考察

过的情况一样，生产价格之所以能够下降，只是因为追加资本投

在比Ａ好的土地上，Ａ的产品已经变为多余，因而资本已经从Ａ

抽出，或Ａ已经用在别种产品的生产上。这种情况已经在上面详

细论述过了。已经指出，在相同的情况下，每英亩的谷物地租和

货币地租可以增加、减少或者不变。

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先把表Ⅰ抄在下面：

表 Ⅰ

土地
 
等级

英
 
亩

资本
 
（镑）

利润
 
（镑）

每夸特的
生产费用
（镑）

产量
 

（夸特）

谷物地租
 

（夸特）

货币地租
 
（镑）

超 额
 

利润率

Ａ １ ２１２
１
２ ３ １ ０ ０ ０

Ｂ １ ２１２
１
２ １１２ ２ １ ３ １２０％

Ｃ １ ２１２
１
２ １ ３ ２ ６ ２４０％

Ｄ １ ２１２
１
２

３
４ ４ ３ ９ ３６０％

合 计 ４ １０ — — １０ ６ １８
１８０％
（平均）

式耳，１４蒲式耳、１６蒲式耳（８蒲式耳＝１夸特）来代替每英亩１夸特、２夸特、３夸

特、４夸特。由此推出的其他各表的数字，仍然在或然率的范围内．我们将会发现，其

结果，即地租的增加和资本的增加之比，将会完全一样。下章由编者加进的各表就是

这样做成的。——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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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假定Ｂ、Ｃ、Ｄ在生产率降低时提供的１６夸特，已经

足以把Ａ从耕地中排挤出去，表Ⅲ就会变成下表：

表 Ⅴ

土
地
等
级

英
 
 
亩

投资

  

（镑）

利

润

（镑）

产  量

 （夸特）

售

价

（镑）

收

益

（镑）

谷物

地租

（夸特）

货币

地租

（镑）

超 额

 

利润率

Ｂ １ ２１２＋２
１
２ １ ２＋１１２＝３

１
２ １

５
７ ６ ０ ０ ０  

Ｃ １ ２１２＋２
１
２ １ ３＋２ ＝５ １５７ ８

４
７ １１２ ２４７ ５１３７％

Ｄ １ ２１２＋２
１
２ １ ４＋３１２＝７

１
２ １

５
７ １２

６
７ ４ ６６７ １３７

１
７％

合计 ３ １５ — １６ — ２７３７ ５１２ ９３７
９４２７％①

（平均）

  这里，在追加资本的生产率降低，但各级土地上的降低额不

等时，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由３镑下降到１５７镑。投资增加了一

半，由１０镑增加到１５镑。货币地租差不多降低一半，由１８镑降

到９３７镑，谷物地租却只减少
１
１２，由６夸特减少到５

１
２夸特。总产

量由１０夸特增加到１６夸特，增加了６０％。谷物地租占总产量三

分之一强。预付资本和货币地租之比为１５∶９３７，以前为１０∶１８。

Ⅲ．追加资本的生产率提高

这个情况和本章开头论述的变例Ⅰ——生产价格在生产率不

① 在这里和在以下各表中，恩格斯计算的只是提供地租的土地的平均数；Ｂ—Ｄ

的平均数＝６２６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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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时下跌——的区别只是在于：当需要一定数量的追加产品把Ａ

级土地排挤出去时，这种情况在这里可以更快地发生。

在追加投资的生产率降低和提高的场合，追加投资都会按照

它们在各级土地间的分配情况而发生不同的作用。随着这种不同

的作用使差额平衡或扩大，各级较好土地的级差地租，从而地租

总额，也将会按比例减少或增加，这和级差地租Ⅰ中已经看到的

情形一样。此外，一切取决于和Ａ一起被排挤掉的土地面积和资

本的数量，以及在生产率提高时为提供追加产品以满足需求所必

需的预付资本的相对量。

在这里，只有一点值得我们研究，而且实际上也是这一点使

我们回过头来研究这个级差利润是如何转化为级差地租的，这就

是：

在第一种情况即生产价格不变的情况中，投在Ａ级土地上的

追加资本和级差地租本身无关，因为Ａ级土地仍旧不提供地租，

它的产品的价格不变，并且继续起调节市场的作用。

在第二种情况的变例Ⅰ（生产价格在生产率不变时下跌）中，

Ａ级土地必然会被排挤掉，在变例Ⅱ（生产价格在生产率降低时下

跌）中更是这样；因为，否则Ａ级土地的追加投资必然会提高生产

价格。但在这里，在第二种情况的变例Ⅲ（生产价格因追加资本的

生产率提高而下跌）中，这个追加资本在一定情况下可以投在Ａ

级土地上，也可以投在各级较好土地上。

我们假定，投在Ａ上的追加资本２
１
２镑，不是生产１夸特，而

是生产１１５夸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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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Ⅵ

土地
 
等级

英
 
亩

资  本
 
（镑）

利润
 
（镑）

生产
费用
（镑）

产  量
 

（夸特）

售价
 
（镑）

收益
 
（镑）

地 租

（夸特）（镑）

超 额
 

利润率

Ａ １２１２＋２
１
２＝５ １ ６ １＋１１５＝２

１
５ ２

８
１１ ６ ０ ０ ０

Ｂ １２１２＋２
１
２＝５ １ ６ ２＋２２５＝４

２
５ ２

８
１１ １２ ２１５ ６ １２０％

Ｃ １２１２＋２
１
２＝５ １ ６ ３＋３３５＝６

３
５ ２

８
１１ １８ ４２５ １２ ２４０％

Ｄ １２１２＋２
１
２＝５ １ ６ ４＋４４５＝８

４
５ ２

８
１１ ２４ ６３５ １８ ３６０％

４ ２０ ４ ２４ ２２ — １３１５ ３６ ２４０％

  这个表，除了要和基本的表Ⅰ相比较，也要和表Ⅱ（在那里，投

资加倍，而生产率不变，即和投资成比例）相比较。

按照假定，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下降了。如果它不变，还是

＝３镑，那末，以前仅投资２１２镑时不提供任何地租的最坏土地Ａ，

现在也就会提供地租了，尽管并没有更坏的土地被人耕种；而这是

因为同一土地的生产率已经增加，但只是对资本的一部分来说是

这样，而不是对原有的资本来说是这样。第一个３镑的生产费用生

产１夸特；第二个３镑的生产费用生产１１５夸特；但全部产品２
１
５

夸特现在是按照它的平均价格出售的。因为生产率随着追加投资

而增加，所以这必然包含着某种改良。这种改良可以是：一般地说，

在每英亩上已经投入更多的资本（更多的肥料，更多的机械性劳动

等等）。也可以是：一般地说，只有通过这个追加资本，才有可能实

现一个性质上不同的、生产效率更大的投资。在这两个场合，都是

每英亩花费５镑资本，得到２１５夸特的产量，而用这个资本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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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２
１
２镑，那就只会得到１夸特的产量。把暂时的市场状况撇开不

说，只有在Ａ级土地的相当大的面积上，继续只用每英亩２
１
２镑的

资本来耕种，Ａ级土地的产品才能继续按较高的生产价格，而不是

按新的平均价格出售。但是，每英亩投资５镑的新比例以及改良的

经营方法一旦普遍实行，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就必然会下降到

２８１１镑。这两个资本部分之间的差别就会消失，于是Ａ级土地每英

亩只用２１２镑来耕种，事实上就是非正常的，是与新的生产条件不

相适应的。这时，问题不再是同一英亩上的资本不同部分的收益的

差别，而是每英亩总投资是否充足的差别。由此可以看出，第一，相

当多租地农场主（必须是相当多，因为如果人数少，他们就只得被

迫低于他们的生产价格出售）手中的不充足的资本，同各级土地本

身在下降序列中发生的差别，起着完全相同的作用。较坏土地的低

劣耕种，将会使较好土地的地租增加，它甚至会在质地同样坏但耕

作已改良的土地上创造出地租，而在其他情况下，这种土地是不

会提供地租的。第二，我们知道，级差地租在它是由同一个总面

积上的连续投资产生时，实际上会化成一个平均数，在这个平均

数上，不同的投资的作用已经不再能够辨认和区别，因此不会在

最坏土地上生出地租；而是１．它们会使比如说Ａ级土地一英亩

总收获的平均价格，成为新的起调节作用的价格；２．它们会表现

为在新条件下充分耕种土地所必要的每英亩资本总量的变动，并

且在资本总量中，各个连续的投资及其各自的作用已经不可区分

地混在一起。较好土地的个别的级差地租也是这样。总之，在每

个场合，级差地租都是由该级土地提供的平均产量和最坏土地按

一个已经增加、现在已经作为标准的投资提供的产量相比的差额

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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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块土地是不用投资而提供产品的。甚至就简单的级差

地租即级差地租Ⅰ来说，也是这样；我们说一英亩Ａ级土地即调

节生产价格的土地会按某种价格，提供这样多的产品，较好的Ｂ、

Ｃ、Ｄ级土地会提供这样多的级差产品，因而按那个起调节作用的

价格，会提供这样多货币地租，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总是假

定，已经投入一定额的、在现有生产条件下被看作标准的资本。正

如在工业中一样，对每个工业部门来说，都必须有一个最低限额的

资本，以便可以按照商品的生产价格来生产商品。

如果由于在同一土地上有了和各种改良结合在一起的，连续

的投资，这个最低限额发生了变化，那末，这也是逐渐发生的。例

如，在Ａ级土地还有一定的英亩数尚未取得这种追加的经营资本

时，由于生产价格不变，Ａ级土地中那些耕种得比较好的英亩就

会产生出地租，一切较好土地如Ｂ、Ｃ、Ｄ的地租也会提高。但新

的经营方法一旦普及，成为标准的经营方法，生产价格就会下降；

较好土地的地租就会再下降，而尚未具有现在的平均经营资本的

那部分Ａ级土地，就只好低于它的个别生产价格，因而低于平均

利润出售它的产品。

在生产价格下跌时，这种情况甚至在追加资本的生产率降低

的时候也会发生，只要所需的总产量，由于投资的增加，已经可以

由较好土地来提供，从而，例如，经营资本从Ａ级土地上抽出，也

就是说，Ａ级土地不再参加这种产品（例如小麦）的生产上的竞争。

现在平均投在新的起调节作用的较好的Ｂ级土地上的资本量就

成为标准；当我们说土地的不同肥力时，也是假定每英亩使用了这

种新的标准的资本量。

另一方面，很清楚，这种平均投资，例如英国１８４８年以前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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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８镑，１８４８年以后每英亩１２镑，也会作为缔结租约时的标准。

对投资超过标准的租地农场主来说，超额利润在租约有效期间是

不会转化为地租的。租约满期后，它会不会转化为地租，取决于

那些能够进行同样的额外投资的租地农场主的竞争。这里不谈那

种永久性的、在资本支出相等甚至减少时也能继续保证产量增加

的土地改良。这种改良虽然是资本的产物，但起着和土地性质的

自然差异完全相同的作用。

因此，我们知道，在级差地租Ⅱ中，有一个要素必须加以考

虑，这个要素在级差地租Ⅰ本身中没有表现出来，因为不管每英

亩标准投资额有任何变动，级差地租Ⅰ都可以继续存在下去。这

个要素，一方面，是起调节作用的Ａ级土地上的各个投资的结果

混在一起；Ａ级土地的产量，现在不过表现为每英亩的标准平均

产量。另一方面，是每英亩投资的标准最低限额或平均量发生变

动，以致这种变动表现为土地的特性。最后，是超额利润转化为地

租形式的方法上的差别。

其次，同表Ⅰ及表Ⅱ相比，表Ⅵ现在表明，谷物地租比表Ⅰ

增加一倍以上，比表Ⅱ增加１１５夸特；货币地租和表Ⅰ相比，增加

一倍，和表Ⅱ相比，却没有变化。如果（在其他各种假定相同的

条件下）追加资本有更大的部分投在较好的各级土地上，另一方

面也就是说，如果追加资本在Ａ级土地上所发生的作用减少，以

致Ａ级土地每夸特的起调节作用的平均价格提高，那末，货币地

租就会显著增加。

如果因资本增加而产生的肥力的提高，会在各级土地上发生

不同的作用，那就会引起它们的级差地租的变动。

无论如何已经证明，在生产价格因追加投资的生产率提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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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时，——也就是在生产率提高的比例大于预付资本增加的比

例时，——每英亩的地租，例如在投资增加一倍时，不只是能够

增加一倍，而且能够增加一倍以上。但是，如果生产价格因Ａ级

土地的生产率提高得更快而下降得更低，那末，每英亩的地租也

可能下降。

例如我们假定Ｂ和Ｃ的追加投资不是和Ａ的追加投资按相

同的比例来提高生产率，以致对Ｂ和Ｃ来说比例差额减少，产量

的增加就不会弥补价格的下降，这样，和表Ⅱ相比，Ｄ的地租将会

增加，Ｂ和Ｃ的地租则会减少。

表 Ⅵａ

土地
 
等级

英
 
亩

资   本
 
（镑）

利润
 
（镑）

每英亩的产量
 

（夸特）

售价
 
（镑）

收益
 
（镑）

谷物
地租
（夸特）

货币
地租
（镑）

Ａ １ ２１２＋２
１
２＝５ １ １＋３＝４ １１２ ６ ０ ０ 

Ｂ １ ２１２＋２
１
２＝５ １ ２＋２１２＝４

１
２ １１２ ６

３
４  １

２
３
４

Ｃ １ ２１２＋２
１
２＝５ １ ３＋５＝８ １１２ １２ ４ ６ 

Ｄ １ ２１２＋２
１
２＝５ １ ４＋１２＝１６ １１２ ２４ １２ １８ 

合计 ４ ２０ —     ３２１２ — — １６１２ ２４３４

  最后，如果在肥力按相同的比例增加的条件下，在较好土地上

比在Ａ级土地上投入更多的追加资本，或者，如果在较好土地上

的各追加投资的生产率提高，那末，货币地租就会增加。在这两个

场合，差额都会增加。

如果由追加投资引起的改良会全面或部分减小差额，并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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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的影响大于对Ｂ和Ｃ的影响，那末，货币地租就会下降。最好土

地的生产率的增加越小，它就下降得越多。谷物地租是增加、下降

还是不变，则取决于影响的不平衡的程度。

如果各级土地的追加肥力的比例差额不变，但在提供地租的

土地上比在无租土地Ａ上，在提供地租较多的土地上比在提供地

租较少的土地上投入更多的资本，或者如果追加资本相等，但和Ａ

级土地相比，较好土地和最好土地上的肥力增加得更多，那末，货

币地租就会提高，谷物地租也会提高，提高的程度和比较高级土地

的肥力超过比较低级土地的肥力增加的程度成比例。

但是，在所有情况下，如果增长的生产力是资本增加的结果，

不单纯是投资不变时肥力提高的结果，那末，地租就会相对地提

高。这是绝对的观点，它指出，在这里，和以前的所有情况一样，地

租和每英亩的已经增加的地租（和级差地租Ⅰ中就全部耕地面积

计算的平均总地租的量一样），都是土地上投资增加的结果，而不

管这种投资是在价格不变或下降时以不变的生产率发生作用，还

是在价格不变或下降时以降低的生产率发生作用，还是在价格下

降时以提高的生产率发生作用。因为我们的假定是：价格在追加资

本的生产率不变、降低或提高时不变，或价格在生产率不变、降低

或提高时下降，而这个假定可以归结为这样的假定：价格不变或下

降时追加资本的生产率不变，价格不变或下降时生产率降低，价格

不变和下降时生产率提高。虽然在所有这一切场合，地租可以不变

和下降，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资本的追加使用不是肥

力增加的条件，地租就会下降得更厉害。因此，追加资本总是地租

相对高昂的原因，虽然地租绝对地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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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章

级差地租Ⅱ——第三种情况：

生产价格上涨。结论

｛生产价格的上涨是以不支付地租的最坏土地的生产率的降低为

前提的。只有当投在Ａ上面的２
１
２镑所生产的不到１夸特，５镑所

生产的不到２夸特时，或者必须耕种比Ａ更坏的土地时，起调节

作用的生产价格才会高于每夸特３镑。

在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不变或提高时，上述情况只有在第一

次２１２镑投资的生产率已降低的场合，才是可能的。这样的情况是

经常会发生的。例如，因浅耕而枯竭的表土，用旧的耕作方法，只会

提供日益减少的收获，以后，用深耕方法犁起的深土，通过比较合

理的耕作，就会提供比以前多的收获。但确切说来，这种特殊情况

不属于这里研究的范围。对较好土地来说，甚至在那里假定发生类

似情况时，第一次２１２镑投资的生产率的下降，也会引起级差地租

Ⅰ的下降；但在这里，我们只考察级差地租Ⅱ。但是，因为如不假定

级差地租Ⅱ的存在，以上这种特殊情况就不可能发生，并且这种情

况事实上表现为级差地租Ⅰ的一种变形对级差地租Ⅱ的反作用，

所以我们要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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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Ⅶ

土地
 
等级

英
 
亩

投  资
 
（镑）

利润
 
（镑）

生产
费用
（镑）

产   量

（夸特）

售价
 
（镑）

收益
 
（镑）

谷物
地租
（夸特）

货币
地租
（镑）

地租率

Ａ １２１２＋２
１
２ １ ６ １

２＋１
１
４＝１

３
４３

３
７ ６ ０ ０ ０ 

Ｂ １２１２＋２
１
２ １ ６ １ ＋２１２＝３

１
２３

３
７ １２ １３４ ６ １２０％

Ｃ １２１２＋２
１
２ １ ６１１２＋３

３
４＝５

１
４３

３
７ １８ ３１２ １２ ２４０％

Ｄ １２１２＋２
１
２ １ ６ ２ ＋５ ＝７ ３３７ ２４ ５１４ １８ ３６０％

— ２０ — — １７１２ — ６０ １０１２ ３６ ２４０％

  货币地租和货币收益，都和表Ⅱ一样。已提高的起调节作用

的生产价格，恰好弥补减少了的产量；因为二者按相反的比例变

动，所以，二者的积不变。

上例假定，第二次投资的生产力比第一次投资原有的生产率

高。如果我们假定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只和第一次投资原有的生

产率相同，情况还是一样，如下表：

表 Ⅷ

土地
 
等级

英
 
亩

投  资
 
（镑）

利润
 
（镑）

生产
费用
（镑）

产  量

（夸特）

售价
 
（镑）

收益
 
（镑）

地 租

谷物
（夸特）

货币
（镑）

超额利

润率

Ａ １２１２＋２
１
２＝５１ ６ １

２＋１＝１
１
２ ４ ６ ０ ０ ０ 

Ｂ １２１２＋２
１
２＝５１ ６ １ ＋２＝３ ４ １２ １１２ ６ １２０％

Ｃ １２１２＋２
１
２＝５１ ６ １１２＋３＝４

１
２ ４ １８ ３ １２ ２４０％

Ｄ １２１２＋２
１
２＝５１ ６ ２ ＋４＝６ ４ ２４ ４１２ １８ ３６０％

— ２０— — １５ — ６０ ９ ３６ ２４０％

  在这里，由于生产价格按同一比例上涨，生产率的降低，在收

益和货币地租方面都充分得到补偿。

第三种情况。只有在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下降，第一次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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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不变（在第一和第二两种情况下，我们总是这样假定）时，才

会以纯粹的形式出现。在这里，级差地租Ⅰ不受影响，只是由级差

地租Ⅱ产生的那部分有变化。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在第一例中，

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降低到原来的１２；在第二例中，第二次投资的

生产率降低到原来的１４。

表 Ⅸ

土地
 
等级

英
 
亩

投  资
 
（镑）

利润
 
（镑）

生产
费用
（镑）

产  量

（夸特）

售价
 
（镑）

收益
 
（镑）

地 租

谷物
（夸特）

货币
（镑）

地租率

Ａ １２１２＋２
１
２＝５１ ６ １＋ １

２＝１
１
２ ４ ６ ０ ０ ０ 

Ｂ １２１２＋２
１
２＝５１ ６ ２＋１ ＝３ ４ １２ １１２ ６ １２０％

Ｃ １２１２＋２
１
２＝５１ ６ ３＋１１２＝４

１
２ ４ １８ ３ １２ ２４０％

Ｄ １２１２＋２
１
２＝５１ ６ ４＋２ ＝６ ４ ２４ ４１２ １８ ３６０％

— ２０ — — １５ — ６０ ９ ３６ ２４０％

  表Ⅸ和表Ⅷ相同，不过在表Ⅷ中是第一次投资的生产率降低；

在表Ⅸ中是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降低。

表 Ⅹ

土地
 
等级

英
 
亩

投  资
 
（镑）

利润
 
（镑）

生产
费用
（镑）

产  量

（夸特）

售价
 
（镑）

收益
 
（镑）

地 租

谷物
（夸特）

货币
（镑）

地租率

Ａ １２１２＋２
１
２＝５１ ６ １＋ １

４＝１
１
４４

４
５ ６ ０ ０ ０ 

Ｂ １２１２＋２
１
２＝５１ ６ ２＋ １

２＝２
１
２４

４
５ １２ １１４ ６ １２０％

Ｃ １２１２＋２
１
２＝５１ ６ ３＋ ３

４＝３
３
４４

４
５ １８ ２１２ １２ ２４０％

Ｄ １２１２＋２
１
２＝５１ ６ ４＋１ ＝５ ４４５ ２４ ３３４ １８ ３６０％

— ２０ — ２４ １２１２ — ６０ ７１２ ３６ ２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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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Ⅹ中的总收益、货币地租和地租率，也和表Ⅱ，表Ⅶ，表Ⅷ中

的相同，因为产量和售价又按相反的比例变动，而投资不变。

生产价格上涨时另一种可能的情况，即一向不值得耕种的较

坏土地现在已被开垦的情况，又怎样呢？

我们假定有这样一种土地（我们用ａ来表示）参加竞争。因此，

那个一向无租的土地Ａ也将提供地租，于是以上的表Ⅶ，表Ⅷ和

表Ⅹ，将取得如下的形式：

表 Ⅶａ

土地
 
等级

英
 
亩

资  本
 
（镑）

利润
 
（镑）

生产
费用
（镑）

产  量

（夸特）

售价
 
（镑）

收益
 
（镑）

地 租

（夸特）（镑）
增 加

ａ １ ５ １ ６ １１２ ４ ６ ０ ０ ０ 

Ａ １２１２＋２
１
２ １ ６ １

２＋１
１
４＝１

３
４ ４ ７ １

４ １ １ 

Ｂ １２１２＋２
１
２ １ ６ １ ＋２１２＝３

１
２ ４ １４ ２ ８１＋７ 

Ｃ １２１２＋２
１
２ １ ６ １１２＋３

３
４＝５

１
４ ４ ２１ ３３４ １５１＋２×７

Ｄ １２１２＋２
１
２ １ ６ ２ ＋５ ＝７ ４ ２８ ５１２ ２２１＋３×７

— — — ３０ １９ — ７６ １１１２ ４６ — 

表 Ⅷａ

土地
 
等级

英
 
亩

资  本
 
（镑）

利润
 
（镑）

生产
费用
（镑）

产  量

（夸特）

售价
 
（镑）

收益
 
（镑）

地 租

（夸特）（镑）
增 加

ａ １ ５ １ ６ １１４４
４
５ ６ ０ ０ ０

Ａ １２１２＋２
１
２ １ ６ １

２＋１＝１
１
２４

４
５ ７１５

１
４

１
５ １１５

Ｂ １２１２＋２
１
２ １ ６ １ ＋２＝３ ４４５１４

２
５ １３４ ８２５ １１５＋７

１
５

Ｃ １２１２＋２
１
２ １ ６ １１２＋３＝４

１
２４

４
５２１

３
５ ３１４ １５

３
５１

１
５＋２×７

１
５

Ｄ １２１２＋２
１
２ １ ６ ２ ＋４＝６ ４４５２８

４
５ ４３４ ２２

４
５１

１
５＋３×７

１
５

５ — — ３０ １６１４ — ７８ １０４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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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Ⅹａ

土地
 
等级

英
 
亩

资  本
 
（镑）

利润
 
（镑）

生产
费用
（镑）

产  量

（夸特）

售价
 
（镑）

收益
 
（镑）

地 租

（夸特）（镑）
增 加

ａ １ ５ １ ６ １１８５
１
３ ６ ０ ０ ０   

Ａ １２１２＋２
１
２ １ ６ １＋ １

４＝１
１
４５

１
３ ６

２
３

１
８

２
３

２
３  

Ｂ １２１２＋２
１
２ １ ６ ２＋ １

２＝２
１
２５

１
３１３

１
３ １３８ ７１３

２
３＋６

２
３  

Ｃ １２１２＋２
１
２ １ ６ ３＋ ３

４＝３
３
４５

１
３ ２０ ２５８ １４ 

２
３＋２×６

２
３

Ｄ １２１２＋２
１
２ １ ６ ４＋１ ＝５ ５１３２６

２
３ ３７８２０

２
３
２
３＋３×６

２
３

— — — ３０ １３５８ — ７２
２
３ ８ ４２２３ —

  由于ａ级土地的加入，产生了一种新的级差地租Ⅰ，因此在这

个新的基础上，级差地租Ⅱ也会以一种变化了的形式表现出来。在

上述三表的每一个表中，ａ级土地各有不同的肥力；按比例增加的

肥力序列，只是从Ａ级土地开始。地租的上升序列，也与此相适

应。从前无租而现在有租的最坏土地的地租，形成一个不变数，被

简单地加在一切较高的地租上；只有减去这个不变数，才会清楚地

表现出在一切较高地租上的差额的序列，以及这种序列和各种土

地的肥力序列的平行。在所有这些表上，由Ａ到Ｄ的肥力之比是

１∶２∶３∶４；与此相应，各级地租的比：

在表Ⅶａ中是１∶１＋７∶１＋２×７∶１＋３×７，

在表Ⅷａ中是１
１
５∶１

１
５＋７

１
５∶１

１
５＋２×７

１
５∶１

１
５＋３×７

１
５，

在表Ⅹａ中是
２
３∶

２
３＋６

２
３∶

２
３＋２×６

２
３∶

２
３＋３×６

２
３。

总之：如果Ａ的地租＝ｎ，并且肥力较高一级的土地的地租＝ｎ＋

ｍ，序列就是：ｎ∶ｎ＋ｍ∶ｎ＋２ｍ∶ｎ＋３ｍ等等。——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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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上述第三种情况，在手稿上只有一个标题，没有详细阐

述，所以编者的任务，是象上面那样尽力予以补充。此外，编者

还要根据以上关于级差地租Ⅱ包含的三种主要情况和九种派生情

况的全部研究，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但手稿所举的各例是不大适

合这个目的的。第一，这些例子中加以比较的各级土地，在面积

相等时它们的收益之间的比是１∶２∶３∶４；因此，差额一开始就

已经过分夸大，并且在进一步引伸在这个基础上作出的各种假定

和计算时，会得出十分不近情理的数值。第二，这些例子会引起

完全错误的假象。如果肥力程度成１∶２∶３∶４之比，地租成０∶

１∶２∶３的序列，人们立即就会认为，可以从第一个序列推出第二

个序列，并以总收益的二倍，三倍等等来说明地租的二倍、三倍

等等。但这是完全错误的。甚至当肥力程度的比是ｎ∶ｎ＋１∶ｎ＋

２∶ｎ＋３∶ｎ＋４时，地租的比也会是０∶１∶２∶３∶４；地租不是和

肥力程度成比例，而是和以无租土地作为零计算的肥力差额成比

例。

手稿上的表是为说明正文而必须列举的。但为了给以下的研

究结果提供一个明显的基础，我在下面举出一系列新表，在这些

表中，收益是以蒲式耳（１８夸特或３６．３５公升）和先令（＝马

克）计算的。

第一个表（表Ⅺ）相当于以上的表Ⅰ。其中列举五级土地Ａ—

Ｅ的收益和地租，第一次投资５０先令，加上利润１０先令，形成每

英亩的总生产费用＝６０先令。谷物收获量定得很低，每英亩１０、

１２、１４、１６、１８蒲式耳。由此得到的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是

每蒲式耳６先令。

以下的十三个表相当于本章及前二章论述的级差地租Ⅱ的三

５０８第四十三章 级差地租Ⅱ——第三种情况：生产价格上涨。结论



种情况，假定同一土地每英亩的追加投资为５０先令，生产价格不

变，下降，或上涨。这三种情况中的每一种情况，又按照第二次

投资和第一次投资相比时生产率１．不变，２．降低，或３．提高

的不同情况分别加以说明。这里还列举了几个特别可以说明问题

的变例。

第一种情况：生产价格不变。这时我们得到：

变例１：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不变（表Ⅻ）。

变例２：生产率降低。这种情形只能发生在Ａ级土地没有第二次投

资的时候。这样一来，或者

（ａ）Ｂ级土地也不提供地租（表ⅩⅢ），或者

（ｂ）Ｂ级土地不是完全没有地租（表ⅩⅠⅤ）。

变例３：生产率提高（表ⅩⅤ）。这个情况也排除Ａ级土地上的第二

次投资。

第二种情况：生产价格下降。我们得到：

变例１：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不变（表ⅩⅤⅠ）。

变例２：生产率降低（表ⅩⅤⅡ）。

这两个变例都假定Ａ级土地不加入竞争，Ｂ级土地变成无

租土地，并且调节生产价格。

变例３：生产率提高（表ⅩⅤⅢ）。Ａ级土地在这里仍起调节作用。

第三种情况：生产价格上涨。这时可能有两种方式：或者Ａ级

土地仍然是无租的，并且仍然起调节价格的作用；或者比Ａ级更

坏的土地加入竞争，并调节价格，因此Ａ级土地也提供地租。

第一种方式：Ａ级土地仍然起调节作用：

变例１：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不变（表ⅩⅠⅩ）；在我们的假定下，

这个情况只有在第一次投资的生产率降低时才会发生。

６０８ 第六篇 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



变例２：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降低（表ⅩⅩ）；这种情况并不排除第

一次投资生产率不变的现象。

变例３：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提高（表ⅩⅩⅠ）；这又假定第一次投

资的生产率降低。

第二种方式：一种较坏的土地（以ａ表示）加入竞争；Ａ级土地

提供地租。

变例１：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不变（表ⅩⅩⅡ）。

变例２：生产率降低（表ⅩⅩⅢ）。

变例３：生产率提高（表ⅩⅩⅠⅤ）。

这三个变例都和问题的一般条件相符合，无须进一步加以说

明。    

现在列表如下：

表 ⅩⅠ

土地

等级

生 产
费 用
（先令）

产 量

（蒲式耳）

售 价

（先令）

收 益

（先令）

地 租

（先令）
地租的增加

Ａ ６０ １０ ６ ６０ ０ ０

Ｂ ６０ １２ ６ ７２ １２ １２

Ｃ ６０ １４ ６ ８４ ２４ ２×１２

Ｄ ６０ １６ ６ ９６ ３６ ３×１２

Ｅ ６０ １８ ６ １０８ ４８ ４×１２

— — — — １２０ １０×１２

  在同一土地上有第二次投资时：

第一种情况：生产价格不变。

变例１：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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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ⅩⅡ

土地

等级

生 产 费 用

（先令）

产  量

（蒲式耳）

售价

（先令）

收 益

（先令）

地 租

（先令）

地 租

的增加

Ａ

Ｂ

Ｃ

Ｄ

Ｅ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１０＋１０＝２０

１２＋１２＝２４

１４＋１４＝２８

１６＋１６＝３２

１８＋１８＝３６

６

６

６

６

６

１２０

１４４

１６８

１９２

２１６

０

２４

４８

７２

９６

０

２４

２×２４

３×２４

４×２４

—   —  — — ２４０ １０×２４

变例２：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降低，Ａ级土地没有第二次投资。

１．Ｂ级土地变为无租土地：

表 ⅩⅢ

土地

等级

生 产 费 用
（先令）

产    量

（蒲式耳）

售价

（先令）

收益

（先令）

地租

（先令）

地 租

的增加

Ａ

Ｂ

Ｃ

Ｄ

Ｅ

６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１０ 

１２＋８ ＝２０ 

１４＋９１
３＝２３

１
３

１６＋１０２
３＝２６

２
３

１８＋１２ ＝３０ 

６

６

６

６

６

６０

１２０

１４０

１６０

１８０

０

０

２０

４０

６０

０

０

２０

２×２０

３×２０

— — — — １２０ ６×２０

８０８ 第六篇 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



  ２．Ｂ级土地不是完全没有地租。

表 ⅩⅠⅤ

土地

等级

生产费用
（先令）

产    量

（蒲式耳）

售价

（先令）

收益

（先令）

地租

（先令）
地租的增加

Ａ

Ｂ

Ｃ

Ｄ

Ｅ

６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１０ 

１２＋９ ＝２１ 

１４＋１０１
２＝２４

１
２

１６＋１２１
２＝２８

１
２

１８＋１３１
２＝３１

１
２

６

６

６

６

６

６０

１２６

１４７

１６８

１８９

０

６

２７

４８

６９

０

６

６＋２１

６＋２×２１

６＋３×２１

— — — — １５０ ４×６＋６×２１

变例３：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提高，Ａ级土地在这里也没有第二次

投资。

表 ⅩⅤ

土地

等级

生产费用
（先令）

产    量

（蒲式耳）

售价

（先令）

收益

（先令）

地租

（先令）
地租的增加

Ａ

Ｂ

Ｃ

Ｄ

Ｅ

６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１０ 

１２＋１５ ＝２７ 

１４＋１７１
２＝３１

１
２

１６＋２０ ＝３６ 

１８＋２２１
２＝４０

１
２

６

６

６

６

６

６０

１６２

１８９

２１６

２４３

０

４２

６９

９６

１２３

０

４２

４２＋２７

４２＋ ２×２７

４２＋ ３×２７

— — — — ３３０ ４×４２＋ ６×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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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种情况：生产价格下降。

变例１：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不变。Ａ级土地不加入竞争，Ｂ级土

地变为无租土地。

表 ⅩⅤⅠ

土地

等级

生 产 费 用

（先令）

产   量

（蒲式耳）

售价

（先令）

收益

（先令）

地租

（先令）

地 租

的增加

Ｂ

Ｃ

Ｄ

Ｅ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１２＋１２＝２４

１４＋１４＝２８

１６＋１６＝３２

１８＋１８＝３６

５

５

５

５

１２０

１４０

１６０

１８０

０

２０

４０

６０

０

２０

２×２０

３×２０

— — — — １２０ ６×２０

变例２：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降低；Ａ级土地不加入竞争，Ｂ级土

地变为无租土地。

表 ⅩⅤⅡ

土地
等级

生 产 费 用
（先令）

产   量
（蒲式耳）

售价
（先令）

收益
（先令）

地租
（先令）

地 租
的增加

Ｂ

Ｃ

Ｄ

Ｅ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１２＋９ ＝２１ 

１４＋１０１
２＝２４

１
２

１６＋１２ ＝２８ 

１８＋１３１
２＝３１

１
２

５５
７

５５
７

５５
７

５５
７

１２０

１４０

１６０

１８０

０

２０

４０

６０

０

２０

２×２０

３×２０

— — — — １２０ ６×２０

变例３：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提高；Ａ级土地仍参加竞争。Ｂ级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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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提供地租。

表 ⅩⅤⅢ

土地
等级

生 产 费 用
（先令）

产  量
（蒲式耳）

售 价
（先令）

收 益
（先令）

地 租
（先令）

地 租
的增加

Ａ

Ｂ

Ｃ

Ｄ

Ｅ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１０＋１５＝２５

１２＋１８＝３０

１４＋２１＝３５

１６＋２４＝４０

１８＋２７＝４５

４４
５

４４
５

４４
５

４４
５

４４
５

１２０

１４４

１６８

１９２

２１６

０

２４

４８

７２

９６

０

２４

２×２４

３×２４

４×２４

— — — — ２４０ １０×２４

  第三种情况：生产价格上涨。

Ａ．Ａ级土地仍然是无租的，并仍起调节价格的作用。

变例１：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不变；这要假定第一次投资的生产率

降低。

表 ⅩⅠⅩ

土地
等级

生 产 费 用
（先令）

产   量
（蒲式耳）

售价
（先令）

收益
（先令）

地租
（先令）

地 租
的增加

Ａ

Ｂ

Ｃ

Ｄ

Ｅ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７１
２＋１０＝１７

１
２

９ ＋１２＝２１ 

１０１
２＋１４＝２４

１
２

１２ ＋１６＝２８ 

１３１
２＋１８＝３１

１
２

６６
７

６６
７

６６
７

６６
７

６６
７

１２０

１４４

１６８

１９２

２１６

０

２４

４８

７２

９６

０

２４

２×２４

３×２４

４×２４

— — — — ２４０ １０×２４

１１８第四十三章 级差地租Ⅱ——第三种情况：生产价格上涨。结论



变例２：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降低；这并不排斥第一次投资的生产

率不变。

表 ⅩⅩ

土地
等级

生 产 费 用
（先令）

产   量
（蒲式耳）

售价
（先令）

收益
（先令）

地租
（先令）

地 租
的增加

Ａ

Ｂ

Ｃ

Ｄ

Ｅ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１０＋５＝１５

１２＋５＝１８

１４＋７＝２１

１６＋８＝２４

１８＋９＝２７

８

８

８

８

８

１２０

１４４

１６８

１９２

２１６

０

２４

４８

７２

９６

０

２４

２×２４

３×２４

４×２４

— — — — ２４０ １０×２４

变例３：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提高；按照假定，这要求第一次投资

的生产率降低。

表 ⅩⅩⅠ

土地
等级

生 产 费 用
（先令）

产   量
（蒲式耳）

售价
（先令）

收益
（先令）

地租
（先令）

地 租
的增加

Ａ

Ｂ

Ｃ

Ｄ

Ｅ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５＋１２１
２＝１７

１
２

６＋１５ ＝２１ 

７＋１７１
２＝２４

１
２

８＋２０ ＝２８ 

９＋２２１
２＝３１

１
２

６６
７

６６
７

６６
７

６６
７

６６
７

１２０

１４４

１６８

１９２

２１６

０

２４

４８

７２

９６

０

２４

２×２４

３×２４

４×２４

— — — — ２４０ １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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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一种较坏的土地（用ａ表示）起调节价格的作用，因而Ａ

级土地也提供地租。这种情形，对所有的变例来说，都允许第二

次投资的生产率不变。

变例１：

  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不变〔表ⅩⅩⅡ〕。

变例２：

  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下降〔表ⅩⅩⅢ〕。

变例３：

  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提高〔表ⅩⅩⅠⅤ〕。

表 ⅩⅩⅡ

土地
等级

生 产 费 用
（先令）

产   量
（蒲式耳）

售价
（先令）

收益
（先令）

地租
（先令）

地 租
的增加

ａ

Ａ

Ｂ

Ｃ

Ｄ

Ｅ

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１６

１０＋１０＝２０

１２＋１２＝２４

１４＋１４＝２８

１６＋１６＝３２

１８＋１８＝３６

７１
２

７１
２

７１
２

７１
２

７１
２

７１
２

１２０

１５０

１８０

２１０

２４０

２７０

０

３０

６０

９０

１２０

１５０

０

３０

２×３０

３×３０

４×３０

５×３０

— — — — ４５０ １５×３０

３１８第四十三章 级差地租Ⅱ——第三种情况：生产价格上涨。结论



表 ⅩⅩⅢ

土地
等级

生 产 费 用
（先令）

产   量
（蒲式耳）

售价
（先令）

收益
（先令）

地租
（先令）

地 租
的增加

ａ

Ａ

Ｂ

Ｃ

Ｄ

Ｅ

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１５ 

１０＋ ７１
２＝１７

１
２

１２＋ ９ ＝２１ 

１４＋１０１
２＝２４

１
２

１６＋１２ ＝２８ 

１８＋１３１
２＝３１

１
２

８

８

８

８

８

８

１２０

１４０

１６８

１９６

２２４

２５２

０

２０

４８

７６

１０４

１３２

０

２０

２０＋２８

２０＋ ２×２８

２０＋ ３×２８

２０＋ ４×２８

— — — — ３８０ ５×２０＋１０×２８

表 ⅩⅩⅠⅤ

土地
等级

生 产 费 用
（先令）

产   量
（蒲式耳）

售价
（先令）

收益
（先令）

地租
（先令）

地 租
的增加

ａ

Ａ

Ｂ

Ｃ

Ｄ

Ｅ

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６０＋６０＝１２０

１６ 

１０＋１２１
２＝１７

１
２

１２＋１５ ＝２７ 

１４＋１７１
２＝３１

１
２

１６＋２０ ＝３６ 

１８＋２２１
２＝４０

１
２

７１
２

７１
２

７１
２

７１
２

７１
２

７１
２

１２０ 

１６８３
４

２０２１
２

２３６１
４

２７０ 

３０３３
４

０ 

４８３
４

８２１
２

１１６１
４

１５０ 

１８３３
４

０ 

１５＋３３３
４

１５＋ ２×３３３４

１５＋ ３×３３３４

１５＋ ４×３３３４

１５＋ ５×３３３４

— — — — ５８１１
４ ５×１５＋１５×３３

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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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各表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首先，把没有地租的起调节作用的土地作为零点，地租序列

恰好与肥力差额序列成比例。对地租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绝对的

收益，而只是收益的差额。无论各级土地每英亩分别提供１，２，３，

４，５蒲式耳，还是提供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蒲式耳产品，地租在

这两种情况下形成的序列，都是０，１，２，３，４蒲式耳或与此相

应的货币额。

但是，这个结论，就同一土地上反复进行投资的总地租额来

说，是更重要得多的。

在以上研究的十三例中，有五例地租总额都在投资增加一倍

时增加一倍。不是１０×１２先令，而是１０×２４先令＝２４０先令。这

五例是：

第一种情况，价格不变，变例１：生产按等速度增长（表ⅩⅡ）。

第二种情况，价格下降，变例３：生产按加速度增长（表ⅩⅤⅢ）。

第三种情况，价格上涨，第一种方式（Ａ级土地仍起调节作

用）所包括的所有三个变例（表ⅩⅠⅩ，ⅩⅩ，ⅩⅩⅠ）。

有四例地租增加一倍以上。这四例是：

第一种情况，变例３，价格不变，但生产按加速度增长（表Ⅹ

Ⅴ）。地租总额增加到３３０先令。

第三种情况第二种方式（Ａ级土地提供地租）所包括的所有

三个变例（表ⅩⅩⅡ，地租＝１５×３０＝４５０先令；表ⅩⅩⅢ，地租

＝５×２０＋１０×２８＝３８０先令；表ⅩⅩⅠⅤ，地租＝５×１５＋１５×３３

３
４＝５８１

１
４先令）。

有一例地租总额增加了，但不是按第一次投资提供的地租额

增加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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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情况，价格不变，变例２：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降低，

不过是以Ｂ级土地不是完全没有地租为条件的（表ⅩⅠⅤ，地租

＝４×６＋６×２１＝１５０先令）。

最后，只有三例是，一切土地合计的地租总额，在进行第二

次投资时，和进行第一次投资时（表ⅩⅠ）一样。在这几例中，Ａ

级土地不加入竞争，Ｂ级土地成了起调节作用的无租土地。因此，

不仅Ｂ级土地的地租会消失，而且地租序列中每一环节的地租都

会减少；结果就是由此规定的。这几例是：

第一种情况，变例２，那里的条件是，Ａ级土地要被排挤（表

ⅩⅢ）。地租总额＝６×２０，因而＝１０×１２＝１２０，和表ⅩⅠ一样。

第二种情况，变例１和变例２。在那里，按照假定，Ａ级土地

也必然被排挤（表ⅩⅤⅠ和表ⅩⅤⅡ），地租总额也是６×２０＝１０

×１２＝１２０先令。

这也就是说，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中，就大多数情况来说，由

于土地投资增加，每英亩有租土地的地租，特别是地租总额都会

增加。在我们研究过的十三例中，只有三例地租总额不变。在这

三例中，最坏的、一向无租的、起调节作用的土地退出竞争，高

一级的土地代替了它的位置，成为无租土地。但就在这三例中，最

好的土地的地租同第一次投资产生的地租相比也增加了。当Ｃ的

地租由２４先令减少到２０先令时，Ｄ和Ｅ的地租则由３６先令和

４８先令增加到４０先令和６０先令。

总地租下降到第一次投资时的地租水平（表ⅩⅠ）以下的情

形，只有当Ａ级土地和Ｂ级土地都退出竞争，以致Ｃ级土地起调

节作用并且变为无租土地时，才是可能的。

只要已耕种的土地仍有竞争能力，土地上使用的资本越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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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农业，一般地说，也就是一国的文明越发展，每英亩的地租和

地租总额就增加得越多，社会以超额利润形式付给大土地所有者

的贡赋也就越多。

这个规律说明了大土地所有者阶级的可惊的生命力。任何一

个社会阶级也不象他们那样浪费；任何一个社会阶级也不象他们

那样有权要求过一种传统的“适合身分”的奢侈生活，而不管挥

霍掉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任何一个社会阶级也不象他们那样可以

放心大胆地负债累累。他们总会再站住脚，因为别人在土地上的

投资为他们提供地租，并且这种地租远远超过资本家从土地取得

的利润。

但是，这个规律也说明，为什么大土地所有者的这种生命力

会逐渐枯竭。

当英国谷物关税在１８４６年废除时，英国的工厂主们都以为，

这样一来，他们会把土地贵族变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但实际不是这

样，土地贵族反而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富有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非常简单。第一，从那以后，租地农场主必须按照契约每年对每英

亩投资１２镑，而不是８镑。第二，在下院也有很多代表的地主们，

批给自己一笔巨大的国家补助金，用于土地的排水及其他永久性

的改良。因为最坏土地没有完全被排挤掉，至多不过（并且在大多

数情况下只是暂时的）改为别的用途，所以，地租就与投资的增加

成比例地增加了，土地贵族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富有了。

但是，一切都是要消逝的。横渡海洋的轮船，南北美洲和印度

的铁路，使一些十分特别的地带能够参加欧洲谷物市场上的竞争。

一方面，有北美的大草原、阿根廷的帕姆帕斯草原，这些草原是天

然宜于开垦的；这些处女地，甚至用原始的耕作方法，不施肥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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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连年得到丰收。此外，还有俄罗斯和印度的共产主义公社的土

地，这些公社为了获得纳税的钱（这种税是暴虐的国家专制制度经

常用酷刑逼迫它们交纳的），必须卖掉它们的一部分产品，并且这

部分产品日益增多。出售这种产品，不考虑生产费用的多少，而是

按照商人出的价钱，因为在支付期限到来时，农民无论如何要得到

货币。欧洲的租地农场主和农民在地租维持原样的情况下，当然竞

争不过这种草原处女地以及赋税重压下的俄罗斯和印度的农民。

一部分欧洲土地就从种植谷物的竞争中完全退出来；地租到处都

在下降；我们列举的第二种情况的变例２（价格下降，追加投资的

生产率也下降）成了欧洲的通例。因此，从苏格兰到意大利，从法国

南部到东普鲁士，到处都听得到地主的怨言。值得庆幸的是，所有

草原还远没有全被开垦；还有足够数量的草原可以使欧洲所有大

地主以及小地主遭到破产。——弗·恩·｝

对地租进行考察的各个项目如下：

Ａ．级差地租。

１．级差地租的概念。以水力作为例解。过渡到真正的农业地租。

２．由各级土地的不同肥力产生的级差地租Ⅰ。

３．由同一土地上的连续投资产生的级差地租Ⅱ。关于级差地

租Ⅱ，要研究以下各种情况：

  （ａ）生产价格不变；

  （ｂ）生产价格下降；

  （ｃ）生产价格上涨。

还要研究：

  （ｄ）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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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这个地租对利润率的影响。

Ｂ．绝对地租。

Ｃ．土地价格。

Ｄ．关于地租的结论。

对级差地租进行的考察，可概括出以下两点结论：

第一：超额利润可以按不同的方法形成。一方面，是以级差地

租Ⅰ为基础；也就是以全部农业资本投在由肥力不同的各级土地

构成的土地面积上为基础。其次，作为级差地租Ⅱ，是以同一土地

上的连续投资有不同的级差生产率为基础，也就是说，在这里，和

最坏的、无租的、但调节生产价格的土地上的等量投资相比，具有

较高的生产率，例如，表现为增加若干夸特小麦。但是，不论这种超

额利润是怎样产生的，它所以转化为地租，从而由租地农场主手里

转到土地所有者手里，总是具有下列先决条件：各个连续投资的部

分产品所具有的不同的实际的个别生产价格（与一般的、调节市场

的生产价格无关），已事先不平均化为个别平均生产价格。一英亩

产品的一般的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超过它的个别的平均生产

价格的余额，形成每英亩的地租，并成为每英亩地租的尺度。就级

差地租Ⅰ来说，级差结果本身就是可以区别的，因为它们是在不同

的、互相分开的、彼此靠近的土地上，在假定每英亩进行标准投资

以及与此相应地进行标准耕种的情况下形成的。就级差地租Ⅱ来

说，级差结果必须先变成可以区别的，事实上必须再转化为级差地

租Ⅰ，而这一点只有按照上述的方法才能做到。例如，我们来看第

２２６页①上的表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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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级土地第一次２１２镑的投资每英亩产生２夸特，第二次同

样大的投资每英亩产生１１２夸特；在同一英亩上合计产生３
１
２夸

特。就这个从同一土地产生的３１２夸特来看，看不出其中哪一部分

是第一次投资的产物，哪一部分是第二次投资的产物。事实上，它

们是总资本５镑的产物；实际情况只是，一个２１２镑的资本产生２

夸特，一个５镑的资本却不是产生４夸特，而是产生３１２夸特。即

使５镑产生４夸特，从而两个投资的产量相等，或者甚至产生５夸

特，从而第二次投资产生１夸特的余额，情形也完全一样。前２夸

特的生产价格是每夸特１１２镑，后１
１
２夸特的生产价格是每夸特２

镑。因此３１２夸特总计的费用是６镑。这是总产品的个别生产价

格，平均计算是每夸特１镑１４２７先令，就是说约为１
３
４镑。按Ａ级

土地决定的一般生产价格３镑计算，每夸特会产生超额利润１１４

镑，３１２夸特合计会产生４
３
８镑。按Ｂ级土地的平均生产价格计算，

这个数目就体现在约１１２夸特中。所以，Ｂ级土地的超额利润体现

在Ｂ的一部分产品中，即１１２夸特中，而这就是以谷物来表现的地

租；按一般生产价格计算，这些谷物要卖４１２镑。但是相反地，Ｂ级

土地一英亩多于Ａ级土地一英亩的超额产品，并不无条件就是超

额利润的表现，因此也不是无条件就是剩余产品的表现。按照假

定，Ｂ级土地每英亩生产３
１
２夸特，Ａ级土地每英亩只生产１夸

特。所以，Ｂ级土地一英亩的超额产品是２
１
２夸特，但剩余产品却

只是１１２夸特；因为Ｂ级土地上的投资，比Ａ级土地上的投资多

一倍，生产费用也多一倍。如果Ａ级土地同样有５镑投资，生产率

不变，它的产品就是２夸特，而不是１夸特，由此可见，实际的剩余

产品，并不是由３１２和１比较，而是由３
１
２和２比较得出来的。所

以，剩余产品不是２１２夸特，而只是１
１
２夸特。其次，如果Ｂ级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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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三次投资２
１
２镑只生产１夸特，因而和Ａ级土地的情况一样，

这１夸特要费３镑，它的出售价格３镑就只够弥补生产费用，只提

供平均利润，而不提供超额利润，因此也就没有任何部分可以转化

为地租。任何一级土地每英亩的产量和Ａ级土地每英亩的产量相

比较时，既看不出它是同额投资的产品还是较大投资的产品；也看

不出，追加产品是只够补偿生产价格，或者追加产品的产生是由于

追加资本已有较高的生产率。

第二：在我们考察新的超额利润的形成时，追加投资的界限是

只补偿生产费用的投资，就是说，这个投资生产１夸特的费用和Ａ

级土地一英亩上同额投资生产１夸特的费用相等，按照假定，都是

３镑。在追加投资的生产率降低时，根据以上的说明，可以得出以

下结论：Ｂ级土地每英亩总投资不再提供地租的界限，是在Ｂ级土

地每英亩产品的个别平均生产价格已上涨到Ａ级土地每英亩的

生产价格时达到的。

如果在Ｂ级土地上追加的投资只能补偿生产价格，而不提供

超额利润，也不形成新的地租，这虽然会提高每夸特的个别平均

生产价格，但不会影响以前投资所形成的超额利润或地租。因为

平均生产价格总是低于Ａ级土地的生产价格，并且当每夸特价格

的余额减少时，夸特数将按相同的比例增加，所以价格的全部余

额仍然不变。

在上述假定的情况下，最初两次投资５镑在Ｂ级土地上生产

３１２夸特，因而按照假定，地租是１
１
２夸特＝４

１
２镑。如果有第三

次投资２１２镑加进去，它只生产出追加的１夸特，那末，总生产价

格（包括２０％的利润）４１２夸特＝９镑，每夸特的平均价格＝２镑。

所以，Ｂ级土地每夸特的平均生产价格已由１５７镑增加到２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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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级土地的起调节作用的价格相比，每夸特的超额利润也已由１
２
７镑减少到１镑。但１×４

１
２＝４

１
２镑，和以前１

２
７×３

１
２＝４

１
２镑完

全一样。

假定再有第四次和第五次追加的投资各２１２镑投在Ｂ级土地

上，这两次投资只是按一般的生产价格各生产１夸特，那末，每

英亩的总产量现在就是６１２夸特，它的生产费用是１５镑。对Ｂ级

土地来说，每夸特的平均生产价格已由２镑再增加到２４１３镑，和Ａ

级土地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相比，每夸特的超额利润，已由１镑

再减少到 ９
１３镑。但这

９
１３镑现在是按６

１
２夸特计算，而不是按４

１
２夸

特计算。９
１３×６

１
２＝１×４

１
２＝４

１
２镑。

首先，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这些情况下，不必提高起调

节作用的生产价格，就可以在各种提供地租的土地上投入追加资

本，甚至到追加资本完全不提供超额利润，而只提供平均利润时都

是这样。其次，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这里，不管每夸特的超额利润

怎么减少，每英亩的超额利润总额还是不变；这种减少，会不断由

每英亩生产的夸特数目的相应增加而得到补偿。要使平均生产价

格提高到一般生产价格的水平（因此，在这里，对Ｂ级土地来说，

就是上涨到３镑），必须追加投资，从而使追加资本的产品的生产

价格，比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３镑更高。但是，我们将看到，单是

这样也不足以无条件地使Ｂ级土地每夸特的平均生产价格提高

到和一般生产价格３镑相等的程度。

我们假定Ｂ级土地：

１．按以上所说的生产价格６镑，生产３１２夸特。这是两个各

２１２镑的投资；这两个投资都形成超额利润，不过是按下降的水平

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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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再按３镑生产１夸特；这个投资的个别生产价格，和起调节

作用的生产价格相等。

３．再按４镑生产１夸特；这个投资的个别生产价格，比起调节

作用的价格高３３１３％。

这样，我们已由１０７１０镑的投资，按１３镑，每英亩生产５
１
２夸

特；投资额比原来的投资额增加了三倍，但产量比第一次投资的产

量增加还不到两倍。

５１２夸特按１３镑计算，每夸特的平均生产价格是２
４
１１镑。所

以，在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为３镑时，每夸特有７１１镑的余额可以

转化为地租。按起调节作用的价格３镑出售，５１２夸特卖１６
１
２镑，

减去生产费用１３镑，还有超额利润或地租３１２镑。这３
１
２镑，按Ｂ

级土地现在每夸特的平均生产价格计算，也就是按每夸特２４１１镑

计算，代表１２５５２夸特。货币地租下降了１镑，谷物地租下降了大约
１
２夸特，但是，尽管Ｂ级土地上的第四次追加投资，不仅不生产超

额利润，而且达不到平均利润，超额利润和地租仍然存在。我们假

定，不仅第三次投资，而且第二次投资也是按照超过起调节作用的

生产价格的价格进行生产的，因此总生产是：按６镑生产３１２夸特

＋按８镑生产２夸特，总共按１４镑生产费用生产５１２夸特。每夸

特的平均生产价格是２６１１镑，还留下
５
１１镑的余额。这５

１
２夸特按３

镑出售，得１６１２镑；减去１４镑的生产费用，还留下
５
１１镑作为地租。

按Ｂ现在的平均生产价格计算，这等于５５５６夸特。所以，总还是有地

租，虽然比以前少。

无论如何，这种情况表明，在有追加投资的较好土地上的产品

的费用超过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时，地租至少在实际允许的界

限以内是不会消灭的，不过必然会减少，并且一方面要和这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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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较低的资本在总投资中所占的相应部分成比例地减少，另一方

面要随着这种资本的生产率的降低成比例地减少。这种资本的产

品的平均价格，总还是低于起调节作用的价格，所以总还是会留下

可以转化为地租的超额利润。

现在我们假定，由于连续四次投资（２１２镑，２
１
２镑，５镑，５

镑）的生产率的降低，Ｂ每夸特的平均价格和一般的生产价格是一

致的。

资  本

（镑）

利润

（镑）

产量

（夸特）

生产费用

每夸特
（镑）

总计
（镑）

售价

（镑）

收益

（镑）

形成地租的余额

（夸特） （镑）

１

２

３

４

２１２

２１２

５ 

５ 

１
２

１
２

１ 

１ 

２ 

１１２

１１２

１ 

１１２

２ 

４ 

６ 

３

３

６

６

３

３

３

３

６ 

４１２

４１２

３ 

１  

１
２

－ １
２

－１  

３ 

１１２

－１１２

－３ 

１５ ３ ６ — １８ — １８ ０  ０ 

  在这里，租地农场主是按照每夸特的个别生产价格出售每一

夸特的，所以，是按照每夸特的平均生产价格出售所有各夸特的，

而这个平均生产价格是和起调节作用的价格３镑一致的。所以，他

仍然为他的１５镑资本取得了２０％的利润＝３镑。但地租已消失。

当每夸特的个别生产价格和一般生产价格这样互相平衡时，余额

到哪里去了呢？

第一次投资２１２镑的超额利润是３镑；第二次投资２
１
２镑的超

额利润是１１２镑；因此预付资本的
１
３即５镑的超额利润，总计为

４１２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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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投资５镑不但没有产生超额利润；它的产品１
１
２夸特，

按照一般生产价格出售，还会产生１１２镑的负数。最后，第四次投

资５镑的产品１夸特，按照一般生产价格出售，又会产生３镑的负

数。所以，这两次投资一共产生４１２镑的负数，同第一次和第二次

投资产生的超额利润４１２镑相等。

超额利润和亏损利润互相抵销了。因此，地租就消失了。但事

实上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剩余价值中形成超额利润或

地租的要素，现在已经加入平均利润的形成。租地农场主靠牺牲地

租，才由１５镑赚到３镑或２０％的平均利润。

Ｂ的个别平均生产价格平均化为Ａ的一般的调节市场价格

的生产价格，是以下述情况为前提的：前几次投资的产品的个别价

格低于起调节作用的价格的差额，越来越为以后几次投资的产品

的个别价格高于起调节作用的价格的差额所补偿，最后完全抵销。

前几次投资的产品本身出售时表现为超额利润的东西，会逐渐变

为它们的平均生产价格的一部分，加入平均利润的形成，直到最后

完全被平均利润所吸收。

如果投在Ｂ上面的资本不是１５镑，只是５镑，并且上表中追

加的２１２夸特，是因为新耕种Ａ级土地２
１
２英亩（每英亩投资２

１
２

镑）而生产出来的，那末，投入的追加资本就只是６１４镑，因而，为

生产这６夸特而用在Ａ和Ｂ上面的总支出也只是１１１４镑，而不是

１５镑，这６夸特的总生产费用（包括利润）也只是１１１４镑。这６夸

特仍然总共卖１８镑，不过投资已减少３３４镑，而Ｂ的地租仍然是

每英亩４１２镑。如果追加的２
１
２夸特必须靠比Ａ更坏的土地，例如

Ａ－１，Ａ－２来生产，情况就会不同，因此，对Ａ－１级土地的１
１
２夸特来

说，每夸特的生产价格＝４镑，而对最后１夸特，即全Ａ－２级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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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生产的１夸特来说，生产价格＝６镑。这时，６镑就会成为每夸特

的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Ｂ级土地的３
１
２夸特就会卖２１镑，而

不是１０１２镑，所提供的地租就会是１５镑，而不是４
１
２镑；以谷物计

算，是２１２夸特，而不是１
１
２夸特。同样，Ａ级土地每夸特现在也会

提供３镑的地租＝ １
２夸特。

在我们进一步论述这点以前，还要指出一点。

只要总资本中生产１１２夸特余额的部分，为总资本中生产１
１
２

夸特负额的部分所抵销，Ｂ级土地１夸特的平均价格就会互相平

衡，而与由Ａ调节的一般的生产价格每夸特３镑相一致。至于这

个平衡究竟什么时候可以达到，或者说，为了这个目的必须有多少

资本以不足的生产力投在Ｂ级土地上，那末，在前几次投资的超

额生产率已定的情况下，这取决于以后几次投资和最坏的起调节

作用的土地Ａ上的等量投资相比所具有的相对不足的生产率，或

者说，取决于以后几次投资的产品的、和起调节作用的价格相比

所具有的个别生产价格。

根据以上所述，首先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只要各追加资本是用超额生产率投在同一土地上，即使

这种生产率越来越下降，每英亩的绝对的谷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也

会增加，虽然它相对地即和预付资本相比（即超额利润率或地租

率）会降低。在这里，界限是由这样一种追加资本形成的，这种追加

资本只提供平均利润，或它的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和一般生产价

格是一致的。在这些情况下，生产价格将不变，除非比较坏的土地

的生产由于供给增加而变为多余。甚至价格下降时，这些追加资本

在一定界限内仍然能生产超额利润，虽然是较小的超额利润。

６２８ 第六篇 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



第二：只生产平均利润、其超额生产率＝０的追加投资，决不

会改变现有的超额利润量，从而也不会改变地租量。因此，较好的

土地每夸特的个别平均价格将会提高；每夸特的余额减少了，但提

供这个减少了的余额的夸特数却增加了；因此，二者的积将不变。

第三：如果追加投资的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超过起调节作用

的价格，因此，追加投资的超额生产率不仅＝０，而且比零小，是一

个负数，也就是说，比同额投资在起调节作用的Ａ级土地上的生

产率还小，那末，追加投资就会使较好土地的总产品的个别平均价

格越来越接近一般生产价格，因而越来越减少二者间形成超额利

润或地租的差额。原来形成超额利润或地租的东西，现在越来越多

地加入平均利润的形成。但投在Ｂ级土地一英亩上的总资本将继

续提供超额利润，虽然它会随着生产率不足的资本的总量的增加

而减少，并且会按生产率不足的程度而减少。在资本增加，生产增

加时，这里每英亩的地租将绝对下降，而不是象在第二种情况下那

样，只是相对地即同投资的增加量相比会下降。

只有当较好土地Ｂ的总产品的个别平均生产价格和起调节

作用的价格一致时，地租才会消失。这时，生产率较高的前几次投

资的超额利润，就会全部加入平均利润的形成。

每英亩地租的下降是以地租的消失为最低界限的。但是，地租

的消失不是发生在追加投资用不足生产率进行生产的时候，而是

发生在如下情况下，即生产率不足的追加投资已经很多，以致它们

的作用足以抵销前几次投资的超额生产率，而所投总资本的生产

率竟和Ａ级土地的资本的生产率相等，Ｂ级土地每夸特的个别平

均价格竟和Ａ级土地每夸特的个别平均价格相等。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地租已经消失，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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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每夸特３镑，仍然不变。只是或者由于追加资本生产率不足的

程度已经增加，或者由于生产率同样不足的追加资本量已经加大，

才必然会使生产价格的提高超过这一点。例如，在前面第２６５页①

的那个表内，如果在同一土地上按每夸特４镑的标准生产出来的

是２１２夸特，而不是１
１
２夸特，那末，合计７夸特的生产费用就是

２２镑，每夸特的费用就是３１７镑，比一般生产价格贵
１
７镑。因此，一

般生产价格必须提高。

因此，直到最好土地的每夸特的个别平均价格和一般生产价

格相等，直到后者超过前者的余额，从而超额利润和地租完全消

失以前，还可以长时期使用生产率不足，甚至生产率越来越不足

的追加资本。

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当较好土地的地租消失时，它们的产品

的个别平均价格只不过和一般生产价格一致，因此一般生产价格

仍不需要提高。

在以上的例子中，在较好土地Ｂ——但它在较好土地或有租

土地的序列中处于最低的等级——上，３１２夸特是由一个具有超

额生产率的５镑资本生产出来的，２１２夸特是由一个具有不足生

产率的１０镑资本生产出来的，合计６夸特；所以，５１２是由后面这

些生产率不足的资本部分生产出来的。并且只是到了这个程度，这

６夸特的个别平均生产价格才提高到每夸特３镑，因此和一般的

生产价格一致。

但是在土地所有权规律的支配下，后面这２１２夸特是不能用

这种方式按每夸特３镑生产的，除非它们能在２１２英亩新的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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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上生产出来。追加资本尚能按一般生产价格来进行生产的情

况形成一个界限。超过这个界限，同一土地上的追加投资就必须

停止。

这就是说，如果租地农场主一旦要对前两次投资支付４１２镑

的地租，他就要继续支付这个地租，并且每夸特生产费用高于３镑

的每次投资，都会使他的利润减少。在生产率不足时，个别平均

价格的平均化因此就要受到阻碍。

我们再就上例来研究一下这种情形。在这个例子中，Ａ级土

地每夸特３镑的生产价格，对Ｂ级土地来说，起着调节价格的作

用。   

资 本

（镑）

利润

（镑）

生产费用

（镑）

产 量

（夸特）

每夸特的
生产费用
（镑）

售  价

每夸特
（镑）

总计
（镑）

超额
利润
（镑）

损失

（镑）

２１２

２１２

５ 

５ 

１
２

１
２

１ 

１ 

３

３

６

６

２ 

１１２

１１２

１ 

１１２

２ 

４ 

６ 

３

３

３

３

６ 

４１２

４１２

３ 

３ 

１１２

—

—

—

—

１１２

３ 

１５ ３ １８ — — — １８ ４１２ ４１２

  前两次投资所生产的３１２夸特的生产费用，对租地农场主来

说，同样是每夸特３镑，因为他要支付４１２镑的地租。这时，他的个

别生产价格和一般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就不是流进他的腰包。因

此，对他来说，前两次投资的产品的价格余额，不能用来弥补第三

次投资和第四次投资产量上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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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投资所产生的１
１
２夸特的费用，对租地农场主来说是６

镑（包括利润在内）；但在起调节作用的价格为每夸特３镑时，他只

能把这１１２夸特卖４
１
２镑。所以，他不仅会失掉全部利润，而且除

此以外还要损失１
２镑，即所投资本５镑的１０％。就第三次投资来

说，他的利润和资本的损失是１１２镑；就第四次投资来说，他的利

润和资本的损失是３镑，合计是４１２镑，恰好和前面两次较好的投

资的地租相等。但前面那两次投资的个别生产价格，不能作为平均

化的因素，加到Ｂ的总产品的个别平均生产价格上，因为它的余

额要继续作为地租交给另一个人。

如果为了满足需要，有必要由第三次投资来生产追加的１１２

夸特，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就必须上涨到每夸特４镑。由于起调

节作用的市场价格的这种提高，Ｂ的第一次投资和第二次投资的

地租将增加，并且Ａ也会提供地租。

因此，级差地租虽然只是超额利润到地租的一种形式上的转

化，土地所有权在这里只是使土地所有者能够把超额利润从租地

农场主手里转到自己手里，但是我们还是会发现，同一块土地上的

连续投资，或者说同一地块上投资的增加，在资本的生产率下降，

起调节作用的价格不变时，将会更早得多地达到它的界限，就是

说，由于超额利润到地租的纯粹形式上的转化（这是土地所有权的

结果）而在事实上达到一种或多或少是人为的界限。因此，在这里，

一般生产价格的上涨（在这里，这种上涨在比一般情况更狭小的界

限内是必要的）不仅是级差地租上涨的原因，而且级差地租作为地

租的存在同时又是一般生产价格更早、更迅速地上涨（以便保证现

已成为必要的追加产品的供给）的原因。

此外，还要说明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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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Ａ级土地通过第二次投资提供的追加产品低于４镑，或

者，如果有一种比Ａ更坏的新的土地加入竞争，它的生产价格虽

然超过３镑，但低于４镑，那末，起调节作用的价格就不能由于

在Ｂ级土地上追加资本而象上例中那样提高到４镑。所以我们看

到，级差地租Ⅰ虽然是级差地租Ⅱ的基础，但它们同时还会互为

界限，因此，有时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投资，有时在新追加的土

地上同时投资。在别的情况下，例如在有较好土地加入序列时，它

们也同样会互为界限。

１３８第四十三章 级差地租Ⅱ——第三种情况：生产价格上涨。结论



第四十四章

最坏耕地也有级差地租

  假定对谷物的需求不断增加，并且供给只能通过提供地租的

土地上生产率不足的连续投资，或者通过Ａ级土地上生产率也不

断降低的追加投资，或者通过比Ａ更坏的新地上的投资来满足。

让我们把Ｂ级土地，作为提供地租的土地的代表。

追加的投资，要求市场价格提高到一向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

格（每夸特３镑）以上，以便使１夸特（在这里，它可以代表１００万

夸特，正如每英亩可以代表１００万英亩）的追加生产在Ｂ级土地

上成为可能。在地租最高的Ｃ和Ｄ等各级土地上也能得到追加产

品，但只是在超额生产力不断减低的情况下得到的，可是我们假

定，Ｂ的１夸特是满足需求所必需的。如果这１夸特通过Ｂ上的追

加资本来生产，能够比通过Ａ上的等量追加资本，或通过耕种更

坏的Ａ－１级土地来生产更便宜（例如Ａ－１级土地只能按４镑生

产１夸特，而Ａ上的追加资本已能按３
３
４镑生产１夸特），那末Ｂ

上的追加资本，就会调节市场价格。

Ａ和以前一样已经按３镑生产了１夸特。Ｂ也和以前一样已

经按个别生产价格总共６镑，总共生产了３１２夸特。如果现在再要

生产１夸特，在Ｂ上必须追加４镑生产费用（包括利润），而在Ａ

上用３３４镑就可以生产出来，那末，不言而喻，这１夸特将由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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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而不是由Ｂ来生产。因此，我们假定，这１夸特可以在Ｂ上

用３１２镑追加生产费用生产出来。在这个场合，３
１
２镑就成为整个

生产的起调节作用的价格。这样，Ｂ就可以按１５３４镑出售自己的

产品４１２夸特了。其中有前３
１
２夸特的生产费用６镑和后１夸特的

生产费用３１２镑，共计９
１
２镑。剩下来作为地租的超额利润＝６

１
４

镑，而以前只是４１２镑。在这个场合，Ａ一英亩也会提供地租
１
２镑；

但是，调节生产价格３１２镑的，已不是最坏土地Ａ，而是较好土地

Ｂ了。这里当然是假定，和以前已耕的土地有同样有利位置的新的

Ａ级土地，已经没法弄到，因此必须按更大的生产费用，对已耕

的一块Ａ级土地进行第二次投资，或耕种更坏的土地Ａ－１。只要

级差地租Ⅱ通过连续的投资而产生出来，上涨的生产价格的界限，

就能够由较好土地来调节；这时，最坏土地（级差地租Ⅰ的基

础）也能够提供地租。因此，单纯就级差地租来说，所有的已耕

地都会提供地租。这样，我们就会得出如下两个表，其中我们把

生产费用理解为预付资本加２０％的利润之和，也就是每２１２镑资

本加１２镑利润，合计３镑。

土 地
等 级

英亩
生产费用
（镑）

产 量
（夸特）

售 价
（镑）

货币收益
（镑）

谷物地租
（夸特）

货币地租
（镑）

Ａ

Ｂ

Ｃ

Ｄ

１

１

１

１

３

６

６

６

１ 

３１２

５１２

７１２

３

３

３

３

３ 

１０１２

１６１２

２２１２

０ 

１１２

３１２

５１２

０ 

４１２

１０１２

１６１２

合 计 ４ ２１ １７１２ — ５２１２ １０１２ ３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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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Ｂ级土地上还没有投入那个只提供１夸特的３
１
２镑新投

资以前的情况。有了这个投资以后，情况如下：

土 地
等 级

英亩
生产费用
（镑）

产 量
（夸特）

售 价
（镑）

货币收益
（镑）

谷物地租
（夸特）

货币地租
（镑）

Ａ

Ｂ

Ｃ

Ｄ

１

１

１

１

３ 

１
２

６ 

６ 

１ 

４１２

５１２

７１２

３１２

３１２

３１２

３１２

１５３４

１９１４

２６１４

１
７

１１１１４

３１１１４

５１１１４

１
２

６１４

１３１４

２０１４

合 计 ４ ２４１２ １８１２ — ６４３４ １１１２ ４０１４

  ｛这里的计算，又是不完全正确的。Ｂ的租地农场主为４１２夸

特花费了，第一，９１２镑生产费用，第二，４
１
２镑地租，合计１４镑；平

均每夸特＝３１９镑。因此，他的总生产的这个平均价格，成了起调

节作用的市场价格。按此计算，Ａ的地租就是
１
９镑，而不是

１
２镑；Ｂ

的地租和以前一样仍然是４１２镑。４
１
２夸特按每夸特３

１
９镑计算＝

１４镑，其中９１２镑是生产费用，剩下４
１
２镑作为超额利润。由此可

见，尽管数字必须改变，这个例子已经表明，已提供地租的较好土

地，能够通过级差地租Ⅱ来调节价格，因而所有的土地，包括以前

无租的土地，都能够变成提供地租的土地。——弗·恩·｝

只要谷物的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上涨了，也就是说，只要在

起调节作用的土地上生产１夸特谷物的生产价格上涨了，或某一

级土地上起调节作用的投资增加了，那末，谷物地租就必然会增

加。这就象各级土地都变得比较不肥沃了，例如用２１２镑的新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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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都只生产
５
７夸特，而不是生产１夸特一样。这些土地上用同额

投资多生产出来的谷物，都转化为体现超额利润从而体现地租的

剩余产品了。假定利润率仍然不变，租地农场主用他的利润所能买

到的谷物就更少。如果工资没有提高，那利润率可以仍然不变，这

或是因为工资被压低到身体的最低限度，也就是说，被压低到劳动

力的正常价值以下；或是因为由工业供应的工人的其他消费品相

对地变得便宜了；或是因为工作日延长或强化，因而非农业生产部

门的、但调节农业利润的利润率，即使不提高，也保持不变；或是因

为在农业上虽然投入同额的资本，但不变资本较多，可变资本较少。

我们考察了第一种方法，即不耕种更坏的土地，地租也可以在

一向最坏的土地Ａ上产生的方法；也就是说，地租的产生是由于

土地Ａ的个别的一向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和最后一个生产力

不足的追加资本在较好土地上提供的必要追加产品所有的新的更

高的生产价格相比，有一个差额。

如果追加产品必须由Ａ－１级土地来提供，而这种土地只能按

４镑的费用提供１夸特，那末，Ａ每英亩的地租就会提高到１镑。

但是在这个场合，Ａ－１就代替Ａ成为最坏的耕地，而Ａ就成为提

供地租的土地序列中的最低一级。级差地租Ⅰ也就发生变化。因

此，这种情形不属于级差地租Ⅱ的考察范围之内。级差地租Ⅱ是由

同一块土地上连续投资的不同生产率产生的。

但是，除此以外，级差地租还可以在Ａ级土地上由两种方式

产生。

一个场合是，在价格（任何一种价格，甚至和以前的价格相比

已经下降的价格）保持不变时，追加的投资产生出超额生产率。很

明显，正是在最坏土地上，在一定范围内，情况必然总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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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个种场合是，与此相反，在Ａ级土地上连续投资的生产率

降低。

在这两个场合都假定，生产的增加是需求状况所决定的。

但是，在这里，从级差地租的观点来看，由于以前说明过的规

律，即对总生产（或资本总支出）来说，１夸特的个别平均生产价格

总是起决定的作用，所以产生了一个特别的困难。但Ａ级土地与

较好土地不同，对它来说，没有从外部规定一个生产价格，来限制

各个新的投资的个别生产价格和一般生产价格的平均化。因为Ａ

的个别生产价格，恰好就是调节市场价格的一般生产价格。

我们假定：

１．在连续投资的生产力提高时，在Ａ一英亩上，用相当于６

镑生产费用的５镑预付资本，可以生产出３夸特，而不是２夸特。

第一次投资２１２镑提供１夸特，第二次投资２
１
２镑提供２夸特。在

这个场合，６镑生产费用提供了３夸特，所以每夸特平均花费２

镑；如果３夸特各按２镑出售，Ａ就仍然不提供地租，发生变化的

只是级差地租Ⅱ的基础；２镑代替３镑成为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

格；现在一个２１２镑的资本，在最坏土地上，平均生产１
１
２夸特，而

不是１夸特了，并且现在对一切有２１２镑投资的比较高级的土地

来说，这是公认的生产率。从现在起，这些土地以前的剩余产品，就

有一部分要加入它们的必要产品的形成，正象它们的超额利润有

一部分要加入平均利润的形成一样。

另一方面，如果象在较好土地上那样进行计算（在那里，平均

计算不会影响绝对的剩余量，因为对这种土地来说，一般生产价格

是作为投资的界限规定的），那末，第一次投资提供的１夸特就花

费３镑，第二次投资提供的２夸特就不过各花费１１２镑。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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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上就产生１夸特的谷物地租和３镑的货币地租，而３夸特是按

旧价格共９镑出售的。如果再投入生产率和第二次投资相等的第

三个资本２１２镑，那末，用９镑生产费用就可生产总共５夸特。如

果起调节作用的，仍然是Ａ的个别平均生产价格，那末，每夸特现

在就必须按１４５镑出售。平均价格就会再度下降，这并不是由于第

三次投资的生产率有了新的提高，而只是由于加进了一个和第二

次投资有同样的追加生产率的新的投资。Ａ级土地上几个生产率

较高但保持不变的连续投资，不会象在提供地租的土地上那样提

高地租，但会相应地降低生产价格，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相应地降低其他各级土地的级差地租。相反地，如果按３镑生产费

用生产１夸特的第一次投资本身仍起调节作用，那末，这５夸特就

会按１５镑出售，Ａ级土地以后的投资的级差地租就会等于６镑。

把追加资本加到Ａ的一英亩上，不论在什么形式上进行，在这里

都会是一种改良，并且追加资本也会使原来的资本部分有更高的

生产率。说资本的１３生产了１夸特，而其余
２
３生产了４夸特，那是

荒谬的。每英亩９镑总是生产５夸特，而３镑只生产１夸特。至于

这里会不会产生地租，产生超额利润，完全要看情况而定。通常起

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必然会下降。如果这种改良的、但需要更多费

用的耕作方法所以会在Ａ级土地上采用，只是因为在较好土地上

也采用了这种耕作方法，也就是说，如果农业发生了普遍的革命，

那末，情况就会是这样。因此，现在说到Ａ级土地的自然肥力时，

就要假定它是用６镑或９镑而不是用３镑来进行耕种的。如果提

供该国主要供应品的Ａ级土地的已耕地大多数采用了这种新的

方法，那情况就更是这样。但是，如果这种改良最初只在Ａ的一小

部分面积上采用，那末，这个耕作得比较好的部分，就会提供超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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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土地所有者就会迅速地把它的全部或一部分转化为地租，把

它作为地租固定下来。因此，如果需求和增长的供给齐头并进，地

租就会随着这种新的耕作方法在Ａ级土地的全部面积上的推广，

逐渐在一切Ａ级土地上形成，超额生产率的结果就会根据市场状

况，全部或部分地被没收。因此，在资本支出增大时，Ａ的生产

价格平均化为它的产品的平均价格，会由于这个增大的投资的超

额利润被固定为地租而受到阻碍。在这个场合，和我们以前在较

好土地上，在追加资本的生产力降低时所看到的情形一样，又是

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即土地所有权的介入会把生产价格提高，因

此，级差地租就不单纯是由个别生产价格和一般生产价格之间的

差额引起的。对Ａ级土地来说，这个情况会阻碍这两种价格的一

致，因为它会阻碍Ａ级土地的平均生产价格对生产价格的调节；

因此它会保留一个高于必要水平的生产价格，并由此创造出地租。

甚至在从国外自由输入谷物的时候，同样的结果也会发生或维持

下去，因为租地农场主被迫把那种不提供地租，在生产价格由国

外决定的情况下也能够在谷物生产上进行竞争的土地，用于其他

用途（例如用作牧场），因此只有那种提供地租的土地，也就是每

夸特的个别平均生产价格低于由国外决定的生产价格的土地，才

会用在谷物生产上。总的说来，我们假定，在上述场合，生产价

格将会降低，但不是一直降低到它的平均价格水平，而是比平均

价格高，但低于最坏耕地Ａ的生产价格，这样Ａ级新地的竞争就

会受到限制。

２．在追加资本的生产力降低时。假定Ａ－１级土地只能按４

镑来生产追加的１夸特，Ａ级土地却能按３
３
４镑，也就是按更便宜

的费用生产追加的１夸特，但和它的第一次投资所生产的１夸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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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还是贵了
３
４镑。在这个场合，Ａ所生产的２夸特的总价格就

＝６３４镑；因此每夸特的平均价格就＝３
３
８镑。生产价格将会提高，

但只提高３８镑；如果把追加资本投入按３
３
４镑生产１夸特的新的

土地上，那末，生产价格就会再提高３８镑，达到３
３
４镑，从而引起

一切其他级差地租的相应提高。

因此，Ａ每夸特３
３
８镑的生产价格，就会平均化为Ａ投资增

加时的平均生产价格，并起调节的作用；它不会提供地租，因为

没有超额利润。

但如果这个由第二次投资生产的１夸特按３３４镑出售，那末，

Ａ级土地现在就会提供
３
４镑的地租，并且没有进行追加投资，因而

仍按３镑生产１夸特的Ａ的每一英亩，也会提供３４镑的地租。只

要Ａ还有未耕的地块存在，价格就只能暂时提高到３３４镑。Ａ的

新地块加入竞争，将会把生产价格维持在３镑上，直到Ａ的全部

因位置有利而生产１夸特的费用少于３３４镑的土地都已耕种时为

止。这正是我们所要假定的，虽然土地所有者在有一英亩土地提

供地租的时候，是不会让租地农场主不付地租就租到另一英亩土

地的。

生产价格平均化为平均价格，或第二次投资的个别生产价格

３３４镑变成起调节作用的价格，这又取决于第二次投资在现有的

Ａ级土地上使用的普遍程度。只有土地所有者赢得时间，把在需

求满足以前，以每夸特３３４镑的价格所得到的超额利润，作为地租

固定下来，３３４镑变成起调节作用的价格这一情况才会发生。

关于在连续投资时土地生产率降低的情形，可参看李比希的

著作１９５。我们已经看到，投资的超额生产力的递减，在生产价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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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的时候，会不断增加每英亩的地租，甚至在生产价格下降的时

候，也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但是一般地说还必须指出以下一点：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来看，如果为了获得某个产品而

必须进行支出，如果对以前无须支付报酬的东西现在必须支付报

酬，那末，这个产品就总会变得相对昂贵。因为生产上所耗费的资

本的补偿，只是指表现为一定生产资料的价值的补偿。作为要素加

入生产但不需要代价的自然要素，不论在生产中起什么作用，都不

是作为资本的组成部分加入生产，而是作为资本的无偿的自然力，

也就是，作为劳动的无偿的自然生产力加入生产的。但在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这种无偿的自然力，象一切生产力一样，表现

为资本的生产力。因此，如果这样一种本来不需要代价的自然力加

入生产，那末，只要利用它提供出来的产品足以满足需要，它在价

格的决定上就不会计算进去。但是，如果在发展的进程中，必须提

供的产品比利用这种自然力所能生产出来的还要多，也就是说，如

果必须在不利用这种自然力的情况下，或者说在人或人的劳动的

协助下生产出这个追加产品，那末，一个新的追加的要素就会加入

到资本中去。因此，要获得这个产品，就需要付出相对来说比较多

的资本。在一切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生产就会变得昂贵。

（以下采自一本标明“开始于１８７６年２月中旬”的札记本。）

级差地租和地租只是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

所谓永久性改良，——这种改良通过各种耗费资本的方法来

改变土地的物理性质，部分地也改变土地的化学性质，因而可以

看作是把资本并入土地，——几乎可以说，就是使一块位置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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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有限的地方上的土地，拥有另一块位置在别的地方（往往就

在邻近）的土地所天然具备的那种属性。一块土地天然是平坦的，

另一块必须加以平整；一块土地有天然的排水沟，另一块则需要

人工排水；一块土地天然有很深的泥土层，另一块则必须用人工

去加深；一块粘性土地天然含有适量的砂，另一块则只有靠人工

造成这种情况；一块草地天然能灌溉或覆盖着一层淤泥，另一块

则必须通过劳动，或者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用语来说，必须通过

资本，才能做到这一点。

有一种非常可笑的理论，认为在一块靠人工获得相对优越性

的土地上，地租是利息，而在另一块天然具有这种优越性的土地

上，地租却不是利息。①（事实上，问题被曲解为这样：因为在一个

场合地租和利息实际上是一致的，所以，在另一个场合，当它们实

际上不一致时，就必须把地租叫作利息或冒充利息。）但是土地在

投资以后会提供地租，并不是因为已经在土地上进行了投资，而是

因为这种投资已经使土地变成一个比以前有更高生产率的投资场

所。假定一国的全部土地都需要这种投资，那末，每一块还没有得

到这种投资的土地，就都必须首先通过这个阶段，而一块已经具有

这种投资的土地所提供的地租（它在这种情况下提供的利息）也是

级差地租，就象这块土地天然具有这种优越性，而另一块土地则必

须靠人工才能获得这种优越性一样。

一旦投入的资本分期偿还，这种化为利息的地租也就会变成

纯粹的级差地租。否则，同一个资本就必然要作为双重的资本而

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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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最可笑的现象是，凡是反对李嘉图，反对只由劳动决定价

值的人，在谈到由土地差别产生的级差地租时，认为在这里决定价

值的是自然，而不是劳动；同时认为，土地的位置具有这种决定作

用，甚至进一步认为，在耕作中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也有这种

决定作用。相同的劳动使一定时间内创造的产品，具有相同的价

值；不过，在劳动量已定时，这个产品的大小或量，从而属于这个产

品的一个相应部分的价值部分，只取决于这个产品的量，而这个产

品的量又是取决于这个既定劳动量的生产率，而不是取决于这个

劳动量的大小。至于这种生产率来源于自然还是来源于社会，是完

全无关紧要的。只有在这种生产率本身要花费劳动，也就是说要花

费资本的时候，它才会使生产费用增加一个新的组成部分，而在它

单纯来源于自然的时候，却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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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章

绝 对 地 租

  在分析级差地租时，我们是从最坏的土地不支付地租这一前

提出发的；或者用更一般的说法就是：只有这样一种土地才支付地

租，这种土地的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低于调节市场的生产价格，因

此，就产生了超额利润，超额利润就转化为地租。首先必须指出，级

差地租本身的规律和这个前提的正确与否完全无关。

如果我们把一般的调节市场的生产价格叫作Ｐ，那末，Ｐ是和

最坏土地Ａ的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相一致的，也就是说，这种价

格将补偿生产中消耗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加上平均利润（＝企

业主收入加上利息）。

地租在这里等于零。较好一级土地Ｂ的个别生产价格＝Ｐ，

而Ｐ＞Ｐ；也就是说，Ｐ可以补偿Ｂ级土地的产品的现实生产价格

而有余。现在假定Ｐ－Ｐ＝ｄ；因而ｄ，即Ｐ超过Ｐ 的余额，就是Ｂ

级土地的租地农场主所获得的超额利润。这个ｄ转化为必须支付

给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假定第三级土地Ｃ的现实生产价格是Ｐ，

而Ｐ－Ｐ＝２ｄ；这２ｄ也会转化为地租；同样，假定第四级土地Ｄ

的个别生产价格是Ｐ，而Ｐ—Ｐ＝３ｄ，后者也会转化为地租，等

等。现在，我们假定，对Ａ级土地来说，地租＝０，因而产品的价格

＝Ｐ＋０这个前提是错误的。相反，Ａ级土地也会提供地租＝ｒ。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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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我们就会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第一：Ａ级土地产品的价格，不是由它的生产价格来调节，而

包含着一个超过它的生产价格的余额，即＝Ｐ＋ｒ。既然假定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处于正常状态，也就是说，既然假定租地农场主支付

给土地所有者的这个余额ｒ，不是从工资中扣除的，也不是从资本

的平均利润中扣除的，那末，他能够支付这个余额，就只是因为他

的产品高于生产价格出售，因此，如果他不把这个余额以地租形式

支付给土地所有者，他的产品就会给他提供一个超额利润。这样，

各级土地在市场上的全部产品的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就不是

资本在一切生产部门一般都会提供的那个生产价格（等于费用加

上平均利润），而是生产价格加上地租了，不是Ｐ，而是Ｐ＋ｒ了。因

为Ａ级土地产品的价格，一般来说代表起调节作用的一般市场价

格的界限，即代表使总产品能够得到供给的那种价格的界限，并且

就这一点来说，调节着这个总产品的价格。

但是第二，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土地产品的一般价格会发生本

质的变化，但级差地租的规律决不会因此就失去作用。既然Ａ级

土地产品的价格，从而一般市场价格＝Ｐ＋ｒ，那末，Ｂ、Ｃ、Ｄ等各级

土地的产品的价格，也同样＝Ｐ＋ｒ。但对Ｂ级土地来说，因为Ｐ－

Ｐ＝ｄ，所以，（Ｐ＋ｒ）－（Ｐ ＋ｒ）同样＝ｄ。对Ｃ级土地来说，Ｐ－Ｐ

＝（Ｐ＋ｒ）－（Ｐ ＋ｒ）＝２ｄ；最后，对Ｄ级土地来说，Ｐ－Ｐ＝（Ｐ＋ｒ）

－（Ｐ ＋ｒ）＝３ｄ，等等。因此，虽然地租会包含一个和级差地租规

律无关的要素，并且会和土地产品的价格同时得到普遍的增加，但

是，级差地租仍然不变，并且受同一规律调节。由此可见，不管最不

肥沃的土地的地租的情况怎样，级差地租的规律都不仅和这种地

租无关，而且理解级差地租性质的唯一方法，就是假定Ａ级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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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租＝０。不管它恰好＝０，还是＞０，在我们考察级差地租时，都

是无关紧要的，而事实上也不在我们考虑的范围之内。

因此，级差地租的规律是和以下的研究结果无关的。

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一下，最坏土地Ａ的产品不支付地租这

一前提的基础是什么？那末，答复就必然是这样：如果土地产品（例

如谷物）的市场价格达到这样一个程度，能使投在Ａ级土地上的

追加的预付资本得到普通的生产价格，也就是说，为资本提供普通

的平均利润，那末，这个条件就足以使追加资本投到Ａ级土地上。

这就是说，这个条件已足以使资本家投入新的资本而得到普通利

润，并进行正常的资本增殖。

这里应当指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价格也必然高于Ａ

的生产价格。这是因为一旦有了追加的供给，供求关系显然就会发

生变化。以前是供给不足，现在是供给充足了。因此，价格必然会

下跌。要使价格能够下跌，它必须已经高于Ａ的生产价格。但是，

由于新耕种的Ａ级土地的肥力较差，所以价格不会再下跌到和Ｂ

级土地的生产价格调节市场的时候一样低。Ａ的生产价格，并不

是市场价格暂时提高的界限，而是市场价格比较持久的提高的界

限。——另一方面，如果新耕种的土地比一向起调节作用的Ａ级

土地肥沃，但也只够满足追加的需求，那末，市场价格就保持不变。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对最低级土地是否支付地租的研究，和我们

这里正进行的研究也是一致的，因为在这里，Ａ级土地不支付地租

这个前提，也要由以下事实来说明：市场价格已足以使资本主义的

租地农场主恰好用这个价格来补偿已经用掉的资本加上平均利

润；简单说来就是，市场价格对他提供了他的商品的生产价格。

无论如何，只要资本主义的租地农场主作为资本家有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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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尽可以在这些情况下耕种Ａ级土地。资本正常增殖的条件在

Ａ级土地上现已存在。但是根据这样一个前提，——租地农场主

即使不能支付地租，现在还是能够在合乎资本增殖的平均条件下，

在Ａ级土地上进行投资，——决不能得出结论说：这个属于Ａ级

的土地，现在就会立即让租地农场主去支配。租地农场主不支付地

租就能按普通利润来增殖他的资本这一事实，对土地所有者来说，

决不是把土地白白租给租地农场主并如此慈善地给这位营业伙伴

以无息信贷的理由。这样一个前提，意味着土地所有权的取消，土

地所有权的废除。而土地所有权的存在，正好是对投资的一个限

制，正好是对资本在土地上任意增殖的一个限制。这个限制决不会

由于租地农场主有下面这种简单的想法而消失：如果他不支付地

租，也就是说，如果他实际上能把土地所有权看作是不存在的，那

末，谷物价格的水平就使他能够通过利用Ａ级土地的办法从自己

的资本中取得普通的利润。但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作为资本的限制

的土地所有权，是级差地租的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垄断，超额利润

就不会转化为地租，就不会落到土地所有者手里，而会落到租地农

场主手里。甚至在作为级差地租的地租并不存在的地方，也就是，

在Ａ级土地上，作为限制的土地所有权还是继续存在。如果我们

考察一下在一个实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中，可以把资本投在土

地上而不付地租的各种情况，那末，我们就会发现，所有这些情况

都意味着土地所有权的废除，即使不是法律上的废除，也是事实上

的废除。但是，这种废除只有在非常有限的、按其性质来说只是偶

然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第一，当土地所有者自己就是资本家，或资本家自己就是土地

所有者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市场价格已经提高，足以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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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的Ａ级土地上得到生产价格，即资本的补偿加上平均利

润，他就会亲自经营他的土地。为什么？因为对他来说，土地所有

权不会构成对他的投资的限制。他可以把土地视为简单的自然要

素，因而决定他行动的只是对他的资本的增殖的考虑，即资本主义

的考虑。这种情形实际上是会发生的，但只是例外。正如土地的资

本主义耕种要以执行职能的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分离作为前提一

样，这种耕种通常也排除土地所有者自己经营。显然，土地所有者

自己经营纯粹是偶然的情况。如果对谷物的需求的增加，要求耕种

比自己经营的土地所有者所拥有的更多的Ａ级土地，也就是说，

如果为了耕种所有Ａ级土地，必须出租其中的一部分，那末，这样

假定土地所有权对投资构成的限制已被废除①，马上就会站不住

脚。这是一个荒谬的矛盾：先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资本

和土地的分离、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的分离出发，然后又反过

来假定，凡是在没有土地所有权独立于资本而存在，因而资本从土

地的耕种上并不提供地租的地方，土地所有者通常总是自己经营。

（见以下引用的亚·斯密关于矿山地租所说的话。②）土地所有权

的这种废除是偶然的。它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

第二：在一整片租地中间，可能会有一些个别的地块，它们按

照当前的市场价格水平不能支付地租，因此实际上是无偿出租的，

但是土地所有者对此却不是这样看的，因为他所看到的，只是这片

租地的地租总额，而不是其中个别地块的特别地租。在这种情况

下，对租地农场主来说，如果只注意租地中那些无租的地块，那末，

作为投资限制的土地所有权就消失了，并且是由于他和土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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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本人订立的契约而消失的。但是，他所以能不支付这些地块的地

租，只是因为他支付了把这些地块作为附属部分包含在内的那片

土地的地租。这里的前提正是一种组合的情况：为了弥补供给的不

足而不得不使用较坏的Ａ级土地时，Ａ级土地不是作为一个独立

的新的生产场所，而只是作为掺杂在较好土地中的一个不可分离

的部分来使用的。而我们现在要研究的情形，却正好是Ａ级地块

必须独立经营，也就是说，必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前提下

独立出租。

第三：一个租地农场主可以把追加资本投在同一租地上，然而

这样取得的追加产品，按照现行的市场价格，只会为他提供生产价

格，为他提供普通利润，而不能使他支付追加的地租。因此，对投在

土地上的资本的一部分来说，他是支付地租的，而对另一部分来

说，则不支付地租。但是，这个假定对于问题的解决也没有什么帮

助，这一点从下面就可以看出：如果市场价格（同时还有土地的肥

力）使他能用追加的资本获得较大的收益，这个较大的收益，和旧

有的资本一样，除了生产价格外，还给他提供一个超额利润，那末，

在租约未满期间，他就会把这个超额利润据为己有。为什么？因为

在租约未满期间，土地所有权对他在土地上投资的限制并不存在。

但一个简单的事实——要为他保证这个超额利润，就必须有追加

的较坏土地独立地开垦和独立地出租——却无可反驳地证明了，

旧有土地上的追加投资，已不足以保证必要的增加了的供给。一个

假定排斥另一个假定。诚然，现在可以说，最坏土地Ａ的地租，不

论和土地所有者自耕（但这只是一种偶然的例外）的土地比较，还

是和投在不提供任何地租的旧租地上的追加投资比较，它本身都

是级差地租。但是，１．这个级差地租不是由于各级土地肥力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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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产生的，因而不是以Ａ级土地不支付地租，其产品按生产价格

出售这一点为前提。２．同一租地上的追加投资是否提供地租的问

题，和新耕种的Ａ级土地是否支付地租的问题完全无关，这正象

下面这种情况一样，例如，同一生产部门的另一个工厂主是把不能

全部在自己的企业中增殖的资本的一部分投在有息证券上，还是

对他的企业进行所得利润虽不充分但还是大于利息的某种扩大，

也和新的独立的工厂企业的建立完全无关。这对他来说是次要的

事情。另一方面，追加的新企业必须提供平均利润，并且正是希望

得到平均利润才建立的。当然，旧租地上的追加投资和Ａ级新地

的追加耕种会互相成为限制。追加资本能在比较不利的生产条件

下投到同一租地上去的界限，是由Ａ级土地上进行竞争的各个新

的投资决定的；另一方面，这一级土地所能提供的地租，也受到旧

租地上进行竞争的各个追加投资的限制。

不过，这一切错误的辩解，都解决不了问题。这个问题简单地

说就是：假定谷物（我们在这种研究中以谷物代表一切土地产品）

的市场价格已足以使部分Ａ级土地得到耕种，已足以使这些新土

地上的投资得到产品的生产价格，即资本的补偿加上平均利润。也

就是说，假定资本正常增殖的条件在Ａ级土地上已经存在。这就

够了吗？这时，这个资本是否就能实际投入呢？或者，市场价格还

必须上涨到使最坏土地Ａ也提供地租的程度呢？这就是说，土地

所有者的垄断是否会对投资施加那种从纯粹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

没有这种垄断就不会存在的限制呢？从提出问题本身所依据的条

件就可以看出：如果旧租地上已经有了追加投资，这种投资按照当

前的市场价格不提供地租，只提供平均利润，那末，这种情况根本

没有解决资本是否能够真正投入同样提供平均利润但不提供地租

９４８第四十五章 绝对地租



的Ａ级土地的问题。而这正是问题的所在。耕种Ａ级新土地的必

要性已经证明，不提供地租的追加投资没有满足需求。如果Ａ级

土地的追加耕种只有在这种土地会提供地租，从而提供超过生产

价格的余额时才会发生，那末，只可能有两种情况。或者，市场价格

必须达到这样的水平，以致旧租地上最后的追加投资也提供超额

利润，而不管这个超额利润是被租地农场主拿去，还是被土地所有

者拿去。这时，价格的这种上涨和最后的追加投资所产生的这种超

额利润，是由于Ａ级土地不提供地租就不能被人耕种而造成的。

因为，如果单是有生产价格，单是有平均利润，就足以使Ａ级土地

得到耕种，那末，价格就不会上涨到这个地步；并且，在这些新土地

还只是提供这种生产价格时，它们的竞争就已经出现了。于是，同

样不提供地租的Ａ级土地上的投资，就会和旧租地上不提供地租

的追加投资发生竞争。——或者，旧租地上的最后投资虽不提供

地租，但市场价格已上涨到足以使Ａ级土地有可能被人耕种并提

供地租。在这种情况下，不提供地租的追加投资之所以可能，只是

因为Ａ级土地在市场价格还不允许它支付地租时不可能被人耕

种。没有这个条件，Ａ级土地的耕种早在价格较低的时候就已经

开始了；旧租地上以后那些需要有高的市场价格才会提供普通利

润、但不提供地租的投资，也就不会发生了。这些投资甚至在高的

市场价格下也只提供平均利润。因此，在耕种Ａ级土地时作为Ａ

的生产价格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较低时，这些投资就不会提供

这种利润，也就是说，在这个前提下，这些投资就根本不会发生。诚

然，和旧租地上这些不提供地租的投资相比，Ａ级土地的地租会形

成一种级差地租。但是Ａ级土地所以会形成这种级差地租，只是

由于，它们如果不提供地租，就根本不可能被人耕种；也就是说，只

０５８ 第六篇 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



是由于必须有这种本身不是由土地差别决定的地租，从而形成对

旧租地上可能的追加投资的限制。在这两种情况下，Ａ级土地的

地租都不是谷物价格上涨的简单的结果，相反地，最坏土地必须提

供地租才会让人耕种这一事实，却是谷物价格所以会上涨到使这

个条件得以实现的原因。

级差地租有这样一个特点：土地所有权在这里仅仅取去超额

利润，否则这种超额利润就会被租地农场主据为己有，而在一定情

况下，在租约未满期间，实际上也是被租地农场主据为己有。在这

里，土地所有权只是商品价格中一个没有它的作用就已经产生（确

切些说，是由于调节市场价格的生产价格决定于竞争这一点产生

的）并转化为超额利润的部分所以会转移的原因，即价格的这一部

分由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由资本家手里转移到土地

所有者手里的原因。但在这里，土地所有权并不是创造这个价格组

成部分的原因，也不是作为这个组成部分的前提的价格上涨的原

因。另一方面，如果最坏土地Ａ——虽然它的耕种会提供生产价格

——不提供一个超过生产价格的余额，即地租，就不可能被人耕

种，那末，土地所有权就是引起这个价格上涨的原因。土地所有权

本身已经产生地租。即使Ａ级土地现在支付的地租，和这里分析

的第二种情形一样，是一个级差地租，是一个和旧租地上最后的只

支付生产价格的追加投资相比的级差地租，情况也不会有所改变。

因为，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如不上涨到足以使Ａ级土地也提供

一个地租，Ａ级土地就不可能被人耕种这一事实，而且只有这一事

实，才是市场价格在这里所以会提高到这样一种程度的原因，在这

种程度上，旧租地上的最后投资固然只收回自己的生产价格，不过

这是这样一种生产价格，它同时还提供Ａ级土地的地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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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级土地总得支付地租这一事实，就是Ａ级土地和旧租地的最后

投资之间所以会产生级差地租的原因。

如果我们一般地说（假定谷物价格由生产价格来调节）Ａ级土

地不支付地租，那我们是在地租这个词的范畴的意义上说的。如果

租地农场主支付的租金是从他的工人的正常工资中扣除的，或是

从他自己的正常平均利润中扣除的，那末，他还是没有支付地租，

即没有支付他商品价格中不同于工资和利润的独立组成部分。我

们早已指出，这种情形实际上经常发生。只要一个国家农业工人的

工资通常被压低到工资的正常平均水平以下，从而工资的一个扣

除额，工资的一部分通常加到地租上，这对最坏土地的租地农场主

来说也并不能例外。就是在那种使最坏土地有耕种可能的生产价

格中，这种低微工资已经是一个构成要素，所以，产品按生产价格

出售，不会使这种土地的租地农场主有支付地租的能力。土地所有

者也可以把他的土地出租给一个工人，这个工人情愿把出售价格

超过工资部分的全部或绝大部分以地租形式付给另一个人。在所

有这些情况下，虽然都支付了租金，但没有支付真正的地租。但是，

在存在着各种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关系的地方，地租和

租金必然溶合在一起。而这里要研究的，也正是这种正常的关系。

如果以上考察的情形，——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土地上的投资可以在不提供地租的情况下发生，——也无助于解

决我们的问题，那末，关于殖民地关系的论证就更没有用了。殖民

地之所以成为殖民地，——在这里，我们只是就真正的农业殖民地

而言，——不只是由于它拥有尚处于自然状态中的大量肥沃的土

地。而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这些土地还没有被人占有，还没有受

土地所有权的支配。就土地来说，造成古老国家和殖民地之间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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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的，正如威克菲尔德
（３５）
所正确指出的，是土地所有权在法律

上或事实上的不存在。而且在他以前，老米拉波（重农学派）和另外

一些老一辈的经济学家很早就指出了这一点。不管殖民地移民是

无条件地占有土地，或者只是以土地的名义价格为名，实际支付给

国家一笔费用，才取得对土地的合法权利，在这里都是完全无关紧

要的。已经定居的移民是土地的法律上的所有者这一情况，在这里

也是无关紧要的。实际上，土地所有权在这里并不构成对投资的限

制，也不构成对没有资本的劳动的限制；先来定居的移民已经占有

一部分土地，这并不妨碍新来的人也能把新的土地变为他们的资

本或他们的劳动的使用场所。因此，当我们要研究，土地所有权在

它限制土地这个投资场所的地方，将对土地产品的价格和地租发

生怎样的影响时，又谈什么自由的资产阶级的殖民地，这是极为荒

谬的，因为在那里，既不存在农业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存

在和它相适应的土地所有权形式（总的说来，土地所有权实际上并

不存在）。例如，李嘉图在论地租的那一章１９６就是这样做的。他起初

说，要研究土地的占有对土地产品的价值的影响，但紧接着他却以

殖民地为例，假定那里的土地相对地说还处于原始状态中，土地的

利用也没有受到土地所有权垄断的限制。

单纯法律上的土地所有权，不会为土地所有者创造任何地租。

但这种所有权使他有权不让别人去经营他的土地，直到经济关系

能使土地的利用给他提供一个余额，而不论土地是用于真正的农

业还是用于其他生产目的（例如建筑等等）。他不能增加或减少这

个就业场所的绝对量，但能增加或减少市场上的土地量。所以，正

（３５） 威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１８３３年伦敦版。参看《资本论》第１卷第２５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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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傅立叶曾指出的，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实是，在所有文明国家

中，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土地始终无人耕种。

因此，假定需求状况要求开垦新的土地，比如说，要求开垦

不如一向耕种的土地那样肥沃的土地，土地所有者会因为土地产

品的市场价格已上涨到这种程度，以致在这种土地上的投资能使

租地农场主得到生产价格，从而获得普通利润，就白白地把这些

土地出租吗？绝对不会。投资必须给他提供地租。只有支付给他

租金，他才会把土地租出去。所以，市场价格必须涨到生产价格

以上，达到Ｐ＋ｒ，才能向土地所有者支付地租。因为按照假定，土

地不出租，土地所有权就没有任何收益，在经济上就没有价值，所

以，市场价格只要稍稍超过生产价格，就足以使新的最坏的土地

进入市场。

现在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根据最坏土地也提供地租（但这种地

租不能由肥力的差别产生），是不是就得出结论说，土地产品的价

格必然是普通意义上的垄断价格，或者说，必然是一种把地租作为

赋税（这种赋税只不过由土地所有者征收，而不是由国家征收）包

含在内的价格？这种赋税有它一定的经济上的界限，这是不言而喻

的。旧租地上的追加投资，外国的土地产品——假定土地产品可以

自由进口——的竞争，土地所有者之间的互相竞争，最后，消费者

的需求和支付能力，都会使这种赋税受到限制。但是问题不在这

里。这里的问题在于，最坏土地支付的地租，是否象商品税加到商

品价格中去一样，加到这种土地的产品的价格（按照假定，它调节

着一般的市场价格）中去，也就是说，是否作为一个和产品价值无

关的要素加到这种土地的产品的价格中去。

这决不是必然的结论，而所以会作出这样的论断，只是因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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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价值和它的生产价格之间的区别一直没有被人理解。我们知

道，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和它的价值决不是等同的，虽然商品的生

产价格，就商品的总和来考察，只是由商品的总价值来调节，虽然

不同种商品的生产价格的变动，在其他一切情况不变时，完全是由

这些商品的价值的变动决定的。我们已经指出，一个商品的生产价

格可以高于它的价值，或低于它的价值，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和

它的价值相一致。所以，土地产品高于它们的生产价格出售这一事

实，决不证明它们也高于它们的价值出售，正如工业品平均按它们

的生产价格出售这一事实，决不证明它们是按它们的价值出售一

样。农产品高于它们的生产价格但低于它们的价值出售的现象是

可能的；另一方面，许多工业品之所以会提供生产价格，只是因为

它们是高于它们的价值出售的。

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和它的价值的比率，完全是由生产它所

用的资本的可变部分和不变部分的比率，即由生产它所用的资本

的有机构成决定的。如果一个生产部门中的资本构成低于社会平

均资本的构成，也就是说，如果该资本中投在工资上的可变部分，

和投在物质劳动条件上的不变部分的比率，大于社会平均资本中

可变部分和不变部分的比率，那末，它的产品的价值就必然会高于

它的生产价格。这就是说，一个这样的资本，因为它使用了更多的

活劳动，所以在对劳动的剥削程度相等时，将会比社会平均资本的

一个同样大的部分，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从而生产出更多的利

润。因此，它的产品的价值，就会高于它的生产价格，因为这个生产

价格等于资本的补偿加上平均利润，而平均利润小于这个商品内

生产的利润。社会平均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比这种有机构成低

的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要小。如果投在一定生产部门的资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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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高于社会平均资本，情形就会相反。它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

就会低于这些商品的生产价格；一般来说，最发达的工业部门的产

品的情况就是这样。

如果一定生产部门的资本的构成低于社会平均资本，那末，这

首先只是用另一种说法表现以下事实：这个特殊生产部门中的社

会劳动生产力低于平均水平；因为生产力所已达到的程度，表现

在不变资本部分对可变资本部分的相对优势上，或表现在一定量

资本投在工资上的那部分的不断减少上。反过来，如果资本在一

定生产部门内的构成较高，那末，这就表示生产力的发展超过了

平均水平。

撇开真正的艺术作品不说（按问题的性质来说，这种艺术作品

的考察不属于我们讨论的问题之内），不言而喻，不同生产部门，按

照它们的技术特点，需要有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不同比率，所以

活劳动在一些部门必须占有较多的位置，而在另一些部门必须占

有较少的位置。例如，在必须与农业严格区别的采掘业中，作为不

变资本一个要素的原料就完全没有了，甚至辅助材料也不过有时

才起重要的作用。可是不变资本的另一部分，即固定资本，在采矿

业中却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这里，我们也还是可以根据不变资

本对可变资本的相对增加来衡量发展的进步程度。

如果真正农业上的资本构成低于社会平均资本的构成，那末，

这首先就表示，在生产发达的各国，农业的发展没有达到加工工业

那样的程度。撇开其他一切部分地有决定作用的经济情况不说，这

个事实已经由下述情况得到说明：机械学，特别是它的应用，同发

展较晚而且部分地还十分幼稚的化学、地质学和生理学，特别是同

它们在农业上的应用比较起来，发展得比较早，而且比较快。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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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容置疑并早已为人所共知的
（３６）
事实是，农业本身的进步，

总是表现在不变资本部分对可变资本部分的相对的增加上。在一

个实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例如英国，农业资本的构成是否低于

社会平均资本的构成，这是一个只能用统计来判断的问题，并且，

就我们的目的来说，对此也没有必要进行详细的探讨。无论如何，

在理论上已经确定的是：农产品的价值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高

于它们的生产价格；也就是说，农业上一定量的资本，同有社会

平均构成的同等数量的资本相比，会生产较多的剩余价值，即推

动和支配较多的剩余劳动（因此一般地说，也就是使用较多的活

劳动）。

因此，这个假定，对我们这里所研究的并且只有在这个假定下

才会出现的地租形式来说，是足够了。在这个假定不成立的地方，

和这个假定相适应的地租形式也就不会成立。

但是，单是农产品的价值超过它们的生产价格这样一个事实

本身，无论如何不足以说明这样一种不以各级土地的不同肥力或

同一土地上各个连续投资的不同生产率为转移的地租的存在，一

句话，即在概念上不同于级差地租，因而可以称为绝对地租的那种

地租的存在。许多工业品具有这样的特性：它们的价值高于它们

的生产价格，但它们不会因此就提供一个可以转化为地租的超过

平均利润的余额或超额利润。恰好相反。生产价格以及它所包含

的一般利润率的存在和概念，是建立在单个商品不是按照它们的

价值出售这样一个基础上的。生产价格是由商品价值的平均化产

生的。在不同生产部门各自耗费的资本价值得到补偿以后，商品

（３６） 见东巴尔１９７和理·琼斯１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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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平均化，使全部剩余价值不是按各个生产部门所生产的、从

而包含在其产品中的剩余价值的比例来进行分配，而是按各个预

付资本的量的比例来进行分配。只有这样，平均利润和以平均利润

为特征要素的商品生产价格才会产生。资本的不断趋势是，通过竞

争来实现总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分配上的这个平均化，并克服

这个平均化的一切阻碍。所以，资本的趋势是，只容许这样的超额

利润，这种超额利润，在一切情况下都不是由商品的价值和生产价

格之间的差额产生的，而是由调节市场的一般生产价格和与它相

区别的个别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产生的；所以超额利润不是产生

在两个不同生产部门之间，而是产生在每个生产部门之内；因此，

它不会影响不同生产部门的一般生产价格，也就是说，不会影响一

般利润率，反而以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和以一般利润率为前提。但

是，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这个前提是建立在社会总资本在不同生

产部门之间的不断变动的分配比例上，建立在资本的不断流入和

流出上，建立在资本由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的可能性上，总

之，建立在资本在这些不同生产部门（对社会总资本各独立部分来

说，就是同样多的可使用的投资场所）之间的自由运动上。在这里，

我们假定，例如，在商品的价值高于它的生产价格或所生产的剩余

价值超过平均利润的生产部门，没有任何限制，或者只有偶然的暂

时的限制，会妨碍资本的竞争把价值化为生产价格，从而把这个生

产部门的超额剩余价值按比例分配于资本所剥削的一切部门。但

是，如果发生了相反的情形，如果资本遇到了一种外力，对这种外

力，资本只能局部地克服或完全不能克服，这种外力限制资本投入

特殊生产部门，只有在完全排斥或部分地排斥剩余价值一般平均

化为平均利润的条件下才允许资本投入特殊生产部门，那末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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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在这种生产部门中，由于商品的价值超过它的生产价格，就会

产生超额利润，这个超额利润将会转化为地租，并且作为地租能够

与利润相对立而独立起来。当资本投在土地上时，和资本相对立的

土地所有权，或者说，和资本家相对立的土地所有者，就是作为这

样一种外力和限制出现的。

在这里，土地所有权就是障碍。因此，不纳税，也就是说，不交

地租，就不能对从来没有耕种或出租的土地投入任何新的资本，虽

然新耕种的土地是属于不会提供任何级差地租的土地，并且如果

没有土地所有权，只要市场价格略微上涨，它就会被人耕种，从而

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只是使这个最坏土地的耕种者得到他的生

产价格。但是，因为有了土地所有权的限制，市场价格必须上涨到

一定的程度，使土地除了生产价格外，还能支付一个余额，也就是

说，还能支付地租。但是，因为按照假定，农业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

价值高于它们的生产价格，所以，这个地租（除了我们立即就要研

究的一种情形外）就是价值超过生产价格的余额或这个余额中的

一部分。地租究竟是等于价值和生产价格之间的全部差额，还是仅

仅等于这个差额的一个或大或小的部分，这完全取决于供求状况

和新耕种的土地面积。只要地租不等于农产品的价值超过它们的

生产价格的余额，这个余额的一部分总会加到所有剩余价值在各

单个资本之间的一般平均化和按比例的分配中去。一旦地租等于

价值超过生产价格的余额，这个超过平均利润的全部剩余价值，就

会被排出这个平均化。但是，无论这个绝对地租等于价值超过生产

价格的全部余额，还是只等于其中的一部分，农产品总是按垄断价

格出售，这并不是因为它们的价格高于它们的价值，而是因为它们

的价格等于它们的价值，或者，因为它们的价格低于它们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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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又高于它们的生产价格。农产品的垄断在于：它们不象价值高于

一般生产价格的工业品那样，会平均化为生产价格。因为无论在价

值中还是生产价格中都有一部分，是一个事实上已经确定的不变

量，是成本价格，即生产上已消耗的资本＝ｋ，所以，它们的差别在

于另一个部分，在于可变的部分，即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在生产价

格中＝ｐ，即利润，也就是等于按社会资本和每个作为社会资本的

一部分的单个资本计算的总剩余价值，但它在商品价值中等于这

个特殊资本所生产的实际的剩余价值，并成为这个特殊资本所生

产的商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商品的价值高于它的生产价

格，那末，生产价格就＝ｋ＋ｐ，价值则＝ｋ＋ｐ＋ｄ，因而，ｐ＋ｄ＝商

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所以，价值和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ｄ，即

这个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超过按一般利润率分配给这个资本的

剩余价值的余额。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农产品的价格可以在达

不到它们的价值的情况下，高于它们的生产价格。其次，可以得

出结论说，农产品的价格，在达到它们的价值以前，可以持续上

涨，直到一定点为止。还可以得出结论说，农产品的价值超过它

们的生产价格的余额，所以能成为它们的一般市场价格的决定要

素，只是因为有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最后，可以得出结论说，在

这种情况下，产品价格昂贵不是地租的原因，相反地地租倒是产

品价格昂贵的原因。如果最坏土地单位面积产品的价格＝ｐ＋ｒ，一

切级差地租就都会按ｒ的相应倍数增加，因为按照假定，ｐ＋ｒ成

了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

如果非农业的社会资本的平均构成＝８５ｃ＋１５ｖ，剩余价值率

１００％，生产价格就＝１１５。如果农业资本的构成＝７５ｃ＋２５ｖ，剩余

价值率相等，产品的价值和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就＝１２５。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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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和非农产品互相平均，化为平均价格（为了简单起见，我们

把这两个生产部门的总资本看作是相等的），总剩余价值就＝４０，

也就是资本２００的２０％。一个部门的产品就会和另一个部门的产

品一样都按１２０来出售。所以，在平均化为生产价格时，非农产品

的平均市场价格就会高于它们的价值，农产品的平均市场价格就

会低于它们的价值。如果农产品按照它们的全部价值出售，那末，

和平均化时相比，它们就要提高５，工业品就要减少５。如果市场情

况不允许农产品按它们的全部价值出售，不允许它们按超过生产

价格的全部余额出售，那末，结果就会介于两极之间；工业品将略

高于它们的价值出售，农产品将略高于它们的生产价格出售。

虽然土地所有权能使土地产品的价格超过它们的生产价格，

但市场价格将在多大程度上高于生产价格，接近于价值，因而农业

上生产的超过一定平均利润的剩余价值，将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

地租，或在多大程度上进入剩余价值到平均利润的一般平均化，这

都不取决于土地所有权，而取决于一般的市场状况。在任何情况

下，这个由价值超过生产价格的余额产生的绝对地租，都只是农业

剩余价值的一部分，都只是这个剩余价值到地租的转化，都只是土

地所有者对这个剩余价值的攫取；正象级差地租的形成是由于超

额利润转化为地租，是由于土地所有权在一般起调节作用的生产

价格下对这个超额利润的攫取一样。这两个地租形式，是唯一正常

的地租形式。除此以外，地租只能以真正的垄断价格为基础，这种

垄断价格既不是由商品的生产价格决定，也不是由商品的价值决

定，而是由购买者的需要和支付能力决定。对垄断价格的考察属于

竞争学说的范围，在那里，将研究市场价格的现实运动。

如果一个国家的可耕地已全部出租，——假定资本主义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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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和正常关系已普遍存在，——那末，就没有不提供地租的土

地；但是也可能有某些投资，投在土地上的资本的个别部分，并不

提供任何地租；因为一旦土地出租，土地所有权对必要的投资就不

再起绝对限制的作用了。但就是在这以后，土地所有权仍然会起相

对限制的作用，这是指：投入土地的资本转归土地所有者所有这一

点，给租地农场主造成了极为确定的界限。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所

有地租才会转化为级差地租，这个级差地租已不是由土地质量的

差别决定，而是由一定土地上的最后投资所产生的超额利润和租

赁最坏土地时支付的地租这二者之间的差额决定。只有在必须向

土地所有者纳贡才允许把土地作为投资场所时，土地所有权才作

为绝对的限制而发生作用。一旦已经允许把土地作为投资场所，土

地所有者就不能再对某一块土地上的投资数额施加绝对的限制

了。一般来说，第三者对建筑地段的土地所有权，也是对房屋建筑

的限制。一旦为了建筑房屋而租下这块土地，承租人在这块土地上

想建筑的房屋的高低，就完全由他自己决定了。

如果农业资本的平均构成等于或高于社会平均资本的构成，

那末，上述意义上的绝对地租，也就是既和级差地租不同，又和以

真正垄断价格为基础的地租不同的地租，就会消失。这样，农产品

的价值就不会高于它的生产价格；农业资本和非农业资本相比，就

不会推动更多的劳动，因此也就不会实现更多的剩余劳动。如果随

着耕作的进步，农业资本的构成已和社会平均资本的构成相等，那

末，这样的现象就会发生。

乍一看来，这似乎是矛盾的：一方面假定农业资本的构成提

高，也就是说，它的不变部分比它的可变部分相对地增大，另一

方面又假定土地产品的价格上涨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新的、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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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耕种的土地更坏的土地也支付地租，而这种地租在这种情况下，

只能来自市场价格超过价值和生产价格的余额，简单地说，只能

来自产品的垄断价格。

在这里必须作出以下区别。

首先，我们在考察利润率的形成时已经看到，技术构成相等的

各个资本，也就是说，同机器和原料成比例地推动同样多的劳动的

各个资本，仍会因不变资本部分有不同的价值而有不同的构成。原

料或机器在一种情况下，可能比在另一种情况下要贵。为了推动同

量劳动（按照假定，这是对同量原料进行加工所必要的），在一种情

况下比在另一种情况下，必须预付较大的资本，因为，比如说，必须

从资本１００中支付的原料，在一种情况下要花费４０，在另一种情

况下要花费２０，那末，我用资本１００就不能推动同样多的劳动。但

是，只要较贵的原料的价格下降到较贱的原料的价格，这些资本的

技术构成是相等的事实，就会立即表现出来。这时可变资本和不变

资本之间的价值比率就会相等，虽然所用的活劳动同所用的劳动

条件的总量及性质之间的技术比率，并没有发生变化。另一方面，

只从价值构成来考察，一个有机构成较低的资本，也可能只是由于

它的不变部分的价值的提高，而似乎和一个有机构成较高的资本

处于相等的阶段。假定有一个资本＝６０ｃ＋４０ｖ，因为它使用的机器

和原料比使用的活劳动力多，另一个资本＝４０ｃ＋６０ｖ，因为它使用

的活劳动多（６０％），使用的机器少（比如说１０％），并且同使用的

劳动力相比，使用的原料少，而且便宜（比如说３０％）。只要原料和

辅助材料的价值由３０上涨到８０，两个资本的构成就会相等，从而

第二个资本现在有机器１０，原料８０，劳动力６０，即９０ｃ＋６０ｖ，按百

分比计算，也是＝６０ｃ＋４０ｖ，技术构成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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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构成相等的各个资本，可以有不同的价值构成；价值构成的百

分比相等的各个资本，可以处于有机构成的不同阶段上，从而可以

表示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仅仅农业资本在价

值构成上已经达到一般水平这一情况，并不证明，劳动的社会生产

力在农业资本中已经发展到同样高的水平。这也许只能表明，农业

资本本身的产品（这种产品会重新成为它的生产条件的一部分）变

贵了，或肥料之类的辅助材料现在已经不象以前那样随手可得，而

必须从远地运来，等等。

但是，除了这点以外，还要考虑到农业的独特性质。

假定节省劳动的机器、化学的辅助材料等等，在农业中已经广

泛应用，因而不变资本同所用劳动力的总量相比，在技术方面，即

不仅在价值方面，而且在总量方面已经增大。而在农业中（采矿业

中也一样），问题不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率，而且还有由劳动的自

然条件决定的劳动的自然生产率。可能有这种情况：在农业中，社

会生产力的增长仅仅补偿或甚至还补偿不了自然力的减少，——

这种补偿总是只能起暂时的作用，——所以，尽管技术发展，产品

还是不会便宜，只是产品的价格不致上涨得更高而已。也可能有这

种情况：在谷物价格上涨时，产品的绝对量减少，而相对的剩余产

品却增加。当主要由机器或牲畜构成的、只有损耗部分需要补偿的

不变资本相对增大，而投在工资上面的、必须不断由产品来全部补

偿的可变资本部分相应减少时，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也可能有这种情况：在技术辅助手段尚处于较低阶段

时，较坏土地本来必须有市场价格的较大的上涨，才能被人耕种并

提供地租，但随着农业的进步，只要市场价格稍微超过平均价格，

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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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大规模畜牧业中，和作为牲畜本身存在的不变资本相

比，所用劳动力的总量是非常微小的，这一情况似乎可以用来断然

驳斥如下的说法：按百分比计算，农业资本比非农业的社会平均资

本推动更多的劳动力。不过，这里应当指出，我们在阐明地租时，作

为具有决定意义的出发点的，是农业资本中生产主要植物性食物，

即生产各文明国家中一般主要生活资料的那一部分。亚·斯密已

经证明（这是他的贡献之一），畜牧业中的价格是由完全不同的方

法决定的，并且一切不是为生产主要生活资料（例如谷物）而投在

土地上的资本，平均来说也是这样。在这里，价格是这样决定的：例

如，一块土地用作畜牧业的人工牧场，但这块土地同样也可以变成

有一定质量的耕地，那末，这块土地的产品的价格，必须提高到这

种程度，足以使这块土地和一块质量相等的耕地提供相等的地租；

在这里，谷物地的地租就会参加决定牲畜的价格。因此，拉姆赛曾

正确指出，这样一来，通过地租，通过土地所有权的经济表现，也就

是，通过土地所有权，牲畜的价格就被人为地提高了。１９９

“由于耕作的扩大，天然牧场的面积对于提供食用牲畜已经不够了。一大

部分耕地，必须用来饲养牲畜，所以牲畜的价格必须提高到这种程度，即不仅

能对饲养牲畜使用的劳动进行支付，并且要和这种土地作为耕地时一样，使

土地所有者能够得到地租，租地农场主能够得到利润。荒野地上饲养的牲畜，

和最好的耕地上饲养的牲畜，在同一个市场上，就会按各自的重量和质量，以

同样的价格出售。这种荒地的所有者从中得到利益，按照牲畜价格相应地提

高自己土地的地租。”（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１卷第１

篇第１１章第１节）

因此，在这里，与谷物地租不同，级差地租是有利于较坏土

地的。

绝对地租说明了一些现象，这些现象乍看起来使人感到，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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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由垄断价格引起的。为了进一步说明亚·斯密举的例子，我们

可以拿挪威的某一森林的所有者来说，这种森林没有经过任何人

工经营，因而不是森林营造的产物。如果这种森林的所有者从一个

由于英国的需要而采伐木材的资本家那里得到地租，或者他自己

作为一个资本家来采伐木材，那末，在木材上，他除了得到预付资

本的利润外，还可以得到一个或大或小的地租。这个地租就好象纯

粹是对这个纯粹自然产物的垄断加价。但是事实上，资本在这里几

乎只是由投在劳动上的可变资本构成，因此也比其他的同量资本

推动更多的剩余劳动。因此，和那些构成较高的资本的产品相比，

木材价值中包含着无酬劳动或剩余价值的一个更大的余额。所以

从这种木材上可以获得平均利润，又可以有一个相当大的余额以

地租的形式归森林所有者所有。反过来说，也要承认，在木材的采

伐很容易扩大，也就是说，木材的产量能够迅速增加的情况下，需

求必须有非常显著的增加，木材的价格才会和它的价值相等，无酬

劳动（超过作为平均利润归资本家所有的部分）的全部余额，才会

以地租的形式归森林所有者所有。

我们曾假定，新耕种的土地，质量比最后耕种的最坏土地还要

差。如果新耕种的土地较好，它就会提供级差地租。但是我们这里

研究的情况，却正好是地租并不表现为级差地租。在这里，只可能

有两种情况。新耕种的土地比最后耕种的土地差些，或者一样好。

如果差些，那末，这个问题已经研究过了。因此，还要研究的，只是

一样好的情况。

我们在考察级差地租时已经阐明，随着耕作的进步，无论一样

好甚至更好的土地，还是较坏的土地，都同样能够成为新的耕地。

第一，因为在级差地租上（以及在一般地租上，因为甚至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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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差地租上，也总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一方面，土地的肥力，和另

一方面，土地的位置，是否允许这块土地的耕种能按照起调节作用

的市场价格提供利润和地租），两种条件发生方向相反的作用，它

们时而互相抵销，时而交替地起着决定的影响。市场价格的上

涨，——假定耕作的成本价格没有下跌，换句话说，假定技术上的

进步没有形成一个扩大耕作的新要素，——能够促使人们去耕种

那些以前由于位置而被排挤在竞争以外的比较肥沃的土地。或者，

对那种比较不肥沃的土地来说，市场价格的上涨，能够使它的位置

的优越性提高，从而使它的较小的生产能力得到补偿。或者，没

有市场价格的上涨，位置也能通过交通工具的改良，使较好土地

进入竞争，例如，我们在北美拥有大草原的各州，就可以到处看

到这种情况。在古老的文明国家，这种情况也是经常发生的，虽

然在程度上不能和殖民地相比。威克菲尔德曾正确指出，在殖民

地，位置有决定的作用。２００所以，位置和肥力的互相矛盾的影响和

位置因素的可变性（位置因素会不断归于平衡，会发生不断渐进

的趋于平衡的变化），会交替地使一样好、较好或较坏的土地同旧

的耕地发生新的竞争。

第二，随着自然科学和农艺学的发展，土地的肥力也在变化，

因为各种能使土地的要素立即被人利用的手段在发生变化。因此，

法国以及英格兰东部各郡以前被视为坏地的轻质土地，最近已上

升为头等土地。（见帕西的著作２０１）另一方面，有的土地所以被看作

坏地，并不是由于它的化学构成，而只是由于某些机械的、物理的

障碍妨碍着它的耕作，所以，一旦发现克服这些障碍的方法，它

就为好地了。

第三，在所有古老的文明国家中，各种历史的和传统的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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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例如以国有地、公有地等形式，纯粹偶然地把大片大片的土地

排除在耕种之外，这些土地只是逐渐地被耕种的。它们的耕种次

序，既不取决于它们的土质，也不取决于它们的位置，而是取决于

一些完全外在的情况。只要研究一下英国公有地的历史，看看这种

公有地怎样通过圈地法２０２陆续转化为私有财产而被开垦，那就再

没有比下面这种怪诞的设想更为荒唐可笑的了：似乎有个现代农

业化学家，例如李比希，指导着这个序列的选择，似乎他标明了

某种土地由于它的化学性质而适于耕种，而其他的土地则被排斥

在外。其实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倒是进行偷盗的机会，即为大

地主们的占有提供的似是而非的法律借口。

第四，把人口增加和资本增加在某一时期所达到的发展程度

对土地耕作的扩大带来一定的、即使有伸缩性的限制这个事实撇

开不说；再把各种暂时影响市场价格的偶然情况，例如连年的丰收

和歉收的影响撇开不说，——土地耕作面积的扩大总是取决于一

国资本市场和营业状态的整个情况。在资本紧迫时期，即使未耕地

能给租地农场主（不管他付不付地租）提供平均利润，也不足以使

追加资本投入农业。在资本过剩时期，即使市场价格不上涨，只要

其他方面具备了正常的条件，资本就会涌到农业上来。那些比一向

耕种的土地还要好的土地，事实上只是由于位置的原因，或者由于

一向不能突破的、使它不能被人耕种的限制，或者由于偶然的因

素，而被排挤在竞争之外。因此，我们只好经营那些和最后的耕地

质量相同的土地。但在新的土地和最后的耕地之间，始终存在着开

垦费用上的差别，并且它们是否会被开垦，还要取决于市场价格和

信用关系的状况。只要这种土地以后实际进入竞争，在其他情况不

变时，市场价格又会下降到它以前的水平，于是，新耕种的土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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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和质量相当的旧土地提供同样的地租。这种土地不会提供地

租这一假定，在赞同这一假定的人那里，是用他们尚待证明的假

定，即最后的土地不会提供地租这一点去证明的。可以用同样的

方法去证明，最后建筑的房屋即使出租，除了提供真正的房租外，

不会提供任何地租。事实上，它在提供房租以前，当它往往长期

空着的时候就已提供地租。正如一块土地上的连续投资能提供相

应的追加收益，因而会象第一次投资那样提供同样的地租一样，那

些和最后的耕地质量相同的土地，也能以相同的费用，提供相同

的收益。否则，我们就根本无法理解，质量相同的土地怎么会陆

续被耕种，而不是要么全部耕种，要么一块也不耕种，以免引起

普遍的竞争。土地所有者总想取得地租，也就是说，总想不花代

价而获得什么东西；但资本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会满足他的愿望。

因此，土地互相之间的竞争，不是取决于土地所有者是否让它们

去进行竞争，而是取决于有没有资本可以在新的土地上同其他的

资本进行竞争。

只要真正的农业地租单纯是垄断价格，那末，这种垄断价格只

能是微小的；同样，无论产品价值超过它的生产价格的余额有多

大，在正常条件下，绝对地租也只能是微小的。因此，绝对地租的本

质在于：不同生产部门内的各等量资本，在剩余价值率相等或劳动

的剥削程度相等时，会按它们的不同的平均构成，生产出不等量的

剩余价值。在工业上，这些不同的剩余价值量，会平均化为平均利

润，平均分配在作为社会资本的相应部分的各个资本上。在生产

上需用土地时，不论是用于农业上还是用于原料的开采上，土地

所有权都会阻碍投在土地上面的各个资本之间的这种平均化过

程，并攫取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否则这一部分剩余价值是会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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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的过程的。这样，地租就成了商品价值的一

部分，更确切地说，成了商品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不过它不是落

入从工人那里把它榨取出来的资本家阶级手中，而是落入从资本

家那里把它榨取出来的土地所有者手中。这里假定，农业资本比

非农业资本的一个同样大的部分推动更多的劳动。差额有多大，或

者这个差额一般是否存在，这取决于农业和工业相比的相对发展

程度。按问题的本质来看，随着农业的进步，这个差额必然会缩

小，除非同不变资本部分相比，可变资本部分减少的比例，在工

业资本上比在农业资本上更大。

这种绝对地租，在真正的采掘工业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在

那里，不变资本的一个要素即原料是完全没有的；并且在那

里，——除了那些很大一部分资本是由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构成

的部门以外，——必然是最低的资本构成占统治地位。正是在这

里，在地租似乎只是由垄断价格产生的地方，需要有非常有利的市

场状况，使商品能按它们的价值出售，或使地租能和商品的剩余价

值超过它的生产价格的全部余额相等。例如，渔场、采石场、野生林

等等的地租，就是这样（３７）。

（３７） 李嘉图对这点的考察非常肤浅。参看他在有关挪威的森林地租问题上反驳

亚·斯密的言论，见《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二章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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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章

建筑地段的地租。

矿山地租。土地价格

  凡是有地租存在的地方，都有级差地租，而且这种级差地租都

遵循着和农业级差地租相同的规律。凡是自然力能被垄断并保证

使用它的产业家得到超额利润的地方（不论是瀑布，是富饶的矿

山，是盛产鱼类的水域，还是位置有利的建筑地段），那些因对一

部分土地享有权利而成为这种自然物所有者的人，就会以地租形

式，从执行职能的资本那里把这种超额利润夺走。至于建筑上使

用的土地，亚·斯密已经说明，它的地租的基础，和一切非农业

土地的地租的基础一样，是由真正的农业地租调节的（《国民财

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１卷第１篇第１１章第２、３节）。这种

地租的特征，首先是位置在这里对级差地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例如，这对葡萄种植业和大城市的建筑地段来说，是十分重要

的）；其次是所有者的明显的完全的被动性，他的主动性（特别是在

采矿业）只在于利用社会发展的进步，而对于这种进步，他并不象

产业资本家那样有过什么贡献，冒过什么风险；最后，是垄断价格

在许多情况下的优势，特别是对贫民进行最无耻的剥削方面的优

势（因为贫民对于房租，是一个比波托西银矿２０３对于西班牙，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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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饶的源泉（３８）），以及这种土地所有权所产生的巨大权力，这种土

地所有权，在和产业资本结合在一个人手里时，实际上可以使产业

资本从地球上取消为工资而进行斗争的工人的容身之所（３９）。在这

里，社会上一部分人向另一部分人要求一种贡赋，作为后者在地球

上居住的权利的代价，因为土地所有权本来就包含土地所有者剥

削土地，剥削地下资源，剥削空气，从而剥削生命的维持和发展的

权利。不仅人口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住宅需要的增大，而且固

定资本的发展（这种固定资本或者合并在土地中，或者扎根在土地

中，建立在土地上，如所有工业建筑物、铁路、货栈、工厂建筑物、

船坞等等），都必然会提高建筑地段的地租。在这里，即使有凯里

那样的善良愿望，也不可能把作为投在房屋上的资本的利息和折

旧的房租，同单纯土地的地租混为一谈，特别在土地所有者和建

筑投机家是完全不同的人的时候（例如在英国）。在这里，我们要

考察两个要素：一方面，土地为了再生产或采掘的目的而被利用；

另一方面，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所需要的要素。从这

两个方面，土地所有权都要求得到它的贡赋。对建筑地段的需求，

会提高土地作为空间和地基的价值，而对土地的各种可用作建筑

材料的要素的需求，同时也会因此增加（４０）。

在迅速发展的城市内，特别是在象伦敦那样按工厂方式从事

建筑的地方，建筑投机的真正主要对象是地租，而不是房屋。关于

这一点，我们已在第二卷第十二章第２１５、２１６页，用１８５７年伦敦

（３８） 兰格；纽曼。２０４

（３９） 克劳林顿的罢工。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３０７页２０５。

（４０） “伦敦街道铺砌石头路面，使苏格兰海滨一些不毛岩石的所有者，可以从一

向没有用的石头地得到地租。”（亚·斯密，第１篇第１１章第２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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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建筑投机家爱德华·卡普斯向银行法委员会所提出的证

词，作为例子加以说明了。２０６他在那里说（第５４３５号）：

“我相信，一个人要想发迹，单靠公平交易是不行的……除此以外，他还

必须从事建筑投机，而且必须大规模地进行；因为，建筑业主从建筑本身取得

的利润是很小的，他通过提高地租，取得他的主要利润。例如，他租用一块地

皮，每年付租３００镑；当他按照精密的建筑计划，在这块地皮上面建筑起适当

等级的房屋时，他每年就能由此得到４００镑或４５０镑，而他的利润与其说来

源于在许多情况下他几乎完全不加考虑的建筑物利润，不如说来源于每年增

加１００镑或１５０镑的地租。”

在这里不要忘记，在通常以九十九年为期的租约期满以后，土

地以及土地上的一切建筑物，以及在租佃期内通常增加一两倍以

上的地租，都会从建筑投机家或他的合法继承人那里，再回到原来

那个土地所有者的最后继承人手里。

真正的矿山地租的决定方法，和农业地租是完全一样的。

“有一些矿山，它们的产品仅够支付劳动的报酬，并补偿其中所投的资本

以及普通利润。它们能给企业主提供一些利润，但不能给土地所有者提供地

租。它们只有由土地所有者开采才能带来利益，这种土地所有者作为自己的

企业主，从自己投入的资本中得到普通利润。苏格兰的许多煤矿就是这样开

采的，并且也只能这样开采。土地所有者不允许其他任何人不支付地租去开

采这些煤矿，而任何人又无法如此支付地租。”（亚·斯密，第Ⅰ篇第Ⅱ章第

２节）

我们必须加以区别，究竟是因为产品或土地本身有一个与地

租无关的垄断价格存在，所以地租才由垄断价格产生，还是因为有

地租存在，所以产品才按垄断价格出售。当我们说垄断价格时，一

般是指这样一种价格，这种价格只由购买者的购买欲和支付能力

决定，而与一般生产价格或产品价值所决定的价格无关。一个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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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在它所产的葡萄酒特别好时（这种葡萄酒一般说来只能进行比

较小量的生产），就会提供一个垄断价格。由于这个垄断价格（它超

过产品价值的余额，只决定于高贵的饮酒者的财富和嗜好），葡萄

种植者将实现一个相当大的超额利润。这种在这里由垄断价格产

生的超额利润，由于土地所有者对这块具有独特性质的土地的所

有权而转化为地租，并以这种形式落入土地所有者手中。因此，在

这里，是垄断价格产生地租，反过来，如果由于土地所有权对在未

耕地上进行不付地租的投资造成限制，以致谷物不仅要高于它的

生产价格出售，而且还要高于它的价值出售，那末，地租就会产生

垄断价格。一些人所以能把一部分社会剩余劳动作为贡赋来占有，

并且随着生产的发展，占有得越来越多，只是由于他们拥有土地所

有权，而这个事实却被以下的情况掩盖了：资本化的地租，从而，正

是这个资本化的贡赋，表现为土地价格，因此土地也象任何其他交

易品一样可以出售。因此对购买者来说，他对地租的索取权，好象

不是白白得到的，不是不出劳动，不冒风险，不具有资本的事业精

神，就白白得到的，而是支付了它的等价物才得到的。象以前已经

指出的那样，在购买者看来，地租不过表现为他用以购买土地以

及地租索取权的那个资本的利息。对已经购买黑人的奴隶主来说

也完全是这样，他对黑人的所有权，好象不是由于奴隶制度本身，

而是通过商品的买卖而获得的。不过，这个权利本身并不是由出

售产生，而只是由出售转移。这个权利在它能被出售以前，必须

已经存在；不论是一次出售，还是一系列这样的出售，不断反复

的出售，都不能创造这种权利。总之，创造这种权利的，是生产

关系。一旦生产关系达到必须改变外壳的程度，这种权利和一切

以它为依据的交易的物质源泉，即一种有经济上和历史上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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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的、从社会生活的生产过程产生的源泉，就会消失。从一个

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

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

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象

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

在以下有关土地价格的研究中，我们要撇开一切竞争的变动，

一切土地投机，甚至小土地所有制（在这里，土地是生产者的主要

工具，因此生产者不管按什么价格都必须购买它）。

Ⅰ．土地价格可以在地租不增加的情况下提高；即：

１．单纯由于利息率的下降，结果，地租按更贵的价格出售，因

此，资本化的地租，土地价格，就增长了；

２．因为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增长了。

Ⅱ．土地价格可以因地租增加而提高。

地租可以因为土地产品的价格提高而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无

论最坏耕地的地租是高、是低、还是根本没有，级差地租率都会提

高。我们把地租率理解为转化为地租的剩余价值部分和生产土地

产品的预付资本之间的比率。这个地租率，和剩余产品对总产品的

比率是不同的，因为总产品不包括全部预付资本，也就是说，不包

括继续与产品并存的固定资本。不过，这里的意思是：在提供级差

地租的各级土地上，产品中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将转化为超额的

剩余产品。在最坏土地上，土地产品价格的提高，才产生地租，并由

此产生土地价格。

但是，地租也可以在土地产品价格没有提高时增加。土地产品

５７８第四十六章 建筑地段的地租。矿山地租。土地价格



价格可以保持不变，甚至下降。

地租在土地产品价格保持不变时所以会增加（撇开垄断价格

不说），或者只是因为在旧地的投资量不变的情况下，耕种了质量

较好的新地，但这种新地只够满足已经增长的需求，因此起调节作

用的市场价格仍然不变。在这个场合，旧地的价格不会提高，但新

耕地的价格，会提高到旧地的价格以上。

地租所以会提高，或者是因为在相对肥力和市场价格都保持

不变的情况下，经营土地的资本的量已经增长。因此，虽然和预付

资本相比，地租仍然不变，但地租量，比如说，会因资本本身增加一

倍而增加一倍。既然价格没有下降，第二次投资也就会和第一次投

资一样提供一个超额利润，这个利润在租佃期满后，也会转化为地

租。这时，地租量增加了，因为产生地租的资本的量增加了。有人

断言，同一地段上连续投入的各个资本，只有当它们的收益不等，

从而产生级差地租的时候，才会生出地租，这个断言和下面的说法

是一样的：如果有两个各１０００镑的资本投在两块肥力相等的土地

上，尽管这两块地都属于提供级差地租的较好土地，但其中只有一

块能提供地租。（因此，地租总量，一个国家的地租总额，会在个别

地段的价格，或者地租率，或者甚至个别地段的地租量都不必增加

的情况下，随着投资的总量一起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地租总量会

随着耕种面积的扩大而增加。这种增加，甚至可能和个别土地的地

租的下降结合在一起。）否则，这个断言就会和另一种说法一样：两

块相邻的不同土地上的投资所遵循的规律，不同于同一块土地上

的连续投资。但我们正好是从这两种情况的规律的同一性，从同一

土地和不同土地上的投资的生产率的增加，引出级差地租的。在这

里存在的并被人忽视的唯一差异是：在对不同地方的土地连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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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投资时，这种投资会受到土地所有权的限制，而在对同一土地连

续进行投资时，情况就不是这样。因此，也就产生了相反的作用，使

这些不同的投资形式在实际上互相限制。在这里，资本始终没有什

么区别。如果资本构成不变，剩余价值率也不变，那末，利润率也就

不变，因此在资本增加一倍时，利润总量也增加一倍。同样，在所假

定的情况下，地租率也保持不变。如果１０００镑的资本提供的地租

是ｘ，那末，在所假定的情况下，２０００镑的资本提供的地租就是

２ｘ。但按土地面积（土地面积不变，因为按照假定，加倍的资本是

投在同一土地上的）计算，由于地租量的增加，地租的水平也提高

了。以前提供２镑地租的同一英亩，现在提供４镑。（４１）

一部分剩余价值即货币地租——因为货币是价值的独立表

现——对土地的比率，本身就是荒谬的、不合理的东西；因为这里

互相比较的量是不可通约的，一方面是一定的使用价值，是若干平

方 的土地，另一方面是价值，具体地说是剩余价值。这个比率事

实上不过表示，在既定的情况下，若干平方 土地的所有权，使土

地所有者能攫取一定量的无酬劳动，这种无酬劳动是由象在马铃

薯里拱来拱去的猪一样在这若干平方 内拱来拱去的资本实现的

（４１） 洛贝尔图斯——他那本关于地租的重要著作２０７，我们将在本书第四卷再加

以讨论２０８——的功绩之一，是阐述了这一点。他的错误只是在于，第一，他假定，对资本

来说，利润的增加总是表现为资本的增加，因而在利润量增加时，比率仍然不变。但这

是错误的，因为在资本构成发生变化时，尽管对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利润率正是会由

于不变资本部分价值同可变资本部分价值的比率的下降而提高。——第二，他的错误

在于，他把货币地租对一定量土地（例如一英亩土地）的比率，看作是古典经济学在研

究地租增减时的一般前提。这又是错误的。古典经济学在对地租的实物形式进行考察

时，总是就地租和产品的关系来看地租率；在它把地租作为货币地租进行考察时，总是

就地租和预付资本的关系来看地租率，因为事实上这些都是合理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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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稿中这里有一个括号，括号中写着“李比希”，但又划掉了）。

显然，这种说法的意义，就如同说一张５镑银行券对地球直径的比

率一样。然而，表现并在实际上概括一定经济关系的那些不合理形

式的中介作用，对这种关系的实际承担者的日常事务毫无影响；并

且，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在这种关系内活动，所以他们一点也不觉

得其中有什么难于理解的地方。一个完全矛盾的现象，对他们来

说也决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他们对于那些没有内在联系并且孤

立地看是不合理的表现感到如此自在，就象鱼在水中一样。黑格

尔关于某些数学公式所说的话，在这里也是适用的。他说，普通

常识认为不合理的东西，其实是合理的，而普通常识认为合理的

东西，其实是不合理的。２０９

因此，就对土地面积本身的关系来看，地租量的增加和地租率

的增加表现得完全一样；因此，当能够说明一种情况的条件在另一

种情况中并不存在时，人们就感到困惑了。

但是，甚至在土地产品价格下降时，土地价格也能提高。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差额的扩大，较好土地的级差地租从而它

的价格可以增加。或者，在情况不是这样时，土地产品的价格在劳

动生产力增加时可以下降，但生产的增加，除抵销价格的下降外还

有余。假定１夸特原来的费用是６０先令。如果同一英亩用同一资

本生产出２夸特，而不是１夸特，并且１夸特的价格下降到４０先

令，那末，２夸特就提供８０先令，所以，虽然每夸特的价格下降了

三分之一，同一资本在同一英亩上的产品的价值还是提高了三分

之一。至于在产品不高于它的生产价格或价值出售时，怎么可能产

生这种情况，我们在分析级差地租时已经说明了。事实上，这一点

只能靠两种方法来实现。或者是，较坏土地已被排挤在竞争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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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级差地租增加，普遍实行的改良在各级土地上产生不同效果

时，较好土地的价格增加了。或者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最

坏土地上，同一生产价格（以及同一价值，如果支付绝对地租的话）

表现为较大量的产品。产品仍然代表同一价值，但它的每个相应部

分的价格下降了，而这些部分的数目却增加了。如果使用同一资

本，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多大数量的产

品总是表现同一价值。但是，如果有一个追加资本用来购买石膏、

鸟粪等等，总之，去进行那种在很多年内都能收效的改良，那末，这

种情况就是可能的。条件是：１夸特的价格固然下降了，但不是随

着夸特数的增加而按同一比例下降。

Ⅲ．这些使地租提高，从而使一般土地价格或个别土地价格提

高的不同条件，可以部分地互相竞争，部分地互相排斥，并且只能

交替地发生作用。但是，根据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不能从土地价格

的增加，直接得出地租的增加，也不能从地租的增加（这种增加总

会引起土地价格的增加），直接得出土地产品的增加（４２）。

人们不去研究土地枯竭的现实的自然原因（所有对级差地租

有所论述的经济学家，由于当时农业化学的状况，都不认识这些原

因），而竟然求助于一种肤浅的见解：在一块空间有限的土地上，

并不是任何数量的资本都可以投入。例如《爱丁堡评论》在反驳理

查·琼斯时写道，不能靠耕种索荷广场来养活整个英国。２１０如果

把这看作农业的一种特别的缺陷，那末，事实的真象却正好相反。

在农业中，各个连续的投资是会有成果的，因为土地本身是作为生

（４２） 关于地租增加时土地价格下降的事实，见帕西的著作。

９７８第四十六章 建筑地段的地租。矿山地租。土地价格



产工具起作用的。而就工厂来说，土地只是作为地基，作为场地，作

为操作的基地发生作用，所以情况就不是这样，或只在非常狭小的

范围内才是这样。当然，和分散的手工业相比，人们可以在一个狭

小的空间内集中巨大的生产设施，大工业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在

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总是需要有一定的空间，并且建筑物

在高度上也有它一定的实际界限。生产的扩大超过这种界限，也

就要求扩大土地面积。投在机器等等上的固定资本不会因为使用

而得到改良，相反地，它会因为使用而受到磨损。新的发明在这

里也会引起一些改良，但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机器只会

日益陈旧。在生产力迅速发展时，全部旧机器必然会被更有利的

机器所取代，也就是说，必然会丧失作用。与此相反，只要处理

得当，土地就会不断改良。土地的优点是，各个连续的投资能够

带来利益，而不会使以前的投资丧失作用。不过这个优点同时也

包含着这些连续投资在收益上产生差额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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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章

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

Ⅰ．导  论

我们必须弄明白，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表现的现代

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地租研究上的困难究竟在哪里。这一点甚至

许多较近的著作家也还没有理解，他们一再试图对地租作“新”的

说明，就是证明。在这里，所谓新，几乎总是倒退到早已被驳倒

的观点。困难不在于一般地说明农业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产品和与

之相适应的剩余价值。这个问题不如说已经在对一切生产资本

——不管它是投在什么部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分析中得到

解决了。困难在于证明，在剩余价值已经在各个资本之间平均化

为平均利润之后，即各个资本在一切生产部门的全部社会资本所

生产的总剩余价值中分到与它们的相对量相适应的比例部分之

后，也就是说，在这种平均化之后，在待分配的全部剩余价值看来

都已分配完毕之后，从哪里又会出现这种剩余价值的超额部分，由

投在土地上的资本以地租形式支付给土地所有者。我们把促使现

代经济学家作为产业资本反对土地所有权的代言人去研究这个问

题的实际动机——在论述地租史的一章，我们将较详细地论述这

些动机——完全撇开不说，这个问题对于他们作为理论家来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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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决定性的意义。认为在投入农业的资本上地租的出现，是来自这

个投资部门本身的一种特别的作用，是来自地壳本身具有的各种

特性，这就是放弃价值概念本身，因而也就是放弃科学认识在这个

领域内的一切可能性。甚至这种简单的观察，即地租是从土地产品

的价格中支付的，——如果租地农场主必须取得自己的生产价格，

这种情况甚至在地租是以实物形式支付的地方也会发生，——就

已经表明，用农业的自然生产率高于其他产业部门的生产率来解

释为什么这个价格超过普通生产价格而产生一个余额，为什么农

产品相对地说比较贵，是件多么荒唐的事情；因为，恰好相反，劳动

的生产效率越高，它的产品的每一部分就越便宜，因为体现同量劳

动从而体现同一价值的使用价值的量就越大。

因此，地租分析上的全部困难在于，说明农业利润为什么会超

过平均利润，不是说明剩余价值，而是说明这个生产部门所特有的

超额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不是说明“纯产品”，而是说明这个纯

产品超过其他产业部门的纯产品而形成的余额。平均利润本身是

在十分确定的历史生产关系下的社会生活过程所形成的一个产

物，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产物要以极为复杂的中介过程为前

提。要能够谈论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这个平均利润本身必须已成

为标准，并且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一样，已成为生产的调节

器。在资本尚未执行强行榨取一切剩余劳动，并直接占有一切剩

余价值这一职能，从而资本也还没有或只是偶尔使社会劳动受它

支配的社会形态内，根本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地租，谈不上地租

是超过平均利润即超过每个资本在社会总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

中所占的比例部分而形成的余额。可是，例如帕西先生就很幼稚

（见下面），他认为在原始状态下，地租就已经是超过利润即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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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的一个历史规定的社会形式而形成的余额，所以在帕西

先生看来，在没有任何社会的情况下，这种社会形式也几乎一样

能够存在。２１１

老一辈的经济学家只是刚开始分析当时还不发达的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对他们来说，地租的分析或者毫无困难，或者困难的性

质完全不同。配第、康替龙，总之，那些离封建时期比较近的著作家

们，都把地租看成是一般剩余价值的正常形式２１２，而对他们来说，

利润还模糊地和工资混在一起，充其量也不过表现为这个剩余价

值中由资本家从土地所有者那里强取的部分。可见，他们是从下述

状态出发的：第一，农业人口还占国民的绝大部分；第二，土地所有

者还是这样的人，他凭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能够把直接生产者的

剩余劳动直接占为己有，土地所有权因此也还表现为生产的主要

条件。因此对这些经济学家来说，还不可能这样提出问题，即反过

来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去研究，土地所有权怎么能把资本

所生产的（也就是从直接生产者手里夺取的）、并且已经由资本直

接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再从资本手里夺走。

在重农学派那里，困难的性质已经不同。他们作为资本的实

际上最早的系统解释者，试图分析一般剩余价值的性质。对他们

来说，这个分析和地租的分析是一致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地租

就是剩余价值借以存在的唯一形式。因此，在他们看来，提供地

租的资本或农业资本，是唯一的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它所推动

的农业劳动，也是唯一的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所以从资本主义

的观点出发，完全正确地把这种农业劳动看作是唯一的生产劳动。

他们完全正确地把剩余价值的生产看作是决定性的事情。他们的

巨大贡献，除了其他一些将在本书第四卷２１３加以论述的以外，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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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和重商主义相反，他们从只是在流通领域执行职能的商业资本

回到了生产资本。重商主义以它那种粗浅的现实主义，形成了当

时真正的庸俗经济学，它在实际利益面前，把配第及其后继者们

作出的科学分析的开端，完全抛诸脑后。在这里，我们在批判重

商主义时，只是附带谈判它关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见解。以前已

经指出，货币主义把为世界市场进行的生产，和产品到商品从而

到货币的转化，正确地看成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和条件。２１４当它

进一步发展为重商主义时，起决定作用的已经不是商品价值到货

币的转化，而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了，但它是从流通领域的没有概

念的观点出发的，并且同时认为这个剩余价值表现为剩余货币，表

现为商业来往中的余额。但是，下列事实正确地表现了当时有利

害关系的商人和工厂主的特征，并且同他们所代表的那个资本主

义发展时期是相适应的。这就是：由封建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

转变，以及各国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的与此相应的工业战争，都取

决于资本的加速发展，这种发展并不是沿着所谓自然的道路而是

靠强制的手段来达到的。是让国民资本逐渐地、缓慢地转化为产业

资本呢，还是通过以保护关税的形式主要向土地所有者、中小农民

和手工业者征收赋税，通过加快剥夺独立的直接生产者，通过强制

地加快资本的积累和积聚，总之，通过加快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条件，来适时地加快这种转化，那是有巨大差别的。这同时还会

在自然国民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的产业的利用上，造成重大的差别。

因此，重商主义的民族主义性质，不只是这个主义的发言人的一句

口头禅。他们借口只致力于国民财富和国家资源，实际上把资本家

阶级的利益和发财致富宣布为国家的最终目的，并且宣告资产阶

级社会替代了旧时的天国。同时他们已经意识到，资本和资本家阶

４８８ 第六篇 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



级的利益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已成了现代社会中国家实

力和国家优势的基础。

其次，重农学派正确地认为，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一

切资本的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

产率的基础上的。如果人在一个工作日内，不能生产出比每个劳

动者再生产自身所需的生活资料更多的生活资料，在最狭窄的意

义上说，也就是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如果他全部劳动力每日的

耗费只够再生产他满足个人需要所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那就根

本谈不上剩余产品，也谈不上剩余价值。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

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并且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

的基础。资本主义生产，使社会中一个日益增大的部分，脱离直

接生活资料的生产，并且象斯图亚特所说的那样２１５，转化为自由人

手，使他们可以在别的部门任人剥削。

但是，那些较近的经济学家，例如德尔、帕西等等，他们在整个

古典经济学趋于没落，甚至即将终结的时候，又重拣起了关于剩余

劳动和一般剩余价值的自然条件的最原始的观点，并且在地租早

已被人阐明为剩余价值的一个特殊形式和特殊部分之后，还自以

为对地租提出了某种新的和独到的见解，２１６对于这些人，我们该说

些什么呢？庸俗经济学的特征恰恰在于，当那种在一定历史发展

阶段上是新颖的、创造性的、深刻的和正确的见解，已经变成平

凡、陈旧和错误的东西的时候，又把它们重新拣起来。这样，它

也就供认，它对于古典经济学已经研究过的问题毫无所知。它把

这些问题，和那些只能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较低发展水平上提

出的问题混为一谈。至于他们无休止地、自以为是地反复咀嚼重

农学派关于自由贸易的论点，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这些论点，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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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在实际方面还使某些国家发生兴趣，却早已失去任何理论意义

了。

在真正的自然经济中，农产品根本不进入或只有极小部分进

入流通过程，甚至代表土地所有者收入的那部分产品也只有一个

比较小的部分进入流通过程，例如古代罗马许多大领地和查理大

帝时的领地都是这样，整个中世纪的情形也或多或少是这样（见万

萨德《法国劳动和劳动者的历史》）。在这种经济中，大领地的产品

和剩余产品，决不单纯是农业劳动的产品，其中也包括工业劳动的

产品。家庭手工业劳动和工场手工业劳动，作为农业（它是基础）

的副业，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欧洲，以及在传统组织至今还没有遭到

破坏的印度公社，就是这种自然经济赖以建立的生产方式的条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消灭了这种联系；对于这个过程，人们特

别可以根据十八世纪最后三十多年的英国进行广泛的研究。那些

在或多或少还是半封建社会内成长的思想家，例如赫伦施万德，甚

至在十八世纪末，还把农业和工业的这种分离，看作是一种有勇

无谋的社会冒险，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危险的存在方式。甚至在那

种表现出同资本主义农业有最大相似点的迦太基和罗马的农业

中，同种植园经济相似的地方，也超过同那种与真正的资本主义经

营方式相适应的形式相似的地方。（４２ａ）这个形式上的相似点，——

而且，这种相似点在一个已经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象蒙森

（４２ａ） 亚·斯密曾着重指出，在他那个时候地租和利润尚未分开２１７（并且对我们

现在这个时候来说，热带和亚热带的种植园经济的情况也还是这样），因为土地所有者

同时就是资本家，例如，就象卡托在他的领地上那样。但是这种分离正好是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的前提，并且，奴隶制度的基础，总的说来，也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概

念相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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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
（４３）
那样在每个货币经济中都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人看

来，在一切重要之点上都完全是错觉，——在古代意大利大陆上是

根本找不到的，也许只有在西西里可以找到，因为这个岛是作为对

罗马的农业进贡地而存在的，因此，农业基本上是以出口为目标。

在那里，可以找到现代意义上的租地农场主。

关于地租性质的一种不正确的见解，是以下述事实为基础的：

实物形式的地租，已经从中世纪的自然经济，在完全和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的条件相矛盾的情况下，一部分作为教会什一税，一部分作

为由旧的契约保存下来的古董，一直沿袭到现代。由此就造成一种

印象，好象地租不是由农产品的价格产生的，而是由它的总量产生

的，因而不是由社会关系产生的，而是由土地产生的。我们以前已

经指出，虽然剩余价值体现在剩余产品上，但是，反过来，在产品总

量单纯增加的意义上所说的剩余产品并不表现剩余价值。它可以

代表价值的减少。不然的话，１８６０年的棉纺工业，和１８４０年相

比，必然代表一个巨额的剩余价值；其实恰好相反，棉纱的价格已

经下降。地租也可以由于农作物的连年歉收而大大增加，因为谷

物的价格将会上涨，尽管这个剩余价值将会体现在一个数量绝对

减少而价格已经更贵的小麦总量中。反过来，地租也可以由于农

作物连年丰收而下降，因为价格将会下降，尽管这个已经下降的地

租将会体现在一个数量已经增加而价格已经比较便宜的小麦总量

中。关于产品地租，首先应该指出，它只是一个由过时的生产方式

遗留下来的并作办遗迹残存的传统，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

（４３） 蒙森先生在他的《罗马史》中，完全不是在现代经济学和现代社会的意义上

来使用资本家这个词，而是按照通俗的观念去使用它。那种观念在英美两国已经不再

流行，但在欧洲大陆，仍然当作一个反映过去状况的旧传统而继续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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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表现在：它可以由于私人的契约而自行消失，而在立法可以进行

干涉的场合，例如拿英国的教会什一税来说，它还可以作为一种不

合理的东西被强制取消２１８。第二，产品地租在它还在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基础上继续存在的地方，它只是并且也只能是货币地租穿

上中世纪的外衣的一种表现而已。例如，假定小麦每夸特４０先令。

在这１夸特中，必须有一部分补偿其中包含的工资，并且必须卖

掉，以便能够把它重新投下；另一个部分也必须卖掉，以便支付加

在这１夸特上的那部分赋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发展、社会

分工也随着发展了的地方，种子，甚至一部分肥料，都会作为商品

进入再生产过程，因此必须购买它们，以便补充；为了提供这方面

所需的货币，这１夸特又有一部分必须卖掉。如果它们实际上无须

当作商品购买，而是以实物形式从产品中取出来，重新作为生产条

件进入小麦的再生产，——这种情况不仅在农业中发生，而且也在

许多生产不变资本的生产部门中发生，——它们就要列入计算，表

现为计算货币，并且作为成本价格的组成部分加以扣除。机器和一

般固定资本的损耗必须用货币来补偿。最后，还有利润，它是按这

个用现实货币或计算货币表示的成本总额计算的。这个利润代表

总产品的一个确定的部分，它是由总产品的价格决定的。余下的部

分便形成地租。如果按契约规定的产品地租大于这个由价格决定

的余额，它就不是地租，而是对利润的扣除了。由于这种可能性，不

随产品价格而定的产品地租，——它可以大于或小于现实的地租，

所以不仅可以成为对利润的扣除，而且也可以成为对资本补偿部

分的扣除，——已经是一个过时的形式。事实上，产品地租在它不

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质上是地租的时候，完全要由产品价格超过

它的生产费用的余额决定。不过它要假定这个可变量是一个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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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但是，认为产品要以实物形式首先足够供养劳动者，然后使资

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得到多于自身需要的食物，而在这以外的余额

就形成实物地租，这是一个令人感到如此亲切的观念。这和一个棉

布工厂主生产２０００００码布的情况完全一样。这若干码布不仅足够

使他的工人有衣服可穿，使他的妻子儿女和他自己有绰绰有余的

衣服可穿，使他在此以外还有余布可卖，最后还以布匹来支付巨额

的地租。事情就是这样简单！只要从２０００００码布中减去生产费用，

就必然会剩下布匹的一个余额作为地租。但是，不知道布的售价，

就从２０００００码布中减去比如说１００００镑生产费用，从布匹减去货

币，从使用价值本身减去交换价值，然后就去决定若干码布超过若

干镑的余额，事实上是一种幼稚可笑的观念。这个观念，比化圆为

方还要荒唐，因为后者至少还有极限的概念作为基础，在这个极限

上，直线和曲线会融合在一起。但这个观念正好是帕西先生的法

宝。布匹在头脑中或实际上转化为货币以前，从布匹减去货币！余

额就是地租，但这个地租似乎是要在实物形式上（例如见卡尔·阿

伦德的著作２１９），而不是用“诡辩”的邪术去掌握的！实物地租的这

种全部复辟，不过是这样一件蠢事：从若干舍费耳小麦中减去生产

价格，从一个容量中减去一个货币额。

Ⅱ．劳 动 地 租

如果我们考察地租的最简单的形式，即劳动地租，——在这个

场合，直接生产者以每周的一部分，用实际上或法律上属于他所有

的劳动工具（犁、牲口等等）来耕种实际上属于他所有的土地，并以

９８８第四十七章 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



每周的其他几天，无代价地在地主的土地上为地主劳动，——那

末，事情还是十分清楚的，在这里，地租和剩余价值是一致的。在这

里，无酬剩余劳动所借以表现的形式就是地租，不是利润。在这里，

劳动者（自给自足的农奴）在多大的程度上得到一个超过必不可少

的生活资料的余额，即超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我们称之为工资

的余额，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取决于他的劳动时间是按什么比例划

分为为自己劳动的时间和为地主的徭役劳动的时间。因此，超过必

要生活资料的这个余额，这个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表现为利润

的东西的萌芽，完全是由地租的多少决定的。在这里，地租不仅直

接是无酬剩余劳动，并且也表现为无酬剩余劳动；这是替各种生产

条件（在这里，它们和土地是一回事，如果说它们和土地有区别，也

只是就它们作为土地的附属物而言）的“所有者”而进行的无酬剩

余劳动。徭役劳动者的产品在这里必须在补偿他的生活资料之外，

足够补偿他的各种劳动条件，这种情况对一切生产方式来说始终

是一样的，因为这种情况并不是一切生产方式的特殊形式的结果，

而是一切连续不断的和再生产的劳动的自然条件，也就是任何继

续进行的生产的自然条件，这种生产同时总是再生产，因而也是它

本身的作用条件的再生产。并且很清楚，在直接劳动者仍然是他自

己生活资料生产上必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条件的“所有者”的一切

形式内，财产关系必然同时表现为直接的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因而

直接生产者是作为不自由的人出现的；这种不自由，可以从实行徭

役劳动的农奴制减轻到单纯的代役租。在这里，按照假定，直接生

产者还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即他实现自己的劳动和生产自己的

生活资料所必需的物质的劳动条件；他独立地经营他的农业和与

农业结合在一起的农村家庭工业。这种独立性，不会因为这些小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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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印度）组成一种或多或少带有自发性质的生产公社而消

失，因为这里所说的独立性，只是对名义上的地主而言的。在这些

条件下，要能够为名义上的地主从小农身上榨取剩余劳动，就只有

通过超经济的强制，而不管这种强制是采取什么形式（４４）。它和奴

隶经济或种植园经济的区别在于，奴隶要用别人的生产条件来劳

动，并且不是独立的。所以这里必须有人身的依附关系，必须有

不管什么程度的人身不自由和人身作为土地的附属物对土地的依

附，必须有真正的依附农制度。如果不是私有土地的所有者，而

象在亚洲那样，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

直接生产者相对立，那末，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或者不如

说，不会再有什么同这个地租形式不同的赋税。在这种情况下，依

附关系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除了所有臣民对这个国家都有的

臣属关系以外，不需要更严酷的形式。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

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但因

此那时也就没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权，虽然存在着对土地的私人的

和共同的占有权和使用权。

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

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产生的，而又对

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但是，这种由生产关系本身产生的经

济制度的全部结构，以及它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

经济形式上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

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

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

（４４） 在征服一个国家之后，征服者紧接着要做的总是把人也占有。参看兰盖２２０。

并见麦捷尔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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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

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不

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

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

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

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

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

关于劳动地租这个最简单的和最原始的地租形式，有一点是

非常明显的：在这里，地租是剩余价值的原始形式，并且和剩余

价值是一致的。但是，剩余价值和别人的无酬劳动的一致性在这

里不需要加以分析，因为这种一致性依然是以它的可以看出的明

显的形式存在着，直接生产者为自己的劳动和他为地主的劳动在

空间和时间上还是分开的，他为地主的劳动直接出现在为另一个

人进行的强制劳动的野蛮形式上。同样，土地会提供地租的“属

性”，在这里，也归结为一种明显的公开的秘密，因为那种束缚在土

地上的人类劳动力，和那种迫使劳动力的所有者不得不超过满足

本人必不可少的需要所必需的程度来加紧使用劳动力的所有权关

系，也属于提供地租的本性。地租直接就是土地所有者对劳动力的

这种超额耗费的占有；因为直接生产者在此以外没有支付给他任

何地租。在这里，不仅剩余价值和地租是一致的，而且剩余价值还

明显地具有剩余劳动的形式，地租的自然条件或界限也会十分清

楚地表现出来，因为它们就是一般剩余劳动的自然条件和界限。直

接生产者必须１．有足够的劳动力；２．他的劳动的自然条件，从而

首先他所耕种的土地的自然条件，必须有足够的肥力，一句话，就

是他的自然劳动生产率足以使他在满足本人必不可少的需要所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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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劳动之外，有可能从事剩余劳动。这种可能性不会创造地租。

只有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强制，才创造地租。但这种可能

性本身，是同主观和客观的自然条件结合在一起的。这里面也完

全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如果劳动力是微小的，劳动的自然条件

是贫乏的，那末，剩余劳动也是微小的，但是，这时候，一方面

生产者的需要，另一方面剩余劳动剥削者的相对人数，最后，这种

收效很小的、为少数从事剥削的私有者进行的剩余劳动借以实现

的剩余产品，也都是微小的。

最后，就劳动地租来看，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假定其他一切

条件不变，直接生产者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自己的状况，使自己富

裕起来，并生产出一个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余额，或者，如果我们

愿意预先使用资本主义的表达方法，那就是他是否能够或在多大

程度上能够为自己提供一个利润，即超过他自己所生产的工资的

一个余额，这完全取决于剩余劳动或徭役劳动的相对量。在这里，

地租是剩余劳动的正常的、吞并一切的、可说是合法的形式，而远

不是超过利润的余额，也就是说，在这里远不是超过工资的任何别

的余额以上的余额；这样的一种利润，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不仅它

的大小，甚至它的存在，都取决于地租的大小，也就是说，取决于强

制地为土地所有者进行的剩余劳动的大小。

虽然直接生产者不是所有者，而只是占有者，并且他的全部剩

余劳动实际上依照法律都属于土地所有者，可是在这种关系下，负

有徭役义务的人或农奴竟能有财产和——相对地说——财富的独

立发展，有些历史学家对此表示惊异。但是，很清楚，在这种社会生

产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所借以建立的自然形成的不发

达的状态中，传统必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次，很清楚，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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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并且到处都一样，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那部分人的利益，总是

要把现状作为法律加以神圣化，并且要把习惯和传统对现状造成

的各种限制，用法律固定下来。撇开其他一切情况不说，只要现状

的基础即作为现状的基础的关系的不断再生产，随着时间的推移，

取得了有规则的和有秩序的形式，这种情况就会自然产生；并且，

这种规则和秩序本身，对任何要摆脱单纯的偶然性或任意性而取

得社会的固定性和独立性的生产方式来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要

素。这种规则和秩序，正好是一种生产方式的社会固定的形式，因

而是它相对地摆脱了单纯偶然性和单纯任意性的形式。在生产过

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的停滞状态中，一种生产方式所以

能取得这个形式，只是由于它本身的反复的再生产。如果一种生产

方式持续一个时期，那末，它就会作为习惯和传统固定下来，最后

被作为明文的法律加以神圣化。但是，因为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即

徭役劳动，是建立在一切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不发展，劳动方式本身

的原始性的基础上，所以和在发达的生产方式下特别是资本主义

生产下相比，它自然只会在直接生产者的总劳动中，取走一个小得

多的部分。例如，我们假定为地主进行的徭役劳动原来是每周两

天。这每周两天的徭役劳动因此会固定下来，成为一个不变量，而

由习惯法或成文法在法律上规定下来。但是直接生产者自己支配

的每周其余几天的生产效率，却是一个可变量。这个可变量必然随

着他的经验的增多而得到发展，正如他所知道的新的需要，他的产

品的市场的扩大，他对他这一部分劳动力的支配越来越有保证，都

会刺激他去提高自己劳动力的紧张程度；在这里，不要忘记，这种

劳动力的使用决不限于农业，也包括农村家庭工业。因此，这里已

经有了某种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要取决于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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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天生的种族性格等等。

Ⅲ．产 品 地 租

劳动地租转化为产品地租，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说，并没有改变

地租的本质。就我们这里考察的几种形式来说，地租的本质就在于

地租是剩余价值或剩余劳动的唯一的占统治地位的和正常的形

式。而这又表现为：地租是占有本人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条件的直

接生产者，必须对这个状态中无所不包的劳动条件即土地的所有

者提供的唯一的剩余劳动或唯一的剩余产品；另一方面，也只有土

地才作为别人所有的、和他相独立的、人格化为土地所有者的劳动

条件而出现在他面前。在产品地租是地租的占统治地位的和最发

达的形式的时候，它又总是或多或少伴随着前一种形式的残余，即

直接用劳动即徭役劳动来交付地租的形式的残余，而不管地主是

私人还是国家。产品地租的前提是直接生产者已有较高的文明状

态，从而他的劳动以及整个社会已处于较高的发展阶段。产品地租

和前一形式的区别在于，剩余劳动已不再在它的自然形态上，从而

也不再在地主或地主代表的直接监督和强制下进行。驱使直接生

产者的，已经是各种关系的力量，而不是直接的强制，是法律的规

定，而不是鞭子，他已经是自己负责来进行这种剩余劳动了。剩余

生产，是指直接生产者超过本人必不可少的需要而在实际上属于

他自己的生产场所之内即他自己耕种的土地之内进行的生产，而

不是象以前那样在自己耕种的土地之旁和之外的领主庄园中进行

的生产，这种剩余生产，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不言而喻的常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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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系中，直接生产者或多或少可以支配自己的全部劳动时间，

虽然这个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原来几乎是它的全部剩余部分）仍然

是无偿地属于土地所有者；只是后者现在已经不是直接在劳动时

间的自然形式上得到它，而是在它借以实现的产品的自然形式上

得到它。为土地所有者的劳动所造成的非常麻烦的、根据徭役劳动

的不同管理方式而程度不同地起着扰乱作用的中断（参看《资本

论》第１卷第８章第２节《工厂主和领主》），在产品地租以纯粹形

式出现的地方不再发生了，或者在某些徭役劳动仍然和产品地租

并存的地方，至少也压缩为一年中几次短暂的间歇。生产者为自己

的劳动和他为土地所有者的劳动，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已不再明显

分开。纯粹的产品地租虽然也可以残存在已经进一步发展的生产

方式和生产关系内，但它的前提仍然是自然经济，也就是说，经济

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

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此外，它还要以农村家庭

工业和农业相结合为前提；形成地租的剩余产品，是这个农工合一

的家庭劳动的产品，而不管这个产品地租是象中世纪常见的情况

那样，或多或少包括工业品在内，还是只以真正的土地产品来交

纳。在这个地租形式上，体现剩余劳动的产品地租，根本不需要把

农民家庭的全部剩余劳动吮吸殆尽。相反，和劳动地租相比，生产

者已经有了较大的活动余地，去获得时间来从事剩余劳动，这种劳

动的产品，同满足他的最必不可少的需要的劳动产品一样，归他自

己所有。这个形式也会使各个直接生产者的经济状况出现更大的

差别。至少，这样的可能性已经存在，并且，这些直接生产者获得再

去直接剥削别人劳动的手段的可能性也已经存在。但这不是我们

在这里要涉及到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这里研究的是产品地租的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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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形式。总的说来，我们在这里不可能深入研究使不同地租形式能

够结合和混杂在一起的无穷无尽的不同的组合。由于产品地租形

式必须同一定种类的产品和生产本身相联系，由于对这种形式来

说农业经济和家庭工业的结合是必不可少的，由于农民家庭不依

赖于市场和它以外那部分社会的生产运动和历史运动，而形成几

乎完全自给自足的生活，总之，由于一般自然经济的性质，所以，这

种形式完全适合于为静止的社会状态提供基础，如象我们在亚洲

看到的那样。在这里，和在以前的劳动地租形式上一样，地租是剩

余价值的正常形式，从而也是剩余劳动的正常形式，即直接生产者

无偿地，实际上也就是强制地——虽然对他的这种强制已经不是

旧的野蛮的形式——必须向他的最重要的劳动条件即土地的所有

者提供的全部剩余劳动的正常形式。利润（如果我们不适当地预先

把直接生产者的劳动超过必要劳动的余额中由他自己占有的部分

叫作利润）并不决定产品地租，倒不如说这种利润是在产品地租的

背后发生的，并且以产品地租的大小为自己的自然界限。产品地租

所达到的程度可以严重威胁劳动条件的再生产，生产资料本身的

再生产，使生产的扩大或多或少成为不可能，并且迫使直接生产者

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维持生存的生活资料。当这个形式为一个到

处进行征服的商业民族所发现、所利用时，例如英国人在印度所做

的那样，情况尤其是这样。

Ⅳ．货 币 地 租

在这里，我们把货币地租——它和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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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的产业地租或商业地租不同，后者只是超过平均利润的余

额——理解为单纯由产品地租的形式转化而产生的地租，就象产

品地租本身只是已经转化的劳动地租一样。在这里，直接生产者不

是把产品，而是把产品的价格付给他的土地所有者（不管是国家还

是私人）。因此，一个实物形式的产品余额已经不够；它必须由这个

实物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虽然直接生产者仍然要继续亲自生产

至少是他的生活资料的绝大部分，但是现在他的一部分产品必须

转化为商品，当作商品来生产。因此，整个生产方式的性质就或多

或少发生了变化。生产方式失去了它的独立性，失去了超然于社会

联系之外的性质。生产费用中现在或多或少的货币支出所占的比

率有了决定性的意义；无论如何，总产品中超过一方面必须重新用

作再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必须用作直接生活资料的部分而要转化

为货币的那部分余额，现在有了决定性的意义。但这种地租的基

础，虽然已日趋解体，还是和在产品地租（那是出发点）的场合一

样。直接生产者仍旧是继承的或其他传统的土地占有者，他必须向

他的这种最重要的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即地主，以转化为货币的剩

余产品的形式，提供剩余的强制劳动，也就是没有报酬、没有代价

的劳动。对那些和土地不同的劳动条件（农具和其他动产）的所有

权，在以前的各种形式中就已经首先在事实上，然后又在法律上，

转化为直接生产者的所有权；这一点对货币地租形式来说，更是先

决条件。最初只是偶然的，以后或多或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从产

品地租到货币地租的转化，要以商业、城市工业、一般商品生产、从

而货币流通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为前提。这种转化还要以产品有

一个市场价格，并或多或少接近自己的价值出售为前提，而在以前

的几种形式中，却不一定是这样。在欧洲东部，我们现在也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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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看到这种转化过程。没有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发

展，这种转化是不能实现的，这一点可以用以下事实来证明：罗马

帝国屡次试图实行这种转化都遭到了失败，在试图至少把实物地

租中作为国税存在的部分转化为货币地租以后，又恢复了实物地

租。又如在法国革命前，货币地租和以前各种地租形式的残余混杂

在一起，也表明了这种转变的困难。

但是，作为产品地租的转化形式并和它相对立的货币地租，是

我们以上所考察的那种地租——作为剩余价值和向生产条件的所

有者提供的无酬剩余劳动的正常形式的地租——的最后形式，同

时又是它的解体形式。纯粹形式的货币地租，和劳动地租、产品地

租一样，不代表超过利润的余额。从概念上说，它会吞并利润。只

要利润实际上是作为剩余劳动的一个特殊部分同地租一道产生

的，货币地租也和以前各种形式的地租一样，仍然是这种萌芽状态

的利润的正常限制。这个萌芽状态的利润，只有当那种体现为货币

地租的剩余劳动完成以后，出现利用自己的或别人的剩余劳动的

可能性时，才能发展起来。如果利润真正同这个地租一道产生，那

末，不是利润限制了地租，相反地，是地租限制了利润。但是，上面

已经讲过，货币地租同时就是以上考察的那种显然同剩余价值和

剩余劳动一致的地租，即作为剩余价值的正常形式和统治形式的

地租的解体形式。

货币地租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撇开一切中间形式，例如

撇开小农租佃者的形式不说——必然或者使土地变为自由的农民

财产，或者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式，导致资本主义租地农场

主所支付的地租。

在实行货币地租时，占有并耕种一部分土地的隶属农民和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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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有者之间的传统的合乎习惯法的关系，必然会转化为一种由

契约规定的，即按成文法的固定规则确定的纯粹的货币关系。因

此，从事耕作的土地占有者实际上变成了单纯的租佃者。这种转

化，一方面会在其他方面适合的一般生产关系下，被利用来逐渐剥

夺占有土地的旧式农民，而代之以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另一方

面，这种转化又使从前的占有者得以赎免交租的义务，转化为一个

对他所耕种的土地取得完全所有权的独立农民。此外，不仅在由实

物地租转化为货币地租的同时，必然形成一个无产的、为货币而受

人雇用的短工阶级，而且甚至在这种转化之前就形成这个阶级。在

这个新阶级刚刚产生，还只是偶然出现的时期，在那些境况较佳的

有交租义务的农民中间，必然有那种自己剥削农业雇佣工人的习

惯发展起来，正如早在封建时期，就有富裕的依附农自己又拥有依

附农一样。因此，他们积累一定的财产并且本人转化为未来资本家

的可能性也就逐渐发展起来。从这些旧式的、亲自劳动的土地占有

者中间，也就产生了培植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温床，他们的发

展，取决于农村以外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发展，如果象在十六世

纪的英国那样，由于发生了特别有利的情况，对他们起了促进作

用，例如，当时货币的不断贬值在历来的长期租约的条件下使土地

所有者蒙受损失，而使租地农场主发财致富，那末，租地农场主就

会特别迅速地发展起来。

此外，地租一旦取得货币地租的形式，同时交租农民和土地所

有者的关系一旦取得契约关系的形式，——这种转化一般只是在

世界市场、商业和工业已有一定的比较高的发展程度以后才有可

能，——也就必然出现租赁土地给资本家的现象。这些资本家一向

置身在农村范围之外，现在却把他们在城市中获得的资本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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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已经发展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即产品只是作为商品，并且只是

作为占有剩余价值的手段来生产的形式，带到农村和农业中来。这

个形式只有在那些在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时期支配着世界市场的国家，才能成为一般的常规。一旦资本主

义租地农场主出现在土地所有者和实际从事劳动的农民之间，一

切从农村旧的生产方式产生的关系就会解体。租地农场主成了这

种农业工人的实际支配者，成了他们的剩余劳动的实际剥削者，而

土地所有者现在只和这种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发生直接关系，而

且是单纯的货币关系和契约关系。因此，地租的性质也发生了变

化，并且这种变化不仅是事实上的、偶然的（这在以前各种形式内

已经部分地发生过），而且是正常的，是在它的公认的占统治地位

的形式上发生的。它已经由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的正常形式，下降

为这个剩余劳动超过从事剥削的资本家以利润形式占有的部分而

形成的余额，并且全部剩余劳动，即利润和超过利润的余额，现在

都直接由他榨取，以总剩余产品的形式由他取得，并转化为货币。

现在，他交给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只是他用他的资本直接剥削农业

工人而榨取的这个剩余价值的一个超额部分。他平均要交给土地

所有者多少，这种界限是由资本在非农业生产部门提供的平均利

润和由它调节的非农业的生产价格决定的。因此，现在地租就由剩

余价值和剩余劳动的正常形式，变为这个特殊生产部门即农业生

产部门所特有的、超过资本所要求取得的应优先归它所有并且通

常也归它所有的那部分剩余劳动而形成的余额。现在，剩余价值的

正常形式已经不是地租，而是利润，地租已经不是一般剩余价值在

特殊情况下独立化的形式，而只是剩余价值的一个分枝即超额利

润在特殊情况下独立化的形式。至于生产方式本身的逐渐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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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样和这种变化相适应的，则不必深入研究了。这一点从下述事

实已经可以得到说明：对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来说，土地产品作为

商品来生产已经成了正常现象；以前只有超过他的生活资料的余

额才转化为商品，而现在这种商品相对说来只有一个微不足道的

部分直接转化为他的生活资料。现在，已经不是土地使农业劳动直

接从属于自己和自己的生产率，而是资本使农业劳动直接从属于

自己和自己的生产率。

平均利润和由它调节的生产价格，是在农村关系之外，在城市

商业和工业的范围内形成的。有交租义务的农民的利润，不会进入

利润平均化的过程，因为他和土地所有者的关系，不是资本主义的

关系。当他赚到利润，也就是说，当他靠自己的劳动，或靠剥削别人

的劳动，而实现一个超过本人必要生活资料的余额时，这件事是在

正常的关系背后发生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个利润的量

并不决定地租，相反地，它本身是由作为它的界限的地租决定的。

中世纪的高利润率，不只是由于资本的构成很低，即其中投在工

资上的可变要素占优势造成的。这种高利润率是由于在农村中盛

行的欺诈，由于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及其隶属农民的收入的一部分

被人占有造成的。如果在中世纪，在封建制度没有象意大利那样

被例外的城市发展破坏的地方，到处都是农村在政治上剥削城市，

那末，无论什么地方都没有例外地是城市通过它的垄断价格，它

的赋税制度，它的行会，它的直接的商业诈骗和它的高利贷在经

济上剥削农村。

人们也许会认为，只是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在农业生产上的

出现就足以证明，从来就要在这个形式或那个形式上用来支付地

租的土地产品的价格，至少在租地农场主在农业生产上出现时，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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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高于工业的生产价格，而无论这是因为土地产品的价格已经达

到垄断价格的水平，还是已经上涨到土地产品价值的程度，而它

的价值实际上高于由平均利润调节的生产价格。因为，如果不是这

样，那末，按土地产品的现有价格，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就不可能

首先由这些产品的价格来实现平均利润，然后由同一个价格，以地

租形式再来支付一个超过这个利润的余额。人们也许会由此得出

结论说：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在同土地所有者订立租约时所遵循

的一般利润率，是在不把地租包括在内的情况下形成的，所以，只

要一般利润率在农业生产上开始起调节作用，就会发现这个余额，

并把它支付给土地所有者。例如，洛贝尔图斯先生就是按照这个传

统的方法来说明问题的２０７。但是，

第一：资本在农业上作为一种独立的和主导的力量，并不是一

下子普遍出现的，而是逐渐在各个特殊生产部门内出现的。它首

先占领的不是真正的农业，而是畜牧业特别是牧羊业之类的生产

部门。牧羊业的主要产品羊毛，在工业兴盛时最初经常会提供一

个市场价格超过生产价格的余额，只是到后来才归于平衡。例如，

十六世纪英国的情况就是这样。

第二：因为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最初只是偶然出现，所以，不可

能提出任何论据来反对下述假定：资本主义生产首先只控制那种

由于自己的特殊的肥力或特别有利的位置，一般说来能够提供级

差地租的土地。

第三：即使假定，在这种生产方式（事实上，它以城市需求比重

的增加为前提）出现时，土地产品的价格高于生产价格，例如，十七

世纪最后三十多年英国的情况毫无疑问就是这样，那末，只要这种

生产方式从农业简单包括在资本之下的状况稍有发展，并且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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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必然会同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结合在一起的农业的改良和生

产费用的降低一旦发生，土地产品价格高于生产价格的情况，就会

由于反作用，即土地产品价格的下降而趋于平衡，例如，十八世纪

上半叶英国的情况就是这样。

因此，用这个传统的方法，是不能说明作为超过平均利润的余

额的地租的。不论地租最初是出现在怎样的历史情况下，它一旦扎

下根来，就只能在前面已经阐述过的现代条件下发生。

最后，关于产品地租到货币地租的转化，还应该指出：资本化

的地租即土地价格，从而土地让渡的可能性和土地的让渡，会随着

这种转化而变为重要的要素，因此，不仅从前有交租义务的人能够

转化成独立的农民这样的所有者，并且城市的以及其他地方的货

币所有者也能购买土地，以便把土地租给农民或资本家，而享有

地租即他这样投入的资本的利息；因此，这种情形也会促使以前

的剥削方式，所有者和实际耕作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地租本身发

生变革。

Ⅴ．分成制和农民的小块土地所有制

在这里，我们就要结束我们对地租的一系列研究。

在劳动地租、产品地租、货币地租（只是产品地租的转化形式）

这一切地租形式上，支付地租的人都被假定是土地的实际耕作者

和占有者，他们的无酬剩余劳动直接落入土地所有者手里。甚至

在最后一个形式即货币地租上，——只要它是纯粹的，也就是说，

只是产品地租的转化形式，——这种情况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实

４０９ 第六篇 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



际上也是如此。

分成制可以看成是由地租的原始形式到资本主义地租的过渡

形式，在这种形式下，经营者（租地农民）除了提供劳动（自己的或

别人的劳动），还提供经营资本的一部分，土地所有者除了提供土

地，还提供经营资本的另一部分（例如牲畜），产品则按一定的、各

国不同的比例，在租地人和土地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在这里，从

一方面说，租地农民没有足够的资本去实行完全的资本主义经营。

从另一方面说，土地所有者在这里所得到的部分并不具有纯粹的

地租形式。它可能实际上包含他所预付的资本的利息和一个超额

地租。它也可能实际上吞并了租地农民的全部剩余劳动，或者从这

个剩余劳动中留给租地农民一个或大或小的部分。但重要的是，地

租在这里已不再表现为一般剩余价值的正常形式。一方面，只使用

本人劳动或者也使用别人劳动的租地人，不是作为劳动者，而是作

为一部分劳动工具的所有者，作为他自己的资本家，要求产品的一

部分。另一方面，土地所有者也不只是根据他对土地的所有权，并

且作为资本的贷放者，要求得到自己的一份（４４ａ）。

古代土地公有制的残余，在过渡到独立的农民经济以后，还在

例如波兰和罗马尼亚保留下来。这种残余在那些地方成了实现向

比较低级的地租形式过渡的借口。土地一部分属于单个农民，由

他们独立耕种。另一部分则共同耕种，形成剩余产品，它部分地用

于公社的开支，部分地作为歉收时动用的储备等等。剩余产品的

最后这两部分，以及最终全部剩余产品连同生长这个剩余产品的

土地，都逐渐为国家官吏和私人所掠夺；原来的自由农民，有义务

（４４ａ） 参看毕莱、托克维尔、西斯蒙第。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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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耕种这种土地的土地所有者，这样就变为有义务从事徭役或

交纳产品地租的人，而公有地的掠夺者则变为不仅是被掠夺的公

有地的所有者，并且也是农民自有土地的所有者。

我们用不着在这里深入研究真正的奴隶经济（它也要经过各

个阶段，从主要为自身需要而从事经营的家长制，一直到为世界市

场而从事经营的真正种植园制度），也用不着深入研究土地所有者

自己花钱耕种，占有一切生产工具，并剥削不自由的或自由的、付

给实物或货币报酬的雇农的劳动的大地主经济。在这里，土地的所

有者，和生产工具的所有者，从而和包括在这种生产要素里的劳动

者的直接剥削者，是合而为一的。地租和利润也是合而为一的，剩

余价值的不同形式的分离是不存在的。在这里体现为剩余产品的

劳动者的全部剩余劳动，都直接被全部生产工具（其中包括土地，

在原始奴隶制度形式下也包括直接生产者本身）的所有者所榨取。

在资本主义观念占统治地位的地方，例如在美国的种植园，这全部

剩余价值被看成是利润；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还不存在，同

它适应的观念也还没有从资本主义国家传入的地方，这全部剩余

价值就表现为地租。无论如何，这个形式都不会引起什么困难。土

地所有者的收入（不论把它叫什么），即他所占有的可供支配的剩

余产品，在这里是全部无酬剩余劳动被直接占有的正常的和主要

的形式，而土地所有权就是这种占有的基础。

还有小块土地所有制。在这里，农民同时就是他的土地的自由

所有者，土地则是他的主要生产工具，是他的劳动和他的资本的不

可缺少的活动场所。在这个形式下，不支付任何租金；因而，地租也

不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一个单独的形式，尽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一般已经发展的国家，同其他生产部门比较，它也会表现为超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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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不过这种超额利润，和劳动的全部收益一样，为农民所得。

土地所有权的这个形式的前提是：正如在上述各种更古老的

土地所有权形式下一样，和城市人口相比，农村人口在数量上还占

有巨大优势，因此，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已取得统治地位，

但相对地说还不大发展，从而在其他生产部门内，资本的积聚也是

在狭小界限内进行的，资本的分散仍占优势。实际上，农产品的绝

大部分，在这里必须作为直接的生活资料，由它的生产者即农民本

人消费，并且只有除此以外的余额，才作为商品进入同城市的贸

易。在这里，土地产品的平均市场价格不管是怎样决定的，级差地

租，即质量较好的土地或位置较好的土地所享有的商品价格的余

额部分，在这里显然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一样，必然是存在

的。即使这个形式是出现在一般市场价格根本还没有发展的社会

状态内，这个级差地租也还是存在；这时，它表现为超额的剩余产

品。不过它是流入了那些在比较有利的自然条件下实现自己劳动

的农民的口袋。正是在这种形式下，土地价格也会作为一个要素，

加入农民的实际生产费用，因为随着这个形式的进一步发展，在分

配遗产的时候，土地会作为一定的货币价值来接受，或者，因为

在全部财产或其构成部分的不断变动中，土地会由耕种者自己购

买，所需的钱则大部分用抵押的方法得到；因此，在这里，土地价格

这个无非是资本化的地租就成了一个作为前提的要素，从而地租

也就好象同土地的肥力和位置上的任何差别无关而独立存在

着，——但正是在这里，一般说来，我们要假定绝对地租不存在，就

是说最坏土地不支付地租；因为，绝对地租的先决条件或者是产品

价值超过它的生产价格以上的已经实现了的余额，或者是超过产

品价值的垄断价格。但因为在这里，农业的经营大部分是为了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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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生活的目的，土地对大多数人口来说是他们的劳动和资本的不

可缺少的活动场所，所以，产品的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只有在

特殊情况下，才会达到它的价值；但是，由于活劳动的要素占优势，

这个价值照例高于生产价格，虽然价值超过生产价格的这个余额，

也会因盛行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国家中非农业资本的构成很低而受

到限制。对那些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来说，一方面，虽然他是小资

本家，资本的平均利润却不会表现为经营的界限；另一方面，虽然

他是土地所有者，地租的必要性也不会表现为经营的界限。对他作

为小资本家来说，只有他在扣除实际的成本之后，付给自己的工资

才是绝对的界限。只要产品的价格足以补偿他的这个工资，他就会

耕种他的土地；并且直到工资下降到身体的最低限度，他往往也这

样做。至于他作为土地所有者，那末，对他来说，土地所有权的限制

已经消除；土地所有权的限制只有和同它分离的资本（包括劳动）

相对立，才会表现出来，因为它阻碍资本的投入。当然，土地价格的

利息（通常还要付给一个第三者，即抵押债权人）也是一种限制。但

这个利息可以由资本主义关系下将会形成利润的那一部分剩余劳

动来支付。所以，在土地价格中和在为土地价格而支付的利息中

提前支付的地租，只能是超过农民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劳动以上的

已经资本化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不过这个剩余劳动不会实现为

商品价值的一个与全部平均利润相等的部分，更不会实现为超过

这个实现为平均利润的剩余劳动的一个余额，即超额利润。地租

可以是从平均利润中的扣除额，甚至可以是平均利润中唯一实现

的部分。要使这种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能够耕种他的土地，或购

买耕种的土地，不必要象在正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那样，使土

地产品的市场价格提高到向他提供平均利润的程度，更不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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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提供一个固定在地租形式上的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的程度。所

以，没有必要使市场价格提高到同他的产品的价值或生产价格相

等的水平。这就是小块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谷物价格

所以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的原因之一。在最不利的条件

下劳动的农民，他们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白白地送给了社会，它

既不参与生产价格的调节，也不参与一般价值的形成。因此，这

种较低的价格是生产者贫穷的结果，而决不是他们的劳动生产率

的结果。

自耕农的这种自由小块土地所有制形式，作为占统治地位的

正常形式，一方面，在古典古代的极盛时期，形成社会的经济基础，

另一方面，在现代各国，我们又发现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解体所产

生的各种形式之一。英国的自耕农，瑞典的农民等级，法国和德国

西部的农民，都属于这一类。在这里，我们没有谈到殖民地，因为那

里的独立农民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自耕农的自由所有权，对小生产来说，也就是对下述生产方式

来说，显然是土地所有权的最正常的形式，——在这种生产方式

中，土地的占有是劳动者对本人的劳动产品拥有所有权的一个条

件；在这种生产方式中，耕者不管是一个自由的土地所有者，还

是一个隶属农民，总是独立地作为孤立的劳动者，同他的家人一

起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土地的所有权是这种生产方式充分发展

的必要条件，正如工具的所有权是手工业生产自由发展的必要条

件一样。在这里，土地的所有权是个人独立发展的基础。它也是

农业本身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这种土地所有权灭亡的原

因表明了它的限度。这些原因就是：它的正常的补充物即农村家

庭工业，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处在这种耕作下的土地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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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逐渐贫瘠和枯竭；公有地（这在一切地方都是小块土地所有制

的第二个补充物，并且只是因为有了公有地，小块土地所有制才

有可能饲养牲畜）已经为大土地所有者所霸占；种植园经济或资

本主义经营的大农业加入了竞争。农业上的各种改良一方面降低

了土地产品的价格，另一方面要求较大的投资和更多的物质生产

条件，这些也促进了上述土地所有权的灭亡，例如十八世纪上半叶

的英国，情况就是这样。

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

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

断扩大的应用。

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没落。资本在

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

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

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

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４５）

小农业在它和自由的土地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地方所特有的

弊病之一，就是由于耕者必须投资购买土地而产生的。（这同样适

用于这样一种过渡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大土地所有者首先投资

购买土地，然后作为自己的租地农场主来从事经营。）由于土地作

为单纯商品在这里取得的可以变动的性质，财产的变动也就增加

了（４６），因此，对每个新的一代来说，在每次分配遗产时，从农民的

观点看来，土地都要重新作为投资出现，也就是说，成为他所购买

的土地。因此，土地价格在这里也就在各项非生产费用中，或在单

（４５） 见图克引用的法国国王的演说。２２３

（４６）见穆尼哀和律比匈。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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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生产者的产品成本价格中构成一个特别重要的要素。

土地价格不外是资本化的因而是提前支付的地租。如果农业

是按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的，土地所有者只得到地租，租地农场主

对土地除了支付这个年租外，不再支付别的什么，那末，很清楚，土

地所有者自己为了购买土地而投入的资本，对他来说，虽然也是生

息的投资，但与投在农业本身上的资本毫无关系。它既不是在农业

上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的一部分，也不是在农业上执行职能的流

动资本的一部分（４７）；它不过为买者提供索取年租的权利，但是和

这个地租的生产绝对无关。土地的买者把这个资本正好是付给出

卖土地的人，于是卖者就放弃他对土地的所有权。因此，这个资本

不再作为买者的资本存在；它已不再为他所有；所以，这个资本已

经不属于他能以某种方式投在土地本身上的资本。无论他是用高

价或低价购买土地，或者白白得到土地，都不会改变租地农场主投

在农业经营上的资本，也不会改变地租，而只会发生这样的影响：

对他来说，这个地租是表现为利息还是不表现为利息，或者是表现

为较高的利息还是表现为较低的利息。

例如，拿奴隶经济来说。在这里，为购买奴隶而支付的价格，

不过是提前支付的、资本化的、将从奴隶身上榨出的剩余价值或利

润。但是购买奴隶付出的资本，不属于用来从奴隶身上榨出利润

（４７） 马伦博士先生（《粗放经营还是集约经营？》｛马克思没有引用关于这本小册

子的其他材料｝）是从他所反驳的那些人的错误假定出发的。他认为，用于购买土地的

资本是一种“创业资本”，然后在创业资本和经营资本的定义上，也就是，在固定资本和

流动资本的定义上进行争辩。他关于一般资本的非常幼稚的观念（鉴于德国“国民经济

学”的状况，这对一个非经济学家来说，是可以原谅的），使他无法知道，这个资本既不

是创业资本，也不是经营资本，正如某人在证券交易所中投下的用来购买股票或国债

券的资本，对这个人来说，代表一种投资，但并不是“投”在任何生产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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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剩余劳动的资本。恰好相反。这是奴隶主已经放弃的资本，是

他可用在现实生产上的资本中的扣除额。对他来说，这已经不复

存在了，正如用于购买土地的资本对农业来说已经不复存在一样。

最好的证明是：这个资本要在奴隶主或地主再把奴隶或土地卖掉

的时候，才会重新出现在他们手里。不过，这时对买者来说，同

样的情况将会出现。他已经购买奴隶的事实，还不能使他立即剥

削奴隶。他只有进一步投资到奴隶经济本身中去才能达到这个目

的。

同一个资本不会二重地存在，既在土地卖者手中，又在土地买

者手中。它从买者手里转移到卖者手里，事情就此完结。买者现

在没有资本，而有了一块土地。这个新的土地所有者，会把由这

块土地上的实际投资所生出的地租，算作他不是投在土地上，而

是为取得土地所付出的资本的利息，这一情况丝毫也不会影响土

地这个因素的经济性质，正如某人曾经为购买利息率为百分之三

的统一公债而付出１０００镑这一情况，和那个用其收入来支付国债

利息的资本完全无关一样。

事实上，购买土地的货币，和购买国债券的货币完全一样，只

就它本身来说是资本，正如每一个价值额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基础上就它本身来说都是资本，是可能的资本一样。为土地而支

付的东西，和为国债券而支付的东西，为所购买的其他商品而支付

的东西一样，是一个货币额。这个货币额就它本身来说是资本，因

为它可以转化为资本。卖者得到的货币是否实际转化为资本，取

决于他对货币的使用。对买者来说，这个货币和他已经最终支出

的任何其他货币一样，再也不能作为资本执行职能了。按照他的

计算，这个货币是作为生息资本执行职能的，因为他把他在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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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国债利息形式上的收入，算作他为购买这种收入的索取权而花

费的货币的利息。只有通过再卖掉，他才能把这个货币当作资本

来实现。但这时，又有另一个新的买者处在和他过去一样的情况

中，这样支出的货币，不管怎样转手，对支出者来说，都不能转化为

现实的资本。

在小土地所有制的情况下，有一种错觉更要顽固得多：似乎土

地本身具有价值，所以完全和机器或原料一样作为资本加入产品

的生产价格。但我们已经看到，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地租，从而资本

化的地租即土地价格，才能作为决定的因素加入土地产品的价格。

第一种情况是，由于农业资本（这个资本和购买土地的资本毫无共

同之处）的构成，土地产品的价值高于它的生产价格，市场情况又

使土地所有者能够实现这个差额。第二种情况是存在垄断价格。这

两种情况，在小块地经营和小土地所有制的场合，都很少发生，因

为正是在这里，生产的很大部分都是为满足本身的需要，和一般利

润率的调节作用无关。甚至在这种小块地经济是在租地上进行的

地方，租金比在其他任何情况下都在更大的程度上包括利润的一

部分，甚至包括工资的克扣部分；在这种场合，它只是名义上的地

租，不是那种同工资和利润相对立的作为独立范畴的地租。

因此，为购买土地而支出货币资本，并不是投入农业资本。这

其实是相应地减少了小农在他们的生产领域本身中可以支配的资

本。这相应地减少了他们的生产资料的数量，从而缩小了再生产的

经济基础。这使小农遭受高利贷的盘剥，因为在这个领域内，真正

的信用一般说来是比较少的。即使购买的是大田庄，这种支出也是

农业的一个障碍。这种支出实际上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矛盾的，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土地所有者是否负债，整个说来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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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无论他的土地是继承来的，还是购买来的，反正都一样。他

究竟是自己收下地租，还是必须再把它付给一个抵押债权人，这不

会在租地农场本身的经营上引起任何变化。

我们已经知道，在地租已定时，土地价格是由利息率调节的。

如果利息率低，土地价格就高；反过来也是一样。所以，在正常

情况下，高的土地价格必然和低的利息率相并行，如果农民由于

利息率低而按高价对土地支付，那末同一个低利息率，也必然保

证他以有利的条件通过信用取得经营资本。但在小块土地所有制

占统治地位的地方，情况实际上不是这样。第一，信用的一般规律

并不适用于农民，因为这个规律要以生产者是资本家为前提。第

二，在小块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在这里不谈殖民地——和

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是国民的主体的地方，资本的形成，也就是

说，社会的再生产，相对地说是微弱的，而前面已经说明过的意义

上的借贷货币资本的形成，则更加微弱。这要以积聚和一个富有的

有闲资本家阶级的存在作为前提（马西２２５）。第三，在这里，土地所

有权是绝大部分生产者的生活条件，是他们的资本的不可缺少的

投资场所，所以，土地价格上涨是由于土地所有权的需求超过供

给，而和利息率无关，并且往往和利息率一起上涨。在这里土地按

小块出售的价格比在大块出售的场合要高得多，因为在这里，小块

土地的买者的人数是多的，大块土地的买者的人数是少的（黑

帮２２６，律比匈
２２７
，纽曼

２２８
）。由于这一切原因，在这里土地价格也会

在利息率相对高的情况下上涨。同农民在这里把资本投在购买土

地上而取得的相对低微的利息（穆尼哀２２９）相适应的，是在相反的

方面，对抵押债权人支付高昂的高利贷利息率。爱尔兰制度的情况

也是这样，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４１９ 第六篇 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



因此，土地价格这个和生产本身无关的要素，在这里可以提高

到使生产不能进行的程度（东巴尔）。

土地价格起这样一种作用，土地的买卖即土地作为商品的流

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这些实际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

结果，因为在这里，商品已经成为一切产品和一切生产工具的一

般形式。另一方面，这些现象却又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

展还很有限，还没有显现出它的全部特性的地方才会发生；因为

这些现象正好是以下述事实为基础：农业不再属于或尚未属于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属于一种由已经消亡的社会形态遗留下来

的生产方式。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缺点，以及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下生产者对于自己产品的货币价格的依赖性，在这里和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不充分所产生的缺点是一回事。农民变成

了商人和产业家，但没有具备那些让他能够把自己的产品作为商

品来进行生产的条件。

土地价格对生产者来说是成本价格的要素，但对产品来说不

是生产价格的要素（即使地租会参加决定土地产品的价格，预付

二十年或更多年数的资本化的地租，却无论如何不会参加决定土

地产品的价格）。这种冲突，不过是土地私有权同合理的农业、同

土地正常的社会利用之间的矛盾所表现的形式之一。但是另一方

面，土地私有权，从而对直接生产者的土地的剥夺——一些人拥有

土地私有权，意味着另一些人丧失土地所有权——又是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的基础。

在这里，对小农业来说，土地价格（土地私有权的形式和结果）

本身表现为对生产的限制。对大农业和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

础的大地产来说，这种所有权也是一种限制，因为它会限制租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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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主的、最终不是对他自己有利而是对土地所有者有利的生产投

资。在这两个形式上，对地力的剥削和滥用（撇开这种剥削不是取

决于社会发展已经达到的程度，而是取决于生产者个人的偶然的

不同的境况这一点不说）代替了对土地这个人类世世代代共同的

永久的财产，即他们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所进行的

自觉的合理的经营。在小所有制的场合，这是由于缺乏应用社会

劳动生产力的手段和科学。在大所有制的场合，却是由于这些手

段被用来尽快地增加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的财富。在这两个

场合，都是由于对市场价格的依赖。

一切对小土地所有制的批判，最后都归结为对私有权这个农

业的限制和障碍的批判。一切对大土地所有制的相反的批判也是

这样。当然，在这两个场合，都把次要的政治考虑撇开不说。一

切土地私有权对农业生产和对土地本身的合理经营、维护和改良

所设置的这种限制和障碍，在这两个场合，只是按不同的形式发

展罢了，而人们在争论有关弊病的这些特殊形式时，却忘记了弊

病的基本原因。

小土地所有制的前提是：人口的最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占统治

地位的，不是社会劳动，而是孤立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再生产及其

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多样化和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也不

可能具有合理耕作的条件。另一方面，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

少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在他们的对面，则造成不断增长的拥

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

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

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

而远及国外（李比希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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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小土地所有制创造出了一个未开化的阶级，它半处于

社会之外，并且兼有原始社会形态的一切粗野性以及文明国家的

一切痛苦和穷困，那末，大土地所有制就在劳动力的天然能力躲藏

的最后领域，在劳动力作为更新民族生活力的后备力量贮存起来

的最后领域，即在农村本身中，破坏了劳动力。大工业和按工业方

式经营的大农业一起发生作用。如果说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

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

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那末，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二者会携手并

进，因为农村的产业制度也使劳动者精力衰竭，而工业和商业则为

农业提供各种手段，使土地日益贫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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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篇

各种收入及其源泉

第四十八章

三位一体的公式

Ⅰ（４８）

资本—利润（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

资，这就是把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切秘密都包括在内的三位一体的

公式。

其次，因为正如以前已经指出的那样①，利息表现为资本所固

有的、独特的产物，与此相反，企业主收入则表现为不以资本为转

移的工资，所以，上述三位一体的公式可以更确切地归结为：

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在这个公式中，利润，

（４８） 以下三个片断，分散在第６篇的手稿的不同地方。——弗·恩·

９１９

① 见本卷第２３章。——编者注



这个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征的剩余价值形式，就幸运地被排

除了。

如果我们现在更仔细地考察一下这个经济上的三位一体，我

们就会发现：

第一，每年可供支配的财富的各种所谓源泉，属于完全不同的

领域，彼此之间毫无共同之处。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就象公证人

的手续费、甜菜和音乐之间的关系一样。

资本，土地，劳动！但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

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

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

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

就象金和银本身不是货币一样。社会某一部分人所垄断的生产资

料，同活劳动力相对立而独立化的这种劳动力的产品和活动条件，

通过这种对立在资本上被人格化了。不仅工人的已经转化为独立

权力的产品（这种产品已成为它们的生产者的统治者和购买者），

而且这种劳动的社会力量及未来的……｛？这里字迹不清｝形式①，

也作为生产者的产品的属性而与生产者相对立。因此，在这里，关

于历史地形成的社会生产过程的因素之一，我们有了一个确定的、

乍一看来极为神秘的社会形式。

现在，与此并列，又有土地，这个无机的自然界本身，这个

完全处在原始状态中的“粗糙的混沌一团的天然物”２３１。价值是

劳动，因此，剩余价值不可能是土地创造的。土地的绝对肥力所

起的作用，不过是使一定量的劳动提供一定的、受土地的自然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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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所制约的产品。土地肥力的差别所造成的结果是，同量劳动和

资本，也就是同一价值，体现在不等量的土地产品上；因此，这

些产品具有不同的个别价值。这些个别价值平均化为市场价值，

促使  

“肥沃土地同较坏的土地相比所提供的利益……从耕种者或消费者手里转移

到土地所有者手里”。（李嘉图《原理》第６２页）

最后，作为其中的第三个同盟者２３２的，只是一个幽灵——劳

动，这只是一个抽象，就它本身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或者，如果

我们就……｛这里字迹不清｝来说①，只是指人用来实现人和自然

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人类生产活动，它不仅已经摆脱一切社会

形式和性质规定，而且甚至在它的单纯的自然存在上，不以社会为

转移，超乎一切社会之上，并且作为生命的表现和证实，是还没有

社会化的人和已经有某种社会规定的人所共同具有的。

Ⅱ

资本—利息；土地所有权（即对土地的私有权，而且是现代的、

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土地私有权）—地租；雇佣劳动—工

资。这样，这个公式应该包括各种收入源泉之间的联系。象资本一

样，雇佣劳动和土地所有权也是历史规定的社会形式；一个是劳动

的社会形式，另一个是被垄断的土地的社会形式。而且二者都是与

资本相适应的、属于同一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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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公式中第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是：在资本旁边，在一个

生产要素的这个属于一定生产方式、属于社会生产过程一定历史

形态的形式旁边，在一个与一定社会形式融合在一起、并且表现在

这个社会形式上的生产要素旁边，直接地一方面排上土地，另一方

面排上劳动，即排上现实劳动过程的两个要素，而这二者在这种物

质形式上，是一切生产方式共同具有的，是每一个生产过程的物质

要素，而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无关。

第二，在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个公式中，资

本、土地和劳动，分别表现为利息（代替利润）、地租和工资的源泉，

而利息、地租和工资则是它们各自的产物，它们的果实。前者是根

据，后者是归结；前者是原因，后者是结果；而且每一个源泉都把它

的产物当作是从它分离出来的、生产出来的东西。这三种收入，和

息（代替利润）、地租、工资，就是产品价值的三个部分，总之，就是

价值部分，甩货币来表示，就是一定的货币部分，价格部分。虽然资

本—利息这个公式是资本的最无概念的公式，但终究是资本的一

个公式。但土地怎么会创造一个价值，即一个社会规定的劳动量，

而且恰恰又是它自己的产品中形成地租的那个特殊价值部分呢？

在生产一种使用价值、一种物质产品例如小麦时，土地是起着生产

因素的作用的。但它和小麦价值的生产无关。就小麦上体现着价

值来说，小麦只是被看作一定量的物化社会劳动，和这种劳动借以

体现的特殊物质或这种物质的特殊使用价值完全无关。这同下述

情况并不矛盾：１．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小麦的贵贱取决于土地的生

产率。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是和自然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并且由于自

然条件的生产率不同，同量劳动会体现为较多或较少的产品或使

用价值。体现在一舍费耳中的劳动量究竟有多大，取决于同量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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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的舍费耳的数量。在这里，价值体现为多少产品，取决于土

地的生产率；但这个价值却是已定的，同这种分配无关。价值体现

在使用价值中，而使用价值又是创造价值的一个条件；但是，如果

一方面摆上一个使用价值，即土地，另一方面摆上一个价值，而且

是一个特殊的价值部分，由此形成一种对立，那就是愚蠢的做法。

２．｛手稿至此中断。｝

Ⅲ

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

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教条式地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

护。因此，毫不奇怪，庸俗经济学对于各种经济关系的异化的表现

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各种经济关系乍一看来都是荒谬的，完全

矛盾的；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

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感到很自在，而且各种经济关系的内

部联系越是隐蔽，这些关系对庸俗经济学来说就越显得是不言自

明的（虽然对普通人来说，这些关系是很熟悉的）。因此，庸俗经济

学丝毫没有想到，它作为出发点的这个三位一体：土地—地租，资

本—利息，劳动—工资或劳动价格，是三个显然不可能综合在一起

的部分。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没有价值的使用价值土地和交换价值

地租：于是，一种当作物来理解的社会关系，竟被安置在一种和自

然的比例关系上；也就是说，让两个不能通约的量互相保持一定比

例。然后是资本—利息。如果资本被理解为一定的、独立地表现在

货币上的价值额，那末，说一个价值是比它的所值更大的价值，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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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无稽之谈。正是在资本—利息这个形式上，一切媒介都已经消

失，资本归结为它的最一般的、但因此也就无法从它本身得到说明

的、荒谬的公式。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庸俗经济学家宁愿用资本—

利息这个公式，而不用资本—利润这个公式，因为前一个公式具有

一种神秘性质，即一个价值和它自身并不相等；而后一个公式却和

现实的资本关系较为接近。不过，由于庸俗经济学家不安地感到，

４不是５，因而１００塔勒不可能是１１０塔勒，所以他又抛开作为价

值的资本，而求助于资本的物质实体，求助于资本作为劳动生产条

件的使用价值，如机器、原料等等。这样一来，为了代替前一个无法

理解的４＝５的关系，就又重新搬出一个完全不能通约的关系，即

一方是使用价值，是物，另一方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是剩余价

值；就象在土地所有权的场合见到的情形一样。对庸俗经济学家来

说，只要他达到了这种不能通约的关系，一切就都清楚了，他就不

感到还有进一步深思的必要了。因为，他正好达到了资产阶级观念

上的“合理”了。最后，劳动—工资，劳动的价格，象我们在第一卷中

所证明过的那样，这种说法显然是和价值的概念相矛盾的，也是和

价格的概念相矛盾的，因为一般说来，价格只是价值的一定表

现；２３３而“劳动的价格”是和“黄色的对数”一样不合理的。但在这

里，庸俗经济学家才感到真正的满足，因为他现在终于达到了资产

者的深刻见解，即认为他为劳动支付货币；还因为，正好是这个公

式和价值概念的矛盾，使他免除了理解价值的义务。

我们（４９）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般社会生产过程的

（４９） 按照手稿，这才是第４８章的开始。——［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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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历史规定的形式。而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

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历史上经济上独特的生产关系中进

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

产着这个过程的承担者、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和他们的互相关系

即他们的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式的过程。因为，这种生产的承担者对

自然的关系以及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他们借以进行生产的各种

关系的总和，就是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来看的社会。资本主义生产

过程象它以前的所有生产过程一样，也是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进

行的，但是，这些物质条件同时也是个人在他们的生命的再生产过

程中所处的一定的社会关系的承担者。这些物质条件，和这些社会

关系一样，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前提，另一方面又是资本

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和创造物；它们是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生产

和再生产的。我们还看到，资本——而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

他在生产过程中只是作为资本的承担者执行职能——会在与它相

适应的社会生产过程中，从直接生产者即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

剩余劳动，这种剩余劳动是资本未付等价物而得到的，并且按它的

本质来说，总是强制劳动，尽管它看起来非常象是自由协商同意的

结果。这种剩余劳动体现为剩余价值，而这个剩余价值存在于剩余

产品中。一般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必须始终

存在。只不过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象在奴隶制度等等下一样，具

有对抗的形式，并且是以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完全游手好闲作为补

充。为了对偶然事故提供保险，为了保证必要的、同需要的发展以

及人口的增长相适应的累进的扩大再生产（从资本主义观点来说

叫作积累），就需要一定量的剩余劳动。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

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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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

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因此，资本一方面会导致这样一个阶

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

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

象将会消灭；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

手段和萌芽，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内，使这种剩余劳

动能够同一般物质劳动所占用的时间的较显著的缩短结合在一

起。因为，按照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情况，剩余劳动可以在一个

小的总工作日中显得大，也可以在一个大的总工作日中相对地显

得小。如果必要劳动时间＝３，剩余劳动＝３，总工作日就＝６，剩余

劳动率就＝１００％。如果必要劳动＝９，剩余劳动＝３，总工作日就＝

１２，剩余劳动率就只＝３３１
３％。由此可见，在一定时间内，从而在

一定的剩余劳动时间内，究竟能生产多少使用价值，取决于劳动生

产率。也就是说，社会的现实财富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不断扩大的可

能性，并不是取决于剩余劳动时间的长短，而是取决于剩余劳动的

生产率和这种剩余劳动借以完成的优劣程度不等的生产条件。事

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

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

域的彼岸。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

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

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

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

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

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

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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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

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

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

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

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

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个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如果我们

把分配上的偶然变动撇开不说，只考察分配的调节规律，分配的正

常界限——是作为一份份的股息，按照社会资本中每个资本应得

的份额的比例，在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的。在这个形态上，剩余价

值表现为资本应得的平均利润。这个平均利润又分为企业主收入

和利息，并在这两个范畴下分归各种不同的资本家所有。但资本对

于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这种占有和分配，受到了土地所有权方

面的限制。正象职能资本家从工人身上吸取剩余劳动，从而在利

润的形式上吸取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一样，土地所有者也要在地

租的形式上，按照以前已经说明的规律，再从资本家那里吸取这个

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一部分。

因此，当我们在这里说利润是归资本所有的那部分剩余价值

时，我们所指的是平均利润（等于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它已经由

于从总利润（在数量上和总剩余价值相等）中扣除地租而受到限

制；地租的扣除是前提。因此，资本利润（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和

地租不过是剩余价值的两个特殊组成部分，不过是剩余价值因属

于资本或属于土地所有权而区别开来的两个范畴，两个项目。它

们丝毫也不会改变剩余价值的本质。它们加起来，就形成社会剩

余价值的总和。资本直接从工人身上吸取体现为剩余价值和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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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剩余劳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可以被看作剩余价

值的生产者。土地所有权却和现实的生产过程无关。它的作用只

限于把已经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资本的口袋里转移

到它自己的口袋里。不过，土地所有者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起

作用，不仅因为他会对资本施加压力，也不仅因为大土地所有制是

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和条件（因为大土地所有制是对劳动者的劳

动条件进行剥夺的前提和条件），而且特别因为土地所有者表现为

最重要的生产条件之一的人格化。

最后，工人作为他个人的劳动力的所有者和出售者，在工资的

名义下得到一部分产品。这部分产品体现着他的劳动中被我们叫

作必要劳动的那个部分，也就是维持和再生产这个劳动力所必需

的劳动部分，而不管这种维持和再生产的条件是较贫乏的还是较

富裕的，是较有利的还是较不利的。

不管这些关系在其他方面看起来多么不一致，但它们都有一

个共同点：资本逐年为资本家提供利润，土地逐年为土地所有者提

供地租，劳动力——在正常条件下，并且在它仍然是可以使用的劳

动力的时期内——逐年为工人提供工资。每年生产的总价值中的

这三个价值部分，以及每年生产的总产品中和它们相适应的部

分，——在这里我们先撇开积累不说，——可以每年由它们各自的

所有者消费掉，而不致造成它们的再生产源泉的枯竭。它们好象是

一棵长生树上或者不如说三棵长生树上的每年供人消费的果实，

它们形成三个阶级即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和工人的常年收入。这些

收入，是由职能资本家作为剩余劳动的直接吸取者和一般劳动的

使用者来进行分配的。因此，资本家的资本，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工

人的劳动力或者不如说他的劳动本身（因为他实际出售的只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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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表现出来的劳动力，而且象以前所说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基础上，劳动力的价格必然会对他表现为劳动的价格），对资

本家、土地所有者和工人来说，表现为他们各自特有的收入（利润、

地租和工资）的三个不同的源泉。它们从下述意义上讲确实是收入

的源泉：对资本家来说，资本是一台永久的吸取剩余劳动的抽水

机；对土地所有者来说，土地是一块永久的磁石，它会把资本所吸

取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吸引过来；最后，劳动则是一个不断更新的

条件和不断更新的手段，使工人在工资的名义下取得他所创造的

一部分价值，从而取得由这部分价值来计量的一部分社会产品，即

必要生活资料。其次，它们从下述意义上讲是收入的源泉：资本会

把价值的一部分，从而把年劳动产品的一部分固定在利润的形式

上，土地所有权会把另一部分固定在地租的形式上，雇佣劳动会把

第三部分固定在工资的形式上，并且正是由于这种转化，使它们变

成了资本家的收入、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和工人的收入，但是并没有

创造转化为这几个不同范畴的实体本身。相反，这种分配是以这种

实体已经存在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年产品的总价值为前提

的，而这个总价值不外就是物化的社会劳动。但在生产当事人看

来，在生产过程的不同职能的承担者看来，事情却不是以这种形式

表现出来，而是相反地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为什么会这样

呢，在研究的进程中，我们将进一步说明。在那些生产当事人看来，

资本、土地所有权和劳动，是三个不同的、独立的源泉，每年生产的

价值——从而这个价值借以存在的产品——的三个不同的组成部

分，就是从这些源泉本身产生出来的；因此，不仅这个价值作为收

入分归社会生产过程的各个特殊因素时所采取的不同形式，是从

这些源泉产生出来的，而且这个价值本身，从而这些收入形式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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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也是从这些源泉产生出来的。

｛这里，手稿缺了对开纸一页。｝

……级差地租是和土地的相对肥力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

是和土地本身产生的各种属性结合在一起的。但是第一，就它以

不同等级的土地的产品所具有的不同的个别价值为基础来说，这

不过就是我们刚刚说过的那个规定；第二，就它以起调节作用的、

不同于这些个别价值的一般市场价值为基础来说，这是一个通过

竞争来实现的社会规律，既和土地无关，也和土地肥力的不同程度

无关。

看来，也许至少在“劳动—工资”这个公式中表现着合理的关

系。但是，它象“土地—地租”一样没有表现这种关系。就劳动形成

价值，并体现为商品的价值来说，它和这个价值在不同范畴之间的

分配无关。就劳动具有雇佣劳动的特殊的社会性质来说，它不形成

价值。整个说来，我们以前已经指出，工资或劳动的价格只是劳动

力的价值或价格的不合理的说法；并且，这种劳动力出售时的一定

的社会条件同作为一般生产要素的劳动无关。劳动也物化在商品

的这样一个价值部分中，即作为工资形成劳动力价格的价值部分

中；它创造产品的这个部分，和创造产品的其他部分一样；它物

化在这个部分中，和物化在那些形成地租或利润的部分中相比，不

会更多，也没有什么不同。而且整个说来，当我们把劳动确定为

形成价值的要素时，我们不是从它作为生产条件的具体形式上来

考察它，而是从一种和雇佣劳动的社会规定性不同的社会规定性

上来考察它。

甚至“资本—利润”这个说法，在这里也是不正确的。如果仅从

资本生产剩余价值这方面来说，也就是，从资本通过它对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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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对雇佣工人的强制，来榨取剩余劳动这种它同工人的关系来说，

那末，这个剩余价值，除了包括利润（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之外，

还包括地租，总之，包括全部没有分割的剩余价值。相反，在这里，

资本作为收入的源泉，只和归资本家所有的那部分有关。这不是资

本榨取的全部剩余价值，而只是资本为资本家榨取的那部分剩余

价值。一旦这个公式转化为“资本—利息”的公式，一切联系就更看

不出来了。

如果说，第一，我们考察的是这三个源泉的不一致，那末，第

二，现在我们看到，它们的产物，它们的幼仔，即各种收入，反而全

都属于一个范围，即价值的范围。但是，这种情况（这不仅是不能通

约的量之间的关系，而且是完全不同的、彼此毫无关系的、不能互

相比较的物之间的关系）会因下述缘故而一致起来：事实上，资本

也象土地和劳动一样，只是就它的物质实体来看的，因而是单纯作

为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来看的；这时，它同工人的关系以及它作为

价值的性质都被抽象掉了。

第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利息（利润），土地—地租，

劳动—工资这个公式，显示出了一种整齐的对称的不相称的东西。

事实上，既然雇佣劳动不是表现为劳动的社会规定的形式，而是一

切劳动按它的性质来说都表现为雇佣劳动（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束缚的人，就是这样看的），那末，物质劳动条件——生产出来的生

产资料和土地——对于雇佣劳动所采取的一定的特有的社会形式

（它们反过来又以雇佣劳动为前提），也就直接地和这些劳动条件

的物质存在，换句话说，和它们在实际劳动过程中一般具有的、不

以这个过程的每一种历史规定的社会形式为转移的、甚至不以任

何社会形式为转移的形态合而为一了。因此，劳动条件的这种和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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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相异化的、和劳动相对立而独立化的、并由此形成的转化形态

（在这种形态下，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已转化为资本，土地已转化

为被人垄断的土地，转化为土地所有权），这种属于一定历史时期

的形态，就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和土地在一般生产过程中的存

在和职能合而为一了。这种生产资料就其本身来说天然是资本，资

本则不外是这种生产资料的纯粹“经济名称”；土地就其本身来说

也天然是若干土地所有者所垄断的土地。正象在资本和资本家

——他事实上不外是人格化的资本——那里，产品会成为对生产

者独立的权力一样，土地也会人格化为土地所有者，也会用后腿站

立起来，并且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力，要求在它帮助下生产出来的产

品中占有自己的一份；所以，不是土地得到了产品中归它所有的那

一部分，以便用来恢复和提高自己的生产率，而是土地所有者得到

了这个产品的一部分，以便用来高价变卖和挥霍浪费。很清楚，资

本是以作为雇佣劳动的劳动为前提的。但是，同样很清楚，如果从

作为雇佣劳动的劳动出发，以致一般劳动和雇佣劳动合而为一好

象是不言而喻的事情，那末资本和被垄断的土地，也就必然会表现

为劳动条件的自然形式，而与一般劳动相对立。现在，资本表现为

劳动资料的自然形式，从而表现为纯粹物的、由劳动资料在一般劳

动过程中的职能所产生的性质。因此，资本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

料就变成了一个同义词。同样，土地和被私有权垄断的土地也变

成了一个同义词。因此，天然就是资本的劳动资料本身也就成了

利润的源泉，土地本身则成了地租的源泉。

劳动本身，就它作为有目的的生产活动这个简单的规定性而

言，不是同具有社会形式规定性的生产资料发生关系，而是同作

为物质实体、作为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的生产资料发生关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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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生产资料也只是在物质方面，作为各种使用价值来互相区别：土

地不是生产出来的劳动资料，其余的东西是生产出来的劳动资料。

因此，如果劳动和雇佣劳动合而为一，那种使劳动条件和劳动对立

的一定的社会形式也就会和劳动条件的物质存在合而为一。这样，

劳动资料本身就是资本，土地本身也就是土地所有权了。这些劳动

条件在劳动面前所显示出来的形式上的独立，它们在雇佣劳动面

前所具有的这种独立化的特殊形式，也就成了它们作为物，作为物

质生产条件所具有的不可分离的属性，成了它们作为生产要素必

然会有的、内在地固有的性质了。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获得

的、为一定的历史时代所决定的社会性质，也就成了它们自然的、

可以说是永恒的、作为生产过程的要素天生就有的物质性质了。因

此，土地作为劳动的原始活动场所，作为自然力的王国，作为一切

劳动对象的现成的武库在一般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生产出

来的生产资料（工具、原料等等）在一般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似

乎必然表现在它们作为资本和土地所有权各自应得的份额上，也

就是表现在它们的社会代表在利润（利息）和地租的形式上应得的

份额上，就象工人的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会以工资的形

式表现在工人应得的份额上一样。因此地租、利润、工资，好象

是由土地、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在简单劳动过程中所起的

作用产生的；甚至在我们把这个劳动过程看作只是人和自然之间

发生的过程，并把一切历史规定性都撇开不说的时候，也是这样。

如果说体现雇佣工人为自己完成的劳动的产品，即体现他的收益，

体现他的收入的产品，只是工资，只是价值（因而是用这个价值

来计量的社会产品）中代表他的工资的部分，那末，这又只是在另

一种形式上说的同一件事情。因此，如果雇佣劳动和一般劳动合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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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工资也就会和劳动的产品合而为一，工资所代表的价值部分

也就会和劳动所创造的一般价值合而为一。但是这样一来，其他的

价值部分，即利润和地租，也就会同工资相独立；它们必须由它们

自己的、和劳动根本不同并且不以劳动为转移的源泉产生；它们必

须由那些共同起作用的生产要素产生，而它们就是属于那些生产

要素的所有者的；这样，利润就是由生产资料，即资本的物质要

素产生的，地租就是由土地所有者所代表的土地或自然产生的

（罗雪尔２３４）。

因此，土地所有权、资本和雇佣劳动，就从下述意义上的收入

源泉，即资本以利润的形式使资本家吸取他从劳动中榨取的剩余

价值的一部分，土地的垄断以地租的形式使土地所有者吸取剩余

价值的另一部分，劳动以工资的形式使工人取得最后一个可供支

配的价值部分这种意义上的源泉，也就是从这种作为媒介使价值

的一部分转化为利润形式，第二部分转化为地租形式，第三部分转

化为工资形式的源泉，转化成了真正的源泉，这个源泉本身产生出

这几个价值部分和这几个价值部分借以存在或可以转化成的那些

有关产品部分，因而是产生出产品价值本身的最后源泉（５０）。

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甚至商品生产的最简单的范畴时，

在论述商品和货币时，我们已经指出了一种神秘性质，它把在生产

中以财富的各种物质要素作为承担者的社会关系，变成这些物本

身的属性（商品），并且更直截了当地把生产关系本身变成物（货

币）。一切已经有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社会形态，都有这种颠

（５０） “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的三个原始源泉，也是一切交换价值的三

个原始源泉。”（亚当·斯密２３５）——“因此，物质生产的原因，同时就是现有各种最初的

收入的源泉”。（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１５年圣彼得堡版］第１卷第２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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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和在资本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占统治的范畴、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下，这种着了魔的颠

倒的世界就会更厉害得多地发展起来。如果我们首先在直接生产

过程中考察资本，把它看作是剩余劳动的吸取者，那末，这种关系

还是非常简单的，实际的联系会强使这个过程的承担者即资本家

本身接受，并且还被他们意识到。为了工作日的界限而进行的激

烈斗争，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甚至在这个没有中介的领域

内，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直接过程的领域内，事情也不会如此简

单。随着相对剩余价值在真正的独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发

展，——与此同时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也发展了，——这些生产力以

及劳动在直接劳动过程中的社会联系，都好象由劳动转移到资本

身上了。因此，资本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神秘的东西，因为劳动的

一切社会生产力，都好象不为劳动本身所有，而为资本所有，都好

象是从资本自身生长出来的力量。然后流通过程插进来了。资本

甚至农业资本的一切部分，都会随着这种独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发展，被卷入流通过程的物质变换和形式变换中去。这是原

始的价值生产的关系完全退居次要地位的一个领域。早在直接生

产过程中，资本家就已经同时作为商品生产者，作为商品生产的指

挥者进行活动。因此，对他来说，这个生产过程决不单纯表现为剩

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但是，不管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吸取了多

少剩余价值并把它体现在商品中，商品中包含的价值和剩余价值

都必须在流通过程中才能得到实现。于是，生产上预付的价值的

收回，特别是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似乎不是单纯在流通中实

现，而是从流通中产生出来的；这个假象特别由于以下两个情况而

更加令人迷惑：首先是让渡时的利润，这种利润取决于欺诈、狡猾、

５３９第四十八章 三位一体的公式



熟知内情、随机应变和千万种市场状况；其次是这样一个情况，即

除了劳动时间以外，在这里又出现了第二个决定的要素，即流通时

间。流通时间虽然只是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形成起消极限制的作

用，但是它具有一种假象，好象它和劳动本身一样是一个积极的原

因，好象它会带来一个从资本的本性中产生的、不以劳动为转移的

规定。在第二卷中，我们对于这个流通领域当然只能就它所产生的

各种形式规定进行说明，论证资本的形态在流通领域内的继续发

展。但是事实上，这个领域是一个竞争的领域，就每一个别情况来

看，这个领域是偶然性占统治地位的。因此，在这个领域中，通过这

些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调节着这些偶然性的内部规律，只

有在对这些偶然性进行大量概括的基础上才能看到。因此，对单个

的生产当事人本身来说，这种内部规律仍然是看不出来，不能理解

的。此外，现实的生产过程，作为直接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

又产生出种种新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中，内部联系的线索越来越消

失，各种生产关系越来越互相独立，各种价值组成部分越来越硬化

为互相独立的形式。

我们已经看到，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既是由生产过程决定

的，也同样是由流通过程决定的。利润形式的剩余价值，不再和

它得以产生的投在劳动上的资本部分相比，而是和总资本相比。利

润率受它本身的各种规律调节；这些规律，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时，

允许利润率发生变化，甚至决定着利润率的变化。这一切使剩余

价值的真正性质越来越隐蔽，从而也使资本的实际机构越来越隐

蔽。由于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转化为起

调节作用的平均市场价格，情况就更是这样了。在这里，一个复

杂的社会过程插进来了。这就是资本的平均化过程。这个过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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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相对平均价格同它们的价值相分离，使不同生产部门（完

全撇开每个特殊生产部门内的单个投资不说）的平均利润同特殊

资本对劳动的实际剥削相分离。在这里，不仅看起来是这样，而且

事实上商品的平均价格不同于商品的价值，因而不同于实现在商

品中的劳动；特殊资本的平均利润不同于这个资本从它所雇用的

工人身上榨取出来的剩余价值。商品的价值只是直接地表现在这

件事情上：变化的劳动生产力，对生产价格的涨落，对生产价格的

运动产生影响，而不是对生产价格的最后界限产生影响。既然对劳

动的直接剥削，允许资本家按照似乎和这种剥削无关但起着调节

作用的市场价格来实现一个和平均利润相偏离的利润，那末利润

好象只是附带地由对劳动的直接剥削决定的。正常的平均利润本

身好象是资本所固有的，同剥削无关；过度的剥削，或者，甚至特别

有利条件下的平均剥削，好象只是决定同平均利润的偏离，而不是

决定平均利润本身。利润分割为企业主收入和利息（更不用说这中

间还要插进商业利润和货币经营业利润了，这两种利润都是以流

通为基础，好象完全是从流通中产生的，而不是从生产过程本身中

产生的），就完成了剩余价值形式的独立化，完成了它的形式对于

它的实体，对于它的本质的硬化。利润的一部分与它的另一部分相

反，完全从资本关系本身中分离出来，并且好象它不是来自剥削雇

佣劳动的职能，而是来自资本家本身从事的雇佣劳动。与此相反，

利息则好象和工人的雇佣劳动无关，也和资本家自己的劳动无关，

而是来自作为它本身的独立源泉的资本。如果说资本起初在流通

的表面上表现为资本拜物教，表现为创造价值的价值，那末，现

在它又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取得了它最异化最特别的形式。由

于这个原因，“资本—利息”这个公式，作为“土地—地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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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工资”的第三个环节，也就比“资本—利润”这个公式彻

底得多了，因为在利润的场合，我们总会想起它的起源；而在利

息的场合，不仅想不到它的起源，而且想到和这个起源完全相反

的形式上去了。

最后，同作为剩余价值的独立源泉的资本相并列的，是土地所

有权，它所起的作用是限制平均利润，并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移

到这样一个阶级手里，这个阶级既不亲自劳动，又不直接剥削工

人，也不象生息资本那样可以找到一些在道义上宽慰自己的理由，

比如说，贷放资本要冒风险和作出牺牲。在这里，因为剩余价值的

一部分好象不是直接和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而是直接和一个自

然要素（土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剩余价值的不同部分互相异化和

硬化的形式就完成了，内部联系就最终割断了，剩余价值的源泉就

完全被掩盖起来了，而这正是由于和生产过程的不同物质要素结

合在一起的生产关系已经互相独立化了。

在资本—利润（或者，更好的形式是资本—利息），土地—地

租，劳动—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一般财富的各个组成部分同

财富的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

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

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

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古典经济学把利息归

结为利润的一部分，把地租归结为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使这二者

在剩余价值中合在一起；此外，把流通过程当作单纯的形态变化来

说明；最后，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把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归结为劳

动；这样，它就把上面那些虚伪的假象和错觉，把财富的不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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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互相间的这种独立化和硬化，把这种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

的物化，把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宗教揭穿了。这是古典经济学的伟

大功绩。然而，甚至古典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从资产阶级

的观点出发，必然是这样，——也还或多或少地被束缚在他们曾批

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因而，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彻底性、

半途而废和没有解决的矛盾中。另一方面，实际的生产当事人对资

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些异化的不合理的形式，感

到很自在，这也同样是自然的事情，因为他们就是在这些假象的

形式中活动的，他们每天都要和这些形式打交道。庸俗经济学无

非是对实际的生产当事人的日常观念进行训导式的、或多或少教

条式的翻译，把这些观念安排在某种合理的秩序中。因此，它会

在这个消灭了一切内部联系的三位一体中，为自己的浅薄的妄自

尊大，找到自然的不容怀疑的基础，这也同样是自然的事情。同

时，这个公式也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因为它宣布统治阶级

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并把这个观点推

崇为教条。

在描述生产关系的物化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当事人的独立化

时，我们没有谈到，这些联系由于世界市场，世界市场行情，市场价

格的变动，信用的期限，工商业的周期，繁荣和危机的交替，会按怎

样的方式对生产当事人表现为不可抗拒的、自发地统治着他们的

自然规律，并且作为盲目的必然性对他们发生作用。我们没有谈到

这些问题，是因为竞争的实际运动不在我们的研究计划之内，我们

只需要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组织，在它的可说是理想的平

均形式中表现出来。

在以前的各种社会形态下，这种经济上的神秘化主要只同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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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和生息资本有关。按照事物的性质来说，这种神秘化在下述场

合是被排除的：第一，生产主要是为了使用价值，为了本人的直接

需要；第二，例如在古代和中世纪，奴隶制或农奴制形成社会生产

的广阔基础，在那里，生产条件对生产者的统治，已经为统治和从

属的关系所掩盖，这种关系表现为并且显然是生产过程的直接动

力。在原始共产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原始公社中，甚至在古代的城

市公社中，公社本身及其条件表现为生产的基础，而公社的再生

产表现为生产的最终目的。甚至在中世纪的行会制度中，无论资

本还是劳动都不是不受束缚的。相反，它们的关系由公会制度，由

各种与这种制度相联系的关系，各种与这些关系相适应的关于职

业义务、师徒制度等等的观念所决定。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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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章

关于生产过程的分析

  我们在以下的研究中可以把生产价格和价值的区别撇开不

说，因为象在这里所作的那样，当我们考察劳动的全部年产品的

价值，也就是考察社会总资本的产品的价值时，这种区别就不存

在了。

利润（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和地租，不外是商品剩余价值

的各个特殊部分所采取的独特形式。剩余价值的大小，是剩余价

值可以分割成的各个部分的总和的界限。因此，平均利润加上地

租就等于剩余价值。商品中包含的一部分剩余劳动，从而一部分

剩余价值，有可能不直接加入平均利润的平均化过程；这时，商

品价值的一部分就根本不会在商品的价格中表现出来。不过，第

一，这种情况将会由于下述事实得到补偿：或者是在低于价值出售

的商品形成不变资本的要素时，利润率会提高，或者是在低于价值

出售的商品作为个人消费品加入作为收入来消费的那部分价值

时，利润和地租会表现为更多的产品。第二，这种情况在平均运

动中会抵销。无论如何，即使商品价格中没有表现出来的一部分

剩余价值在形成价格时消失了，平均利润加上地租的总和在其正

常形式上决不会大于全部剩余价值，虽然会小于全部剩余价值。它

的正常形式是以与劳动力的价值相适应的工资为前提的。甚至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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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地租，只要它不是对工资的扣除，因而不形成任何特殊的范畴，

它就必然间接地总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虽然它不象级差地租那

样，是包含地租的那种商品本身的价格超过商品本身的生产费用

的余额；也不象绝对地租那样，是包含地租的那种商品本身的剩

余价值超过商品本身的按平均利润计算的剩余价值部分的余额，

但毕竟是同这种具有垄断价格的商品进行交换的其他商品的剩余

价值的一部分。——平均利润加上地租的总和，决不会大于分成

这两部分而在这种分割以前就已存在的量。因此，不管商品的全部

剩余价值，即商品中包含的全部剩余劳动，是否都在商品的价格中

得到实现，这对我们的研究来说是没有关系的。由于劳动生产力的

不断变动，生产某个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的量也会不断变动，在这

种情况下，有一部分商品总是要在不正常的条件下生产出来，总是

要低于自己的个别价值出售，单是由于这一原因，剩余劳动就已经

不会全部实现。但无论如何，利润加上地租等于全部已实现的剩余

价值（剩余劳动），而对我们这里的研究来说，已实现的剩余价值可

以看作同全部剩余价值相等；因为利润和地租就是已实现的剩余

价值，总的说来，也就是加入商品价格的剩余价值，因而实际上也

就是形成这个价格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全部剩余价值。

另一方面，工资，即收入的第三个独特形式，总是等于资本的

可变组成部分，即不是用于劳动资料，而是用来购买活劳动力，用

来支付工人的报酬的组成部分。（靠人们花费收入来得到报酬的那

种劳动，是从工资、利润或地租中得到报酬的，因而它不形成它作

为报酬得到的那些商品的价值部分。因此，在分析商品价值及其分

割成的各个组成部分时，这种劳动可以不必考察。）这是工人的总

工作日中用来再生产可变资本价值，从而再生产劳动价格的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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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作日的物化，是工人用来再生产他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或他

的劳动的价格的那部分商品价值。工人的总工作日分为两部分。一

部分是工人为了再生产他自己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所必须完成的劳

动量；这是他的总劳动中的有酬部分，是他的劳动中为维持他自己

和再生产他自己所必要的部分。工作日中整个其余的部分，是工人

在他的工资价值中实现的劳动以外完成的全部超额劳动量，这是

剩余劳动，是无酬劳动，表现为他的全部商品生产得到的剩余价值

（因而表现为超额的商品量）；这个剩余价值又分为几个名称不同

的部分，分为利润（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和地租。

可见，商品总价值中代表工人在一天或一年内所追加的总劳

动的那部分，即年产品中由这个劳动所创造的总价值，分为工资价

值、利润和地租。因为，这个总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无酬的剩余劳

动，工人通过必要劳动创造出作为报酬支付给自己的产品价值部

分即工资，通过无酬的剩余劳动创造出代表剩余价值的产品价值

部分，而这一部分后来又分为利润和地租。除了这个劳动之外，工

人没有完成任何劳动；除了这个采取工资、利润、地租形式的产品

总价值之外，工人没有创造任何价值。年产品中体现工人在一年内

新追加的劳动的那个价值，等于工资（或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剩

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又分为利润和地租的形式。

因此，年产品的总价值中由工人在一年内创造的那部分价值，

表现为三种收入的年价值总额，也就是表现为工资价值、利润和地

租。因此很明显，在一年所创造的产品价值中没有再生产出不变资

本部分的价值，因为工资只等于生产中预付的可变资本部分的价

值，地租和利润只等于剩余价值，即超过预付资本的总价值（等于

不变资本的价值加上可变资本的价值）而生产的价值余额。

３４９第四十九章 关于生产过程的分析



转化为利润和地租形式的剩余价值，有一部分不是作为收入

来消费，而是被用于积累，这种情况与我们这里要解决的困难完全

没有关系。其中作为积累基金积蓄下来的部分，是用来形成新的追

加资本，而不是用来补偿旧的资本，——既不补偿旧资本中投在劳

动力上面的组成部分，也不补偿旧资本中投在劳动资料上面的组

成部分。因此，在这里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可以假定，收入全部用于

个人消费。困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各种收入（工资、利润、

地租）所消费的年产品的价值中，包含一个等于加入年产品的不变

资本部分的价值部分。年产品，除了包含分解为工资的价值部分和

分解为利润和地租的价值部分以外，还包含这样一个价值部分。因

此，年产品的价值＝工资＋利润＋地租＋Ｃ（代表不变价值部分）。

只同工资＋利润＋地租相等的一年内生产的价值，怎么能够买到

一个价值等于（工资＋利润＋地租）＋Ｃ的产品呢？一年内生产的

价值，怎么能够买到一个比这个价值本身有更大价值的产品呢？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不变资本中没有加入产品的部分，因而

在商品的年生产之后仍然继续存在，但是价值已经减少的部分撇

开不说，也就是，如果我们把那个曾被使用但是没有消费掉的固定

资本暂时撇开不说，那末，预付资本中以原料和辅助材料形式存在

的不变部分，就会完全加入新产品，劳动资料的一部分会完全消费

掉，而另一部分只是部分地消费掉，因此，它的价值只有一部分会

在生产中消费掉。所有这些在生产中消费掉的不变资本部分，都必

须在实物形式上得到补偿。假定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特别是劳动生

产力不变，它就要花费同以前一样多的劳动量来得到补偿，也就是

说，必须用一个相等的价值来得到补偿。如果不是这样，再生产本

身就不能按原有的规模进行。但是，谁应当去完成这种劳动，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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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完成这种劳动的呢？

关于第一个困难：谁应当支付产品中包含的不变价值部分，并

且用什么来支付？这里的前提是，在生产中消费的不变资本的价

值，会作为产品价值部分再现出来。这个前提和第二个困难的前

提并不矛盾。因为，我们在第一卷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

程）已经指出：单纯新劳动的追加，虽然不是再生产旧的价值，而只

是给旧的价值创造一个追加额，只是创造一个追加的价值，但同时

会把旧的价值保存在产品中；这种旧价值的保存，并不是由于创造

价值的劳动，不是由于一般劳动，而是由于执行某种职能的生产劳

动。因此，为了在收入即一年内创造的全部价值借以花费的那些

产品中保存不变部分的价值，并不需要任何追加劳动。但是，为

了在价值和使用价值两方面补偿过去一年已经消费的不变资本，

当然需要新的追加劳动。没有这种补偿，再生产就根本不可能继

续进行。

新追加的全部劳动表现为一年内新创造的价值，而这种价值

又会分解为三种收入：工资、利润和地租。——因此，一方面，没有

留下任何多余的社会劳动，可以用来补偿已经消费的、一部分必须

在实物和价值两方面再生产出来、一部分只需要在价值方面（只就

固定资本的损耗来说）再生产出来的不变资本。另一方面，每年由

劳动创造出来的，分割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形式的并以这些形式来

花费的价值，不足以支付或购买年产品中除了这些收入的价值之

外还必然包含的不变资本部分。

我们看到，这里提出的问题已经在第二卷第三篇考察社会总

资本的再生产时解决了。我们在这里回过来谈这个问题，首先是

因为在那里剩余价值还没有在它的收入形式上即利润（企业主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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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加上利息）和地租形式上加以阐明，因而还不能在这些形式上

加以研究；其次还因为正是在工资、利润和地租形式的分析上，包

含着一个从亚当·斯密以来贯穿整个政治经济学的令人难以置信

的错误。

在那里，我们把全部资本分成两大部类：第Ⅰ部类生产生产资

料；第Ⅱ部类生产个人消费资料。某些产品（例如马、谷物等）既可

以供个人消费又可以用作生产资料的事实，丝毫也不会排除这种

分类的绝对正确性。这种分类实际上不是假说，而只是事实的表

现。我们拿一个国家的年产品来说。这个产品的一部分，尽管它

能够充当生产资料，却进入个人消费。这是工资、利润和地租花

费在上面的产品。这个产品是社会资本的一定部类的产品。这种

资本本身也可能生产属于第Ⅰ部类的产品。只要这样做，那末，属

于第Ⅰ部类的供生产消费的产品的部分，就不是由这个资本中耗

费在第Ⅱ部类产品即真正属于个人消费的产品上的部分提供的。

第Ⅱ部类的全部产品，即进入个人消费的全部产品，从而收入花

费在上面的全部产品，是耗费在它上面的资本加上所生产的余额

的存在形式。因此，它是只投在消费资料生产上的资本的产品。同

样，年产品中充当再生产资料（原料和劳动工具）的第Ⅰ部类，尽管

在实物形式上也能够充当消费资料，但它是只投在生产资料生产

上的资本的产品。构成不变资本的绝大部分产品，从物质方面来

看也是处在不能进入个人消费的形式上。即使它能够进入个人消

费，例如农民可以吃掉他的谷种，可以杀掉他的役畜，经济上的

限制作用，也会使农民感到这个部分完全象处在不能消费的形式

上一样。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在考察这两个部类时，都把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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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中那个从实物和价值两方面来看与两个部类的年产品无关而

继续独立存在的固定部分撇开不说。

在第Ⅱ部类，——工资、利润和地租就是花费在这个部类的

产品上，总之，收入就是耗费在这个部类的产品上，——从价值

方面来看，产品也是由三个组成部分构成的。一个组成部分等于

生产中已经消耗的不变资本部分的价值；第二个组成部分等于生

产中预付的可变资本部分，即支付工资的资本部分的价值；最后，

第三个组成部分等于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也就是＝利润＋地租。

第Ⅱ部类产品的第一个组成部分，不变资本部分的价值，既不能

为第Ⅱ部类的资本家和工人所消费，也不能为土地所有者所消费。

它不是他们的收入的部分，它必须在实物形式上得到补偿，而为了

能够进行这种补偿，就必须把它卖掉。相反，这个产品的其他两个

组成部分，等于这个部类所创造的各种收入的价值，即＝工资＋利

润＋地租。

在第Ⅰ部类，从形式上看，产品是由同样几个组成部分构成

的。但是，在这里形成收入的部分，工资＋利润＋地租，总之，可变

资本部分＋剩余价值，并不是在第Ⅰ部类产品的实物形式上消费，

而是在第Ⅱ部类的产品上消费。因此，第Ⅰ部类各种收入的价值，

必须耗费在第Ⅱ部类中形成第Ⅱ部类待补偿的不变资本的那部分

产品上。第Ⅱ部类中必须用来补偿自己的不变资本的那部分产品，

会在它的实物形式上，被第Ⅰ部类的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消

费。他们把他们的收入用在第Ⅱ部类的这个产品上。另一方面，代

表第Ⅰ部类收入的第Ⅰ部类的产品，也会在其实物形式上，由第Ⅱ

部类用在生产消费上，因为它会在实物形式上补偿第Ⅱ部类的不

变资本。最后，第Ⅰ部类消费掉的不变资本部分，会用该部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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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即由劳动资料、原料、辅助材料等等构成的产品来补偿，这

部分地是由于第Ⅰ部类的资本家互相之间进行交换，部分地是由

于这些资本家中的一部分人又可以把自己的产品直接当作生产资

料来使用。

让我们再来看看以前的简单再生产的公式（第２卷第２０章第

Ⅱ节）２３６：

   
Ⅰ．４０００ｃ＋１０００ｖ＋１０００ｍ＝６０００

Ⅱ．２０００ｃ＋ ５００ｖ＋５００ｍ＝３０００
＝９０００

按照这个公式，第Ⅱ部类的５００ｖ＋５００ｍ＝１０００会由生产者和土

地所有者作为收入来消费；剩下的２０００ｃ需要补偿。这个部分会被

第Ⅰ部类的工人、资本家和收租人消费掉，他们的收入＝１０００ｖ＋

１０００ｍ＝２０００。这样消费的第Ⅱ部类的产品，是由第Ⅰ部类作为收

入来消费的，而表现为不能消费的产品的第Ⅰ部类的收入部分，则

由第Ⅱ部类作为不变资本来消费。因此，剩下来要计算的是第Ⅰ部

类的４０００ｃ。这要由第Ⅰ部类自己的产品＝６０００，或者不如说＝

６０００－２０００来补偿；因为这２０００已经转化为第Ⅱ部类的不变资

本了。必须指出，数字当然是任意假定的，因此，第Ⅰ部类的收入的

价值和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的价值之间的比例，看起来好象是任

意的。但是很明显，如果再生产过程正常进行，其他条件不变，因而

也把积累撇开不说，那末第Ⅰ部类的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价值总

额，就必须等于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部分的价值。否则，不是第Ⅱ

部类不能补偿它的不变资本，就是第Ⅰ部类不能把它的收入由不

能消费的形式转化为可以消费的形式。

因此，每年的商品产品的价值，和一个特殊投资部门的商品产

品的价值以及任何一个商品的价值完全一样，会分解成两个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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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一个部分是补偿预付不变资本价值的Ａ；另一个部分是

表现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这种收入形式的Ｂ。既然前一个部分Ａ

在其他条件不变时，１．决不采取收入的形式，２．总是以资本的形

式，而且正是以不变资本的形式流回，所以，后一个部分Ｂ会和前

一个部分Ａ形成一种对立。但是，后一个组成部分Ｂ本身又包含

着对立。利润和地租同工资的共同之处在于：三者都是收入的形

式。尽管如此，它们有着本质的区别：利润和地租体现着剩余价值，

即无酬劳动，工资则体现着有酬劳动。产品中代表已经支出的工资

的价值部分，即补偿工资的价值部分，在我们假定再生产按相同的

规模并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的时候，会再转化为工资的价值部分，

首先会作为可变资本，作为必须重新预付在再生产上的资本的组

成部分流回。这个组成部分执行双重职能。它先以资本的形式存

在，并且作为资本和劳动力相交换。在工人手里，它转化为工人出

卖自己的劳动力所取得的收入，并且作为收入，转化为生活资料并

被消费掉。这个双重的过程，是以货币流通作为媒介表现出来的。

可变资本要用货币预付，作为工资支付出去。这是它作为资本的第

一个职能。它和劳动力相交换，并转化为这种劳动力的表现，即转

化为劳动。这是从资本家方面来看的过程。但是第二，工人会用这

个货币来购买自己生产的商品产品的一部分，这部分是用这个货

币来计量的，并且由工人作为收入来消费。如果我们在想象中把货

币流通撇开，那末工人的一部分产品就是以现成资本的形式存在

于资本家手中。资本家把这个部分作为资本来预付，把它付给工人

以换取新的劳动力；而工人则直接地或者通过同其他商品的交换，

把它作为收入来消费。因此，在再生产中要转化为工资，转化为工

人收入的那部分产品价值，首先以资本的形式，更确切地说，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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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资本的形式，流回资本家手中。它以这种形式流回，是劳动作为

雇佣劳动、生产资料作为资本、生产过程本身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

程不断重新再生产出来的一个重要条件。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困难，必须把总收益和纯收益同总收入和

纯收入区别开来。

总收益或总产品是再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把固定资本中曾

被使用但是没有消费掉的部分撇开不说，总收益或总产品的价值，

等于预付的、并在生产中消费掉的资本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

价值，加上分解为利润和地租的剩余价值。或者，如果我们不是考

察单个资本的产品，而是考察社会总资本的产品，那末，总收益等

于构成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加上表现为利润和地租的

那种剩余产品的物质要素。

总收入是总产品扣除了补偿预付的、并在生产中消费掉的不

变资本的价值部分和由这个价值部分计量的产品部分以后，所余

下的价值部分和由这个价值部分计量的产品部分。因而，总收入等

于工资（或要重新转化为工人收入的产品部分）＋利润＋地租。但

是，纯收入却是剩余价值，因而是剩余产品，这种剩余产品是扣除

了工资以后所余下的、实际上也就是由资本实现的并与土地所有

者瓜分的剩余价值和由这个剩余价值计量的剩余产品。

我们已经知道，每一个商品的价值，每一个资本的全部商品产

品的价值，都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只补偿不变资本；另一部分——

虽然其中有一小部分会作为可变资本流回，因而会以资本的形式

流回——却要全部转化为总收入，并采取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形

式，这三者的总和就是总收入。我们还知道，一个社会的年总产品

的价值也是这样，单个资本家的产品和社会的产品之间的区别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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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从单个资本家来看，纯收入不同于总收入，因为后者包括工

资，前者不包括工资。如果考察整个社会的收入，那末国民收入是

工资加上利润加上地租，也就是总收入。但是，这也只是一种抽象，

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整个社会持有资本主义的观点，认

为只有分解为利润和地租的收入才是纯收入。

但是，如果象萨伊先生那样，认为全部收益，全部总产品，对一

个国家来说都可以分解为纯收益，或者同纯收益没有区别，因而这

种区别从整个国民的观点来看就不存在了，那末，这种幻想不过是

亚当·斯密以来贯穿整个政治经济学的荒谬教条，即认为商品价

值最终会全部分解为收入即工资、利润和地租（５１）这样一种教条的

必然的和最后的表现。

就每个单个资本家来说，他的一部分产品必须再转化为资本

（这里也撇开再生产的扩大或积累不说），不仅要转化为可变资本

（这种资本本身又要再转化为工人的收入，因而要转化为一种收入

形式），而且要转化为不变资本（这种资本决不能转化为收入），要

认识到这一点自然是非常容易的。最简单地观察一下生产过程，就

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困难只有当从总体上来考察生产过程的

（５１） 对于萨伊这样一个思想糊涂的人，李嘉图非常中肯地评论说：“关于纯产品

和总产品，萨伊先生有这样一种说法：‘生产出来的全部价值是总产品；这一价值扣除

生产费用后就是纯产品！’（第２卷第４９１页）２３７这样说来，就不可能有纯产品了，因为根

据萨伊先生的说法，生产费用是由地租、工资和利润构成的。在第５０８页上他又说：‘因

此，如果一切都任其自然的话，产品的价值，生产性服务的价值和生产费用的价值，都

是性质相同的价值。’从全部取去全部之后，就没有什么可剩下的了。”（李嘉图《原理》

第３２章第５１２页注）——此外，我们在以后将会看到，李嘉图也从来没有反驳过亚当·

斯密对商品价格的错误分析，即把商品价格分解为各种收入的价值总和。李嘉图对这

种分析的错误并不介意，并且在他自己进行分析时，认为只要把商品价值的不变部分

“抽象掉”，这种分析就是正确的。有时他也采取了同样的思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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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才会出现。作为收入即以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形式消费的（不

管是个人消费还是生产消费都一样）全部产品部分的价值，实际上

在分析时会完全归结为由工资加上利润加上地租所构成的价值总

和，也就是归结为三种收入的总价值，虽然这个产品部分的价值和

不加入收入的产品部分的价值完全一样，也包含一个价值部分＝

Ｃ，即这些产品部分中包含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因此，一看就知道，

它不可能只包含收入的价值。以上这种情况，一方面在实际上是不

可否认的事实，另一方面在理论上又是同样不可否认的矛盾，这是

一个困难。要绕过这个困难，最容易的办法就是断言：商品价值只

是在表面上，从单个资本家来看，才包含另外一个和以收入的形式

存在的部分不同的价值部分。对一个人表现为收入的东西会对另

一个人形成资本这样一句空话，使人们免除了一切更进一步的思

考。但是，如果全部产品的价值都可以以收入的形式消费，旧资本

又怎么能够得到补偿；每一个资本的产品价值怎么能够等于三种

收入加上Ｃ（不变资本）的价值总和，而所有资本的产品价值加起

来的总和却等于三种收入加上零的价值总和。当然，这一切好象是

无法解决的谜，因此必须这样来解释，即认为这种分析根本不可能

发现价格的简单要素；不仅如此，而且只好在恶性循环中无穷无尽

地推演下去。结果是，表现为不变资本的东西，可以分解为工资、利

润和地租，而表现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商品价值，又是由工资、利润

和地租决定的，依此类推，以至无穷。（５２）

（５２） “在任何一个社会内，任何一个商品的价格最终都要分解为这三个部分（即

工资、利润、地租）或其中的某一部分……也许有人以为必须有第四个部分，用来补

偿租地农场主的资本，或者说，补偿他的役畜和其他农具的损耗。但是必须考虑到，任

何一种农具的价格，例如一匹役马的价格，本身又是由上述三个部分构成：养马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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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价值最终可以分解为工资＋利润＋地租这样一个根本错误的

教条，也可以这样来表述：消费者最终必须对总产品的全部价值实

行支付。或者这样来表述：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货币流通，最终

必须同生产者彼此之间的货币流通相等（图克２３９）。所有这些论点，

都和它们所依据的那个根本论点一样是错误的。

导致这种错误的并且显然是荒谬的分析的各种困难，可以概

述如下：

１．不理解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基本关系，因而不理解剩余

价值的性质，并且也不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个基础。资本

的每个部分产品的价值，每个商品的价值，都包含：一个价值部分

＝不变资本，一个价值部分＝可变资本（它转化为工人的工资）

和一个价值部分＝剩余价值（它后来分为利润和地租）。因此，工人

用他的工资，资本家用他的利润，土地所有者用他的地租，怎么能

够购买那样一些商品，它们每一个都不仅包含这三个组成部分之

一，而且包含所有这三个组成部分？由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三个收

入源泉加在一起形成的价值总和，怎么能够购买进入这各种收入

的获得者的总消费中去的那样一些商品，它们除了包含这三个价

值组成部分以外，还包含一个价值组成部分，即不变资本部分？

他们怎么能够用一个由三部分构成的价值购买一个由四部分构成

土地的地租，养马的劳动，预付这块土地的地租和这种劳动的工资的租地农场主的利

润。因此，谷物的价格虽然要补偿马的价格和给养费用，但全部价格仍然直接地或最终

地分解为这三个部分：地租、劳动〈应当说工资〉和利润。”（亚当·斯密２３８）我们以后还

要指出，亚当·斯密自己也感到了这个遁辞的矛盾和缺陷。因为，斯密把我们推来推

去，但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指出一个实际的投资，表明这个投资的产品价格最终全部分

解为这三个部分；这始终不过是一种遁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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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
（５３）

我们在第二卷第三篇已经作了分析。

２．不理解劳动在追加新价值时，如何和为什么会在新形式上

把旧价值保存下来，而不是把这个旧价值重新生产出来。

３．不理解再生产过程从总资本而不是从单个资本来看时所表

现出来的联系。不理解这样一个困难：工资和剩余价值，从而一年

内新追加的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所实现的产品，怎么能补偿它的

（５３） 蒲鲁东提出下面这个狭隘的公式，表明他没有能力理解这一点，这个公式

是：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因为产品包括了附加到成本价格上的利息。２４０但是，欧

仁·福尔卡德先生是怎样纠正他的呢？福尔卡德说：“如果蒲鲁东的不同意见是正确

的，那末，这种意见不仅涉及资本的利润，而且会消灭产业存在的可能性。如果工人生

产某物只得到８０，却被迫要支付１００来购买该物，如果他的工资只能从产品中买回他

加进产品的价值，这就等于说，工人不能买回任何物品，工资不能对任何物品实行支

付。事实上，成本价格除了包含工人的工资以外，总是包含某种别的东西；出售价格除

了包含企业主的利润以外，也总是包含某种别的东西，例如包含原料的价格，这种价格

是往往要支付给外国的……蒲鲁东忘记了国民资本的不断增长，他忘记了这种增长对

一切工作者都是确凿无疑的，不仅对企业主如此，对工人也是如此。”（《两大陆评论》

１８４８年第２４卷第９９８、９９９页）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的思想贫乏在最适合于它

的智慧的形式上所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首先，福尔卡德先生相信，如果工人在他所生

产的价值之外得不到更多的价值，他就活不下去；其实正相反，如果工人真正得到他所

生产的价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不可能存在了。第二，他正确地概括了蒲鲁东只是从

狭隘的角度提出的那个困难。商品价格不仅包含超过工资的余额，而且也包含超过利

润的余额，即不变的价值部分。因此，按照蒲鲁东的说法推论，资本家也不能用他的利

润买回商品。福尔卡德又怎样解开这个谜呢？用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资本的增长。

因此，资本的不断增长也应当表现在下面这个事实上：在资本为１００时政治经济学家

认为商品价格的分析是不可能的，在资本为１００００时这种分析就成为多余的了。如果

一个化学家对于土地产品怎么会比土地包含更多的炭素这样一个问题回答说，这是由

于土地生产的不断增长，人们关于这个化学家将说些什么呢？在庸俗经济学中，想要

把资产阶级世界看成是最美好的世界的善良愿望，代替了爱好真理和致力于科学研究

的一切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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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价值部分，同时又分解为仅限于各种收入的价值；进一步说，

新追加劳动的总额既然只实现为工资和剩余价值，只表现为二者

的价值总和，生产中消费掉的不变资本在物质和价值两方面怎么

能够用新的东西来补偿。主要的困难正在于此，正在于对再生产以

及再生产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从物质性质和价值关系两方

面来进行分析。

４．此外，还有一个困难，这个困难在剩余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

表现为互相独立的各种收入的形式时更会加剧。这个困难就是：收

入和资本这两个固定的规定会互相交换、互换位置，以致从单个资

本家来看，它们好象只是相对的规定，而从整个生产过程来看，它

们就消失了。例如，生产不变资本的第Ⅰ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的收

入，在价值和物质两方面补偿生产消费资料的第Ⅱ部类的资本家

的不变资本。因此，人们可以用这样一种观念来避开困难：对一个

人来说是收入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是资本，因此，这些规定

和商品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实际独立化毫无关系。其次，最终要

形成收入借以花费的物质要素即消费资料的那些商品，在一年内

要通过不同的阶段，例如毛纱、毛织品。在一个阶段上，它们形成不

变资本的一部分，在另一个阶段上，它们供个人消费，因而完全加

入收入。这样，人们就可以象亚当·斯密一样认为，不变资本只是

商品价值的一个表面的要素，它会在总的联系中消失。而且，这样

就会发生可变资本和收入之间的交换。工人用他的工资购买商品

中形成他的收入的部分。因此，他同时也就使资本家的可变资本的

货币形式得到了补偿。最后，形成不变资本的一部分产品，会以实

物形式或者通过不变资本的生产者互相之间的交换而得到补偿；

这是一个同消费者毫无关系的过程。忽略了这一点，就会产生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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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象，似乎消费者的收入会补偿全部产品，因而也会补偿不变的价

值部分。

５．除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所造成的混乱以外，由于剩余价

值转化为各个特殊的、互相独立的并且同各个生产要素有关的收

入形式，即转化为利润和地租，还会出现进一步的混乱。人们已经

忘记：商品的价值是基础；至于这个商品价值分成各个特殊的组成

部分，这些价值组成部分进一步发展成各种收入形式，转化为不同

生产要素的不同所有者对这些个别的价值组成部分的关系，并按

一定的范畴和名义在这些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这丝毫也不会改

变价值决定和价值决定的规律本身。利润的平均化即全部剩余价

值在不同资本之间的分配，和土地所有权部分地（在绝对地租的场

合）对这个平均化过程造成的障碍，会使商品的起调节作用的平均

价格偏离它的个别价值，这种情况也丝毫不会改变价值规律。这种

情况只会再影响剩余价值加到不同商品价格上去的增加额，但是

不会把剩余价值本身取消，也不会把作为这些不同价格组成部分

的源泉的商品总价值取消。

这就是我们将要在下一章考察的混乱；这种混乱必然同价值

来源于它本身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假象结合在一起。这就是说，商品

的不同价值组成部分，首先会在各种收入上取得独立的形式，并且

作为这样的收入，它们不是把商品的价值作为自己的源泉，而是把

各个特别的物质生产要素作为自己的源泉。它们同这些生产要素

确实有关，不过不是作为价值组成部分，而是作为收入，作为某一

类生产当事人即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所有的价值组成部分。

现在人们可以设想，这些价值组成部分不是由商品的价值分解而

成，相反，由于这些组成部分结合在一起才形成了商品的价值，于

６５９ 第七篇 各种收入及其源泉



是形成了这样一个美妙的恶性循环：商品的价值来自工资、利润和

地租的价值总和，而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价值，反过来又由商品的

价值决定，等等（５４）。

在再生产的正常状态下，只有一部分新追加的劳动用在不变

资本的生产上，因而用在不变资本的补偿上；这就是用来补偿生产

消费资料即收入的物质要素时用掉的不变资本的那部分。这种情

况会由于这个不变部分不花费第Ⅱ部类的任何追加劳动而得到平

衡。但是，这个不变资本（从已经包含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之间的

（５４） “用在材料、原料和成品上的流动资本本身，是由商品构成的。这些商品的

必要价格，是由同样的要素构成的。因此，在考察一个国家商品的总体时，把这部分流

动资本算在必要价格的要素内，就是把同一个东西计算两次。”（斯托尔希《政治经济学

教程》第２卷第１４０页）——斯托尔希把流动资本的这些要素（固定资本不过是改变了

形式的流动资本）理解为不变价值部分。“不错，工人的工资同企业主利润中由工资（如

果我们把工资当作一部分生活资料来看）构成的部分一样，也是由那些按市场价格购

买的，本身包含工资、资本利息、地租和企业主利润的商品构成的……这种看法不过证

明，要把必要价格分解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是不可能的。”（同上，第１４０页注）斯托尔

希在他的《论国民收入的性质》（１８２４年巴黎版）一书中反驳萨伊时，固然已经看出，把

商品价值仅仅分解为各种收入的错误分析，会得出荒谬的结论，并且不是从单个资本

家的立场，而是从一个国家的立场，正确地指出了这些结论的荒诞无稽，但是他自己在

分析“必要价格”时并没有前进一步。关于必要价格，他在他的《教程》一书中说，要把它

分解为它的现实要素，而又不陷入错误的无止境的循环中去，是不可能的。“很明显，年

产品的价值分成资本和利润两部分，年产品价值的这两部分中，每一部分都要有规则

地用来购买国民所需要的产品，以便维持该国的资本和更新它的消费基金。”（第１３４、

１３５页）……“难道一家人〈一个自耕农民的家庭〉能够住自己的粮仓或畜棚，吃自己的

谷种和饲料，穿自己役畜的毛皮，用自己的农具当娱乐品吗？按照萨伊先生的论点，对

所有这些问题必须作肯定的回答。”（第１３５、１３６页）……“如果承认一个国家的收入等

于该国的总产品，就是说不必扣除任何资本，那末也必须承认，这个国家可以把年产品

的全部价值非生产地消费掉，而丝毫无损于该国的未来收入。”（第１４７页）“构成一个

国家的资本的产品，是不能消费的。”（第１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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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平衡的整个再生产过程来看）并不是新追加劳动的产品，尽管

这个产品没有这个不变资本就不可能生产出来——这个不变资本

在再生产过程中，从物质方面来看，总是处在各种会使它遭到损失

的意外和危险中。（此外，从价值方面来看，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变

化，这个不变资本也可能贬值；但这种情况只与单个资本家有关。）

因此，利润的一部分，即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而只体现新追加劳

动的剩余产品（从价值方面来看）的一部分，必须充当保险基金。在

这里，这个保险基金是不是由保险公司作为一种单独的业务来管

理，这丝毫也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这种基金是收入中既不作为收

入来消费也不一定用作积累基金的唯一部分。它是否事实上用作

积累基金，或者只是用来补偿再生产上的短缺，取决于偶然的情

况。这也是在剩余价值、剩余产品、从而剩余劳动中，除了用来积

累，即用来扩大再生产过程的部分以外，甚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消灭之后，也必须继续存在的唯一部分。当然，这要有一个前提，就

是通常由直接生产者消费的部分，不再限于它目前的最低水平。除

了为那些由于年龄关系还不能参加生产或者已不能参加生产的人

而从事的剩余劳动以外，一切为养活不劳动的人而从事的劳动都

会消失。如果我们想一想社会开始时的情况，那末，当时还不存在

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因此，也没有任何会把价值加到产品中去的

不变资本，即在再生产按原有的规模进行时必须由产品在实物形

式上并按照不变资本的价值决定的量来补偿的不变资本。但是在

那里，自然界已经直接提供了生活资料，起初不需要人们去生产它

们。因此，自然界也就使那些只有很少需要必须满足的野蛮人，除

了为占有自然界已有的生活资料所花费的劳动以外，有时间把另

一些自然产物变成弓箭、石刀、独木舟之类的生产资料，而不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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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还不存在的生产资料来进行新的生产。野蛮人的这个过程，单从

物质方面来看，完全相当于剩余劳动再转化为新资本的过程。在积

累过程中，剩余劳动的这种产品转化为资本的现象还会不断发生；

而一切新资本都来自利润、地租或收入的其他形式，即来自剩余劳

动这一事实，会使人产生一种错误的观念，好象商品的全部价值都

来自收入。相反，更仔细地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到，由利润到资本的

再转化倒是表明了如下事实：不断地以收入形式表现出来的追加

劳动，并非用来维持或再生产旧的资本价值，而是只要它不作为收

入被消费掉，就用来创造新的剩余的资本。

全部困难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一切新追加的劳动，只要它所创

造的价值不归结为工资，就表现为利润，——利润在这里被理解为

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也就是说，表现为不要资本家花费任何

东西，因而也无须用来为资本家补偿任何预付的东西、补偿任何资

本的那种价值。因此，这个价值存在于可供支配的追加财富的形

式上，总之，从单个资本家来看，存在于他的收入的形式上。但是，

这个新创造的价值既可以用于生产消费，也可以用于个人消费，既

可以作为资本来用，也可以作为收入来用。按照它的实物形式来

说，它的一部分必须用于生产消费。因此很明显，年追加劳动既创

造资本，也创造收入；这一点也表现在积累过程上。但是，用来创造

新资本的那部分劳动力（因而，同野蛮人的那部分不是用来获取食

物，而是用来制造获取食物的工具的工作日相似），是看不出来的，

因为剩余劳动的全部产品首先表现为利润的形式；而这个规定实

际上同这个剩余产品本身毫无关系，而只是涉及资本家同他装进

腰包的剩余价值的私自关系。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实际上要分为

收入和资本，也就是说，分为消费资料和追加的生产资料。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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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留下来的旧的不变资本（把已经受到损失、因而已经相应破

坏的部分撇开不说，也就是单就旧资本无须再生产而言，——再生

产过程遭到的上述破坏是属于保险的项目），从价值方面来看，并

不是由新追加的劳动再生产的。

我们还看到，新追加劳动的一部分总是被吸收来再生产和补

偿已经消费掉的不变资本，尽管这种新追加的劳动只是分解为各

种收入，即工资、利润和地租。但在这里有两点被忽视了：１．这个劳

动的产品有一部分价值并不是这个新追加劳动的产品，而是已有

的并且已经消费掉的不变资本；因此，代表这个价值部分的产品部

分，也不转化为收入，而是以实物形式补偿这个不变资本的生产资

料；２．真正代表这个新追加劳动的价值部分，不是在实物形式上作

为收入被消费，而是在另一个部门内补偿不变资本，在那里，不变

资本被转化成了可以作为收入来消费的实物形式，但是这个实物

形式也不完全是新追加劳动的产品。

当再生产按原有规模进行时，每一个已经消费掉的不变资本

要素，都必须在实物形式上得到相应种类的新物品的补偿，即使不

是同样数量和形式的新物品，至少也是同样效率的新物品。如果劳

动生产力不变，那末，这种实物形式的补偿，就包含着不变资本在

它的旧形式上具有的那个价值的补偿。但是，如果劳动生产力提高

了，以致同一物质要素可以用较少的劳动再生产出来，那末，产品

价值的一个较小的部分，就能够在实物形式上全部补偿不变部分。

这时，余下的部分就可以用来形成新的追加资本，或者可以使较大

部分的产品采取消费资料的形式，或者使剩余劳动减少。相反，如

果劳动生产力降低了，那末，较大部分的产品必须用来补偿旧的资

本；剩余产品就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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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利润，或一般说来，由剩余价值的任何形式再转化为资本的

事实——我们撇开历史规定的经济形式不说，只把这种转化看作

新生产资料的单纯形成——表明：劳动者除了要用劳动来获得直

接生活资料以外，还要用劳动来生产生产资料的状况始终会存在。

利润转化为资本，无非就是把一部分剩余劳动用来形成新的追加

的生产资料。而这一过程会以利润转化为资本的形式出现，无非就

是说，支配着这种剩余劳动的不是工人，而是资本家。至于这种剩

余劳动必须首先经过一个表现为收入（而例如在野蛮人那里，它却

表现为直接用来生产生产资料的剩余劳动）的阶段，那也只是说，

这种劳动或它的产品，要由非劳动者占有。但是，实际上转化为资

本的东西，不是利润本身。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只是表明剩余价

值和剩余产品不是被资本家当作收入用在个人消费上。实际上这

样转化的东西，是价值，是物化劳动，是直接体现这个价值的产品，

或者是这个价值先转化为货币、然后交换来的产品。即使是利润再

转化为资本，剩余价值的这个特定形式，利润，也不是这个新资本

的源泉。这时，剩余价值只是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但是，

使它变为资本的，并不是这种形式转化。现在作为资本来执行职能

的，是商品及其价值。但是，对商品价值没有进行支付这一点，——

只是由于这一点，这个价值才成为剩余价值，——同劳动的物化，

同价值本身毫无关系。

误解在各种形式上表现出来。例如有人认为，构成不变资本

的商品同样包含工资、利润和地租这几个要素。又如有人认为，对

一个人来说代表收入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则代表资本，因此，

这只是主观的关系。比如说，纺纱业主的棉纱就包含着一个对他

来说代表利润的价值部分。因此，如果织布业主购买棉纱，他就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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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纱业主的利润实现了，但是这个棉纱对他自己来说，只是他的不

变资本的一部分。

关于收入和资本的关系，除了我们在前面已经作过的说明以

外，在这里还应指出：从价值方面来看，作为组成部分同棉纱一起

加入织布业主的资本的东西，是棉纱的价值。不管这个价值的各部

分对纺纱业主本人来说怎样分解为资本和收入，换句话说，怎样分

解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这同商品本身的价值决定完全没有关

系（撇开平均利润所引起的各种变化不说）。在这里，背后总是隐藏

着这样一种看法：利润或一般剩余价值，是超过商品价值的余额，

只有通过抬高价格、互相欺诈和让渡利润才能产生出来。在生产价

格或者甚至商品价值得到支付时，表现为商品出售者收入形式的

商品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当然也得到支付。不言而喻，这里谈的

不是垄断价格。

其次，说构成不变资本的各个商品组成部分，象一切其他商品

价值一样，可以归结为各个价值部分，这些价值部分对生产者和生

产资料的所有者来说会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这种说法是完全

正确的。这不过是下面这样一个事实的资本主义的表现形式：一切

商品价值都只是商品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的尺度。但是，我们已

经在第一卷中指出，这种情况根本不会妨碍任何一个资本的商品

产品分割为各个单独的部分，其中一部分只代表不变资本部分，另

一部分只代表可变资本部分，第三部分只代表剩余价值。

施托尔希下面这段话，也表达了许多其他人的意见。他说：

“形成国民收入的各种可出售的产品，在政治经济学上必须用两种不同

的方法来考察：在对个人的关系上应看作价值；在对国民的关系上应看作财

富；因为国民的收入，不是象个人的收入那样，按照它的价值来估计，而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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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它的效用，或者说按照它所能满足的需要来估计。”（《论国民收入的性质》

第１９页）

第一，把一个在价值上建立起自己的生产方式，进而按照资本

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看成是一个单纯为了满足国民需要而

工作的总体，这是错误的抽象。

第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

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

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簿记，

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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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章

竞 争 的 假 象

  以上已经指出，商品的价值或由商品总价值调节的生产价格，

分解为如下几个部分：

１．补偿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也就是代表生产商品时以生产

资料的形式用掉的过去劳动的价值部分；一句话，就是加入商品生

产过程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或价格。在这里，我们从来不是说单个商

品，而是说商品资本，即资本产品在一定期间例如一年内借以表现

的形式，单个商品只是商品资本的要素，单个商品的价值也同样分

割为这些组成部分。

２．可变资本的价值部分，这部分计量工人的收入，对工人来

说，转化为工资；因此，工人就是在这个可变价值部分上再生产他

的工资的；总之，在商品生产中新加到第一部分即不变部分上去的

劳动的有酬部分，就是体现在这个价值部分上。

３．剩余价值，即商品产品中体现无酬劳动或剩余劳动的价值

部分。这个最后的价值部分，又采取各种独立的形式，这些形式同

时又是收入的形式：资本利润（资本本身的利息，和资本作为职能

资本的企业主收入）和地租（属于在生产过程中一同发生作用的土

地的所有者所有）的形式。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即不断采取工资

（它总是要先通过可变资本的形式）、利润和地租这些收入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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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部分，和第一部分即不变部分的区别在于：由新加到不变部分

即商品生产资料上的劳动所物化成的全部价值，都属于这个价值

部分。如果把不变价值部分撇开不说，这样说是正确的：商品价值

就其代表新加入的劳动来说，不断分解为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形

成三种收入形式，即工资、利润和地租（５５），它们各自的价值量，即

它们各自在总价值中所占的部分，是由不同的、特殊的、以前已经

说明过的规律决定的。但是反过来，说工资的价值、利润率和地租

率是独立的、构成价值的要素，说商品的价值（如果把不变部分撇

开不说）就是由这些要素结合而成，却是错误的；换句话说，说它们

是商品价值或生产价格的组成部分，是错误的（５６）。

我们立即可以看出这里的区别。

假定资本５００的产品价值＝４００ｃ＋１００ｖ＋１５０ｍ＝６５０；这

１５０ｍ再分为利润７５＋地租７５。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困难，我们再

假定，这个资本具有平均构成，因而它的生产价格和它的价值是一

（５５） 在加到不变资本部分上的价值分割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场合，不言而喻，

这些都是价值的部分。当然，我们可以认为，它们是存在于体现这个价值的直接产品

中，即存在于一个特殊生产部门如纺纱业的工人和资本家所生产的直接产品棉纱中。

但是实际上，它们体现在这个产品中，和体现在任何一个有相同价值的商品中或物质

财富的任何一个有相同价值的组成部分中是一样的，不多也不少。并且，工资实际是用

货币支付的，也就是说，是用纯粹的价值表现支付的；利息和地租也是这样。对资本家

来说，他的产品转化为纯粹的价值表现，的确非常重要；在分配上，这种转化已经成为

前提。这些价值是由某种产品或商品的生产产生的，但它们是否再转化为相同的产品

或商品，工人是买回他直接生产的产品的一部分，还是购买别人的不同种劳动的产品，

这与问题本身没有关系。洛贝尔图斯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绞脑汁是徒劳无益的。

（５６） “只要指出这样一点就够了：调节原产品和工业商品的价值的一般原则同

样适用于各种金属；金属的价值不取决于利润率，不取决于工资率，也不取决于为矿山

而支付的租金，而是取决于获得金属并把它运上市场所必需的劳动总量。”（李嘉图《原

理》第３章第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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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当我们把这个单个资本的产品当作总资本中一个和它的量

相适应的部分的产品来看时，这种一致性总是会产生的。

在这里，由可变资本计量的工资，占预付资本的２０％；按总

资本计算的剩余价值，占预付资本的３０％，即利润占１５％，地租

占１５％。商品中由新加入的劳动物化成的整个价值部分，等于

１００ｖ＋１５０ｍ＝２５０。它的量与它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没有关系。

我们从这几个部分互相间的比例看到，用货币１００，比如说１００镑

来支付的劳动力，会提供一个体现为２５０镑货币额的劳动量。从

这里我们看到，工人所完成的剩余劳动，等于他为自己所完成的

劳动的１１
２倍。如果工作日＝１０小时，他就是为自己劳动４小时，

为资本家劳动６小时。因此，被付给１００镑的工人的劳动，体现

在２５０镑的货币价值中。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在资本家和土地

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的不外就是这２５０镑价值。这就是新加到生

产资料价值４００上的全部价值。因此，这样生产的、由其中物化

劳动的量决定的商品价值２５０，就形成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

能以收入形式，即工资、利润和地租形式，从这个价值取出的份

额的界限。

假定一个有机构成相同，也就是说，所使用的活的劳动力和所

推动的不变资本的比率相同的资本，不得不为同样推动不变资本

４００的劳动力支付１５０，而不是支付１００镑；再假定利润和地租也

按不同的比例来分配剩余价值。因为已经假定１５０镑的可变资本，

和以前１００镑的可变资本推动同量的劳动，所以，新生产的价值仍

旧＝２５０，总产品的价值也仍旧＝６５０。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４００ｃ

＋１５０ｖ＋１００ｍ；并且这１００ｍ也许要分为利润４５和地租５５。新生

产的总价值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比例极不相同；全部预付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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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量也不相同，虽然它所推动的劳动总量还是一样。工资占预付资

本的２７３
１１，利润占预付资本的８

２
１１，地租占预付资本的１０％；因

此，全部剩余价值略多于预付资本的１８％。

由于工资的提高，总劳动中的无酬部分改变了，因而剩余价值

也改变了。在１０小时的工作日中，工人为自己劳动６小时，而只

为资本家劳动４小时。利润和地租的比例也不同了。已经减少的

剩余价值，在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按改变了的比例进行分配。

最后，因为不变资本的价值仍旧不变，而预付的可变资本的价值增

加了，所以，已经减少的剩余价值，会表现为一个减少得更多的总

利润率。在这里，我们把总利润率理解为全部剩余价值对全部预

付资本的比率。

工资价值、利润率和地租率的变动，不管调节这些部分互相

间的比例的各种规律会起什么作用，总只能在新创造的商品价值

２５０所划定的界限内进行。只有在地租以垄断价格为基础时，才会

产生例外。这不会使规律有丝毫改变，只不过使研究复杂化。因

为，在这种场合，如果我们只考察产品本身，不同的就只是剩余价

值的分割；但是，如果我们考察它和其他商品比较而言的相对价

值，区别就只在于，其他商品里包含的剩余价值，将会有一部分转

移到这种特殊的商品上来。

让我们扼要地复述一下：

产 品 的 价 值 新价值 剩余价值率
总利
润率

第一种情形：４００ｃ＋１００ｖ＋１５０ｍ＝６５０

第二种情形：４００ｃ＋１５０ｖ＋１００ｍ＝６５０

２５０

２５０

１５０％ 

６６ ２
３％

３０％ 

１８ ２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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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剩余价值比以前减少三分之一，由１５０减为１００。利润

率下降略多于三分之一，由３０％下降到１８％，因为已经减少的剩

余价值要按已经增加的全部预付资本来计算。但它并不和剩余价

值率按相同的比例下降。剩余价值率由１５０１００下降到
１００
１５０，即由１５０％下

降到６６２
３，而利润率只由

１５０
１００下降到

１００
５５０，即由３０％下降到１８

２
１１。因

此，利润率按比例来说比剩余价值量下降得多，但比剩余价值率下

降得少。其次，我们看到，如果使用的劳动量和以前相同，尽管预付

资本由于它的可变部分的增加而增大，产品的价值和总量却仍旧

不变。预付资本的这种增大，对一个开始新营业的资本家来说，确

实是件令人不安的事情。但是，从整个再生产来看，可变资本的增

加只不过表示，在由新加入的劳动新创造的价值中，要有一个较大

的部分转化为工资，因而要首先转化为可变资本，而不是转化为剩

余价值和剩余产品。因此，产品的价值仍旧不变，因为它一方面受

不变资本价值４００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一个体现新加入的劳动的

数字２５０的限制。这二者都没有改变。这个产品，只要它本身再加

入不变资本，就会和以前一样，在同一价值量中，代表同样大的

使用价值量；因此，同一数量的不变资本要素保持着相同的价值。

如果工资提高不是因为工人得到自己劳动的一个较大的部分，而

是相反，工人得到自己劳动的一个较大的部分，是因为劳动生产

率已经降低，那末，情况就会不同。这时，体现同一劳动即有酬

劳动加上无酬劳动的总价值仍旧不变；但体现这个劳动量的产品

量将会减少，因而产品的每个相应部分的价格就会提高，因为每

个部分代表了更多的劳动。已经提高的工资１５０不会比以前的工

资１００代表更多的产品；已经减少的剩余价值１００，和以前相比，

也只代表以前１００所代表的产品或使用价值量的２
３，或６６

２
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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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产品加入不变资本，不变资本就会变贵。但

这不是工资提高的结果，相反，工资提高是商品变贵的结果，是

同量劳动的生产率降低的结果。这里产生一种假象，似乎工资提

高使得产品变贵；但实际上，工资的提高，并不是商品价值变化的

原因，而是这种变化的结果，而商品价值的变化是由于劳动生产率

的降低所引起的。

相反，如果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所使用的同一劳动量仍

旧体现为２５０，但劳动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提高了或降低了，

那末，同量产品的价值就会按同一数量提高或降低。４５０ｃ＋１００ｖ＋

１５０ｍ使产品价值＝７００；而３５０ｃ＋１００ｖ＋１５０ｍ则使同量产品的

价值只等于６００，而不是等于以前的６５０。因此，如果推动同量劳动

的预付资本增加了或减少了，而这种增加或减少是由于不变资本

部分价值量发生变化，那末，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产品的价值就会

提高或降低。相反，如果预付资本的增加或减少，是由于在劳动生

产力保持不变时可变资本部分的价值量发生变化，那末，产品的价

值就仍旧不变。不变资本的价值的增加或减少，不会由相反的运动

得到补偿。可变资本的价值的增加或减少，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前

提下，会由剩余价值的相反的运动得到补偿，以致可变资本的价值

加上剩余价值，也就是说，由劳动新加到生产资料上的、新体现在

产品中的价值仍旧不变。

相反地，如果可变资本或工资的价值的增加或减少是商品涨

价或跌价的结果，也就是说，是这种投资所使用的劳动的生产率降

低或提高的结果，那就会影响产品的价值。不过在这里，工资的涨

落，不是原因，而只是结果。

与此相反，如果在上例中，在不变资本４００ｃ保持不变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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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ｖ＋１５０ｍ到１５０ｖ＋１００ｍ的变化，即可变资本的提高，不是该

特殊部门例如纺纱业中劳动生产力降低的结果，而是为工人提供

食物的农业中劳动生产力降低的结果，从而是这些食物变贵的结

果，那末，产品的价值就保持不变。６５０的价值，就会和以前一样体

现在同一数量的棉纱中。

其次，从以上的说明可以得出结论：如果在那些以产品供工人

消费的生产部门内，由于节约等等，不变资本的支出减少了，那末，

这就会和所使用的劳动本身的生产率直接提高一样，引起工资的

减少，因为这会使工人的生活资料便宜，从而引起剩余价值增加。

因此，在这里，利润率的增长有双重原因：一是不变资本的价值减

少，二是剩余价值增加。在考察剩余价值到利润的转化时，我们曾

假定工资不是降低，而是保持不变，因为在那里，我们要撇开剩余

价值率的变动来研究利润率的变动。此外，我们在那里说明的规律

是普遍的规律，并且这些规律也适用于不提供工人消费的产品的、

因而其产品的价值变化对工资没有影响的各种投资。

因此，每年由新加的劳动新加到生产资料或不变资本部分上

的价值，分化并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些不同的收入形式，这

不会改变价值本身的界限，不会改变分为这些不同范畴的价值总

和，就同这各个部分之间互相比例的变化不会改变它们的总和，不

会改变这个既定的价值量一样。１００这个既定数始终是１００，而不

管它是分为５０＋５０，还是２０＋７０＋１０，还是４０＋３０＋３０。产品中

分割为这几种收入的价值部分，完全和资本的不变价值部分一样，

是由商品的价值决定的，也就是说，是由在各该场合商品中物化的

劳动量决定的。因此，第一，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商品价值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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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定的，也就是说，商品各价值部分的总和的绝对界限是已定的。

第二，就各个范畴本身来说，它们的平均的和起调节作用的界限也

是已定的。工资是各个范畴的这种界限的基础。一方面，工资由自

然规律调节；工资的最低限度是由工人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劳动

力时身体上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规定的，也就是由一定

量的商品规定的。这些商品的价值是由它们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劳

动时间决定的，从而是由新加到生产资料上的那部分劳动决定的，

或者是由工作日中工人为生产和再生产这种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

的等价物所需要的部分决定的。比如工人每天平均的生活资料的

价值＝６小时的平均劳动，工人就必须每天平均为自己劳动６小

时。他的劳动力的实际价值和这个身体最低限度是不一致的；气候

和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劳动力的实际价值也就不同；它不仅取决于

身体需要，而且也取决于成为第二天性的历史上发展起来的社会

需要。但在每个国家，在一定的时期，这个起调节作用的平均工资

都是一个已定的量。因此，其他一切收入的价值就有了一个界限。

这个价值总是等于体现总工作日（在这里，它和平均工作日相一

致，因为它包括社会总资本所推动的劳动总量）的价值减去总工作

日中体现工资的部分。因此，这个价值的界限是由无酬劳动所借以

表现的价值的界限决定的，也就是由这个无酬劳动的量决定的。如

果工人为再生产自己的工资价值所必需的工作日部分的最后界

限，是他的工资的身体最低限度，那末，工作日的另一部分——代

表他的剩余劳动的部分，即表示剩余价值的价值部分——的界限，

就是工作日的身体最高限度，即工人在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劳动

力的情况下每天一般可以提供的劳动时间的总量。因为在当前的

探讨中，说的是每年新加入的总劳动借以体现的价值的分配，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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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可以把工作日看成是一个不变量，并且假定它是一个不变

量，而不管它会或多或少地偏离它的身体最高限度。因此，形成剩

余价值并分解为利润和地租的价值部分的绝对界限是已定的，是

由工作日的有酬部分以外的无酬部分决定的，因而是由总产品中

体现这个剩余劳动的价值部分决定的。如果我们象我已经做过的

那样，把这些界限所决定的并且按全部预付资本计算的剩余价值

叫作利润，那末，这个利润按绝对量来说，就等于剩余价值，因而它

的界限也和剩余价值的界限一样，都是按照规律来决定的。但利润

率的高度，也是一个要保持在确定的、由商品价值决定的界限以内

的量。利润率是全部剩余价值对生产上预付的社会总资本的比率。

如果资本＝５００（假定单位是百万），剩余价值＝１００，那末２０％就

是利润率的绝对界限。社会利润按这个比率在不同生产部门的投

资之间进行分配，就产生偏离商品价值的生产价格，即实际上起调

节作用的平均市场价格。但是这种偏离，既没有使价值决定价格的

性质消失，也没有使利润的合乎规律的界限消失。商品的价值等于

生产商品时用掉的资本加上包含在商品中的剩余价值，商品的生

产价格则等于生产商品时用掉的资本ｋ加上按一般利润率归它的

剩余价值，例如按生产该商品所预付的资本（包括已经用掉的资本

和单纯使用的资本）加上２０％。但是这个２０％的追加额本身，是由

社会总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和这个剩余价值同资本价值的比率

决定的，因此它是２０％，不是１０％，也不是１００％。因此，价值转化

为生产价格，并没有取消利润的界限，只是改变了它在构成社会资

本的各个不同的特殊资本之间的分配，按照这些资本在这个总资

本中所占的价值部分，把它均等地分配给这些资本。市场价格固然

会高于或低于这个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但是这些变动会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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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销。如果我们考察较长时期的物价表，把商品实际价值因劳动生

产力变动而发生变化的情况和生产过程因自然事故或社会事故而

受到干扰的情况撇开不说，我们将感到惊奇的是：第一，各次偏离

的界限比较狭窄，第二，这各次偏离的平衡具有规律性。在这里，我

们也将发现凯特勒在社会现象上论证过的那种起调节作用的平均

数的统治作用２４１。如果商品价值平均化为生产价格的过程没有遇

到障碍，地租就都是级差地租，也就是说，地租就以这种超额利润

的平均化为限，这种超额利润本来是由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给

予一部分资本家的，而现在为土地所有者所占有。因此，在这里，地

租的确定的价值界限，就是一般利润率对生产价格的调节所引起

的个别利润率的偏离。如果土地所有权阻碍商品价值平均化为生

产价格，并占有绝对地租，那末，绝对地租就会受到土地产品的价

值超过它的生产价格而形成的余额的限制，因而受到土地产品中

包含的剩余价值超过按一般利润率应归各个资本的利润而形成的

余额的限制。这个差额于是形成地租的界限；地租仍然只是已定

的、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的确定部分。

最后，如果剩余价值平均化为平均利润的过程在不同生产部

门内遇到人为的垄断或自然的垄断的障碍，特别是遇到土地所有

权的垄断的障碍，以致有可能形成一个高于受垄断影响的商品的

生产价格和价值的垄断价格，那末，由商品价值规定的界限也不会

因此消失。某些商品的垄断价格，不过是把其他商品生产者的一部

分利润，转移到具有垄断价格的商品上。剩余价值在不同生产部门

之间的分配，会间接受到局部的干扰，但这种干扰不会改变这个剩

余价值本身的界限。如果这种具有垄断价格的商品进入工人的必

要的消费，那末，在工人照旧得到他的劳动力的价值的情况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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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商品就会提高工资，并从而减少剩余价值。它也可能把工资压

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但只是工资要高于身体最低限度。这时，

垄断价格就要通过对实际工资（即工人由于同量劳动而得到的使

用价值的量）的扣除和对其他资本家的利润的扣除来支付。垄断

价格能够在什么界限内影响商品价格的正常调节，是可以确定和

准确计算出来的。

因此，正如新加入的、一般会分解为收入的商品价值的分割，

会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工资和剩余价值之间的比率上遇

到既定的和起调节作用的界限一样，剩余价值本身在利润和地租

间的分割，也会在那些调节利润率平均化过程的规律上遇到这种

界限。就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来说，平均利润本身就是二

者合在一起的界限。平均利润提供一定量的价值由它们去分割，并

且也只有这个量能够由它们去分割。在这里，一定的分割比率具

有偶然性，这就是说，完全要由竞争关系来决定。在其他场合，供求

相抵等于消除市场价格同它的起调节作用的平均价格的偏离，即

等于消除竞争的影响，而在这里，竞争则是唯一的决定的要素。为

什么呢？因为同一个生产因素即资本，必须把归它所有的剩余价值

部分，在这个生产因素的两个所有者之间进行分割。至于平均利润

的分割在这里没有确定的合乎规律的界限，这并不会使它作为商

品价值部分所具有的界限消失；就象一个企业的两个股东，由于各

种不同的外在条件而不等地分配利润，这丝毫不会影响这个利润

的界限一样。

因此，如果商品价值中体现新加到生产资料价值上的劳动的

部分，会分解成以收入形式取得互相独立的形式的不同部分，但决

不因此就得出结论说：工资、利润和地租是这样的构成要素，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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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合或总和会产生出商品本身的起调节作用的价格（“自然价

格”，“必要价格”），因而，商品价值，在扣除不变价值部分后，不是

一个原始的会分成这三部分的统一体，相反，这三部分中任何一部

分的价格都已经独立决定，只要把这三个独立的量相加，就形成商

品的价格。实际上，商品价值是一个已定的量，不管工资、利润、地

租的相对量如何，商品价值总是它们的全部价值的整体。而按照上

述错误的见解，工资、利润、地租是三个独立的价值量，它们的总量

产生、限制和决定商品价值量。

首先，很清楚，如果工资、利润、地租构成商品的价格，那末，这

种情况既适用于商品价值中的不变部分，也适用于商品价值中体

现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其余部分。因此，这里可以完全不考虑这

个不变部分，因为构成这个不变部分的各种商品的价值，也会归结

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价值的总和。正如已经指出的，这种见解甚

至否认这样一个不变价值部分的存在。

其次，很清楚，价值的概念在这里完全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如

下意义上的价格的观念：把一定数量的货币支付给劳动力、资本和

土地的所有者。但货币是什么呢？货币不是物，而是价值的一定的

形式，因而又以价值为前提。因此，我们就说，用一定量的金或银来

支付这些生产要素，或者说，使这些生产要素在头脑中和一定量的

金或银相等。但金银和其他一切商品一样，本身也是商品（启蒙经

济学家以有这种认识而感到骄傲）。因此，金银的价格，也是由工

资、利润和地租决定的。因此，我们不能通过工资、利润和地租与一

定量的金银相等，来决定工资、利润和地租，因为作为它们的等价

物用来对它们进行估价的金银的价值，正是应该首先由它们决定，

而不取决于金银，也就是说，不取决于任何一种正好是上述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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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物的商品价值。因此，说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价值在于它们

与一定量的金银相等，那不过是说，它们与一定量的工资、利润

和地租相等。

我们首先拿工资来说。因为，即使按照这种见解，我们也必须

从劳动开始。工资的起调节作用的价格，即工资的市场价格围绕

着波动的那个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呢？

我们不妨说，这是由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决定的。但这里说

的是对劳动力的什么样的需求呢？说的是资本提出的需求。因此，

对劳动的需求就等于资本的供给。为了要说资本的供给，我们首

先必须知道什么是资本。资本是由什么构成的呢？拿它的最简单

的表现来说，是由货币和商品构成的。但货币不过是商品的一种

形式。因此，资本是由商品构成的。但是，按照假定，商品价值首

先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价格即工资决定的。在这里，工资是前

提，并且被看成是商品价格的构成要素。于是，这个价格要由所提

供的劳动对资本的比例来决定。资本本身的价格等于构成资本的

商品的价格。资本对劳动的需求等于资本的供给。资本的供给等

于有一定价格的商品量的供给，这个价格首先由劳动的价格调节，

劳动的价格，又等于交换工人的劳动时付给工人的构成可变资本

的那部分商品的价格；构成这个可变资本的商品的价格，首先又是

由劳动的价格决定的，因为商品的价格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价

格决定的。因此，我们不能以资本为前提来决定工资，因为资本本

身的价值是由工资参与决定的。

此外，把竞争带到问题中来，丝毫也不能帮助我们。竞争使劳

动的市场价格提高或降低。假定劳动的需求和供给相抵，那末工

资又由什么决定呢？由竞争决定。但我们正好假定不再由竞争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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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竞争已经由于它的两种相反的力量的平衡而不起作用。我们

正是要找出工资的自然价格，即不由竞争调节而是反过来调节竞

争的劳动价格。

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说劳动的必要价格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

料来决定。但这种生活资料也是有价格的商品。因此，劳动价格

是由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的，而生活资料的价格，同所有其

他商品的价格一样，首先是由劳动价格决定的。因此，由生活资料

价格决定的劳动价格，还是要由劳动价格决定。劳动价格是由劳动

价格决定的。换句话说，我们不知道劳动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在

这里，劳动一般来说有价格，是因为它被当作商品。因此，要谈

劳动价格，我们就必须知道价格究竟是什么。但用这种方法，我们

恰恰无法知道价格究竟是什么。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假定，劳动的必要价格就是按这种令人满

意的方法决定的。但形成商品价格的第二要素的平均利润，即每个

资本在正常条件下的利润又是怎样的呢？平均利润必须由平均利

润率决定；平均利润率又是怎样决定的呢？由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决

定吗？但这种竞争已经以利润的存在为前提。它假定同一个生产

部门或不同的生产部门有不同的利润率，因而有不同的利润。竞争

之所以能够影响利润率，只是因为它影响商品的价格。竞争只能使

同一个生产部门内的生产者以相等的价格出售他们的商品，并使

不同生产部门内的生产者按照这样一个价格出售商品，这个价格

使他们得到相同的利润，得到加到已经部分地由工资决定的商品

价格上的同一比例的加价。因此，竞争只能使不等的利润率平均

化。要使不等的利润率平均化，利润作为商品价格的要素必须已经

存在。竞争不创造利润。利润的水平，在平均化过程发生的时候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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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确立。竞争不过使它提高或降低，但并不创造它。并且，当我们

说必要利润率时，我们正是想要知道那种不以竞争的运动为转移

却反而调节竞争的利润率。平均利润率是在互相竞争的资本家势

均力敌的时候出现的。竞争可以造成这种均势，但不能造成在这种

均势形成时出现的利润率。当这种均势形成的时候，一般利润率

为什么会是１０％、２０％或１００％呢？是由于竞争吗？正好相反，竞

争消除了那些造成与１０％或２０％或１００％相偏离的原因。它带来

一个商品价格，按照这个价格，每个资本都按照它的量提供相同

的利润。但这个利润本身的量与竞争无关。竞争只是把一切偏离

不断地化为这个数量。一个人和另一些人竞争；竞争迫使他和另

一些人一样按同一商品价格出售商品。但这个价格为什么是１０或

２０或１００呢？

这样，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利润率，从而利润，解释为一

个以无法理解的方式决定的、加到在此之前已经由工资决定的商

品价格上去的加价。竞争告诉我们的唯一的一点是，这个利润率

必须是一个已定的量。但我们在说一般利润率和利润的“必要价

格”之前，就已经知道这一点了。

把这个荒谬的推论过程搬到地租上来重新探讨一番，是完全

不必要的。无须重新探讨就可以看到，如果把这个过程多少贯彻

下去，就会使利润和地租表现为由一些无法理解的规律决定的、加

到首先由工资决定的商品价格上的单纯加价。一句话，竞争必须

说明经济学家所不理解的一切东西，其实正好相反，经济学家必

须说明竞争。

在这里，如果我们把认为利润和地租这两个价格组成部分是

由流通创造出来，即通过出售产生的这种幻想撇开不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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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永远不会提供没有事先给予它的东西，——那末，事情就可

以简单地归结为：

假定一个商品由工资决定的价格＝１００；利润率为工资的

１０％，地租为工资的１５％。这样，由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总和决

定的商品价格就＝１２５。这个２５的加价不可能由商品的出售产生。

因为所有互相出售商品的人，每人都把只值工资１００的商品，按

１２５卖给对方，结果就象大家都按１００来卖一样。因此，这个行为

必须脱离开流通过程来考察。

如果三者来分那个现在值１２５的商品本身，——假定资本家

先按１２５把商品卖出，然后把１００付给工人，把１０付给自己，把

１５付给地租所得者，这并不会使事情发生变化，——工人就会得

到价值和产品的 ４
５＝１００。资本家就会得到价值和产品的

２
２５，地租

所得者就会得到价值和产品的 ３
２５。在资本家是按１２５而不是按

１００来出售的时候，他也只是把体现工人劳动的产品的４
５给工人。

如果他给工人８０，留下２０，把其中的８归自己，１２归地租所得者，

那情况也完全一样。这时，他似乎是按商品的价值出售商品的，因

为这些加价事实上只是一些和商品价值（按照假定已经由工资价

值决定）无关的提高。这是通过迂回的道路说明，按照这个见解，工

资这个词，即１００，等于产品的价值，也就是说，等于体现这个一定

量劳动的货币额；但是这个价值又不同于实际工资，因此它留下一

个余额。不过，这个余额在这里是由于名义上的加价产生的。因此，

如果工资等于１１０，不是＝１００，利润就必须＝１１，地租就必须＝１６

１
２，因而商品的价格也必须＝１３７

１
２。比例仍旧不变。但是，因为

分配总是通过工资的百分之几的名义上的加价而实现的，所以价

格会随工资而涨落，在这里，工资首先被假定和商品的价值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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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又和它区别开来。实际上，这是通过毫无概念的迂回道路把

问题归结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其中包含的劳动量决定的，而工资

的价值则是由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的，价值超过工资的余额

形成利润和地租。

商品扣除它生产上所耗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以后的价值，这

个既定的、由物化在商品产品中的劳动量决定的价值量，分为具有

独立的、互不相关的收入形式，即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三个组成部

分。这种分割，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可以看到的表面上，因而也在那

些局限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表面现象的当事人的观念中，总是颠倒

地表现出来。

假定某一个商品的总价值＝３００，其中２００是商品生产上所消

耗的生产资料或不变资本要素的价值。这样，剩下的１００则作为在

商品生产过程中加到这个商品上的新价值的总额。这个新价值

１００，就是可以用来分为这三种收入形式的一切。我们假定工资＝

ｘ，利润＝ｙ，地租＝ｚ，那末，在我们所说的场合，ｘ＋ｙ＋ｚ的和就总

是＝１００。但在工业家、商人和银行家的观念中，以及在庸俗经济学

家的观念中，事情则完全不是这样。在他们看来，不是商品扣除它

生产上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以后的价值＝１００，然后这１００分

为ｘ、ｙ、ｚ。在他们看来，商品的价格只是由不以商品的价值为转移

的并且互相独立地决定的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价值量合在一起构

成的，因此，ｘ、ｙ、ｚ中每一个都是独立地提供和决定的，并且，这几

个价值量的总和，不管可能大于１００还是小于１００，形成商品本身

的价值量，商品本身的价值量就是由这几个形成商品价值的要素

相加的结果。这种混乱之所以必然产生，是因为：

第一：商品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是作为独立的收入互相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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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并且它们作为独立的收入，是与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三种彼此

完全不同的生产要素发生关系，因而好象它们就是由这些东西产

生的一样。劳动力的、资本的和土地的所有权，就是商品这些不同

的价值组成部分所以会分别属于各自的所有者，并把这些价值组

成部分转化为他们的收入的原因。但价值并不是因它转化为收入

而产生的，它在能够转化为收入，能够取得这种形式以前，必须已

经存在。这三个部分的相对量是由不同的规律决定的，它们和商品

价值本身的联系以及它们受商品价值本身的限制的事实，决不会

在表面上显现出来，所以，颠倒的假象必然更具有迷惑作用。

第二：我们已经说过①，工资的一般提高或降低，在其他条件

相同的情况下，会使一般利润率发生方向相反的变动，改变不同商

品的生产价格，按照各有关生产部门的资本平均构成的不同情况，

使其中一些上涨，另外一些下降。因此，在这里，无论如何在某

些生产部门，经验说明：工资上涨，商品的平均价格就上涨，工

资下跌，商品的平均价格就下跌。但“经验”不能说明，那种不以工

资为转移的商品价值隐蔽地调节着这种变动。相反，如果工资的上

涨是局部的，只是在特殊生产部门内由于特殊的情况才产生的，这

些商品的价格在名义上就会相应地提高。一种商品与工资保持不

变的其他商品相比相对价值上的这种提高，在这里，只是剩余价值

在不同生产部门的平均分配上遭到局部破坏的反应，只是一个使

特殊利润率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的手段。这里得到的“经验”，仍旧

是价格由工资决定。因此，在这两种场合经验说明的，都是工资决

定商品价格。经验不能说明的，则是这种联系的隐蔽的原因。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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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平均价格，即劳动力的价值，是由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价

格决定的。后者上涨或下跌，前者也会随着上涨或下跌。在这里，

经验再次说明，工资和商品价格之间存在着联系；但原因可以表

现为结果，结果也可以表现为原因，这种情况在市场价格的变动上

也可以看到。在那里，工资提高到平均工资以上的现象，和那种与

繁荣时期联系在一起的市场价格提高到生产价格以上的现象相适

应，随后而来的工资降低到平均工资以下的现象，则和市场价格降

低到生产价格以下的现象相适应。撇开市场价格的波动不说，工资

提高，利润率就降低，工资降低，利润率就提高的经验，显然总是必

须和生产价格受商品价值的制约这一点相适应。但我们说过①，利

润率可以由与工资变动无关的不变资本价值的变动来决定；因此，

工资和利润率可以不按相反的方向，而按相同的方向变动，二者可

以一同提高，或一同降低。如果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是直接一致

的，这种情况就不可能发生。在工资由于生活资料价格提高而提高

时，利润率也能因劳动强度加大或工作日延长而保持不变，甚至提

高。所有这些经验，都肯定了由于各个价值组成部分具有独立的

颠倒的形式而引起的假象，好象决定商品价值的，只是工资，或

工资加上利润。只要一般地就工资来说产生了这样的假象，只要

劳动的价格和由劳动创造的价值似乎一致，那末，不言而喻，就

利润和地租来说，这样的假象也会产生。因此，利润和地租的价

格即它们的货币表现的调节，就必然和劳动以及由劳动创造的价

值无关。

第三：假定商品价值或不过表面看来和商品价值独立无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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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价格，直接地、不断地表现为和商品的市场价格相一致，而不

只是通过不断变动的市场价格的不断均衡来充当起调节作用的平

均价格。再假定，再生产总是在同一些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进行，因

而在资本的一切要素上劳动生产率都保持不变。最后，假定每个生

产部门的商品产品中由于新的劳动量从而新生产的价值加到生产

资料价值上而形成的价值部分，总是按照不变的比例分为工资、利

润和地租，以致实际支付的工资总是直接和劳动力的价值相一致，

实际实现的利润总是直接和总剩余价值中按平均利润率应归总资

本的各个独立执行职能的部分的那部分剩余价值相一致，实际的

地租也总是直接和在这个基础上地租通常不能超出的界限相一

致。一句话，假定社会价值产品的分割和生产价格的调节，都是在

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但在排除竞争的情况下进行的。

在这各种假定下，——商品的价值不变，并且也表现为不变；

商品产品分解为收入的价值部分仍旧是一个不变的量，并且总是

表现为一个不变的量；最后，这个已定的不变的价值部分又总是按

不变的比例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甚至在这各种假定下，现

实的运动也必然会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好象不是一个已预先

规定的价值量分为具有互相独立的收入形式的三部分，而是反过

来，好象这个价值量是由独立地、分别地决定的、构成这个价值量

的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些要素的总和形成。这种假象必然会产生，

因为在单个资本及其商品产品的现实运动中，不是商品价值表现

为这种分割的前提，而是相反，它所分成的各个组成部分表现为商

品价值的前提。首先，我们已经说过，对每个资本家来说，商品的成

本价格表现为一个已定的量，并且在现实的生产价格上总是表现

为这样一个已定的量。但成本价格等于不变资本即预付的生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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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价值加上劳动力的价值，而后者对生产当事人来说表现为不

合理的劳动价格形式，以致工资同时又表现为工人的收入。劳动的

平均价格是一个已定的量，因为劳动力的价值，和任何其他商品的

价值一样，是由它再生产上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但就商品的这

个分解为工资的价值部分来说，它的产生并不是因为它采取了工

资这个形式，不是因为资本家以工资这个表现形式，把工人在他自

己的产品中所得的部分预付给工人，而是因为工人生产了一个和

他的工资相当的等价物，也就是说，因为他的日劳动或年劳动的一

部分，生产了包含在他的劳动力价格内的价值。但工资在与它相当

的价值等价物被生产出来以前，已经由契约规定。因此，工资作为

一个在商品和商品价值生产出来以前数量已定的价格要素，作为

成本价格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是表现为一个在独立形式上从商品

总价值中分离出来的部分，而是相反，表现为已定的量，它预先决

定商品的总价值，也就是说，是价格或价值的一个形成要素。平均

利润在商品生产价格上所起的作用，和工资在商品成本价格上所

起的作用相类似，因为生产价格等于成本价格加上预付资本的平

均利润。这个平均利润之所以会在资本家本人的观念和计算中实

际上成为一个起调节作用的要素，不仅因为它会决定资本由一个

投资部门到另一个投资部门的转移，而且因为它对一切销售和包

括长期再生产过程的契约来说，都起着调节的作用。就平均利润起

这种作用来说，它是一个预先存在的量，实际上和每个特殊生产部

门所生产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无关，因而更和那些部门内任何一个

投资所生产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无关。从现象上看，平均利润不是价

值分割的结果，相反，是一个和商品产品的价值无关的、在商品生

产过程中预先存在并决定着商品本身的平均价格的量，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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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形成价值的要素。剩余价值，由于它的不同部分分解为彼此完全

独立的形式，也以更为具体的形式，表现为形成商品价值的前提。

平均利润中采取利息形式的那一部分，在职能资本家面前，就是作

为商品和商品价值的生产上一个预先存在的要素独立出现的。利

息量尽管变动很大，但在任何一个瞬间，对任何一个资本家来说，

总是作为一个已定的量，加入这个资本家所生产的商品的成本价

格。农业资本家以契约规定的租金的形式和其他企业家以营业场

所的租金的形式支付的地租，也是这样。剩余价值所分成的这些部

分，因为对单个资本家来说作为成本价格的要素是已定的，所以反

而表现为剩余价值的形成要素；它们表现为商品价格的一个部分

的形成要素，就象工资表现为商品价格的另一个部分的形成要素

一样。这些由商品价值分割产生的产物之所以会不断表现为价值

形成本身的前提这样一个秘密，简单说来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

式，和任何别的生产方式一样，不仅不断再生产物质的产品，而且

不断再生产社会的经济关系，即再生产产品形成上的经济的形式

规定性。因此，它的结果会不断表现为它的前提，象它的前提会不

断表现为它的结果一样。单个资本家正是预先把这些关系的这种

不断再生产当作不言而喻的、毫无疑问的事实。只要资本主义生产

本身继续存在，新加入的劳动的一部分就会不断化为工资，另一部

分就会不断化为利润（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第三部分就会不断化

为地租。在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订立契约时，这是前提，并且，

不管相对的数量关系在各个场合发生多大变动，这个前提总是正

确的。互相对立的各个价值部分采取的确定形式是前提，因为这个

确定形式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它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又因为它

不断地成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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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经验和现象也都表明，市场价格（资本家实际上只把市

场价格的影响看作价值决定），从量的方面来看，决不取决于这些

预先的东西；市场价格不以契约所定的利息或地租的高低为转移。

但市场价格只有通过变动才是不变的；它们在较长期间内的平均

数，恰好提供工资、利润和地租各自的作为不变的、归根到底支配

着市场价格的量的平均数。

另一方面，下面这种想法好象很简单：如果工资、利润和地租

之所以成为价值的形成要素，是因为它们表现为价值生产的前提，

并且是单个资本家的成本价格和生产价格的前提，那末，其价值作

为已定量而加入每种商品生产的不变资本部分，也是价值的形成

要素。但不变资本部分不外是一些商品的总和，因而不外是一些商

品价值的总和。因此，我们就得到荒谬的同义反复：商品价值是商

品价值的形成要素和原因。

但是，如果资本家出于某种利益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

一个资本家思考问题完全是由他的利益和他的利己的动机决定

的，——经验就会告诉他，他自己生产的产品，会作为不变资本部

分加入其他的生产部门，而其他生产部门的产品，也会作为不变资

本部分加入他的产品。因为对他来说，在只涉及他进行的新的生产

的情况下，价值的追加表面看来是由工资、利润、地租的量形成，所

以，这也适用于由其他资本家的产品构成的不变部分。因此，不变

资本部分的价格，以及商品的总价值，最后分析起来，虽然是按照

一种有点莫名其妙的方法，都会归结为由几个独立的、按不同规律

调节的和由不同源泉形成的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些价值形成要素

相加而成的价值总额。

第四：商品是否按照价值出售，因而价值决定本身，对单个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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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家来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价值决定，一开始就已经是某种在

他背后，通过各种和他无关的条件来进行的过程，因为在每个生产

部门，成为起调节作用的平均价格的，不是价值，而是和价值不同

的生产价格。价值决定本身之所以会使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单个

资本家和资本感到兴趣，并对其有决定的作用，不过因为劳动生产

力提高或降低时，商品生产上必要的劳动量的减少或增加，在一种

情况下，使他按现有的市场价格能够得到额外的利润，在另一种情

况下，则使他不得不提高商品的价格，因为已经有更多的工资，更

多的不变资本，因而也有更多的利息，加入部分产品或单个商品。

价值决定之所以会使他感到兴趣，只是因为对他自己来说，它会

提高或降低商品的生产费用，也就是说，只是因为它会使他处于

特殊的地位。

另一方面，在他看来，工资、利息和地租，不仅对于能使他

实现作为职能资本家所得的利润部分（即企业主收入）的那种价格

来说，是起调节作用的界限，而且对于为使再生产能够继续进行而

必须作为商品出售依据的那种价格来说，也是起调节作用的界限。

只要在这种价格下，除了由工资、利息和地租为他个人决定的成本

价格以外，他还能获得普通的或较大的企业主收入，那末，他在出

售时是否已经实现商品中包含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对他来说是完

全没有关系的。因此，撇开不变资本部分不说，工资、利息和地租，

在他看来，就是商品价格的起限定作用、因而起创造作用和决定作

用的要素。例如，如果他能够成功地把工资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

下，即压低到工资的正常水平以下，按较低的利息率获得资本和在

地租的正常水平以下支付租金，那末，他是否低于产品的价值，甚

至是否低于一般生产价格出售产品，因而白白地放弃商品中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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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对他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以上所说，甚

至也适用于不变资本部分。例如，如果一个产业家能够低于原料的

生产价格购买原料，那末，即使他再低于生产价格出售这种原料制

成的产品，他也还是能不受损失。只要商品价格超过各种必须支付

报酬并用等价物来补偿的要素而形成的余额保持不变或者增加，

他的企业主收入就会保持不变甚至增加。但是，除了作为已定的价

格量加入他的商品生产中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外，作为起限定作用

和调节作用的价格量加入这种生产中的东西，正是工资、利息和地

租。因此，在他看来，它们好象是决定商品价格的要素。从这个观

点来看，企业主收入也就好象取决于那个以偶然的竞争关系为转

移的市场价格超过由上述价格要素决定的内在商品价值而形成的

余额；或者，就企业主收入本身作为决定市场价格的要素来说，它

本身又好象取决于买者和卖者之间的竞争。

在单个资本家之间进行的竞争和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的竞争

中，作为不变的和起调节作用的量加入到计算中去的，是已定的和

预先存在的工资、利息和地租的量。这个量不变，不是指它们的量

不会变化，而是指它们在每个场合都是已定的，并且为不断变动的

市场价格形成不变的界限。例如，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的竞争中，问

题仅仅在于：在工资、利息和地租已定时，是否能够按照或低于现

有的一般市场价格出售商品而得利，也就是说，实现相当的企业主

收入。如果一个国家的工资和土地价格低廉，资本的利息却很高，

因为那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的说来不发展，而另一个国家的工

资和土地价格名义上很高，资本的利息却很低，那末，资本家在一

个国家就会使用较多的劳动和土地，在另一个国家就会相对地使

用较多的资本。在计算两个国家之间这里可能在多大程度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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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时，这些因素是起决定作用的要素。因此在这里，经验从理论

方面，资本家的利己打算从实际方面表明：商品价格由工资、利息

和地租决定，由劳动的价格、资本的价格和土地的价格决定；这些

价格要素确实是起调节作用的形成价格的要素。

当然，这里总有一个要素不是预先存在的，而是由商品的市场

价格产生的。这就是超过由工资、利息和地租这几个要素相加得出

的成本价格而形成的余额。这第四个要素，在每个场合，都表现为

由竞争决定，在把各个场合加以平均的情况下，则是由平均利润决

定。这个平均利润又是由同一个竞争来调节，不过这是在较长的期

间内进行的。

第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很清楚，体现新加入的

劳动的价值会分割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这几种收入形式，因此，这

个方法（不说我们论述地租时作为例证所举的各个过去的历史时

期）在这几种收入形式的存在条件根本就不具备的地方，也会被人

应用。这就是说，一切都会通过类比而被包括在这些收入形式中。

如果有一个独立劳动者——假定是一个小农，因为在这里，这

三个收入形式都可以应用——是为自己而劳动，并且也出售自己

的产品，那末，他首先就会被看成是他自己的雇主（资本家），把自

己当作工人来使用，其次会被看成是他自己的土地所有者，把自己

当作租佃者来使用。他把自己当作雇佣工人支付给自己工资，把自

己当作资本家支付给自己利润，把自己当作土地所有者支付给自

己地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关系既然被假定为一

般的社会的基础，那末，就这个独立劳动者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而

是靠对生产资料——在这里，生产资料一般已经采取资本的形式

——的占有而能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来说，这种包括方法是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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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次，只要他是把他的产品作为商品来生产，因而要依赖于商

品的价格（甚至在不是这样的时候，这个价格也还是可以估计的），

他能够实现的剩余劳动的总量，也不是取决于剩余劳动自身的量，

而是取决于一般利润率；同样，可能超过由一般利润率所决定的剩

余价值部分而形成的余额，也同样不是由他所提供的劳动量决定，

而他能够占有这个余额，只是因为他是土地的所有者。正因为这样

一种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相适应的生产形式可以包括在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几种收入形式中，——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这样做并

不是不正确的，——所以，资本主义关系好象是每一种生产方式的

自然关系的这种假象，就更加具有迷惑作用。

当然，如果我们把工资归结为它的一般基础，也就是说，归结

为工人本人劳动产品中加入工人个人消费的部分；如果我们把这

个部分从资本主义的限制下解放出来，把它扩大到一方面为社会

现有的生产力（也就是工人的劳动作为现实的社会劳动所具有的

社会生产力）所许可，另一方面为个性的充分发展所必要的消费的

范围；如果我们再把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缩小到社会现有生产条

件下一方面为了形成保险基金和准备金，另一方面为了按社会需

求所决定的程度来不断扩大再生产所必要的限度；最后，如果我们

把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为社会上还不能劳动或已经不能劳动

的成员而不断进行的劳动，包括到１．必要劳动和２．剩余劳动中

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工资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

的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去掉，那末，剩下的就不再是这几种形式，

而只是它们的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

此外，这种包括方法，也为以前各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如

封建的生产方式所固有。那些完全和封建的生产方式不相适应、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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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处于这种生产方式之外的生产关系，也被包括在封建关系中。例

如英国的ｔｅｎｕｒｅｓｉｎｃｏｍｍｏｎｓｏｃａｇｅ〔自由农民保有地〕（与

ｔｅｎｕｒｅｓｏｎｋｎｉｇｈｔｓ〔骑士保有地〕相反）就是这样。其实，这种自由

农民保有地只包含货币义务，不过在名义上是封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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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章

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

  可见，由每年新追加的劳动新加进的价值，——从而，年产品

中体现这个价值并且能够从总产品价值中取出和分离出来的部

分，——分成三部分，它们采取三种不同的收入形式，这些形式表

明，这个价值的一部分属于或归于劳动力的所有者，另一部分属于

或归于资本的所有者，第三部分属于或归于土地所有权的占有者。

因此，这就是分配的关系或形式，因为它们表示出新生产的总价值

在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中间进行分配的关系。

按照通常的看法，这些分配关系被认为是自然的关系，是从一

切社会生产的性质，从人类生产本身的各种规律产生出来的关系。

诚然，不能否认，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出现过其他的分配方式，但

是，人们把那些方式说成是这种自然分配关系的未发展的、未完成

的、伪装了的、没有取得最纯粹表现和最高形式的、具有不同色彩

的方式。

这种见解中唯一正确的一点是：在任何社会生产（例如，自然

形成的印度公社，或秘鲁人的较多是人为发展的共产主义）中，总

是能够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

其家属用于个人的消费，另一个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个部

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而不问这种剩余产品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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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分配，也不问谁执行这种社会需要的代表的职能；在这里我们撇

开用于生产消费的部分不说。这样，不同分配方式的同一性就归结

到一点：如果我们把它们的区别性和特殊形式抽掉，只注意它们的

同区别性相对立的一致性，它们就是同一的。

更有学识、更有批判意识的人们，虽然承认分配关系的历史发

展性质（５６ａ），但同时却更加固执地认为，生产关系本身具有不变的、

从人类本性产生出来的、因而与一切历史发展无关的性质。

相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却证明：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

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

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

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现成基础；同这种独特

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

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

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最后，分配关系本质上

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所以二者都具有同样的

历史的暂时的性质。

在考察分配关系时，人们首先是从年产品分为工资、利润和地

租这种所谓的事实出发。但是，把事实说成这样是错误的。产品

一方面分为资本，另一方面分为收入。其中一种收入，工资，总是

先要以资本形式同工人相对立，然后才取得收入的形式，即工人的

收入的形式。生产出来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总的说来作为资本

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这个事实，从一开始就意味着：物质劳动条件

（５６ａ） 约·斯图亚特·穆勒《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１８４４年伦

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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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人相对立而具有一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在生产中，工人同劳动

条件的所有者之间，并且工人彼此之间，是处在一定的关系中。这

些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这个事实，又意味着直接生产者被剥夺了

土地，因而存在着一定的土地所有权形式。

如果产品的一部分不转化为资本，它的另一部分就不会采取

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形式。

另一方面，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生产条件的这种一定

的社会形式为前提，那末，它会不断地把这种形式再生产出来。它

不仅生产出物质的产品，而且不断地再生产出产品在其中生产出

来的那种生产关系，因而也不断地再生产出相应的分配关系。

当然，可以说，资本（包括作为资本的对立物的土地所有权）本

身已经以这样一种分配为前提：劳动者被剥夺了劳动条件，这些条

件集中在少数个人手中，另外一些个人独占土地所有权，总之，就

是在论原始积累的那一部分（第１卷第２４章）已经说明过的全部

关系。但是，这种分配完全不同于人们把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对立

起来，赋予它以一种历史性质时所理解的分配关系。人们用这种分

配关系来表示对产品中归个人消费的部分的各种索取权。相反，前

面所说的分配关系，却是在生产关系本身范围内，落到同直接生产

者相对立的、生产关系的一定当事人身上的那些特殊社会职能的

基础。这种分配关系赋予生产条件本身及其代表以特殊的社会性

质。它们决定着生产的全部性质和全部运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开始就有两个特征。

第一。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

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

决定的性质。这首先意味着，工人自己也只是表现为商品的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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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因而表现为自由的雇佣工人，这样，劳动就表现为雇佣劳动。根

据以上的说明，已无须重新论证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怎样决定

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全部性质。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资本家

和雇佣工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是由

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

会生产关系的产物。

这种性质，即１．产品作为商品和２．商品作为资本产品的性

质，已经包含着一切流通关系，即产品所必须通过并由以取得一定

社会性质的一定的社会过程；同样，这种性质也包含着生产当事人

之间的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着他们的产品的价值增殖和产

品到生活资料或生产资料的再转化。但是，即使撇开这点不说，从

上述两种性质，即产品作为商品的性质，或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生产

的商品的性质，就会得出全部价值决定和得出全部生产由价值来

进行调节。在这个十分独特的价值形式上，一方面，劳动只作为社

会劳动起作用；另一方面，这个社会劳动的分配，它的产品的互相

补充，它的产品的物质变换，它的从属和加入社会机构，却听任资

本主义生产者个人偶然的、互相抵销的冲动去摆布。因为这些人不

过作为商品所有者互相对立，每个人都企图尽可能以高价出售商

品（甚至生产本身似乎也只是由他们任意调节的），所以，内在规律

只有通过他们之间的竞争，他们互相施加的压力来实现，正是通过

这种竞争和压力，各种偏离得以互相抵销。在这里，价值规律不过

作为内在规律，对单个当事人作为盲目的自然规律起作用，并且是

在生产的各种偶然变动中，维持着生产的社会平衡。

其次，在商品中，特别是在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中，已经包含

着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生产的社会规定的物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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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

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资本本质上是生产资本的，但只有生产剩

余价值，它才生产资本。在考察相对剩余价值时，进而在考察剩余

价值转化为利润时，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上面怎样建立起一种为资

本主义时期所特有的生产方式。这是劳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

特殊形式，不过，这种劳动社会生产力是作为与工人相对立的资本

的独立力量，因而直接与工人本身的发展相对立。这种为了价值和

剩余价值而进行的生产，象较为详细的说明所已经指出的那样，包

含着一种不断发生作用的趋势，要把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

也就是把商品的价值，缩减到当时的社会平均水平以下。力求将成

本价格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的努力，成了提高劳动社会生产力的

最有力的杠杆，不过在这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只是表现为资

本生产力的不断提高。

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取得的权威，他

作为生产的指挥者和统治者的社会职能，同建立在奴隶生产、农奴

生产等等基础上的权威，有重大的区别。

尽管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对于直接生产者大众来说，他

们的生产的社会性质是以实行严格管理的权威的形式，并且是以

劳动过程的完全按等级安排的社会机构的形式出现的，——这种

权威的执掌者，只是作为同劳动相对立的劳动条件的人格化，而不

是象在以前的各种生产形式中那样，以政治的统治者或神权的统

治者的资格得到这种权威的，——但是，在这种权威的执掌者中

间，在不过是作为商品所有者互相对立的资本家自己中间，占统治

地位的却是极端无政府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生产的社会联系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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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一种不顾个人自由意志而压倒一切的自然规律。

只是由于劳动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生产资料采取资本的形

式这样的前提，——也就是说，只是由于这两个基本的生产要素采

取这种独特的社会形式，——价值（产品）的一部分才表现为剩余

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才表现为利润（地租），表现为资本家的赢利，

表现为可供支配的、归他所有的追加的财富。但也只是由于一部分

价值这样表现为他的利润，那种用来扩大再生产并形成一部分利

润的追加生产资料，才表现为新的追加资本，并且整个再生产过程

的扩大，才表现为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

尽管劳动作为雇佣劳动的形式对整个过程的面貌和生产本身

的特殊方式有决定的作用，雇佣劳动却并不决定价值。在价值的决

定上所涉及的，只是社会一般劳动时间，只是社会一般可以支配的

劳动量，而不同的产品在这个劳动量中所吸收的相对量，又在一定

程度上决定着它们各自在社会上所占的比重。当然，社会劳动时间

在商品价值上作为决定要素起作用的一定形式，是同劳动作为雇

佣劳动的形式，以及与此适应的生产资料作为资本的形式有关的，

因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商品生产才成为生产的一般形式。

我们再来考察一下这种所谓的分配关系本身。工资以雇佣劳

动为前提，利润以资本为前提。因此，这些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

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

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

现在我们来谈利润。剩余价值的这种一定的形式，是在资本主

义生产形式中新形成生产资料的前提；因而是一种支配再生产的

关系，虽然在资本家个人看来，好象他真正能够把全部利润当作收

入来消费掉。但他会在这方面碰到限制，这些限制以保险基金和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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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金的形式，以竞争规律等形式出现在他面前，并且在实践中向他

证明，利润并不只是个人消费品的分配范畴。其次，整个资本主义

生产过程，都是由产品的价格来调节的，而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

格，又是由利润率的平均化和与之相适应的资本在不同社会生产

部门之间的分配来调节的。因此，在这里，利润不是表现为产品分

配的主要因素，而是表现为产品生产本身的主要因素，即资本和劳

动本身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分配的因素。利润分割为企业主收入

和利息，表现为同一个收入的分配。但这种分割所以会发生，首先

是由于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的发展，由于占统

治地位的生产过程的这种一定的社会形式的发展。它从它本身发

展出了信用和信用制度，因而也发展了生产的形式。利息等等这些

所谓分配形式，是作为决定的生产要素加入价格的。

至于地租，它能够表现为只是分配的形式，因为土地所有权本

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不执行职能，至少不执行正常的职能。但是

１．地租只限于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２．土地所有者从生产过程和

整个社会生活过程的指挥者和统治者降为单纯土地出租人，单纯

用土地放高利贷的人，单纯收租人，这些事实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独特的历史产物。土地取得土地所有权的形式，是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土地所有权取得允许实行资本主义农业经营

方式的形式，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质的产物。人们尽可以把其

他社会形式中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也称为地租。但那种地租和这个

生产方式中出现的地租有重大的区别。

可见，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规定的特殊社会

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互相所处的关系相适

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

８９９ 第七篇 各种收入及其源泉



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

面。资本主义的分配不同于各种由其他生产方式产生的分配形式，

而每一种分配形式，都会同它由以产生并且与之相适应的一定的

生产形式一道消失。

只把分配关系看作历史性的东西而不把生产关系看作历史性

的东西的见解，一方面，只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开始进行的、但具

有局限性的批判。另一方面，这种见解建立在一种混同上面，这就

是，把社会的生产过程，同反常的孤立的人没有任何社会帮助也必

须进行的简单劳动过程相混同。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

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对于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

展形式来说都是共同的。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

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这个一定的历史形

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当一

方面分配关系，因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和

另一方面生产力，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和

对立扩大和加深时，就表明这样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这时，在生

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发生冲突（５７）。

（５７） 见论竞争相协作的著作（１８３２年版？）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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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章

阶   级

  单纯劳动力的所有者、资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他

们各自的收入源泉是工资、利润和地租，——也就是说，雇佣工人、

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

代社会的三大阶级。

在英国，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无疑已经有了最高度的、最典型

的发展。但甚至在这里，这种阶级结构也还没有以纯粹的形式表

现出来。在这里，也还有若干中间的和过渡的阶段到处使界限规

定模糊起来（虽然这种情况在农村比在城市少得多）。不过，这种

情况对我们的研究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的经常趋势和发展规律，是使生产资料越来越同劳动分

离，分散的生产资料越来越大量集中成群，因此，劳动转化为雇佣

劳动，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适应于这种趋势，土地所

有权同资本和劳动相分离而独立（５８），换句话说，一切土地所有权

（５８） 弗·李斯特说得对：“大领地上盛行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不过证明还缺少文

明、交通工具、国内工业和富裕城市。因此，我们在俄罗斯、波兰、匈牙利、梅克伦堡到处

都看见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以前在英国，这种经济也很盛行；但是，随着商业和工业

的勃兴，它们就分成一些中型农场，被租佃制代替了。”（《农业制度、小农经济和国外移

民》１８４２年版第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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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转化为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土地所有权形式。

首先要解答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事情形成阶级？这个问题自然

会由另外一个问题的解答而得到解答：什么事情使雇佣工人、资本

家、土地所有者成为社会三大阶级？

乍一看来，好象就是收入和收入源泉的同一性。三大社会集

团的成员，即形成这些集团的个人，分别靠工资、利润和地租来生

活，也就是分别靠他们的劳动力、他们的资本和他们的土地所有权

来生活。

不过从这个观点来看，例如，医生和官吏也形成两个阶级了，

因为他们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集团，其中每个集团的成员的收入

都来自同一源泉。对于社会分工在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中间

造成的利益和地位的无止境的划分，——例如，土地所有者分成葡

萄园所有者，农场所有者，森林所有者，矿山所有者，渔场所有

者，——也同样可以这样说了。

｛手稿到此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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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第三卷自从交给公众评判以来，已经遇到许多不同

的解释。这并没有出乎意料。在编辑出版时，我最关心的是要编成

一个尽可能真实的版本，即尽可能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表述马克

思得出的各种新成果。只是在绝对不可避免的地方，并且在读者一

点也不会怀疑是谁在向他说话的地方，我才加进自己的话。这样做

曾经遭到指责。人们认为，我应该把摆在我面前的材料变成一本系

统地整理好的书，象法国人所说的，ｅｎｆａｉｒｅｕｎｌｉｖｒｅ，换句话说就

是：为了读者的方便而牺牲原文的真实性。但是，我不是这样来理

解我的任务的。我没有任何权利作这样的改写。象马克思这样的

人有权要求人们听到他的原话，让他的科学发现完完全全按照他

自己的叙述传给后世。其次，我也丝毫不愿意擅自侵犯这样一位卓

越的人的遗著；那样做对我来说就是失信。第三，那样做也根本没

有用处。对于那些不能读或不愿意读的人来说，对于那些在读第一

卷时就已经不是花费必要的力气去正确理解它，而是花费更多的

力气去曲解它的人来说，无论你下多少功夫都是徒劳无益的。而对

于那些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却正好是原著本身；对

于这些人来说，我的改写顶多只有解说的价值，而且是对一部没有

出版和没有机会得到的著作进行的解说。但是，在第一次争论时，

就必然要查对原著；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争论时，全部出版原著就是

不可避免的了。

这样的争论，对于一部包含着这样多新东西，但却只有一个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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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写成的、有的地方还不完全的初稿的著作来说，是很自然的。在

这里，为了排除理解上的困难，为了把一些重要的、其意义在原

文中没有充分强调的观点提到更重要的地位，并且为了根据１８９５

年的事态对１８６５年写成的原文作个别较为重要的补充，我加进一

些话当然会有用处。事实上已经有两点，在我看来需要作一个简

短的说明。

Ⅰ．价值规律和利润率

这两个因素之间的表面矛盾的解决，在马克思的原文发表之

后会和发表之前一样引起争论，本来是预料中的事。有些人曾经

期待出现真正的奇迹，因此，当他们看到面前出现的不是所期待

的戏法，而是一种简单合理的、平铺直叙的解决矛盾的方法时，就

感到失望了。当然，最乐于感到失望的，是那位大名鼎鼎的洛里

亚。他终于发现了一个阿基米得的支点，凭借这个支点，象他这

样一个小妖居然能把马克思建立的坚固大厦举到空中，弄得粉碎。

他愤怒地叫道，什么，这就是解决办法吗？简直是故弄玄虚！经

济学家们说到价值的时候，指的是那种实际上在交换中确定的价

值。

“但是，任何一个稍有点理智的经济学家都不会，而且将来也不会去研究

这样一种价值，商品既不按照它来出售，也不能按照它来出售（ｎèｐｏｓｓｏｎｏ

ｖｅｎｄｅｒｓｉｍａｉ）…… 当马克思主张，从未作为商品出售依据的价值，是比

例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来决定的时候，难道他不是以相反的形式重复正统

派经济学家的下述论点：作为商品出售依据的价值，不是比例于商品中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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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 马克思说，虽然个别价格会偏离个别价值，但全部商品的总价

格始终和它们的总价值一致，或者说始终和商品总量中包含的劳动量一致，

这样说也无济于事。因为价值既然不外是一个商品和另一个商品相交换的比

例，所以单是总价值这个观念，就已经是荒谬的，是胡说……是形容语的矛

盾。”

洛里亚还说什么，马克思在这部著作开头就说过，交换所以能

使两种商品相等，只是因为它们里面包含有一个同种的并且同样

大的要素，这就是同样大的劳动量；现在马克思又极其庄严地否定

了自己的主张，断言商品不是按照它们里面包含的劳动量的比例，

而是按照完全不同的比例进行交换。

“什么时候见过这样十足的谬论，这样重大的理论上的破产？什么时候见

过这样大吹大擂地、这样庄严地犯下的科学上的自杀行为？”（《新文选》２４４

１８９５年２月１日第４７７、４７８和４７９页）

请看，我们的洛里亚简直得意忘形了。他不是有理由把马克

思当作和他一样的人，当作普通的骗子吗？请看，马克思完全象

洛里亚一样在愚弄他的读者，完全象这位渺小到极点的意大利经

济学教授一样靠故弄玄虚来过活。不过，这位杜尔卡马腊尽可以

这样做，因为他精通他的职业。而笨拙的北方人马克思却完全陷

入了窘境，说了一些胡言乱语和荒谬的话，最后只落得一个庄严

的自杀。

我们暂且把商品从未按照也不能按照由劳动决定的价值来出

售这个武断的说法留到以后再谈。在这里，我们只看一看洛里亚

先生的这个论断：

“价值不外是一个商品和另一个商品相交换的比例，所以单是商品的总

价值这个观念，就已经是荒谬的，是胡说……”

９００１Ⅰ．价值规律和利润率



要是这样，两个商品互相交换的比例，它们的价值，就纯粹是

一种偶然的，从外部飞到商品上面来的东西，可能今天是这样，明

天又是那样。一公担小麦是和一克金交换还是和一公斤金交换，丝

毫不取决于小麦或金所固有的条件，而是取决于一些和它们二者

全然无关的情况。因为不然的话，这些条件也会在交换中发生作

用，大体上支配着交换，并且还离开交换而独立存在，因此才能谈

到商品的总价值。但是，大名鼎鼎的洛里亚却认为这是胡说。不管

两个商品按什么比例互相交换，这个比例就是它们的价值；这就是

一切。因此，价值和价格是等同的。每一个商品有多少种价格，就

有多少种价值。而价格是由需求和供给决定的。如果有人还要进

一步提出问题，并期望得到答案，那他就是一个傻瓜。

不过事情终究还有一点小小的麻烦。在正常情况下，需求和

供给是互相平衡的。因此我们把世界上现有的全部商品分成两半，

一类代表需求，同样大的另一类代表供给。假定每一类商品所代

表的价格都是１００００亿马克（法郎，镑或任何其他货币单位）。

按照亚当·里斯的算法把它们加起来，就是２００００亿的价格或价

值。但是洛里亚先生却说：胡说，荒谬。这两类商品加在一起，

可以代表２００００亿的价格。但是，说到价值，情况就不同了。如

果我们说的是价格，那就是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但是，如

果我们说的是价值，那就是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至少在这里谈到

商品总体时情形是这样。因为在这里，双方中每一方的商品之所

以值１００００亿，是由于双方中每一方都愿意并且能够对另一方的

商品给予这个数额。但是，如果我们把双方的商品全部集中在第

三者手里，那末第一个人手里就不再有价值了，第二个人也不

再有价值了，第三个人更没有了——结果是谁也没有。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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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我们的南方人卡利奥斯特罗这样把价值概念化为乌有

的拿手好戏，不禁要再一次惊叹起来。这就是庸俗经济学的完

成！（１）   

在布劳恩的《社会立法文库》２４８第七卷第四期上，威纳尔·桑

巴特对于马克思体系的轮廓，作了大体上成功的描述。一个德国

大学教授能够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大体上看出马克思真正说的是什

么，宣称对马克思体系的评论不应当是反驳，——“让政治野心家

去这样干吧”，——而只应当是进一步的发展，这还是第一次。当

然，桑巴特也在研究我们现在的题目。他研究了价值在马克思体

系中具有什么意义的问题，并且得出了如下结论：价值在按资本主

义方式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交换关系中不会表现出来；价值在资本

（１） 这位“因为有名声所以被人知道”的先生（用海涅的话来说）后来也觉得，

对于我为第三卷所作的序言，——在这篇序言已经在１８９５年《评论》２４５第一期上用意

大利文发表之后，——非作出答复不可。答复登载在１８９５年２月２５日的《社会改革》２４６

上。他先对我奉承了一番，这在他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正因为如此，也就加倍令人讨

厌。然后他声明说，他从来没有想要把马克思在唯物史观方面的功劳据为己有。他说他

早在１８８５年就承认了这些功劳，那是在一篇杂志论文中附带地提了一下。但是，正是

在应当承认的地方，即在他的那本涉及这个问题的著作中，他却更加顽固地闭口不谈

这些功劳。在这本书中，直到第１２９页才提到马克思的名字，而且只是在说到法国的小

土地所有制时才提到。而现在他却大胆宣布，马克思根本不是这个理论的创始人；如果

说这个理论不是由亚里士多德早就大体上提了出来，那末至少哈林顿在１６５６年已经

明确无误地宣布了它，并且在马克思之前很久，已经有一连串历史学家、政治家、法

学家和经济学家对这个理论作了阐述。这就是在洛里亚著作的法文版中可以读到的一

切。总之，马克思是一个十足的剽窃者。在我使他不可能再从马克思那里剽窃什么来

大吹大擂之后，他就鼓起勇气说，马克思完全和他一样，也是用别人的羽毛来装饰自

己。——关于我在其他方面对他的抨击，洛里亚只是对这样一点即他认为马克思根本

没有打算写《资本论》第二卷，更谈不上第三卷，作了回答。“现在恩格斯得意洋洋地把

第二卷和第三卷扔在我面前作为答复……妙极了！这两卷书使我感到这么大的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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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生产当事人的意识中是不存在的；它不是经验上的事实，而

是思想上、逻辑上的事实；在马克思那里，价值概念按其物质规

定性来说，不外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是经济存在的基础这样一个

事实的经济表现；价值规律最终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经

济过程，并且对这种经济制度来说普遍具有这样的内容：商品价

值是最终支配着一切经济过程的劳动生产力借以发挥决定性作用

的一种特有的历史形式。——以上就是桑巴特的说法。这样理解

价值规律对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意义，不能说不正确。但是，在

我看来，这样理解未免太空泛了，还可以提出一个比较严密、比

较确切的说法；我认为，这样理解并没有包括价值规律对于那些

受这个规律支配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全部意义。

在布劳恩的《社会政治中央导报》２４９”（１８９５年２月２５日第２２

我由此得到了这么多精神上的享受，以致从来没有一个胜利象今天的失败——如果这

真是失败的话——这样使我觉得如此可喜。但是，这真是失败吗？马克思真的为了发

表而写下这么一大堆不连贯的笔记，好让恩格斯怀着虔敬的友谊把它们编在一起吗？

真的可以设想，马克思……本来希望这些文稿成为他的著作和他的体系的王冠吗？真

的可以相信，马克思会发表关于平均利润率的那一章吗，在这一章里，好多年前就答

应要提出的解决，被归结为最无聊的故弄玄虚和最庸俗的文字游戏？这至少是可以怀

疑的…… 在我看来，这证明马克思在发表他的光辉（ｓｐｌｅｎｄｉｄｏ）著作以后就没有打

算写什么续卷。说不定，他原来就是想把他的巨著交给他的继承人去完成，而自己不

担负什么责任。”

在第２６７页上就是这样写的。海涅关于他的庸俗的德国读者说过一句最轻蔑不过

的话：“作者终于和他的读者搞熟了，好象读者是有理性的生物了。”２４７大名鼎鼎的洛里

亚又把他的读者看成什么呢？

最后，又向我这个倒霉的人倾注了一大堆新的恭维话。在这样做时，我们的斯加

纳列尔很象巴兰，他本来是去诅咒人的，但是他的嘴却不听使唤，竟说出了“祝福和

爱戴的话”。善良的巴兰与众不同之处正在于，他骑着一头比主人还要聪明伶俐的驴。

可是这一回，巴兰显然把他的驴留在家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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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上，也有一篇关于《资本论》第三卷的精辟论文，作者是康

拉德·施米特。特别要指出的是，这篇文章中论证了，马克思怎

样从剩余价值中引出平均利润，从而第一次回答了到现在为止的

经济学从来没有提出过的问题：这个平均利润率的水平是怎样决

定的，比如说为什么是１０％或１５％，而不是５０％或１００％。自从我

们知道，首先由产业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是产生利润和地租的

唯一源泉以来，这个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施米特的论文的

这一部分可以看作是直接为洛里亚之流的经济学家写的，如果使

那些什么也不愿意看的人睁开眼睛并不是白费力气的话。

关于价值规律，施米特也有他的形式主义的见解。他把价值

规律叫作为说明实际交换过程而提出的科学假说；这个假说甚至

在表面上完全同它相矛盾的竞争价格的现象面前，也被说成是必

要的理论上的出发点，是说明这些现象所必不可少的东西。他认

为，没有价值规律，就不可能有对于资本主义现实的经济活动的

任何理论认识。而在一封他同意我引用的私人信件中，施米特直

接宣称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内的价值规律是一种虚构，即使是理论

上必要的虚构。２５０但是我认为，这种理解是完全不正确的。价值规

律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远比单纯的假说，——更不用说比虚构，

即使是必要的虚构，——具有更重要得多、更确定得多的意义。

无论桑巴特还是施米特——至于那位大名鼎鼎的洛里亚，我

在这里顺便提到他，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可笑的庸俗经济学方面的

标本——都没有充分注意到：这里所涉及的，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

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

过程的内部联系的逻辑研究。

具有决定意义的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上）第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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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①上的一段话：“全部困难是由这样一个事实产生的：商品不只

是当作商品来交换，而是当作资本的产品来交换。这些资本要求

从剩余价值的总量中，分到和它们各自的量成比例的一份，或者

在它们的量相等时，要求分到相等的一份。”为了说明这种区别，

我们现在假定，工人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他们平均劳动时间一

样长，劳动强度一样大，并且互相直接交换他们的商品。这样，两

个工人在一天内通过他们的劳动加到他们的产品上的新价值就一

样多，但是，每个人的产品却会由于以前已经体现在生产资料中

的劳动不等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已经体现在生产资料中的价值部

分代表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变资本；新追加的价值中用在工人生活

资料上的部分代表可变资本；新价值中余下的部分代表剩余价值，

这部分价值在这里属于工人。因此，两个工人在扣除只是由他们

预付的“不变”价值部分的补偿以后，会得到相等的价值；但代

表剩余价值的部分同生产资料价值的比率——它相当于资本主义

的利润率——对二者来说却是不同的。不过，因为他们每个人在

交换时都使生产资料的价值得到了补偿，所以这件事情也就完全

无关紧要了。“因此，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进

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

展阶段要低得多。而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

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 因此，撇开价格和价格变动

受价值规律支配不说，把商品价值看作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历

史上先于生产价格，是完全恰当的。这适用于生产资料归劳动者

所有的那种状态；这种状态，无论在古代世界还是近代世界，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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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自耕农和手工业者那里看到。这也符合我们以前所说的见

解，即产品发展成为商品，是由不同共同体之间的交换，而不是

由同一共同体各个成员之间的交换引起的。这一点，正象它适用

于这种原始状态一样，也适用于后来以奴隶制和农奴制为基础的

状态，同时也适用于手工业行会组织，那时固定在每个生产部门

中的生产资料很不容易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因而不同

部门的互相关系就好象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共产主义共同体一

样。”（马克思《资本论》第３卷（上）第１５５、１５６页①）

如果马克思来得及把这个第三卷再整理一遍，他毫无疑问会

把这段话大大加以发挥。现在这段话，不过是关于这个问题所

要说的内容的一个大概轮廓。因此，我们要较为详细地谈谈这一

点。   

我们都知道，在社会的初期，产品是由生产者自己消费的，这

些生产者自发地组织在或多或少是按共产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公

社中；用这些产品的余额和外人进行交换，从而引起产品到商品的

转化，是以后的事，这种交换起先只是发生在各个不同的氏族公社

之间，但后来在公社内部也实行起来，于是大大地促使公社分解为

大小不等的家庭集团。但即使在这种解体发生之后，进行交换的家

长也仍旧是劳动的农民；他们靠自己家庭的帮助，在自己的田地上

生产他们所需要的几乎一切物品，只有一小部分必需品是用自己

的剩余产品同外界交换来的。一个家庭不仅从事农业和畜牧业，而

且还把农牧业产品加工成现成的消费品，有些地方甚至还用手磨

磨粉，烤面包，把亚麻和羊毛纺成纱，染上色并织成织物，鞣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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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并修缮木头房子，制造工具和家具，不少地方还从事木工活和铁

工活，以致家庭或家庭集团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

一个这样的家庭要向其他家庭交换或购买的少数物品，在德

国，甚至直到十九世纪初，还主要是手工业生产的物品。农民并不

是不会生产这些物品，他所以自己不生产这些物品，只是因为得不

到原料，或者因为买到的物品要好得多或便宜得多。因此，中世纪

的农民相当准确地知道，要制造他换来的物品，需要多少劳动时

间。村里的铁匠和车匠就在他眼前干活；裁缝和鞋匠也是这样，在

我少年时代，裁缝和鞋匠们还挨家挨户地来到我们莱茵地区的农

民家里，把各家自备的原料做成衣服和鞋子。农民和卖东西给他的

人本身都是劳动者，交换的物品也是他们各人自己的产品。他们在

生产这些产品时耗费了什么呢？劳动，并且只是劳动。他们为补偿

工具、为生产和加工原料而花费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劳动力。因此，

如果不按照花费在他们这些产品上的劳动的比例，他们又怎么能

把这些产品同其他从事劳动的生产者的产品进行交换呢？在这里，

不仅花在这些产品上的劳动时间对互相交换的产品量的数量规定

来说是唯一合适的尺度；在这里，也根本不可能有别的尺度。不然

的话，难道可以设想，农民和手工业者竟如此愚蠢，以致有人会拿

１０小时劳动的产品来和另一个人１小时劳动的产品交换吗？在农

民自然经济的整个时期内，只可能有这样一种交换，即互相交换的

商品量趋向于越来越用它们所体现的劳动量来计量。自从货币进

入这种经济方式的时候起，一方面，适应价值规律（注意，指马克思

所表述的价值规律！）的趋势变得更明显了，但另一方面，这种趋势

又由于高利贷资本和苛捐杂税的干扰而受到了破坏；价格平均起

来达到几乎完全接近价值的程度就需要更长的期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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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说，也适用于农民的产品和城市手工业者的产品之间

的交换。起初，这种交换是在没有商人作媒介的情况下，在城市的

集日里直接进行的。农民就在集市上卖出买进。在那里，不仅农民

知道手工业者的劳动条件，而且手工业者也知道农民的劳动条件。

因为手工业者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还是一个农民，他不仅有菜园

和果园，而且往往还有一小块土地，一两头母牛、猪、家禽等等。因

此，中世纪的人能够按照原料、辅助材料、劳动时间而相当精确地

互相计算出生产费用——至少就日常用品来说是这样。

但是，在这种以劳动量为尺度的交换中，对于那些需要较长劳

动时间、劳动又为不规则的间歇所中断、劳动所得的产量也不确定

的产品来说，例如对于谷物或牲畜来说，这个劳动量又怎样——即

使只是间接地、相对地——计算呢？而且不会算的人怎样计算呢？

显然，只有通过一个漫长的、往往是在暗中不断摸索、经过曲折才

逐渐接近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象在别处一样，人们只有吃

一堑才能够长一智。但是，每个人必须大体上收回成本这一点又总

是会帮助找出正确的方向，而且，进入交易的物品的种类不多，这

些物品的生产方法往往几百年都没有什么变化，这一切又使得上

述目的比较容易达到。其实要使这些产品的相对价值量相当近似

地确定下来，决不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一点，单是由下面这样一个

事实就可以得到证明；象牲畜这样的商品，由于每头牲畜的生产时

间很长，它的相对价值似乎是最难确定的，但它却成了最早的、几

乎得到普遍承认的货币商品。要使牲畜成为货币商品，牲畜的价

值，它对一系列其他商品的交换比率，必须已经具有比较不寻常

的、并且在许多氏族的范围内已经得到一致承认的确定性。当时的

人——不管是牲畜饲养者还是他们的顾客——肯定都已相当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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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交换中得不到等价物，就不会把他们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白

白送给别人。相反，人们越是接近商品生产的原始状态，——例

如俄国人和东方人，——甚至在今天，他们也越是把更多的时间

浪费在持久的、互不相让的讨价还价上，以便为他们花费在产品

上的劳动时间争得充分的代价。

从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一点出发，全部商品生产，以及价值

规律的各个方面借以发生作用的多种多样的关系，就象《资本论》

第一卷第一篇所叙述的那样发展起来了；因此，特别是使劳动成为

形成价值的唯一因素的那些条件发展起来了。而且，这些条件是在

当事人并未意识到的情况下起作用的，只有通过辛勤的理论研究

才能从日常实践中把它们抽象出来，因此，它们是按自然规律的方

式起作用，马克思也已证明，这一切都是从商品生产的性质中必然

发生的。最重要和最关键的进步，是向金属货币的过渡。但是这种

过渡也造成了如下的后果：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一事实，从此在

商品交换的表面上再也看不出来了。从实践的观点来看，货币已经

成了决定性的价值尺度；而且，进入交易的商品种类越是繁多，越

是来自遥远的地方，因而生产这些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越是难

以核对，情况就越是这样。此外，货币本身最初多半来自外地；即使

本地出产贵金属，农民和手工业者一方面仍然无法近似地估计出

花费在贵金属上的劳动，另一方面，对他们来说，由于习惯于用货

币进行计算，关于劳动是价值尺度这种属性的意识已经变得十分

模糊；货币在人民大众的观念中开始代表绝对价值了。

总之，只要经济规律起作用，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对于整个简

单商品生产时期是普遍适用的，也就是说，直到简单商品生产由于

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出现而发生变化之前是普遍适用的。在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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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价格都以马克思的规律所决定的价值为重心，并且围绕着这种

价值来变动，以致简单商品生产发展得越是充分，一个不为外部

的暴力干扰所中断的较长时期内的平均价格就越是与价值趋于一

致，直至量的差额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的价值

规律，从开始出现把产品转化为商品的那种交换时起，直到公元十

五世纪止这个时期内，在经济上是普遍适用的。但是，商品交换在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就开始了。在埃及，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三千五百年，也许是五千年；在巴比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千年，

也许是六千年；因此，价值规律已经在长达五千年至七千年的时期

内起支配作用。现在，我们可以来欣赏一下洛里亚先生的高深见

解了。洛里亚先生竟然把这个时期内普遍和直接适用的价值叫作

这样一种价值，商品从未按照它来出售，也不能按照它来出售，并

且说任何一个稍有点健全理智的经济学家都不会去研究它！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没有谈商人。直到现在，在我们进而考

察简单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转化之前，我们可以不考虑

商人的介入。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

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在这样的社会中，农民不

仅把他的份地，而且也把他作为自由的私有者、自由的或依附的佃

农或农奴的地位，世袭地和几乎不可转让地继承下来，城市手工业

者则把他的手工业和他的行会特权，世袭地和几乎不可转让地继

承下来，而且他们每一个人还会把他的顾客、他的销售市场以及他

自幼在祖传职业方面学到的技术继承下来。现在商人来到了这个

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但是，他并不是自觉的

革命者；相反，他与这个世界骨肉相连。中世纪的商人决不是个人

主义者；他象他的所有同时代人一样，本质上是共同体的成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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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占统治地位的是在原始共产主义基础上成长起来的马尔克

公社。起初，每个农民都有同样大小的份地，其中包括面积相等

的各种质量的土地，并且每个人在公共马尔克中也相应地享有同

样大小的权利。自从马尔克公社变为闭关自守的组织，没有新的土

地可以分配以来，份地由于继承遗产等等原因而发生了再分割，与

此相适应，马尔克的权利也发生了再分割；但是，由于仍旧以每份

份地作为一个单位，结果产生了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八分之一的

份地，以及相应地在公共马尔克中分享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八分

之一的权利。以后的一切同业公会，都是按照马尔克公社的样子建

立起来的，首先就是城市的行会，它的规章制度不过是马尔克的规

章制度在享有特权的手工业上而不是在一定的土地面积上的应

用。整个组织的中心点，是每个成员都同等地分享那些对全体来说

都有保证的特权和利益。这一点还非常清楚地表现在１５２７年的爱

北斐特和巴门的“纺纱业”特权上。（图恩《下莱茵的工业》第２卷第

１６４页及以下各页）以上所说也适用于矿业劳动组合。在那里，每

个股份都享有同等的一份利益，并且象马尔克成员的份地一样，每

个股份的权利和义务也可以分割。以上所说也完全适用于经营海

外贸易的商人公会。亚历山大里亚港或君士坦丁堡港的威尼斯人

和热那亚人，他们每一个“民族”都在各自的商场（Ｆｏｎｄａｃｏ，除中

心办事处之外，还包括宿舍、餐馆、仓库、陈列处和售货处）建立了

完整的商业公会；它们的成立是为了对付竞争者和顾客；它们按照

互相商定的价格来出售商品；它们的商品都有一定的质量，要经过

公开的检验并且往往盖上印记作为保证；它们还共同规定了向当

地居民购买产品时许可支付的价格等等。汉撒同盟的人在挪威卑

尔根的德意志桥上就是这样做的，他们的荷兰和英国的竞争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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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做的。凡是低于价格出售或高于价格购买的人都要倒霉！这

种人受到的联合抵制在当时意味着必然的毁灭，更不用说商会对

违反规章的人所直接给予的惩罚了。此外，还有为一定目的而建

立起来的更狭窄的商业团体，例如，在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多

年控制着小亚细亚佛克亚明矾矿和希沃斯岛明矾矿的热那亚的

“摩阿那”。又如，从十四世纪末就同意大利和西班牙做生意并在

那里设立了分支机构的巨大的拉文斯堡贸易公司；又如奥格斯堡

商人富格尔、威尔塞、弗林、赫希斯特泰尔等人和纽伦堡商人希尔

什福格尔等人创立的德国公司，它拥有６６０００杜卡特的资本和三

艘船，曾参加１５０５年至１５０６年葡萄牙对印度的远征，获得了

１５０％（根据另一种材料，是１７５％）的纯利润。（海德《列万特①贸易

史》第２卷第５２４页）此外，还有一系列别的“垄断”公司，对于它

们，路德曾经表示了极大的愤怒。

在这里，我们第一次遇到了利润和利润率。而且是商人有意

识地和自觉地力图使这个利润率对所有参加者都均等。威尼斯人

在列万特各国，汉撒同盟的人在北方各国，购买商品时每人所支付

的价格都和邻人一样，商品花费的运费也一样。他们出售商品得

到的价格也和本“民族”的所有其他商人一样，而且在购买回头货

时支付的价格也一样。因此，利润率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均等的。

对大贸易公司来说，利润要按照投资的大小来分配是理所当然的

事情，就象马尔克的权利要按照份地的大小来分配，或者矿业的利

润要按照股份的大小来分配一样。因此，相等的利润率，在其充分

发展的情况下本来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后结果之一，而这里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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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简单的形式上却表明是资本的历史出发点之一，甚至是马尔克

公社直接生出的幼枝，而马尔克公社又是原始共产主义直接生出

的幼枝。

这个原始的利润率必然是很高的。经商所冒的风险非常大，

这不仅因为海盗异常猖獗；而且因为各竞争民族一有机会，就会采

取各种各样的暴力行为；最后，销售和销售条件要依靠外国君主的

特许，而破坏或撤销特许的事情又经常发生。因此，利润中必须包

含一笔很高的保险金。此外，周转是迟滞的，营业的进行是缓慢的，

而在情况最好的时候（当然，这种时候很少是长久的），营业又是获

得垄断利润的垄断贸易。当时通行的利息率很高，这也证明利润率

平均是很高的，因为利息率整个说来总是要低于普通商业的利润

率的。

但是，这种由商会的共同行动造成的、对一切参加者来说都相

等的高利润率，只是在本商会的范围内，在这里也就是在一个“民

族”的范围内才有效。威尼斯人、热那亚人、汉撒同盟的人、荷兰

人——每个民族都各有特殊的利润率，甚至每个销售市场当初都

或多或少各有特殊的利润率。这些不同的团体利润率的平均化，

是通过相反的道路，即通过竞争来实现的。首先，同一个民族在不

同市场上的利润率得到平均化。如果威尼斯的商品在亚历山大里

亚得到的利润大于在塞浦路斯、君士坦丁堡或特拉比曾德得到的

利润，那末，威尼斯人就会把更多的资本投入对亚历山大里亚的贸

易，而把相应的资本从其他市场的贸易中抽出。然后，在向同一

些市场输出同种商品或类似商品的各民族之间，也必然会逐渐发

生利润率的平均化，其中有些民族往往会遭到破产，从而退出舞

台。但是，这个过程不断为政治事件所中断，例如，全部列万特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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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蒙古人和土耳其人的入侵而归于衰落。１４９２年以来地理和商

业上的大发现２５１，只是加速并最后完成了这个衰落过程。

接着而来的销售市场的突然扩大，以及与此相联的通商路线

的改变，起初并没有引起商业经营方式的任何重大的变化。起初，

同印度和美国进行贸易的也仍然主要是这些商会。不过，首先，在

这些商会背后已经出现一些较大的民族。经营美国贸易的整个联

合起来的西班牙代替了经营列万特贸易的加泰隆人；除西班牙外，

还有英国和法国这样两个大国；甚至最小的荷兰和葡萄牙，也至少

象前一个时期最强大的商业民族威尼斯一样强大。这种情况对十

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远征商人，商业冒险家提供的支持，使那种对

自己的成员实行武装保护的商会越来越成为多余的了，从而使商

会的费用直接成为多余的负担。其次，财富在个人手里的积累现在

已经显著加快，以致单个商人很快就能够在一个企业中投下象以

前整个公司所投的那样多的资金。商业公司在它们继续存在的地

方多半都变成了武装的团体，它们在祖国的保护和庇护下，对新发

现的整块土地实行征服，并进行垄断的剥削。但是，在新的地区主

要由国家建立的殖民地越多，商会贸易就越会让位于单个商人的

贸易，从而利润率的平均化就会越来越成为只是竞争的事情。

到现在为止，我们只了解了商业资本的利润率。因为，到现在

为止还只有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产业资本只是在这以后才发

展起来。生产主要还是掌握在自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手里，因而他

们的劳动不为任何资本提供剩余价值。如果说他们必须无代价地

把一部分产品交给第三者，那就是以贡赋的形式交给封建主。因

此，商人资本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只能从本国产品的外国购买者那

里，或者从外国产品的本国购买者那里赚取利润；只是到了这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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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最后，对意大利来说，也就是在列万特贸易衰落的时期，外国

的竞争和销路的困难才迫使制造出口商品的手工业生产者把商品

低于价值卖给出口商人。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样一种现象：

在国内单个生产者之间进行的零售贸易中，商品平均说来是按照

价值出售的，但是在国际贸易中，由于上面所说的理由，通常都不

是如此。这种情况完全和现在的世界相反。现在，生产价格适用于

国际贸易和批发商业，但在城市零售贸易中，价格的形成则是由完

全不同的利润率来调节的。例如，现在牛肉从伦敦批发商人转到伦

敦消费者个人手中时增加的价格，要大于从芝加哥批发商人转到

伦敦批发商人手中时增加的价格（包括运费在内）。

在价格的形成上逐渐引起这种变革的工具是产业资本。产业

资本的萌芽早在中世纪就已形成，它存在于以下三个领域：航运

业、采矿业、纺织业。意大利和汉撒同盟各沿海共和国所经营的那

种规模的航运业，没有水手，即雇佣工人（他们的雇佣关系，可能被

参加分红的组合形式所掩盖），是不行的，而且当时的大桡船，没有

摇桨工，即雇佣工人或奴隶，也是不行的。原来由合伙的劳动者构

成的矿业组合，几乎到处都变成了靠雇佣工人开采的股份公司。在

纺织业中，商人已经开始让小织造业者直接为自己服务，他供给他

们纱，并且付给他们固定的工资，让他们为他把纱织成织物；总之，

他已经由一个单纯的购买者变成所谓的包买商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形成的开端。矿业组合

作为闭关自守的垄断团体，我们可以把它撇开不说。就航运业主来

说，很明显，他们的利润至少应等于本国的普通利润加上保险费、

船舶损耗费等等额外费用。而至于纺织业的包买商，他们最先把那

种直接为资本家生产的商品拿到市场上来，并同手工业者自己生

４２０１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资本论》第三卷增补



产的同类商品进行竞争，他们的情况又怎样呢？

商业资本的利润率早已存在。它也已经平均化为近似的平均

率；至少对当地来说是这样。那末，是什么原因推动商人去承担包

买商的额外业务呢？唯一的原因是：在出售价格与别人相等的情况

下可望获得更大的利润。他已经有了这种前景。当他雇用小织造

业者来为自己服务时，他就打破了生产者只能出售自己制成的产

品而不能出售别的东西这样一种对生产的传统限制。商业资本家

购买了暂时还占有生产工具但已经不再有原料的劳动力。这样，他

就保障了织工的经常就业，这样，他也就能够压低织工的工资，使

他们完成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得不到报酬。因此，包买商就成了

超过他原来的商业利润以上的剩余价值的占有者。当然，他为了达

到这个目的，还必须使用追加资本，以便购买纱等物品并让它们留

在织工手里，直到织成织物为止。而在以前，他只是在购买织物的

时候才支付全部价格。但是第一，在大多数情况下，他还必须把一

笔额外资本预付给织工，这种织工通常只有在债务奴役之下才会

屈从于新的生产条件。第二，即使撇开这点不说，计算总是采取如

下的形式：

假定我们这个商人用资本３００００（杜卡特、策欣、镑或任何其

他货币单位）来经营他的出口业务。其中１００００用来购买国内商

品，２００００用在海外销售市场上。资本每两年周转一次。年周转额

＝１５０００。现在假定我们这个商人要自己经营织造业，成为包买商。

为此他必须追加多少资本呢？我们假定他所出售的那批织物的生

产时间平均为两个月（这段时间当然是很长的）。我们再假定一切

都要用现金支付。因此，他必须追加足够的资本，以便为他的织工

提供两个月的纱。因为他的年周转额是１５０００，所以他在两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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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购买织物的是２５００。假定其中２０００代表纱的价值，５００代表

织工的工资。这样，我们这位商人就需要有追加资本２０００。我们假

定他用新方法从织工那里占有的剩余价值只等于织物价值的

５％，这当然只是一个很低的剩余价值率２５％（２０００ｃ＋５００ｖ＋

１２５ｍ；ｍ＝
１２５
５００＝２５％，ｐ＝

１２５
２５００＝５％）。这样一来，我们这位商人

从他的年周转额１５０００中会赚到额外利润７５０，因此，只要２２
３年

他就可以把他的追加资本捞回来了。

但是，为了加快销售和周转，从而使同一资本可以在较短的时

间内赚到同样多的利润，也就是说，在同一时间内比以前赚到更多

的利润，他会把他的剩余价值的一小部分赠给买者，也就是说，会

比他的竞争者卖得便宜一些。这些竞争者也会逐渐变成包买商，这

时，额外利润对所有的人都会变为普通利润，在所有的人的资本已

经增加的情况下，甚至还会变为更低的利润。利润率的均等再一次

形成了，虽然所形成的利润率的水平可能不一样了，因为国内生产

的剩余价值已经有一部分让给国外的买者了。

产业从属于资本的下一步，是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工场手工业

使得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还多半是自己充当自己的出口商人的

工场手工业者（在德国直到１８５０年几乎普遍都是这样，甚至到今

天也还有些地方是这样），有可能比他的墨守成规的竞争者即手工

业者按比较便宜的方法从事生产。同一个过程会不断反复：工场手

工业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使得他或者同他分享剩余价值的出口

商人，能够比自己的竞争者卖得便宜一些，直到新的生产方式得到

普遍推广为止，这时平衡就又重新出现。已有的商业利润率，即使

它只是在局部地区实现了平均化，仍然是一张普罗克拉斯提斯的

床，以它为标准，超额的产业剩余价值都会被毫不留情地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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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工场手工业由于产品变得便宜而迅速发展起来，那末

大工业就更加如此。大工业通过它的不断更新的生产革命，使商品

的生产费用越降越低，并且无情地排挤掉以往的一切生产方式。它

还由此最终地为资本征服了国内市场，使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的

小生产和自然经济走上绝路，把小生产者间的直接交换排挤掉，使

整个民族为资本服务。它还使不同商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利润率

平均化为一个一般的利润率，最后，它在这个平均化过程中保证工

业取得应有的支配地位，因为它把一向阻碍资本从一个部门转移

到另一个部门的绝大部分障碍清除掉。这样，对整个交换来说，价

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过程就大致完成了。这种转化是在当事人的

意识或意图之外，依照客观规律进行的。至于竞争会使超过一般利

润率的利润变为一般水平，因而会从最初的占有者产业家手里把

超过平均水平的剩余价值重新夺走，这在理论上完全没有困难。而

在实际上却很困难，因为占有超额剩余价值的各生产部门，也就是

说，可变资本较多而不变资本较少，因而资本构成较低的各生产部

门，按照它们的性质来说，恰恰是最晚而且是最少受资本主义经营

的支配；首先就是农业。相反，至于把生产价格提高到商品价值以

上，——而这是为了把资本构成较高的部门的产品中所包含的不

足的剩余价值，提高到平均利润率的水平所必需的，——这在理论

上看来好象是非常困难的，而在实际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却

是最容易和最先办到的。因为，这类商品在刚开始按照资本主义方

式生产并加入资本主义商业中去的时候，会同那些按照资本主义

以前的方法生产的、因而比较昂贵的同类商品进行竞争。这样，资

本主义的生产者即使放弃一部分剩余价值，也仍然能够获得当地

通行的利润率。这种利润率本来和剩余价值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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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生产之前，也就是在产业利润率成为可能之前，

这种利润率早已从商业资本中产生了。

Ⅱ．交 易 所

１．从第三卷第五篇，特别是第［二十七］章可以看出，交易所在

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占有怎样的地位。但是，自从１８６５年本书写

成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使今天交易所的作用大大

增加了，并且还在不断增加。这种变化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还有一

种趋势，要把包括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在内的全部生产，包括交通

工具和交换职能在内的全部流通，都集中在交易所经纪人手里，这

样，交易所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最突出的代表。

２．１８６５年交易所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还是一个次要的要素。国

债券代表着交易所证券的主要部分，它们的数量还比较小。此外，

股份银行在大陆和美国虽已盛行，但它们在英国却刚刚在着手并

吞贵族的私人银行。它们的数量还比较少。第三，铁路股票和现在

相比也还比较少。直接生产事业还很少采取股份形式。这种形式

象银行一样，大多数出现在一些比较贫穷的国家，如德国、奥地利、

美国等等。当时，“老板的监督”还是一种不可克服的迷信。

因此，当时交易所还是资本家们互相夺取他们积累的资本的

地方，它使工人直接关心之处不过在于，它是资本主义经济普遍产

生的不道德影响的新证据，并且是下面这条加尔文教义的证实：在

这个世间，福与祸，富即享乐和权力，与贫即穷苦和奴役，都是上帝

预先决定的，或者说是碰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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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现在情况不同了。自１８６６年危机以来，积累以不断增加的

速度进行，以致在所有的工业国，至少在英国，生产的扩展赶不

上积累的增长，单个资本家的积累已经不能在扩大他的营业方面

全部用掉；英国的棉纺织业在１８４５年就已如此，此外，还有铁路

投机。但是随着这种积累的增长，食利者的人数也增加了。这种

人对营业上经常出现的紧张已感到厌烦，只想悠闲自在，或者只

揽一点象公司董事或监事之类的闲差事。第三，为了便于这样流

来流去的大量货币资本得到使用，现在又在以前没有设立过有限

公司的地方，到处都设立了合法的新式有限公司。以前负无限责

任的股东的责任，也或多或少地减轻了（１８９０年德国的股份公司。

认股额的４０％！）。

４．此后，工业就逐渐变成了股份企业。一个部门接着一个部

门遭到这种命运。首先是现在需要巨额投资的铁业（在此以前是

采矿业，不过还没有股份企业的形式）。然后是化学工业，以及机

器制造厂。在大陆，有纺织业，在英国，还只有郎卡郡的少数几

个地方（奥尔丹的纺纱业，贝恩利的织布业等等，缝衣合作社，但

这只是准备阶段，在下一次危机到来时，又会落到老板手里），啤

酒厂（数年前，有几家美国啤酒厂卖给了英国资本，然后有基尼

斯、巴斯、奥尔索普等公司）。然后有托拉斯。这种托拉斯创立了

实行共同管理的巨大企业（例如联合制碱托拉斯）。普通的独家商

号只是越来越成为一种使营业扩大到足以“建立”股份公司地步

的准备阶段。

商业也是这样。里夫公司、帕森斯公司、摩里公司、莫里逊

公司、狄龙公司，全都变成股份公司了。现在，甚至零售商店都

已如此，而且不单是徒具联合百货商店的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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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银行和其他信用机构也是这样。——大批新设的，都

是股份有限公司。甚至象格林银行等那样一些老银行，也从原来只

有七个私人股东变成有限公司了。

５．在农业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形。大大扩充的银行，特别是在德

国（在各式各样的官僚名义下），日益成为抵押土地的持有者；连同

这些银行的股票一起，地产的实际的最高所有权被转移到了交易

所手中；而在田庄落入债权人手里的时候，情形就更是如此。在这

里，开垦草原所引起的农业革命，产生了强烈影响；长此以往，总有

一天，英国和法国的土地也都会控制在交易所手中。

６．现在，一切国外投资都已采取股份形式。如果只讲英国：美

国的铁路、北与南（参看证券交易一览表）、哥耳德贝克等等。

７．然后是开拓殖民地。现在，它纯粹是交易所的附属品。欧洲

列强为了交易所的利益在几年前就把非洲瓜分了。法国人征服了

突尼斯和东京①。非洲已被直接租给各个公司（尼日尔，南非，德属

西南非和德属东非）。马肖纳兰和纳塔尔也为了交易所的利益而被

罗德斯占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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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１１卷（１９４８年莫斯科版）、第１２卷（１９５２年莫

斯科版）、第１３卷（１９５５年莫斯科版）。——第１１页。

 ２ 指下列报告：（１）《商业危机秘密委员会第１号报告。附证词》，根据下院

决定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８日刊印（《Ｆｉｒｓ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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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索引》，根据下院决定于１８５７年７月３０日刊印（《Ｒｅｐｏｒ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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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７》）；《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委员会会议记录、证词、附件和索

引》，根据下院决定于１８５８年７月１日刊印（《Ｒｅｐｏｒ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ｅ

ｌｅｃ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ｎｋ Ａｃｔｓ；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

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Ｍｉｎｕｔｅｓ ｏｆ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ｘ．Ｏｒｄｅｒｅｄ，ｂｙ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ｓ，ｔｏ ｂｅ 

Ｐｒｉｎｔｅｄ，１ Ｊｕｌｙ １８５８》）。——第１２页。

 ４ 恩格斯没有来得及实现把《剩余价值理论》当作《资本论》第四卷出版的

打算。１９０５—１９１０年卡·考茨基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他对马克思

的手稿作了许多删改和变动。１９５４—１９６１年按马克思的手稿次序出版

了《剩余价值理论》俄文新版本，１９６２—１９６４年则作为《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俄文第二版第二十六卷（共三册）出版；该书德文新版本出版于

１９５６—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５—１９６８年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二十

六卷（共三册）。——第１２页。

 ５ 即《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 ｆü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ｋｏｎｏｍｉｅ ｕ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是双周刊，１８６３年在耶拿创办；１８７２—１８９０年由资产阶

级经济学家康拉德编辑出版，１８９１—１８９７年由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勒克

西斯编辑出版。——第１２页。

 ６ “边际效用”论——是替资产阶级辩护的庸俗经济理论，产生于十九世

纪七十年代，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相对立。按照这种庸俗理论，价值

的基础不是社会必要劳动，而是商品的所谓边际效用，这种边际效用反

映了对满足购买者最不迫切需要的商品的效用的主观评价。“边际效

用”论的拥护者认为劳动价值的理论不正确，他们说，实际上价格和价

值是不一致的，价值通常由一些偶然的、与生产无关的情况，诸如商品

缺乏之类的情况所决定。“边际效用”论是掩盖资本主义制度下剥削雇

佣劳动力的一种手段，它在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流传很

广。——第１４页。

 ７ 见威·勒克西斯《货币本位问题的批判分析》，载于《德意志帝国立法、

行政和国民经济年鉴》１８８１年版第５年卷第１分册第８７—１３２页（Ｗ．

Ｌｅｘｉｓ．《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 Ｅｒｏｒｔｅｒｕｎｇｅｎ üｂｅｒ ｄｉｅ Ｗａｈｒｕｎｇｓｆｒａｇｅ》．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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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ｈｒｂｕｃｈ ｆüｒ Ｇｅｓｅｔｚｇｅｂｕｎｇ，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 ｕｎｄ Ｖｏｌｋｓｗｉｒｔｈｓｃｈａｆｔ

ｉｍ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Ｒｅｉｃｈ》．ＪａｈｒｇａｎｇＶ，ＨｅｆｔＩ，１８８１，Ｓ．８７—１３２）。

  《德意志帝国立法、行政和国民经济年鉴》（《ＪａｈｒｂｕｃｈｆüｒＧｅｓｅｔ

ｚｇｅｂｕｎｇ，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ｕｎｄＶｏｌｋｓｗｉｒｔｈｓｃｈａｆｔｉｍ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Ｒｅｉｃｈ》）是双

周刊，创办于１８７１年；１８７７—１９１２年以现有名称在莱比锡由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古·施穆勒编辑出版。

  复本位制是金银两种金属同时起货币作用的币制。——第１５页。

 ８ 指阿基尔·洛里亚《卡尔·马克思》一文，载于《科学、文学和艺术新文

选》１８８３年４月罗马版第５０９—５４２页（《Ｎｕｏｖａ Ａｎｔｏｌｏｇｉａ ｄｉ 

ｓｃｉｅｎｚｅ，ｌｅｔｔｅｒｅ ｅｄ ａｒｔｉ》．Ｒｏｍａ，１８８３，Ａｐｒｉｌｅ，Ｐ．５０９—５４２）。

  《科学、文学和艺术新文选》（《Ｎｕｏｖａ Ａｎｔｏｌｏｇｉａ ｄｉ ｓｃｉｅｎｚｅ，ｌｅｔ

ｔｅｒｅ ｅｄ ａｒｔｉ》）是意大利自由派的文学、艺术和政论性杂志，从１８６６

年至１８７８年在弗罗伦萨出版，每月一期，从１８７８年至１９４３年在罗马

出版，每月两期。——第２０页。

 ９ 洛里亚用的是《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第十一章相当于德文版第九章

《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第２２页。

１０ 指恩格斯为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写的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２４卷第２４—２５页）。——第２２页。

１１ 指的是《评斯蒂贝林先生〈论资本密集对工资和劳动剥削的影响〉》一

文，载于《新时代》杂志１８８７年第３期第１２３—１２７页。

  《新时代》（《Ｄｉｅ Ｎｅｕｅ Ｚｅｉｔ》）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理论

杂志，在斯图加特出版，１８８３年至１８９０年１０月每月出版一次，以后

至１９２３年秋每周出版一次。杂志的编辑从１８８３年起是卡·考茨基，从

１９１７年１０月至１９２３年秋是亨·库诺夫。在１８８５—１８９４年，恩格斯在

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并经常以自己的劝告帮助杂志的编辑部，时

常对杂志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提出批评。从九十年代后半期起，

即在恩格斯逝世之后，杂志开始系统地登载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杂志采取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

者。——第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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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３８页。——第３４页。

１３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５１—２５６页。——第４１页。

１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４０页。——第４２页。

１５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６０１—６０２页。——第４５页。

１６ 见乔·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１８３６年爱丁堡版第１８４页（Ｇ．Ｒａｍｓａｙ．

《Ａｎ Ｅａｓａｙ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ａｌｔｈ》．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１８３６，

Ｐ．１８４）。——第４７页。

１７ 根据在十八世纪化学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燃烧的过程决定于可燃物

体中有一种特殊的物质——燃素，它在燃烧时从可燃物体中逸出。但

是，由于人们知道，金属在空气中燃烧时重量却增加了。于是主张燃素

说的人便企图硬说燃素具有一种在物理学上无法解释的负重量。法国

化学家安·罗·拉瓦锡证明了这种理论是毫无根据的，他把燃烧过程

正确地解释为燃烧着的物质和氧化合的反应。关于燃素说还可参看恩

格斯写的《资本论》第二卷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４卷第

２０—２１页）。——第４７页。

１８ １８４９年１月，蒲鲁东曾尝试成立“人民银行”。蒲鲁东打算借助这个银

行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他的“社会主义”：消灭信贷利息，在生产者获得

自己劳动收入的全部等价物的基础上进行没有货币的交换。这个银行

成立以后两个月就破产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

困的哲学〉》这部著作中，对蒲鲁东的观点作了详细的批判分析（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７１—１９８页）。——第４８页。

１９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４７页。——第４８页。

２０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３４０页。——第４８页。

２１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１９１—１９２、７８２—７８４

页。——第４９页。

２２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５８５—５９３页。——第５３页。

２３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３７０页。——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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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马克思指自己的著作《剩余价值理论》中批判地分析马尔萨斯关于剩余

价值率的观点那一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１９章

第７节）。——第５６页。

２５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３５２—３５３页。——第６０页。

２６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５６７—５７９页。——第６０页。

２７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４卷第３２７—３３２页。——第８４页。

２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４卷第２８０页。——第８５页。

２９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４卷第３２７—３４２页。——第８８页。

３０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４５—２４６页。——第８９页。

３１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４卷第３２９—３３０页。——第９０页。

３２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３６０—３６１页。——第９４页。

３３ 马克思指的是如下著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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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伦敦第２版（Ａ．Ｕ ｒ．《Ｔｈｅ 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ｏｒ，Ａｎ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Ｍｏｒａｌ，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５）。——第９６页。

３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６６３页。——第９９页。

３５ 法国历史学家兰盖的这句话出自他的著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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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éｏｒｉｅ ｄｅｓ ｌｏｉｘ 

ｃｉｖｉｌｅｓ，ｏｕ 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 ｆｏ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ｕｘ ｄｅ ｌａ ｓｏｃｉéｔé》．Ｔｏｍｅ Ⅱ，

Ｌｏｎｄｒｅｓ，１７６７，ｌｉｖｒｅ Ⅴ，ｃｈａｐｉｔｒｅ ⅩⅩ）。——第１００页。

３６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３６１—３６２页。——第１０１页。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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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页。

３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８章第２５８—３３５页。——第

１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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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杀人并不就是杀人犯（Ｋｉｌｌｉｎｇ ｎｏ ｍｕｒｄｅｒ）——英国的一种流行说

法，它来源于十七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出版的一本叫作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ｎｏ ｍｕｒｄｅｒ》的小册子。小册子的作者平等派塞克斯比号召

杀害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并认为这

不是犯杀人罪。——第１０６页。

４０ 皇家法院是英国的最高法院之一。皇家法院审理刑事和民事案件，并有

权重新审理下级法院的判决。——第１０６页。

４１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３２５页。——第１０９页。

４２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８３—２８４页。——第１１１页。

４３ 见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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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伦敦第２版；查·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１８３２年

伦敦版第２８０—２８１页（Ｃｈ．Ｂａｂｂａｇｅ．《Ｏｎ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ａｎｄ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２，ｐ．２８０—２８１）。——第１２０页。

４４ 见罗·托伦斯《论财富的生产》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２８页及以下各页（Ｒ．

Ｔｏｒｒｅｎｓ．《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ａｌｔｈ》．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２１，ｐ．２８ ａｎｄ ｓｑｑ．）（参看卡·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３册第

２０章第１节ａ、ｂ）。——１２３页。

４５ 见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１３１—

１３８页（Ｄ．Ｒｉｃａｒｄｏ．《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１，ｐ．１３１—１３８）。——第

１２３页。

４６ 英国的 谷物关税 是根据所谓的谷物法（１８１５、１８２２和１８２８年）征收

的。谷物法的目的是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是为了大地主的利

益而实行的。因谷物法而引起的工业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之间的斗

争，由于１８４６年废除了谷物法而告结束。谷物法的废除是对土地贵族

的一个打击，并且加快了资本主义在英国的发展。——第１２３、３６６、７０６、

７４０页。

４７ 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只适用于少年工和女工，于１８４７年６月８日由英国

议会通过，１８４８年５月１日起作为法律生效。但是实际上许多工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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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遵守这项法律。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３１４—

３１７页。——第１２４页。

４８ 查·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１８３２年伦敦版第２８０—２８１

页。——第１３０页。

４９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２

章。——第１３１页。

５０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４卷第３篇《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

流通》。——第１３４页。

５１ １８６１—１８６５年的棉荒或棉业危机——指英国和某些其他国家在美国

内战期间，北军舰队封锁南部各个蓄奴州所造成的美棉供应中断而引

起的棉花的严重缺乏。棉荒发生在生产过剩危机的前夜，并同危机交

织在一起。欧洲大部分棉纺织工业陷于瘫痪，这严重地影响到工人的

状况。１８６２年间，英国五分之三的纱锭和织布机停工，７５％以上的棉纺

织业工人接连两三年陷于全失业或半失业的状态。工人的贫困由于六

十年代初期欧洲的歉收进一步加重了。——第１３８页。

５２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６２９页及以下各页。——第

１５０页。

５３ １８４８年的国家工厂 是为法国失业工人而建立的公共工程（主要是土方

工程）的组织形式，是在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之后根据法国临时政府的指

示成立的。建立国家工厂的目的，是要使当时在工人中间传播的小资产

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关于劳动组织的思想失去影响，并利用按

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工厂的工人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因为这

个分裂工人阶级的挑拨性的计划没有成功，而国家工厂的工人越来越

充满革命情绪，资产阶级政府就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取消这些工厂。这

就引起了巴黎无产阶级的极大愤怒，成了巴黎六月起义的原因之一。起

义被镇压后，卡芬雅克政府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３日下令解散国家工

厂。——第１５２页。

５４ 见洛贝尔图斯《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三封信：驳李嘉图

的地租学说，并论证新的租的理论》１８５１年柏林版第１２５页（Ｒｏｄ

９３０１注   释



ｂｅｒｔｕｓ．《Ｓｏｃｉａｌｅ Ｂｒｉｅｆｅ ａｎ ｖｏｎ Ｋｉｒｃｈｍａｎｎ．Ｄｒｉｔｔｅｒ Ｂｒｉｅｆ：Ｗｉｄｅｒ

ｌｅｇｕｎｇ ｄｅｒ Ｒｉｃａｒｄｏｓｃｈｅｎ Ｌｅｈｒｅ ｖｏｎ ｄｅｒ Ｇｒｕｎｄｒｅｎｔｅ ｕｎｄ 

Ｂｅｇｒüｎｄｕｎｇ ｅｉｎｅｒ ｎｅｕｅｎ Ｒｅｎｔｅｎｔｈｅｏｒｉｅ》．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５１，Ｓ．１２５））。对

洛贝尔图斯的利润率理论，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作了详细的批

判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第２册第７０—９１

页。——第１５６页。

５５ 指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１７７６年伦敦版第１卷第

１０章（Ａ．Ｓｍｉｔｈ．《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Ｉ，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７６）。——第１５９页。

５６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５７—５８页。——第１５９页。

５７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６７２页。——第１６３页。

５８ 舍尔比利埃关于形成一般利润率的观点，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

作了专门的考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２３章第３

节）。——第１７８页。

５９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４７页。——第１８０页。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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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Ｃｏｒｂｅｔ．《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ｓ

ｏｆｔｈｅ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ｏｒ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１）。——第１８６、１９１页。

６１ 指马克思的著作《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４卷）》。见注４。——第

１８９页。

６２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６年伦敦第２版第２６８页（Ｍａｌｔｈｕ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３６，ｐ．２６８）。——第１９０页。

６３ 定居法（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ｌａｗｓ）是自１６６２年起在英国实施的法律，它实际

上剥夺了农业工人从一地迁居另一地的权利。定居法又是济贫法的组

成部分，它规定，贫穷的农业工人要根据法院的判决回到出生地或永久

居住地。这一立法限制了工人迁居的自由，从而为雇主创造了把工人

０４０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的工资压低到最低限度的条件。——第１９５页。

６４ 指格·路·毛勒的下述著作：《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

制度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１８５４年慕尼黑版（《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 ｚｕ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Ｍａｒｋ－，Ｈｏｆ－，Ｄｏｒｆ－ｕｎｄ Ｓｔａｄｔ－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 

ｕｎｄ ｄｅｒ ｏ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ｅｎ Ｇｅｗａｌｔ》．Ｍüｎｃｈｅｎ，１８５４）；《德国马尔克制度

史》１８５６年厄兰根版（《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Ｍａｒｋｅｎ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Ｅｒｌａｎｇｅｎ，１８５６）；《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

１８６２—１８６３年厄兰根版。第１—４卷（《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Ｆｒｏｎｈｏｆｅ，ｄｅｒ

ＢａｕｅｒｎｈｏｆｅｕｎｄｄｅｒＨｏｆ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Ｂｄ．Ⅰ—Ⅳ．Ｅｒｌａｎ

ｇｅｎ，１８６２—１８６３）；《德国乡村制度史》１８６５—１８６６年厄兰根版第１—２

卷（《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Ｄｏｒｆ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Ｂｄ．Ⅰ—Ⅱ．Ｅｒ

ｌａｎｇｅｎ，１８６５—１８６６）；《德国城市制度史》１８６９—１８７１年厄兰根版第

１—４卷（《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Ｓｔａｄｔｅ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Ｂｄ．Ⅰ—

Ⅱ．Ｅｒｌａｎｇｅｎ，１８６９—１８７１）。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

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１８７７年伦敦版（Ｌ．Ｈ．Ｍｏｒｇａｎ．《Ａｎｃｉｅｎ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ｆｒｏｍ Ｓａｖａｇｅｒｙ，ｔｈｒｏｕｇｈ Ｂａｒｂａｒｉｓｍ ｔｏ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７７）。——第１９８页。

６５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１０６页。——第１９８页。

６６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６０—６１

页。——第２００页。

６７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１５

页。——第２００页。

６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２０３、２０４页。

６９ 这些观点见下述著作：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

敦第３版第６０—６１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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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卷第７８—７９页（Ｈ．Ｓｔｏｒｃｈ．

《Ｃｏｕｒｓ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ｏｕ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 ｑｕｉ

１４０１注   释



ｄéｔｅｒｍｉｎｅｎｔｌａｐｒｏｓｐéｒｉｔéｄ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ｍｅ Ⅱ．Ｓｔ．－Ｐéｔｅｒｓｂｏｕｒｇ，

１８１５，ｐ．７８—７９）（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２册第

１０３页）。——第２０５页。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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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４４页。——第２０５页。

７１ 匿名著作《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Ｖｅｒｂａｌ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ｉ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的作者所引的这句话，出自马

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０年伦敦版第７５页（《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０，ｐ．７５）。——第２１４页。

７２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６年伦敦版第７７、７８、２０８页。——第

２２１页。

７３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３６—４１

页。——第２２７页。

７４ 一群只会模仿的奴仆（Ｓｅｒｖｕｍ ｐｅｃｕｓ ｉｍｉｔａｔｏｒｕｍ）——套用了贺雷

西《书信集》的一句话“啊，只会模仿的奴仆群！”（《Ｏ ｉｍｉｔａｔｏｒｅｓ，

ｓｅｒｖｕｍ ｐｅｃｕｓ！》）见第１册第１９封信。——第２２７页。

７５ 这里指《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批判地考察李嘉图关于工资变动对生

产价格的影响的看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２册第

２０９—２２５页）。——第２２７页。

７６ 见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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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１０２页。——第２３３页。

７７ 马克思指《剩余价值理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２

册第４９７—５３６、６１９—６２３页）。——第２３８、２５０页。

７８ 指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阐明的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

一般的规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７０７页）。——

第２４７页。

７９ “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Ｈｉｎｃ ｉｌｌａｅ ｌａｃｒｉｍａｅ！》〉——这句

话出自罗马剧作家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的喜剧《安德罗斯岛的姑

２４０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娘》第一幕第一场。——第２５０页。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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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节第１９２页（Ｗ．Ｒｏｓｃｈｅｒ．《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ｒ Ｖｏｌｋｓｗｉｒｔｈｓｃｈａｆｔ》． Ｂａｎｄ Ｉ： 《Ｄｉｅ 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 ｄ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ｋｏｎｏｍｉｅ》．Ｄｒｉｔｔｅ，ｖｅｒｍｅｈｒｔｅ ｕｎｄ ｖｅｒｂｅｓｓｅｒｔｅ Ａｕｆｌａｇｅ，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ｕｎｄＡｕｇｓｂｕｒｇ，１８５８， １０８，Ｓ．１９２）。——第２５１、３４４页。

８１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中对亚·斯密的利润理论作了批判分

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２４６—２６１

页）。——第２５１页。

８２ 让渡利润（Ｐｒｏｆｉｔ ｕｐｏｎ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是詹·斯图亚特在《政治经济学

原理研究》１８０５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２４４页（《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Ｉ，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０５，ｐ．２４４）提

出的公式，根据这个公式，资本家的利润来自商品高于其价值的出售。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分析了这一公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１１—１４页）。——第２５６、３６８页。

８３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３５２—３５３页。——第２５７页。

８４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７

章。——第２６４页。

８５ ［爱·威斯特］《论资本用于土地，并论对谷物进口严加限制的失策》，牛

津大学的大学学院一特待校友著，１８１５年伦敦版（［Ｅ．Ｗｅｓｔ．］《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ｏ Ｌａｎｄ，ｗｉｔｈ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ｓｈｅ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ａｎｙ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ｒｎ》．Ｂｙ ａ Ｆｅｌｌｏｗ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Ｏｘｆｏｒ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１５）。——第２７０页。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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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８９页及以下各页（Ｔｈ．Ｃｈａｌｍｅｒｓ．《Ｏｎ 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ｃｏｎｎｅｘ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Ｇｌａｓｇｏｗ，１８３２，ｐ．

８８—８９ａｎｄ ｓｑｑ．）——第２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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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４３０—４３１页。——第２９２页。

８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４卷第１０１—１１５页。——第２９７页。

８９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４卷第１３８—１４３页。——第３１３页。

９０ 约·贝勒斯《论贫民、工业、贸易、殖民地和道德堕落》１６９９年伦敦版第

１０页（Ｊ．Ｂｅｌｌｅｒｓ．《Ｅｓｓａｙ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ｐｏｏｒ，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ｔｒａｄｅ，ｐｌａｎｔａ

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ｍ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９９，ｐ．１０）。——第３１９页。

９１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４卷第１４６—１５４页。——第３３６页。

９２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４卷第４７０—４７４、４７８—４８４

页。——第３４１页。

９３ 荷兰东印度公司 存在于１６０２年至１７９８年。公司在印度尼西亚活动的

特点是用强制手段巩固和保存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关系（奴隶占有制

关系和封建关系），在为荷兰人效劳的土著政权的封建官僚机构的帮助

下，掠夺被征服的居民。公司从印度尼西亚运出农产品，从这些产品的

出售中取得巨额收入。后来，在农民经济中强制性地引进了新的作物

（特别是咖啡），它们的收获全部上缴公司。由于残酷镇压一系列大规模

的起义、国内人烟稀少、军费开支庞大、昔日强盛的尼德兰全面衰落，公

司遭到崩溃并宣告倒闭。——第３４３、３６８页。

９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５６７—５７９页。——第３４４页。

９５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３９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１０５—１０６页。——第３５４页。

９６ 见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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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节第１０３页。——第３６２页。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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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６９、６７７页。

９８ 马克思引用的是路德的著作《可尊敬的马丁·路德博士先生的第六部

著作》１５８９年维登堡版第２９６、２９７页（《Ｄｅｒ ｓｅｃｈｓｔｅ Ｔｅｉｌ ｄｅｒ

４４０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Ｂüｃｈｅｒ ｄｅｓ ｅｈｒｎｗｉｒｄｉｇｅｎ Ｈｅｒｒｎ Ｄｏｃｔｏｒｉｓ Ｍａｒｔｉｎｉ Ｌｕｔｈｅｒｉ》．

Ｗｉｔｔｅｍｂｅｒｇｋ，１５８９，Ｓ．２９６，２９７）。——第３７０页。

９９ 马克思指的是，由于当时地理上的伟大发现，即古巴、海地和巴哈马群

岛的发现，北美大陆的发现，绕过非洲南端到达印度的航路的发现以及

南美大陆的发现，结果意大利北部热那亚、威尼斯等商业城市丧失了自

己的作用，相反，葡萄牙、尼德兰、西班牙和英国由于地处大西洋沿岸而

开始在世界贸易中起主要作用。——第３７２页。

１００ ［约·马西］《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对威廉·配第爵士和洛克先生

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的考察》１７５０年伦敦版第６０页（［Ｊ．Ｍａｓｓｉｅ．］《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ａ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ｗｈｅｒｅ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ｉ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ｅｔｔｙ ａｎｄ

Ｍｒ．Ｌｏｃｋｅ，ｏｎ ｔｈａｔ Ｈｅａｄ，ａ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５０，ｐ．

６０）。——第３７２页。

１０１ 哈姆雷特塔区是伦敦东市区。——第３７４页。

１０２ 约·亨·摩·波佩《从科学复兴至十八世纪末的工艺学历史》１８０７年

哥丁根版第１卷第７０页（Ｉ．Ｈ．Ｍ．Ｐｏｐｐ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ｉｅ ｓｅｉｔ ｄｅｒ Ｗｉｅｄｅｒｈｅ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 ｄｅｒ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ｂｉｓ 

ａｎ Ｅｎｄｅ ｄｅｓ ａｃｈｔｚｅｈｎｔｅｎ 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ｓ》．Ｂａｎｄ Ｉ，Ｇｏｔｔｉｎｇｅｎ，

１８０７，Ｓ．７０）。——第３７５页。

１０３ 正文中引用的是《人民之声报》（《ＬａＶｏｉｘｄｕＰｅｕｐｌｅ》）编者之一舍韦的

话。舍韦是《无息信贷》一书中《第一封信》的作者，见《无息信贷。费·巴

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１８５０年巴黎版（《ＧｒａｔｕｉｔéｄｕＣｒéｄｉｔ．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ｅｎｔｒｅＭ．Ｆｒ．Ｂａｓ。ｔｉａｔｅｔＭ．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０）。

  《人民之声报》（《ＬａＶｏｉｘｄｕＰｅｕｐｌｅ》）是蒲鲁东创办的日报，１８４９

年１０月１日至１８５０年５月１４日在巴黎出版。——第３８６页。

１０４ 《经济学家》（《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是英国的经济、政治问题周刊，１８４３

年起在伦敦出版，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第４０２、５６３页。

１０５ 马克思讽刺地把卡·阿伦德叫作“犬税哲学家”，因为这位作者在自己

的著作中用专门的一节（第８８节，第４２０—４２１页）论证了犬税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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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合理性。——第４０７页。

１０６ 《每日新闻》（《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英国自由派的报纸，工业资产

阶级的喉舌；从１８４６年至１９３０年以此名称在伦敦出版。——第４１０、

５３６页。

１０７ 见［约·马西］《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对威廉·配第爵士和洛克先

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的考察》１７５０年伦敦版；大·休谟《论利息》

（１７５２年）。载于大卫·休谟《若干问题论丛》，两卷集，第１卷包括道

德、政治和文学概论，１７６４年伦敦新版（Ｄ．Ｈｕｍｅ．《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１７５２）．Ｉｎ：Ｈｕｍｅ，Ｄａｖｉｄ．《Ｅｓｓａｙ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ｓ ｏｎ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Ａ ｎｅｗ ｅｄｉｔｉｏｎ．Ｉｎ ｔｗｏ ｖｏｌｕｍｅｓ． Ｖｏｌ．Ｉ，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Ｅｓｓａｙｓ，ｍｏｒ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６４）（关于这一点，并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４００—４０４页）。——

第４２３页。

１０８ 马贡农书是迦太基作家马贡论述农业，特别是论述在迦太基很发达的

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种植业的著作。写作年月不详。该著作在迦太基灭亡

以后经罗马元老院批准译成拉丁文，并被官方推荐为合理组织罗马农

业的模范著作。——第４３２页。

１０９ 见１８５９年１２月２０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ａｉｌｙＴｒｉｂｕｎｅ》）是美国报纸，

１８４１年至１９２４年出版。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

对奴隶占有制。马克思从１８５１年８月至１８６２年３月为该报撰稿。为该

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约恩格斯写的。在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４９年

革命后的欧洲反动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当时这个发行很广的

美国报纸，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到美国南北战

争开始时，马克思停止了撰稿。马克思所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关

系，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人的势力加强和

该报离开了进步立场。后来该报的方向越来越右倾。——第４３４页。

１１０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五场（《莱比锡的欧北和酒寮》）。——第４４３页。

１１１ 关于皮特的还债基金，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２卷第４７６

６４０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４８０页。——第４４４页。

１１２ 见［托·罗·马尔萨斯］《人口原理》１７９８年伦敦版第２５—２６页（［Ｔｈ．

Ｒ．Ｍａｌｔｈｕｓ．］《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９８，ｐ．２５—２６）。——第４４５页。

１１３ 指下述文件：《关于每一季度末拨给委员们一定量的款项用来减少国债

的法令（乔治三世二十六年第３１号）》（《ＡｎＡｃｔｆｏｒｖｅｓｔｉｎｇｃｅｒｔａｉｎ

Ｓｕｍｓｉ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ａｔ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ｅｖｅｒｙＱｕａｒｔｅｒｏｆａＹｅａｒ，ｔｏｂｅ

ｂｙｔｈｅｍ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ｔｈ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ｂｔ（Ａｎｎｏ２６

ＧｅｏｒｇｉｉⅢ，Ｒｅｇｉｓ，ｃａｐ．３１）》）。——第４４６页。

１１４ 马克思指下列著作：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

某些应用》１８４９年伦敦第２版第１卷第９１—９２页（Ｊ．Ｓｔ．Ｍｉｌｌ．《Ｐｒｉｎ－

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ｉｔｈ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ｏｌ．Ｉ，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４９，ｐ．９１—９２）；亨·查·凯里《社会科学原理》１８５９年费拉得尔菲亚

版第３卷第７１—７３页（Ｈ．Ｃｈ．Ｃａｒｅ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Ⅲ，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１８５９，ｐ．７１—７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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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节。——第４４８页。

１１５ 《两大陆评论》（《Ｒｅｖｕｅ ｄｅｓ ｄｅｕｘ Ｍｏｎｄｅｓ》）是一种资产阶级文艺

和政论性的双周刊，从１８２９年起在巴黎出版。——第４５２页。

１１６ 见注２（１）。——第４５５页。

１１７ 委托销售（ｃｏｎｓｉｇｎａｔｉｏ，字面上的意思是：签字，书面证明）是在国外代

销商品的一种形式，出口商（托售人）把商品运往外国商行（代销人）的

货栈，委托后者依一定的条件代为出售。——第４５９、５５６页。

１１８ 关于１８４４年银行法的内容和意义，见本卷第３４章《通货原理和１８４４

年英国的银行立法》。——第４６０、４７５、４９０、５３７页。

１１９ 《曼彻斯特卫报》（《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是英国资产阶级的

报纸，１８２１年在曼彻斯特创刊，自由贸易拥护者（自由贸易论者）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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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报，以后是自由党的机关报。——第４６１页。

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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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２、５６４页。

１２１ 明辛街是伦敦的一条街，是殖民地商品批发交易的中心地。—— 第

４６２、５６４、６３５页。

１２２ 见注２（２）。——第４６５页。

１２３ “通货原理”（《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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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见本卷第３４章《通货原理和１８４４年英国的银行立

法》）。——第４７１、５０５页。

１２４ 指欧门—恩格斯公司。——第４８５页。

１２５ 《泰晤士报》（《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是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派日报，１７８５年起

在伦敦出版。——第４９６页。

１２６ 巴拿马骗局 是牵涉到法国国家活动家、官员和报刊的骗局。为了给开

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筹措资金，工程师和实业家斐迪南·累塞普

斯于１８７９年在法国创立了一家股份公司。１８８８年底，这家公司垮台，

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１８９２年才发现，

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所筹集的资金，曾高价贿赂

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纳、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巴

拿马骗局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了，被判罪的只限于公司的领

导人累塞普斯和一些次要人物。——第４９７页。

８４０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２７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４卷第３２—４１页。——第５０３页。

１２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９５页。——第５０７页。

１２９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４０—１４２页；第２３卷第

１６５—１６６页。——第５１４页。

１３０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阿伯丁发行，１８４８年伦敦

版第２３６页。——第５３４页。

１３１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４卷第４７０—４７４页。——第５４４页。

１３２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４５１页。——第５５１页。

１３３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３６—３７页。——第５５４页。

１３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１３９—１４０、１５９页。——第

５９２页。

１３５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１６０页。——第５９３页。

１３６ 银行限制法（Ｂａｎｋ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１７９７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一

道专门的银行限制令，规定了银行券的强制性的牌价，废除了银行券兑

换黄金的办法。１８１９年通过了恢复银行券兑换黄金的法令。实际上，直

到１８２１年才完全恢复兑换。——第６０２页。

１３７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４卷第４５８—４７０页。——第６０２页。

１３８ 马克思指的是对戴维逊等人的票据大诈骗案的审判。该案件载述于赛

·兰格《科尔、戴维逊和戈登公司金融大骗案新辑》［１８６９年］伦敦增订

第５版，（Ｌａｉｎｇ，Ｓ．《Ａ Ｎｅｗ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ｃｉｔｙ ｆｒａｕｄｓ 

ｏｆ Ｃｏｌｅ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Ｇｏｒｄｏ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ｅｎｌａｒｇｅｄ》．Ｆｉｆｔｈ ｅｄｉ

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９］）。

  巡回法庭 是英国最高法院的法官定期巡回审理刑事和民事案件

的法庭。——第６０７页。

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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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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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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８、６１１页。

１４０ 北明翰派或小先令派（ｌｉｔｔｌｅ ｓｈｉｌｌｉｎｇ ｍｅ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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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１０、６３４页。

１４１ 引自海涅的讽刺诗《宗教辩论》（《罗曼采罗》诗集），其中描写了中世纪

天主教卡普勤会修士和有学问的犹太教拉比之间的一场宗教辩论。拉

比在辩论过程中引了犹太教的圣书《泰斯维斯－钟托夫》。卡普勤会修

士对此的回答却是：让《泰斯维斯－钟托夫》见鬼去吧！这时愤怒的拉

比愤慨地叫道：“连《泰斯维斯－钟托夫》都不再适用了，那还有什么东

西适用呢？天哪！”——第６１２页。

１４２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５９—１６９页。——第６１９页。

１４３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６３—１６４页。——第６２０页。

１４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７２—１７５页。——第６２２页。

１４５ 指１８５１年在中国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第６２５页。

１４６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７２页。——第６３４页。

１４７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４卷第２６０—２６１页。——第６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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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１５８页。——第６４８页。

１４９ 马克思在这里套用了圣经的一句话。见圣经《马可福音》第１６章第１６

节。——第６６９页。

１５０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１５０—１５４页。——第６７１页。

１５１ 公立当铺（Ｍｏｎｔｓ－ｄｅ－ｐｉéｔé）是十四、十五、十六世纪在意大利和法

国，为了反对小高利贷者而设立的。根据这种当铺的创办者的设想，这

种当铺必须从事某种慈善事业，给贫民提供以财产为抵押的少量贷款。

实际上公立当铺起了有利于高利贷者的作用。——第６８０页。

１５２ 指以下著作：休·张伯伦《住在艾塞克斯街的休·张伯伦博士的建议：

设立给予农村可靠的活期贷款的银行，使土地所有者普遍得到福利，使

土地价值大大提高，使贸易和商业的利益不减少》１６９５年［伦敦版］（Ｈ．

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ｙｎｅ．《Ａ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ｂｙ Ｄｒ．Ｈｕｇｈ 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ｙｎｅ，ｉｎＥｓ

ｓｅｘ Ｓｔｒｅｅｔ，ｆｏｒ ａ Ｂａｎｋ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ｒｅｄｉｔ ｔｏ ｂｅ 

ｆｏｕｎｄｅｄ ｕｐｏｎ Ｌａｎｄ，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Ｇｏｏｄ ｏｆ 

Ｌａｎｄｅｄ Ｍｅｎ，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Ｌａｎ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 ｌｅｓｓ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９５）。

  约·布里斯科《论百万基金法、彩票条例和英格兰银行最近取得的

资金。指明这些资金对贵族和绅士是有害的，对国家贸易是毁灭性的。

建议设立一个国家农业银行给两陛下以优惠条件的贷款，免除贵族和

绅士的税务，增加他们的年收入，并使王国所有臣民富裕起来》１６９６年

伦敦第３版（Ｊ．Ｂｒｉｓｃｏｅ．《Ａ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Ｆｕ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ｌｌｉｏｎＡｃｔ，ＬｏｔｔｅｒｙＡｃｔ，ａｎｄ Ｂａｎｋ 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Ｓｈｅｗ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Ｉｎｊｕｒｉｏｕｓ ｔｏ ｔｈｅ Ｎ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ｅｎｔｒｙ，ａｎｄ 

Ｒｕｉｎｏｕｓ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Ｐｒｏ

ｐｏｓａｌ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Ｍａｊｅｓ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Ｍｏｎｅｙ ｏｎ

ｅａｓｙＴｅｒｍｓ，ＥｘｅｍｐｔｉｎｇｔｈｅＮｏｂｉｌｉｔｙ，Ｇｅｎｔｒｙ＆ｃｆｒｏｍＴａｘｅｓ，Ｅｎｌａｒｇ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ＹｅａｒｌｙＥ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Ｅｎｒｉｃｈｉｎｇａｌｌ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ｉｎｔｈｅＫｉｎｇｄｏｍ，ｂｙ

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ｎｄｂａｎｋ》．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１６９６）。—— 第６８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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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３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７９１—７９３页。——第６８０页。

１５４ 不能证实１６６８年在伦敦出版的匿名论文《对货币利息的错误看法》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ｏｆ Ｍｏｎｅｙ Ｍｉｓｔａｋｅｎ》）的作者就是托马斯·曼利。——

第６８２页。

１５５ 指英国财政经济学家约翰·罗，他曾经企图实现他的根本站不住脚的

主张：似乎国家可以依靠把不可兑银行券投入流通的办法来扩大国内

的财富。１７１６年他在法国创办了一家私人银行。１７１８年这家银行改组

成国家银行。罗氏银行在无限发行信贷券的同时从流通中收回了硬币。

结果交易所的买空卖空和投机倒把活动空前风行，直到１７２０年国家银

行完全倒闭和“罗氏制度”本身彻底破产才告完结。——第６８２页。

１５６ 马克思摘引了《银行信用，或对信用银行有效性和可靠性的研究。乡村

贵族和伦敦商人的一次对话》（《ＢａｎｋＣｒｅｄｉｔ；ｏｒｔｈｅＵｓｅｆｕｌｎｅｓｓａｎｄ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ＢａｎｋｏｆＣｒｅｄｉｔｅｘａｍｉｎｅｄ，ｉｎａ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Ｃｏｕｎｔｒｙ

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ａｎｄａＬｏｎｄｏｎＭｅｒｃｈａｎｔ》）一文，引自约·弗兰西斯的著作：

《英格兰银行史》１８４８年伦敦第３版第１卷第３９—４０页（Ｊ．Ｆｒａｎｃｉ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ＢａｎｋｏｆＥｎｇｌａｎｄ》．Ｔｈｉｒｄｅｄ．，ｖｏｌ．Ｉ，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８，ｐ．

３９—４０）。——第６８３页。

１５７ 动产信用公司（Ｓｏｃｉéｔé ｇéｎéｒａｌｅ ｄｕ Ｃｒéｄｉｌ Ｍｏｂｉｌｉｅｒ）是法国的一

家大股份公司，１８５２年由贝列拉兄弟创办。动产信用公司的主要目的

是充当信贷的中介和滥设企业（参加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创立）。该

公司参加了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的铁路建设。它

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它在证券交易所进行的投机。动产信用公司用发

行本公司的股票得来的资金收买各种公司的股票，动产信用公司的股

票只是以它持有的其他企业的有价证券作担保，而各种公司的股票则

是以它们本身的财产价值作担保的。因此，同一项实际财产产生了双

倍的虚拟资本。动产信用公司同拿破仑第三的政府有密切的关系，并

受它的保护。１８６７年，该公司破产，１８７１年停业。动产信用公司在十九

世纪五十年代作为新型金融企业出现，是由反动时代的特征所引起

的，在这个时代里，交易所买空卖空、投机倒把活动异常猖獗。中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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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许多国家也仿照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建立了类似的机构。马克思

在自己的许多文章中揭示了动产信用公司的真正本质（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２卷第２３—４０、２１８—２２７、３１３—３１７及其他各

页）。——第６８４页。

１５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７１—１９８页。——第６８７页。

１５９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７６页。——第６８７页。

１６０ 蒲鲁东在《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１８５０年

巴黎版）一书中，发挥了无息信贷的理论。——第６８７页。

１８１ 指借入１００古尔登必须每年三次在莱比锡博览会上支付利息。以前在

莱比锡每年举办三次博览会：在新年，复活节（春季）以及米迦勒节（秋

季）。——第６９０页。

１８２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１７７６年伦敦版第１卷第

１８２—２０２页。并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２册第

４０３—４０５页。——第６９４页。

１６３ 詹·威·约翰斯顿《北美农业、经济和社会问题札记》１８５１年爱丁堡和

伦敦版第１卷（Ｊ．Ｗ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ｇｒｉ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Ｖｏｌ．Ⅰ，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ａｎｄ 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５１）。——第６９６页。

１６４ 孔德《论财产》１８３４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２２８页（Ｃｏｍｔｅ．《Ｔｒａｉｔé ｄｅ ｌａ

 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Ｔｏｍｅ Ⅰ．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４，ｐ．２２８）。——第６９７页。

１６５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１８９页。——第６９８页。

１６６ 詹·安德森《关于导致不列颠目前粮荒的情况的冷静考察》１８０１年伦

敦版第３５—３６、３８页（Ｊ．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ＡＣａｌｍ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ｉｒ

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ｔｈａｔｈａｖｅｌｅｄ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ｃａｒｃｉｔｙｏｆＧｒａｉｎｉｎＢｒｉｔａｉｎ》．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０１，ｐ．３５—３６，３８）（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

卷第２册第１５７—１５９页）；亨·查·凯里《过去、现在和将来》１８４８年

费拉得尔菲亚版第１２９—１３１页（Ｈ．Ｃ．Ｃａｒｅｙ．《ＴｈｅＰａｓｔ，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ｄ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１８１８，ｐ．１２９—１３１）（并见《马克思恩格斯

３５０１注   释



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６７３页）。——第６９９页。

１６７ “为享受果实而生”（《Ｆｒｕｇｅｓ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ｅ ｎａｔｉ》）——贺雷西《书信集》

第１卷第２、２７封。——第６９９页。

１６８ 关于詹·安德森的地租理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

２册第１２０—１２３、１２９—１３３、１５７—１６３页。——第７００页。

１６９ 西头—— 伦敦的豪华区，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住宅都集中在这

里。——第７０１页。

１７０ 庙关（Ｔｅｍｐｌｅ Ｂａｒ）——伦敦的历史文物，位于滨河路和弗利特街之

间的石头门。该门把西蒂区和韦斯明斯特区连接起来。——第７０１。

１７１ 鲸吞者——原文为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利维坦〕，圣经中的大海怪。——第７０１

页。１７２ 指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６日梯也尔反对蒲鲁东在法国国民议会财政

委员会上的提案所作的演说。演说发表在《国民议会会议记录》１８４９年

巴黎版第２卷第６６６—６７１页。关于梯也尔的这一演说，可参看卡·马

克思《论蒲鲁东》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３４

页）。——第７０４页。

１７３ １８５３年下院通过的“租佃权法案”结束了土地所有者和租佃者之间的

斗争。该法案有一条规定：租佃者在租佃期满时应当得到补偿金，以偿

付他在土地上所进行的改良。关于这一规定的细节，见卡·马克思《印

度问题——爱尔兰的租佃权》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

卷第１７７—１８３页）。——第７０６页。

１７４ 指１７９３年至１８１５年英国进行的反对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帝国的历

次战争。——第７０６页。

１７５ 指《论农业和谷物法的三篇得奖论文》一书，全国反谷物法同盟编，１８４２

年曼彻斯特和伦敦版（《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Ｐｒｉｚｅ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

ＣｏｒｎＬａｗ》．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ｔｉ－Ｃｏｒｎ－ＬａｗＬｅａｇｕｅ．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２）。收入该书的有乔·霍普、莱·格莱格和

阿·摩尔斯的获得反谷物法同盟奖金的三篇论文。——第７０７页。

１７６ 指蓝皮书《王国谷物法请愿特别委员会的报告：附证词和附录》，根据下

４５０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院决定于１８１４年７月２６日刊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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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状况以及有关法律的第１、２

号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１８１４年１１月２３日刊印（《Ｒｅｐｏｒｔｆｒｏｍ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ＣｏｒｎＬａｗｓｏｆｔｈｉｓＫｉｎｇ

ｄｏｍ：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ｉｎｕｔｅｓ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ａｎ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ｏｆＡｃ

ｃｏｕｎｔｓ》．Ｏｒｄｅ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ｔｏｂｅｐｒｉｎｔｅｄ，２６Ｊｕｌｙ

１８１４；（《Ｒｅｐｏｒｔ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Ｇｒａ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ｒｎＬａｗｓ：ｖｉｚ：Ｆｉｒｓｔ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Ｒｅｐｏｒ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ｏｒｄ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ｔｏｅｎｑｕｉｒｅｉｎｔｏ

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ａｎｄ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ａｉｎ，ａｎｄａｌｌ

Ｌａｗｓ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ｔｏ》．Ｏｒｄｅ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ｔｏｂｅ

ｐｒｉｎｔｅｄ，２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８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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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７页。

１７７ 根据英国从十六世纪以来就有的济贫法，在每一个教区里都征收一种

特别的济贫税；教区中无法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的居民可以通过济

贫会得到救济。——第７０７页。

１７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７４１—７４３页。——第７０８页。

１７９ 指上院工资水平问题调查委员会于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年召开的会议。——

第７０８页。

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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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９页。

１８１ 指英国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的会议。

  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是于１８５７年成立的资产阶级教育性质和慈善性质的

团体，它的成员有许多是议会议员。——第７０９页。

５５０１注   释



１８２ 这里引用的是约翰·洛克哈特·摩尔顿的著作，而前面提到的是约翰

·查默斯·摩尔顿。——第７０９页。

１８３ 指法国研究院，是法国的最高科学机构，由若干部分即若干学院组成；

１７９５年成立。——第７１０页。

１８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７３８—７６４页。——第７１１页。

１８５ 《晨星报》（《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Ｓｔａｒ》）——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贸易派

的机关报，１８５６年至１８６９年在伦敦出版。——第７１２页。

１８６ 帕·爱·达夫《政治学原理》１８５４年爱丁堡版第２６４、２７３页（Ｐ．Ｅ．

Ｄｏｖｅ．《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１８５４，ｐ．

２６４，２７３）。——第７１３页。

１８７ 帕·爱·达夫《政治学原理》１８５４年爱丁堡版第２７９页。——第７１９页。

１８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２７—２９页；《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１０６页。——第７１９页。

１８９ 马克思在这里以及在后面一些场合所使用的“生产费用”这一术语，意

思就是生产价格。——第７３４页。

１９０ 弗·威·纽曼《政治经济学讲演集》１８５１年伦敦版第１５８页（Ｆ．Ｗ．

Ｎｅｗｍａｎ．《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１，ｐ．

１５８）。——第７４１页。

１９１ 见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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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卷第７８—７９页（关于这一点，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１０３、３２８页）。——第７４２页。

１９２ 马克思指以下著作：［爱·威斯特］《论资本用于土地，并论对谷物进口

严加限制的失策》，牛津大学的大学学院一特待校友著，１８１５年伦敦

版；托·罗·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实际应用》，根据作者的手稿

和杂记作了大量补克，１８３６年伦敦第２版（Ｔｈ．Ｒ．Ｍａｌｔｈｕｓ．《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ｗｉｔｈａｖｉｅｗｔｏｔｈｅｉｒ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

６５０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ｏｗｎ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ａｎｄａ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ｍｅｍｏｉｒ．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６）；托·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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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ｈ．Ｒ．Ｍａｌｔｈｕｓ．《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ｒｏｇｒｅｅｓｏｆＲｅｎｔ，

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ｂｙｗｈｉｃｈｉｔｉ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１５）；大·李嘉

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２章。——第７４３

页。

１９３ 马克思指乔·奥普戴克的著作《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５１年纽约版（Ｇ．

Ｏｐｄｙｋｅ．《Ａ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１８５１）。——第７５４页。

１９４ 这个论点出自马尔萨斯的著作《人口原理》１７９８年伦敦版。——第７５６

页。

１９５ 见尤·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１８６２年不伦瑞克第７

版（Ｊ．Ｌｉｅｂｉｇ．《ＤｉｅＣｈｅｍｉｅｉｎｉｈｒｅｒＡｎｗｅｎｄｕｎｇａｕ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ｕｎｄ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ｅ》．７．Ａｕｆｌａｇｅ，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１８６２）。——第８３９页。

１９６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２章。——

第８５３页。

１９７ 马克思显然是指１８２４—１８３７年在巴黎分多卷出版的马·东巴尔的著

作《罗维尔的农业年鉴，或关于农业、农业经济和农业法的各种材料》

（Ｍ．Ｄｏｍｂａｓｌｅ．《Ａｎｎａｌｅｓ ａｇｒｉｃｏｌｅｓ ｄｅ Ｒｏｖｉｌｌｅ，ｏｕ Ｍéｌａｎｇｅｓ

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ｒｕｒａｌｅ ｅｔ ｄｅ ｌé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ｉｃｏｌｅ》）。

——第８５７页。

１９８ 理·琼斯《论财富的分配和税收的源泉》，第１部分：《地租》，１８３１年伦

敦版第２２７页（Ｒ．Ｊｏｈｎｅｓ．《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ａｌｔｈ，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ｔ Ⅰ：Ｒｅｎｔ．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１，ｐ．２２７）。关于这一点，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２３章（２）、（３）。——第８５７页。

１９９ 见乔·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１８３６年爱丁堡版第２７８—２７９页。——

第８６５页。

２００ 见［爱·吉·威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两国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比

７５０１注   释



较》１８３３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２１４—２１５页（［Ｅ．Ｇ．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Ｅｎｇ－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Ⅰ，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３，ｐ．２１４—２１５）。

——第８６７页。

２０１ 伊·帕西《地租》，载于《政治经济学词典》１８５４年巴黎版第２卷第５１５

页（Ｈ．Ｐａｓｓｙ．《Ｒｅｎｔｅ ｄｕ Ｓｏｌ》．Ｉｎ：《Ｄｉｃ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ｄｅ Ｉ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Ｔｏｍｅ Ⅱ，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４，ｐ．５１５）。——第８６７页。

２０２ 关于圈地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７９３—７９６页。

——第８６８页。

２０３ 波托西银矿——玻利维亚南部的丰富的银矿地区，于１５４５年发现，开

采这些银矿，使西班牙统治阶级大发横财。——第８７１页。

２０４ 马克思指以下著作：赛·兰格《国家的贫困；贫困的原因及其防止办法》

１８４４ 年 伦 敦 版（Ｓ．Ｌａ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ｉｔｓＣａｕｓｅｓａｎｄ

Ｒｅｍｅｄｉ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４）；弗·威·纽曼《政治经济学讲演集》１８５１年

伦敦版。——第８７２页。

２０５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５４３—５４５页。——第８７２页。

２０６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４卷第２６０—２６１页。——第８７３页。

２０７ 指洛贝尔图斯的著作：《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三封信：驳

李嘉图的地租学说，并论证新的租的理论》１８５１年柏林版。马克思对洛

贝尔图斯的租的理论作了详尽的批判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３—１１９、１６３—１７６页）。——第８７７、９０３页。

２０８ 指卡·马克思的著作《剩余价值理论》。——第８７７页。

２０９ 见乔·威·弗·黑格尔《哲学全书缩写本》，第１部《逻辑》，《黑格尔全

集》１８４０年柏林版第６卷第４０４页（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ａｄｉｅ 

ｄ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ｎ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ｉｍ 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ｅｅ》．Ｅｒｓｔｅｒ 

Ｔｈｅｉｌ．Ｄｉｅ Ｌｏｇｉｋ．Ｗｅｒｋｅ．Ｂａｎｄ Ⅵ．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０，Ｓ．４０４）。——第８７８

页。

２１０ 马克思指载于该杂志的未署名的、对当时刚出版的琼斯的《论财富的分

８５０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配》一书的评论。见《爱丁堡评论》１８３１年８—１２月第５４卷第９４—９５页。

  《爱丁堡评论，或批评杂志》（《Ｔｈｅ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Ｒｅｖｉｅｗ，ｏｒ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英国资产阶级的文学和政治杂志，１８０２年至

１９２９年发行。在十九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每三个月出版一次，是辉格

党的机关刊物。

  索荷广场——伦敦索荷区的豪华地区。——第８７９页。

２１１ 伊·帕西《地租》，载于《政治经济学词典》１８５４年巴黎版第２卷第５１１

页。——第８８３页。

２１２ 配第在其著作《赋税论》１６６７年伦敦版第２３—２４页（《Ａ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ｏｆ

Ｔａｘｅｓ ＆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６７，ｐ．２３—２４）中说，地租是剩

余价值的正常形式。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详尽地分析了配第的

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１７３—１７５、

３７８—３８８页）。

  康替龙的类似观点，见《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载于《政论集》１７５６

年阿姆斯特丹版第３卷（《Ｅｓｓａｉ ｓｕｒ ｌａ ｎａｔｕｒｅ ｄｕ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ｅｎ ｇéｎéｒａｌ》．Ｉｎ：《Ｄｉｓｃｏｕｒｓ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Ｔｏｍｅ Ⅲ，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１７５６）。——第８８３页。

２１３ 见卡·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４卷）》（《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１５—４３、３２３—３６６、４０５—４０７页）。——第

８８３页。

２１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４８—１４９页。——第８８４页。

２１５ 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１７７０年都柏林版第１卷第３９６

页。——第８８５页。

２１６ 欧·德尔《重农学派学说的绪论》，载于《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

和评注》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１部（Ｅ．Ｄａｉｒ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ｕｒ ｌａ ｄｏｃ

ｔｒｉｎｅ ｄｅｓ ｐｈｙｓｉｏｃｒａｔｅｓ》．Ｉｎ：《Ｐｈｙｓｉｏｃｒａｔｅｓ．Ａｖｅｃ ｕｎ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ｔ ｄｅ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ｓ ｐａｒ Ｅ．Ｄａｉｒｅ》．Ｐｒｅｍｉèｒｅ ｐａｒｔｉｅ．Ｐａｒｉｓ，

１８４６）；伊·帕西《地租》，载于《政治经济学词典》１８５４年巴黎版第２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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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１１页。——第８８５页。

２１７ 见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１７７６年伦敦版第１卷第

６４页。——第８８６页。

２１８ 马克思指１８３６—１８６０年的什一税折现法案（Ｔｉ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ｓ），根据该法案废除了以实物交纳教会什一税，改行定期交纳货币

地租。——第８８８页。

２１９ 卡·阿伦德《与垄断精神及共产主义相对立的合乎自然的国民经济学，

附与本书有关的资料的评述》１８４５年哈瑙版第４６１—４６２页（Ｋ．Ａｒｎｄ．

《Ｄｉｅ ｎａｔｕｒｇｅｎüｓｓｅ Ｖｏｌｋｓｗｉｒｔｈｓｃｈａｆｔ，ｇｅｇｅｎüｂｅｒ ｄｅｍ Ｍｏｎｏｐｏ

ｌｉｅｎｇｅｉｓｔｅｕｎｄｄｅｍ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ｕｓ，ｍｉｔｅｉｎｅｍＲüｃｋｂｌｉｃｋｅａｕｆｄｉｅｅｉｎ

ｓｃｈｌａｇｅｎｄ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Ｈａｎａｕ，１８４５，Ｓ．４６１—４６２）。——第８８９页。

２２０ ［尼·兰盖］《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理》１７６７年伦敦版第１—２卷。关

于这一点，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３６７—３７３

页。——第８９１页。

２２１ 见尤·麦捷尔《鄂斯纳布鲁克史》１７８０年柏林和施特廷版第１卷（Ｊ．

Ｍｏｓｅｒ．《Ｏｓｎａｂｒüｃｋｉｓｃｈｅ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Ｔｈｅｉｌ Ⅰ，Ｂｅｒｌｉｎ ｕｎｄ Ｓｔｅｔ

ｔｉｎ，１７８０）。——第８９１页。

２２２ 安·毕莱《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４２年布鲁塞尔版（Ｅ．Ｂｕｒｅｔ．《Ｃｏｕｒｓ 

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４２）；阿·托克维尔《旧制度和革

命》１８５６年巴黎版（Ａ．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Ｌａｎｃｉｅｎ ｒéｇｉｍｅ ｅｔ ｌａ ｒé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Ｐａｒｉｓ，１８９６）；让·沙·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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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７年巴黎第２版第１卷。（Ｊ．Ｃ．Ｌ．

Ｓｉｍｏｎｄｅ ｄｅ Ｓｉｓｍｏｎｄｉ．《Ｎｏｕｖｅａｕｘ 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 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

ｔｉｑｕｅ，ｏｕ Ｄｅ ｌａ ｒｉｃｈｅｓｓｅ ｄａｎｓ ｓｅｓ ｒａｐｐｏｔｔｓ ａｖｅｃ ｌａ ｐｏｐｕ

ｌ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ｏｎｄｅ é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ｍｅ Ⅰ，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７）。——第９０５页。

２２３ 托·图克和威·纽马奇《１８４８—１８５６年九年中的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

史》，两卷集；编入《１７９２年到现在的价格史》第５、６卷。１８５７年伦敦版

第６卷第２９—３０页（Ｔｈ．Ｔｏｏｋｅ，Ｗ ．Ｎｅｗｍａｒｃｈ，《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ｒｉｃｅｓ，

０６０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ｅｙｅａｒｓ１８４８—１８５６．

Ｉｎｔｗｏｖｏｌｕｍｅ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ｔｈｅｆｉｆｔｈａｎｄｓｉｘｔｈｖｏｌｕｍｅｓｏｆ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

Ｐｒｉｃｅｓｆｒｏｍ１７９２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ｉｍｅ》．Ｖｏｌ．Ⅵ，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７，ｐ．２９—

３０）。——第９１０页。

２２４ 马克思指以下著作：穆尼哀《论法国农业。根据官方文件，附莫·律比匈

的评注》１８４６年巴黎版（Ｌ．Ｍｏｕｎｉｅｒ．《Ｄｅ ｌ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ｄａｐｒèｓ ｌｅ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ｆｉｃｉｅｌｓ ａｖｅｃ ｄｅｓ ｒｅｍａｒｑｕｅｓ ｐａｒ 

Ｍ．Ｒｕｂｉｃｈｏｎ》．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６）；莫·律比匈《法国和英国的社会结构》１８３７

年巴黎新版（Ｍ．Ｒｕｂｉｃｈｏｎ．《Ｄｕ ｍéｃａｎｉｓｍｅ ｄｅ ｌａ ｓｏｃｉéｔé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ｅｔ ｅｎ Ａｎｇｌｅｔｅｒｒｅ》．Ｎｏｕｖｅｌｌｅ éｄｉｔｉｏｎ．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７）。——第

９１０页。

２２５ 见［约·马西］《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对威廉·配第爵士和洛克先

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的考察》１７５０年伦敦版第２３—２４页。——第

９１４页。

２２６ 黑帮（Ｂａｎｄｅｓ Ｎｏｉｒｅｓ）——投机家的社团，十九世纪在法国成立；专门

购进大地产，在对小块地的需求大大超过对大块土地的需求，因而小块

地的价格大大提高时，就把大地产分成小块出售。——第９１４页。

２２７ 莫·律比匈《法国和英国的社会结构》１８３７年巴黎新版。——第９１４页。

２２８ 见弗·威·纽曼《政治经济学讲演集》１８５１年伦敦版第１８０—１８１页。

——第９１４页。

２２９ 见穆尼哀《论法国农业。根据官方文件，附莫·律比匈的评注》１８４６年

巴黎版。——第９１４页。

２３０ 见尤·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１８６２年不伦瑞克第７

版。——第９１６页。

２３１ “粗糙的混沌一团的天然物”（《Ｒｕｄｉｓ ｉｎｄｉｇｅｓｔａｑｕｅ ｍｏｌｅｓ》）——奥维

狄乌斯《变形记》第１章第７行。——第９２０页。

２３２ “第三个同盟者”——出自席勒的叙事诗《人质之歌》，是暴君迪奥尼修

斯在要求加入两个忠实朋友的同盟时说的话。——第９２１页。

２３３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５８５—５９３页。——第９２４页。

１６０１注   释



２３４ 见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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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４页。

２３５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１７７６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６３

页。马克思关于斯密把工资、利润和地租看作价值源泉的观点的详细分

析，见《资本论》第２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４卷第４０１—

４３２页）和《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

册第７３—８４页）。——第９３４页。

２３６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４卷第４４０—４４１页。——第９４８页。

２３７ 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１９年巴黎第４版第２卷。——第９５１页。

２３８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１７７６年伦敦版第１卷第

６０—６１页。——第９５３页。

２３９ 见托·图克《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１８４４年伦敦第２版第３６页（Ｔｈ．

Ｔｏｏｋｅ．《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ｅ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２ｎｄ ｅｄ．，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４，ｐ．３６）。——第９５３页。

２４０ 比·约·蒲鲁东《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１８４１年

巴黎版第２０１—２０２页（Ｐ．Ｊ．Ｐｒｏｕｄｄｈｏｎ．《Ｑｕｅｓｔ－ｃｅ ｑｕｅ ｌａ ｐｒｏｐ

ｒｉéｔé？ ｏｕ 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 ｓｕｒ ｌ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ｅ ｄｕ ｄｒｏｉｔ ｅｔ ｇｏｕ

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１，ｐ．２０１—２０２）。——第９５４页。

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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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ｅｔｅｌｅｔ．《Ｓｕｒ ｌｈｏｍｍｅ ｅｔ ｌｅ ｄéｖｅｌｏｐｐｅｍｅｎｔ

ｄｅ ｓｅｓ ｆａｃｕｌｔéｓ，ｏｕ Ｅｓａｉ ｄｅ ｐｈｙｓｉｑｕｅ ｓｏｃｉａｌｅ》．Ｔｏｍｅｓ Ⅰ—

Ⅱ．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５）。——第９７３页。

２４２ 马克思显然指的是《一篇比较竞争和合作的利弊的得奖论文》１８３４年

伦敦版（《Ａ Ｐｒｉｚｅ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ｒｉｔ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４）。——第９９９页。

２４３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是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以后写的。恩格斯

在１８９５年５月２１日写给考茨基的信中说，他打算在《新时代》杂志上

发表《资本论》第三卷增补，共两篇论文。第一篇论文《价值规律和利润

２６０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率》是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围绕着《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间

的所谓“矛盾”掀起的喧闹写的。这篇论文在恩格斯逝世后不久，发表在

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新时代》上。关于第二篇论文，恩格斯只就他打

算在这篇论文中考察的最重要问题，写了一个七点的提纲。手稿的标题

是《交易所。〈资本论〉第三卷补充说明》。——第１００３页。

２４４ 《科学、文学和艺术新文选》（《Ｎｕｏｖａ Ａｎｔｏｌｏｇｉａ ｄｉ ｓｃｉｅｎｚｅ，ｌｅｔｔｅｒｅ

ｅｄ ａｒｔｉ》）——意大利自由派的文艺和政论杂志，１８６６年至１８７８年在

佛罗伦萨出版（月刊），１８７８年至１９４３年在罗马出版（半月刊）。——第

１００９页。

２４５ 《评论》（《Ｌａ Ｒａｓｓｅｇｎａ》）——意大利资产阶级双周刑，１８９２年至１８９５

年在那不勒斯出版。——第１０１１页。

２４８ 《社会改革》（《Ｌａ Ｒｉｆｏｒｍａ Ｓｏｃｉａｌｅ》）——意大利资产阶级自由派月

刊，从１８９４年起在都灵和罗马出版。——第１０１１页。

２４７ 海涅诗集《罗曼采罗。后记》。——第１０１２页。

２４８ 《社会立法和统计文库》（《Ａｒｃｈｉｖ ｆüｒ ｓｏｚｉａｌｅ Ｇｅｓｅｔｚｇｅｂｕｎｇ ｕ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德国政治经济刊物，１８８８年至１９０３年在杜宾根出版的

季刊，后来由社会民主党人亨·布劳恩主编在柏林出版。——第１０１１

页。

２４９ 《社会政治中央导报》（《Ｓｏｚｉ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ｌａｔｔ》）——德国社会

改良派的周刊，１８９２年至１８９５年由社会民主党人亨·布劳恩主编在

柏林出版。——第１０１２页。

２５０ 恩格斯指的是康·施米特１８９５年３月１日的信。恩格斯在１８９５年３

月１２日给施米特的回信中对这种说法也作了批判的分析。——第

１０１３页。

２５１ 指的是古巴、海地和巴哈马群岛的发现，北美大陆的发现，绕过非洲南

端到达印度的航路的发现以及南美大陆的发现。——第１０２３页。

３６０１注   释



人 名 索 引

Ａ

阿伯思诺特，乔治（Ａｒｂｕｔｈｎｏｔ，Ｇｅｏｒｇｅ

 １８０２—１８６５）——英国财政部官员；著

有一系列关于货币流通和信贷问题的

著作，“通货原理”学派的拥护者。——

第６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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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６页。

阿伦德，卡尔（Ａｒｎｄ，Ｋａｒｌ１７８８—１８７７）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

经济学的代表。——第４０７、８８９页。

阿特伍德，马提阿斯（Ａｔｔｗｏｏｄ，Ｍａｔｔｈｉ

ａｓ１７７９—１８５１）——英国银行家和经济

学家，以“小先令派”闻名的北明翰派代

表人物。——第６３４页。

阿特伍德，托马斯（Ａｔｔｗｏｏｄ，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８３—１８５６）——英国银行家，经济学

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

者。——第６１０、６３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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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为辉格党

人。——第７０８页。

安（Ａｎｎｅ１６６５—１７１４）—— 英国女王

（１７０２—１７１４）。——第６９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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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９、７００页。

安德森，詹姆斯·安得鲁（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ＪａｍｅｓＡｎｄｒｅｗ）——英国银行家，十九

世纪中叶为苏格兰银行经理。——第

５９５、５９７、６３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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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２

页。

安凡丹，巴特尔米·普罗斯比尔（Ｅｎｆａｎ－

ｔｉｎ，Ｂａｒｔｈéｌｅｍｙ－Ｐｒｏｓｐｅｒ１７９６—１８６４）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最

亲信门徒之一；同巴札尔一起领导圣西

们学派。——第６８４、６８７页。

奥德，威廉·密勒（Ｏｒ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Ｍｉｌｌｅｒ

１８３４—１９０２）—— 英国医生。—— 第

１１１、１１２页。

奥德曼，卡尔·古斯塔夫（Ｏｄｅｒｍａｎｎ，

Ｋａｒｌ Ｇｕｓｔａｖ１８１５—１９０４）—— 德国

教育家，写有许多贸易教科书。——第

３５０页。    

奥康瑙尔，查理（ＯＣｏｎｏｒ，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０４—

１８８４）——美国律师和政治家，民主党

人。——第４３３页。

奥日埃，马利（Ａｕｇｉｅｒ，Ｍａｒｉｅ）——法国新

闻记者，写有经济问题论文。—— 第

４６０１



６７２、６９１页。

奥普戴克，乔治（Ｏｐｄｙｋｅ，Ｃｅｏｒｇｅ１８０５—

１８８０）——美国企业家，资产阶级经济

学家。——第４０７、７５４页。

奥维尔斯顿勋爵，赛米尔·琼斯·劳埃德

（Ｏｖｅｒｓｔｏｎｅ，ＳａｍｕｅｌＪｏｎｅｓＬｏｙ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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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３—４８３、４８５—４９１、５４９、

５７７、５８２—５８５、５８７—５８９、６１０、６２０、

６２２、６２４、６２５、６２６、６２７、６２８、６３０、６３６、

６３８、６３９、６４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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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０页。

Ｂ

巴尔扎克，奥诺莱·德（Ｂａｌｚａｃ，Ｈｏｎｏｒéｄｅ

１７９９—１８５０）——伟大的法国现实主义

作家。——第４７页。

巴 师 夏，弗 雷 德 里 克 （Ｂａｓｔｉａｔ，

Ｆｒéｄéｒｉｃ１８０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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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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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１３０页。

贝尔，乔·（Ｂｅｌｌ，Ｇ．）——十九世纪上半

叶苏格兰银行经理；写有许多论述银行

业和货币流通的著作。——第６１８页。

贝尔纳·奥斯本，拉尔夫（ＢｅｒｎａｌＯｓ

ｂｏｒｎｅ，Ｒａｌｐｈ１８０８—１８８２）—— 英国政

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海军

部秘书长（１８５２—１８５８）。—— 第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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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１０７、１４０、１４２、１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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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３

页。

贝肯斯菲尔德伯爵（Ｂｅａｃｏｎｓｆｉｅｌｄ，Ｅａｒｌｏｆ

１８０４—１８８１）——见迪斯累里，本杰明。

贝 魁 尔，康 斯 坦 丁（Ｐｅｃｑｕｅｕｒ，Ｃｏｎ

ｓｔａｎｔｉｎ１８０１—１８８７）—— 法国经济学

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第６８７—６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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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９页。

贝列拉，艾米尔（Ｐéｒｅｉｒｅ，Ｅ
′
ｍｉｌｅ１８００—

１８７５）——法国银行家，二十至三十年

代为圣西门主义者，在波拿巴第二帝国

期间为立法团代表；１８５２年与其弟伊萨

克·贝列拉一起创办动产信用股份公

司。——第６８４页。

贝列拉，伊萨克（Ｐéｒｅｉｒｅ，Ｉｓａａｃ１８０６—

１８８０）——法国银行家，波拿巴主义者，

立法团代表，１８５２年与其兄艾米尔·贝

列拉一起创办动产信用股份公司。——

第４９９页。

贝林（Ｂａｒｉｎｇ）——英国金融和银行家族。

——第６０７页。

贝塞麦，亨利（Ｂｅｓｓｅｍｅｒ，Ｈｅｎｒｙ１８１３—

１８９８）——英国工程师和化学家，发明

了更节约的炼钢方法。——第８５页。

本廷克，乔治（Ｂｅｎｔｉｎｃｋ，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０２—

１８４８）——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

议会议员，保护关税主义的拥护者。

５６０１人 名 索 引



——第４７０页。

比德曼，卡尔（Ｂｉｅｄｅｒｍａｎｎ，Ｋａｒｌ１８１２—

１９０１）——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

论家，温和的自由派；１８４８年为法兰克

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后来成

为民族自由党人。——第９０页。

毕莱，安都昂·欧仁（Ｂｕｒｅｔ，Ａｎｔｏｉｎｅ－

Ｅｕｇèｎｅ１８１０—１８４２）——法国小资产

阶级的社会主义者。——第９０５页。

毕希，约翰·格奥尔格（Ｂüｓｃｈ，Ｊｏｈａｎｎ

Ｇｅｏｒｇ１７２８—１８００）—— 德国经济学

家，基本上持重商主义观点。——第６９２

页。

波佩，约翰·亨利希·摩里茨·冯

（Ｐｏｐｐｅ，Ｊｏｈａｎ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Ｍｏｒｉｔｚｖｏｎ

１７７６—１８５４）——德国学者，写有许多

有关工艺史的著作。——第３７５页。

博赞克特，詹姆斯·惠特曼（Ｂｏｓａｎｑｕｅｔ，

ＪａｍｅｓＷｈａｔｍａｎ１８０４—１８７７）——英国

银行家和经济学家，除写有一些经济著

作外，还发表过一系列有关圣经年表的

著作。——第４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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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大臣。——第７１１页。

布朗，威廉（Ｂｒｏｗ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８４—１８６４）

——英国商人和银行家，自由贸易论

者。——第６３６页。

布劳恩，亨利希（Ｂｒａｕ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５４—

１８２７）——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

义者，新闻记者，《新时代》杂志的创办

人之一，《社会立法和统计文库》杂志以

及其他刊物的编辑，国会议员。——第

１０１１、１０１２页。

布里斯科，约翰（Ｂｒｉｓｃｏｅ，Ｊｏｈｎ１７世纪末）

——英国企业家，曾提议成立农业银

行，以摆脱高利贷盘剥；议会议员。——

第６８０页。

Ｃ

查理大帝（Ｃｈａｒｌｅｍａｇｎｅ约 ７４２—８１４）

—— 法兰克国王（７６８—８００）和皇帝

（８００—８１４）。——第６７５、６７７、８８６页。

查理二世（ＣｈａｒｌｅｓⅡ１６３０—１６８５）——英

国国王（１６６０—１６８５）。——第６８１、６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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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４、４９９页。

查普曼，大卫·巴克利（Ｃｈａｐｍａｎ，Ｄａｖｉｄ

Ｂａｒｃｌｙ）——十九世纪上半叶奥维伦德

一葛尼公司的代表。——第４８６、５７９、

５９７—６００、６０２—６１３、６４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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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６、６８１—６８２

页。

Ｄ

达夫，帕特里克·爱德华（Ｄｏｖｅ，Ｐａｔｒｉｃｋ

Ｅｄｗａｒｄ１８１５—１８７３）——英国资产阶

级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第７１３、７１９

页。

戴维逊，丹尼尔·密契尔（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ＤａｎｉｅｌＭｉｔｃｈｅｌｌ）——英国商人，１８５４年

因贸易诈骗被揭露，被迫逃出英国。

——第６０７页。

戴韦南特，查理（Ｄａｖｅｎａｎｔ，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６５６—

１７１４）——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

重商主义者。——第７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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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丁 ·阿 利格 埃里（ＤａｎｔｅＡｌｉｇｈｉｅｒｉ

１２６５—１３２１）——伟大的意大利诗人。

——第２４页。

德尔，欧仁（Ｄａｉｒｅ，Ｅｕｇèｎｅ１７９８—１８４７）

——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政治经济

学著作的出版者。——第８８５页。

迪斯累里，本杰明，贝肯斯菲尔德伯爵

（Ｄｉｓｒａｅｌｉ，Ｂｅｊａｍｉｎ，ＥａｒｌｏｆＢｅａ－ｃｏｎｓ

ｆｉｅｌｄ１８０４—１８８１）——英国国家活动家

和作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十九世纪下

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

（１８５２、１８５８—１８５９和１８６６—１８６８），内

阁首相（１８６８和１８７４—１８８０）。——第

４７０页。

东巴尔，克利斯托夫·约瑟夫·亚历山大

·马蒂约·德（Ｄｏｍｂａｓｌｅ，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

Ｊｏｓｅｐｈ－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Ｍａｔｈｉｅｕｄｅ１７７７—

１８４３）——法国著名的农学家。——第

８５７、９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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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２页。

杜罗·德·拉·马尔，阿道夫·茹尔·塞

扎尔·奥古斯特（ＤｕｒｅａｕｄｅＬａＭａｌｌｅ，

Ａｄｏｌｐｈｅ－ Ｊｕｌｅｓ－ Ｃéｓａｒ－ Ａｕｇｕｓｔｅ

１７７７—１８５７）——法国学者，语文学家

和考古学家。——第１１９页。

Ｅ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Ｅｎｇｅｌ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２０—１８９５）——第３—２６、５９、８３—９１、

１２６、１３７、１３８、１４０、１４３、１５５、１７０、１８８、

１９８、２５３—２５４、２９０—２９２、３３６、３７３、

３７５、４１０、４３６、４５１、４５８—４６２、４６９、４７０、

４８３—４８６、４９１、４９４—４９７、５１５—５１８、

５３１、５３３、５３６—５３７、５５４、５６８、５８７、５９４、

５９８—５９９、６１６、６１９—６２２、６２７—６３１、

６３８—６３９、６４５、６４９—６５１、６６１—６６２、

６８４、７５６、７９０—７９１、８００—８１８、８３４、

８４０、８７２、９１９、９２４、１００３—１０３０页。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Ｅｎｇｅｌ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９６—１８６０）——恩格斯的父亲。——

第５３１页。

Ｆ

法尔曼，彼得（Ｆｉｒｅｍａｎ，Ｐｅｔｅｒ１８６３年生）

——美国化学家，生于俄国，居住德国，

写有平均利润率的文章。——第１７、１８、

１９、２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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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５、３５７页。

费尔贝恩，威廉（Ｆａｉｒｂａｉｒ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８９—

１８７４）——英国工厂主，工程师和发明

家。——第１０６页。

费勒，弗里德里希·恩斯特（Ｆｅｌｌｅｒ，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ｒｎｓｔ１８００—１８５９）——德国

语言学家，许多字典的编纂者。——第

３５０页。

弗兰西斯，约翰（Ｆｒａｎｃｉｓ，Ｊｏｈｎ１８１０—

１８６６）——英格兰银行官员，庸俗经济

学家，写有银行史方面的著作。——第

６８１、６８３页。

弗里德里希二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Ⅱ １１９４—

１２５０）——德国国王，所谓神圣罗马帝

国的皇帝。——第６７６页。

弗林（Ｖｏｈｌｉｎ）——德国商人。——第１０２１

页。

福尔卡德，欧仁（Ｆｏｒｃａｄｅ，Ｅｕｇèｎｅ１８２０—

１８６９）——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庸俗

经济学家。——第９５４页。

福塞特，亨利（Ｆａｗｃｅｔｔ，Ｈｅｎｒｙ１８３３—

７６０１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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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９页。

富格尔（Ｆｕｇｇｅｒ）——德国商人。——第

１０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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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５、５００、

５２０、５２１、５２５、６２２页。

傅立叶，沙尔（Ｆｏｕｒｉ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７２—

１８３７）—— 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６８４、８５４页。

Ｇ

歌德，约翰·沃尔弗干格（Ｇｏｅｔｈｅ，Ｊｏ

ｈａｎｎ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１７４９—１８３２）——伟

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４４３

页。   

格莱格，罗伯特·海德（Ｇｒｅｇ，Ｒｏｂｅｒｔ

Ｈｙｄｅ１７９５—１８７５）——英国大工厂主，

自由党人。——第１２３、１２４页。

格雷，乔治（Ｇｒｅｙ，Ｇｅｏｒｇｅ１７９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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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页。

格林，乔治·格伦费耳（Ｇｌｙｎ，Ｇｅｏｒｇｅ

Ｇｒｅｎｆｅｌｌ１８２４—１８８７）——英国银行家，

自由党人，议会议员，财政部秘书长

（１８６８—１８７３）。——第６１６页。

葛尼，赛米尔（Ｇｕｒｎｅｙ，Ｓａｍｕｅｌ１７８６—

１８５６）——英国大银行家。——第４６３、

４６６、４７０、４７４、５９７、５９９、６１１、６１７页。

Ｈ

哈伯德，约翰·盖利布兰德（Ｈｕｂｂａｒｄ，

ＪｏｈｎＧｅｌｌｉｂｒａｎｄ１８０５—１８８９）——英国

政治家，保守党人，议会议员（１８５９—

１８６８），英格兰银行董事之一（１８３８）。

—— 第４６９、６０１、６１６、６２２—６２４、６５１、

６６５页。

哈德卡斯耳，丹尼尔（Ｈａｒｄｃａｓｔｌｅ，Ｄａｎｉｅｌ）

——英国经济学著作家，《银行和银行

家）（１８４２年伦敦版）一书的作者。——

第６１７—６１８、６９１页。

哈林顿，詹姆斯（Ｈ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Ｊａｍｅｓ１６１１—

１６７７）——英国政论家，新贵族思想家。

——第１０１１页。

海德，威廉（Ｈｅｙｄ，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２３—

１９０６）——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写

有中世纪商业史方面的著作。——第

１０２１页。    

海涅，亨利希（Ｈｅｉｎｅ，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９７—

１８５６）——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

第６１２、１０１１、１０１２页。

汉德逊（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十九世纪下半

叶布莱克本济贫委员会主席。——第

１５１页。    

汉密尔 顿，罗伯 特（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Ｒｏｂｅｒｔ

１７４３—１８２９）——苏格兰经济学家，物

理学家和数学家。——第４４５页。

贺雷西（昆图斯·贺雷西·弗拉克）

（Ｑｕｉｎｔｕｓ Ｈｏｒａｔｉｕｓ Ｆｌａｃｃｕｓ 公元

前６５—８）——杰出的罗马诗人。——第

２２７页。    

赫希斯特泰尔（Ｈｏｃｈｓｔｅｔｔｅｒ）——德国商

人。——第１０２１页。

赫伦施万德，让（Ｈｅｒｒｅｎｓｃｈｗａｎｄ，Ｊｅａｎ１７２

８—１８１２）——瑞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第８８６页。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Ｈｅｇｅｌ，Ｇｅｏｒｇ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７０—１８３１）——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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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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５６、６９５、８７８页。

亨利八世（ＨｅｎｒｙⅧ １４９１—１５４７）——

英国国王（１５０９—１５４７）。—— 第６９０

页。   

华尔顿，阿尔弗勒德·阿·（Ｗａｌｔｏｎ，Ａｌ

ｆｒｅｄＡ．１８１６年生）——英国民主运动

的活动家，建筑师，第一国际总委员会

委员（１８６７—１８７０）；英国土地占有史一

书的作者。——第７００—７０１页。

怀利，亚历山大·亨利（Ｗｙｌｉｅ，Ａｌｅｘ－ａｎ

ｄｅｒＨｅｎｒｙ）——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商

人。——第５８７、６２６—６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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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８、４４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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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１０９、１１３、１４１、

１４５页。

霍奇森，亚当（Ｈｏｄｇｓｏｎ，Ａｄａｍ）——英国

银行家，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任利物浦股

份银行董事。——第４６３、４６４、５５０、５５１

页。

Ｊ

基塞耳巴赫，威廉（Ｋｉｅｓｓｅｌｂａ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十九世纪下半叶德国历史学

家和社会学家。——第３６６页。

吉尔巴特，詹姆斯·威廉（Ｇｉｌｂａｒｔ，Ｊａｍｅ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９４—１８６３）——英国银行家

和经济学家，写有许多有关银行业的著

作。—— 第３７９、４０４、４５５—４５８、６１２、

６１７、６９０页。

吉耳克里斯特，派尔希（Ｇｉｌｃｈｒｉｓｔ，Ｐｅｒｃｙ）

——英国化学家，同托马斯一起研究出

一种新的炼钢法。——第８５页。

加德纳，罗伯特（Ｇａｒｄｎｅｒ，Ｒｏｂｅｒｔ）——十

九世纪中叶曼彻斯特棉纺织厂厂主。

——第４６４、５５１页。

加尔文，让（Ｃａｌｖｉｎ，Ｊｅａｎ１５０９—１５６４）——

宗教改革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新教宗派

之一——加尔文教创始人，这一宗派反

映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资产阶级利

益。——第１０２９页。

加里波第，朱泽培（Ｇａｒｉｂａｌｄｉ，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１８０７—１８８２）——意大利革命家，民主

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第２４页。

杰文斯，威廉·斯坦利（Ｊｅｖｏｎｓ，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ｔａｎｌｅｙ１８３５—１８８２）——英国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

数学派的代表人物。——第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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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页。

金尼尔，约翰（Ｋｉｎｎｅａｒ，ＪｏｈｎＧ．）——《危

机和通货》（１８４７年伦敦版）一书的作

者。——第５０１、５９６页。

Ｋ

卡德威尔，爱德华（Ｃａｄｗｅｌｌ，Ｅｄｗａｒｄ，Ｖｉｓ

ｃｏｕｎｔ１８１３—１８８６）——子爵，英国国家

活动家，最初参加托利党，后为皮尔派

领袖之一，又成为自由党人；曾任贸易

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５），爱尔兰事务大臣

（１８５９—１８６１），殖民大臣（１８６４—１８６６）

和陆军大臣（１８６８—１８７４）。——第６２７

页。

９６０１人 名 索 引



卡利奥斯特罗，亚历山大罗（Ｃａｇｌｉｏｓｔｒｏ，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１７４３—１７９５）（真名为朱泽

培·巴尔扎莫ＧｉｕｓｅｐｐｅＢａｌｓａｍｏ）——

意大利冒险家，大骗子。——第１０１１

页。

卡普斯，爱德华（Ｃａｐｐｓ，Ｅｄｗａｒｄ）——十九

世纪中叶英国建筑业主。——第６３６、

８７３页。

卡托（老卡托）（马可·波尔齐乌斯·卡

托）（ＭａｒｃｕｓＰｏｒｔｉｕｓＣａｔｏＭａｉｏｒ公元前

２３４—１４９）—— 罗马政治活动家和作

家，贵族特权的维护者；公元前１８４年

被选为监察官，相传他监察极为严格。

——第３７０、４３２、８８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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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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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１６９、４４８、

６７３、６９９、７０１、８７２页。

凯利（Ｃａｙｌｅｙ）——英国经济学家，以“小

先令派”闻名的北明翰派代表人物，上

院调查１８４７年商业危机原因秘密委员

会成员和１８５７年银行法特别委员会成

员。——第４８１、６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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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３页。

坎伯尔，约翰（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Ｊｏｈｎ１７７９—

１８６１）——男爵，英国法学家和国家活

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皇家法院首

席法官（１８５０—１８５９），大法官（１８５９—

１８６１）。——第１０５页。

康替龙，理查（Ｃａｎｔｉｌｌｏｎ，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６８０—

１７９４）——英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

先驱，商人。——第８８３页。

柯贝特，托马斯（Ｃｏｒｂｅｔ，Ｔｈｏｍａｓ）——十

九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

１８６、１９１、２０５、２３３、３４３页。

柯蒂斯，蒂莫西·亚伯拉罕（Ｃｕｒｔｉｓ，Ｔｉｍｏ

ｔｈｙＡｂｒａｈａｍ）——英格兰银行董事，十

九世纪四十年代为东印度公司的董事。

——第４３８—４３９页。

柯顿，威廉（Ｃｏｔ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８６—１８６６）

—— 英国商业家，英格兰银行总裁

（１８４４—１８４５）和董事（１８２１—１８６５）。

——第４７０页。

科凯兰，沙尔（Ｃｏｑｕｅｌｉ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０３—

１８５２）——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自

由贸易的拥护者。——第４５２页。

克 莱，威 廉（Ｃｌａｙ，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９１—

１８６９）——英国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

家，“通贷原理”学派的拥护者。——第

６２２页。

肯尼迪，普里姆罗斯·威廉（Ｋｅｎｎｅｄｙ，

ＰｒｉｍｒｏｓｅＷｉｌｌｉａｍ）——英国银行家，十

九世纪中叶为苏格兰银行经理。——第

５９５、６３７页。

孔德，沙尔（Ｃｏｍｔｅ，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８２—１８３７）

——法国自由主义政论家，庸俗经济学

家。——第６９６页。

Ｌ

拉德克利夫，约翰·内坦（Ｒａｄｃｌｉｆｆｅ，Ｊｏｈｎ

Ｎｅｔｔｅｎ１８２６—１８８４）——英国医生，流

行病学家，流行病协会名誉秘书长

（１８６２—１８６７）和主席（１８７５—１８７７），枢

密院卫生视察员（１８６９—１８８３）。——第

１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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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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５３、３１１、４０５、４２５、４２６页。

拉维涅，路易·加布里埃尔·莱昂斯·吉

洛·德（Ｌａｖｅｒｇｎｅ，Ｌｏｕｉｓ－Ｇａｂｒｉｅｌｅ－

Ｌéｏｎｃｅ－Ｇｒｉｌｈａｕｄｄｅ１８０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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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１０—７１１页。

莱特，查理（Ｗｒｉｇｈｔ，Ｃｈａｒｌｅｓ）——十九世

纪中叶英国银行家。—— 第５９５、５９８

页。

兰盖，西蒙·尼古拉·昂利（Ｌｉｎｇｕｅｔ，Ｓｉ

ｍｏｎＮｉｃｏｌａｓＨｅｎｒｉ １７３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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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８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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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２页。

劳埃德（Ｌｏｙｄ）——见奥维尔斯顿。

勒克西斯，威廉（Ｌｅｘｉｓ，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３７—

１９１４）——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

计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第１２—１５页。

雷德格雷夫，亚历山大（Ｒｅｄｇｒａｖｅ，Ａｌｅｘ－

ａｎｄｅｒ）——英国工厂视察员。—— 第

１１６、１５１、１５３页。

雷登，弗里德里希·威廉·奥托·路德维

希（Ｒｅｄｅ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Ｏｔｔｏ

Ｌｕｄｗｉｇ１８０４—１８５７）——男爵，德国

统计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第５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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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９、８６８、８７８、

９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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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０、４６、５４、７７、１２３、１３１、

２００、２０５、２２１、２２６—２２７、２５０、２６４、

２６５、２６９—２７１、２７７、２８８、２８９、３６２、

３６３、４８６、６１９—６２２、７３１—７３２、７４３、

７５７、７６５、７６７、８４２、８５３、８７０、９２１、

９５１、９６５页。

李斯特，弗里 德里 希（Ｌｉｓ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８９—１８４６）——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

济学家，宣传极端的保护关税政策。

——第１０００页。

李斯特尔，詹姆斯（Ｌｉｓｔｅｒ，Ｊａｍｅｓ约生于

１８０２年）——英国银行家，利物浦联合

银行的董事。——第４６５、５０７页。

里奇，查理·汤姆生（Ｒｉｔｃｈｉｅ，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ｈｏｍｓｏｎ１８３８—１９０６）——十九世纪末

英国银行家。——第６１６页。

里瑟姆，威廉·亨利（Ｌｅａｔｈａｍ，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ｅｎｒｙ１８１５—１８８９）——英国银行家和

政治活动家，激进主义者，议会议

员。——第４５１页。

里斯，亚当（Ｒｉｅｓｅ（Ｒｉｅｓ），Ａｄａｍ１４９２—

１５５９）——阿纳贝克山区官吏和数学

家，编写过第一批实用数学教科书，这

批教科书直至十七世纪都很流行，于是

“按照亚当·里斯的算法”成了一句成

语。——第１０１０页。

卢扎克，埃利（Ｌｕｚａｃ，Ｅｌｉｅ１７２３—１７６９）

—— 荷兰哲学家、律师和经济学家。

——第３５７页。

路德，马丁（Ｌｕｔｈｅｒ，Ｍａｒｔｉｎ１４８３—１５４６）

１７０１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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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０、３８８、４４３—４４４、６７８、６９０—６９１、

１０２１页。

路特希尔德，詹姆斯（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Ｊａｍｅｓ

１７９２—１８６８）——巴黎路特希尔德银行

行长。——第５３１页。

路易十四（ＬｏｕｉｓⅪⅤ１６３８—１７１５）——

法国国王（１６４３—１７１５）。—— 第１１９

页。

律 比 匈，莫 里 斯（Ｒｕｂｉｃｈｏｎ，Ｍａｕｒｉｃｅ

１７６６—１８４９）——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

济学家。——第７０９、９１０、９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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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９９、６８２页。

罗得斯，谢西尔·约翰（Ｒｈｏｄｅｓ，Ｃｅｃｉｌ

Ｊｏｈｎ１８５３—１９０２）——英国政治活动

家，帝国主义的辩护士，英国进行殖民

掠夺的主要组织者之一。——第１０３０

页。

罗德韦耳，威廉（Ｒｏｄｗｅｌｌ，Ｗｉｌｌｉａｍ）——十

九世纪中叶英国地方银行家。——第

５６３页。

罗素，约翰（Ｒｕｓｅｅｌｌ，Ｊｏｈｎ１７９２—１８７８）

——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袖；首

相（１８４６—１８５２和１８６５—１８６６）。——

第４６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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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１、３４３、３６２、４４８、９３４页。

罗伊，亨利（Ｒｏｙ，Ｈｅｎｒｙ）——英国医生和

经济学家。——第４０５、４０８页。

洛贝尔图斯－ 亚格措夫，约翰·卡尔

（Ｒｏｄｂｅｒｔｕｓ－ Ｊａｇｅｔｚｏｗ，ＪｏｈａｎｎＫａｒｌ

１８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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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５６、

８７７、９０３、９６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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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２、３９４、

４０２、４０３、４０６、４０９、４２２、７０２页。

洛里亚，阿基尔（Ｌｏｒｉａ，Ａｃｈｉｌｌｅ１８５７—

１９４３）——意大利资产阶级社会学家

和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

人物，马克思主义的赝造者。——第

２０—２４、１００９、１０１０、１０１１—１０１３、１０１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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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４７、

５３、５６、１９０、２１４、２２１、４４５、７２７、７４３、

７５６页。

马贡（Ｍａｇｏ公元前５５０—５００）——迦太

基的执政者，迦太基强国的奠基人之

一，写有２８卷论述农业的书，这些书被

译成希腊文和拉丁文。—— 第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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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２—６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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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马克思，卡尔（Ｍａｎｘ，Ｋａｒｌ１８１８—１８８３）

——第３—２６、１５５、１９８、４８５、４９４、１００５、

１００６、１０１５页。

马伦（Ｍａｒｏｎ，Ｈ．）——写有论述农业问题

的小册子（１８５９年在奥佩恩用德文出

版）。——第９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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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２、

３９５、４０２、４０３、４０６、４０９、４２２、９１４

页。    

迈内尔特，泰奥多尔·海尔曼（Ｍｅｙｎｅｒｔ，

Ｔｈｅｏｄｏｒ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８３３—１８９２）——奥

地利医生，神经病理学家和精神病学

家。——第４页。

麦捷尔，尤斯图斯（Ｍｏｓｅｒ，Ｊｕｓｔｕｓ１７２０—

１７９４）——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维

护德国资产阶级保守派的利益。——第

８９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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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２５０、２６５页。

麦克唐奈，约翰（ＭａｃＤｏｎｎｅｌｌ，Ｊｏｈｎ）——

英国银行家，十九世纪中叶爱尔兰银行

总裁。——第５９６页。

曼利，托马斯（Ｍａｎｌｅｙ，Ｔｈｏｍａｓ１６２８—

１６９０）——英国作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重商主义者。——第６８２页。

毛勒，格奥尔格·路德维希（Ｍａｕｒｅｒ，

ＧｅｏｒｇＬｕｄｗｉｇ１７９０—１８７２）——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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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页。

门格尔，卡尔 （Ｍｅｎｇｅｒ，Ｃａｒｌ１８４０—

１９２１）——奥地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政治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

物之一。——第１４页。

蒙森，泰奥多尔（Ｍｏｍｍｓｅｎ，Ｔｈｅｏｄｏｒ

１８１７—１９０３）——德国资产阶级古罗马

史学家。——第３６６、４３３、８８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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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０、４４７

页。

米拉波侯爵，维克多·里凯蒂（Ｍｉｒａｂｅａｕ，

ＶｉｃｔｏｒＲｉｑｕｅｔｉ， ｍａｒｑｕｉｓ ｄｅ １７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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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３页。

摩尔根，路易斯·亨利（Ｍｏｒｇａｎ，Ｌｅｗｉｓ

Ｈｅｎｒｙ１８１８—１８８１）——杰出的美国学

者，民族志学家，考古学家和原始社会

史学家，自发的唯物主义者。——第１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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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９—７１０页。

摩尔顿，约翰·洛克哈特（Ｍｏｒｔｏｎ，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ｈａｒｔ）——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农学

家，写有许多关于农业问题的著作。

——第７０９页。

莫利斯，詹姆斯（Ｍｏｓｓｉｓ，Ｊａｍｅｓ）——１８４８

年英格兰银行总裁。——第４７０、５１３、

５３１、５３６、５８０、６４４页。

默里，罗伯特（Ｍｕｒｒａｙ，Ｒｏｂｅｒｔ）——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银行家。——第５９６

页。    

穆尔，赛米尔（Ｍｏｏｒｅ，Ｓａｍｕｅｌ１８３０左右

３７０１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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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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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８、４４８、５８８、６３０、

６５１、９９３页。

穆尼哀（Ｍｏｕｎｉｅｒ，Ｌ．）——十九世纪中叶

法国历史学家。——第９１０、９１４页。

Ｎ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Ｎａｐｏ－

ｌｅｏｎ Ⅰ，Ｎａｐｏｌｅｏｎ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７６９—

１８２１）——法国皇帝（１８０４—１８１４和

１８１５）。——第６８４页。

奈 斯 密 斯， 詹 姆 斯 （Ｎａｓｍｙｔｈ，

Ｊａｍｅｓ１８０８—１８９０）——英国工程师，蒸

汽锤的发明人。——第１１３页。

尼夫，设菲尔德（Ｎｅａｖｅ，Ｓｈｅｆｆｉｅｌｄ）——

１８５８年英格兰银行总裁。——第５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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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７、５９４、５９６、６１２、９１４、

６１５、６３１、６４１、６４２、６４５、６４６、６４８、

６５４—６６１页。

纽曼，弗兰西斯·威廉（Ｎｅｗｍａｎ，Ｆｒａｎ－

ｃｉ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８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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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３、７４１、８７２、９１４页。

纽曼，赛米尔·菲力浦斯（Ｎｅｗｍａｎ，

ＳａｍｕｅｌＰｈｉｌｉｐｓ１７９７—１８４２）——美国

哲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

３１１页。

诺曼，乔治·华德 （Ｎｏｒｍａｎ，Ｇｅｏｒｇｅ

Ｗａｒｄｅ１７９３—１８８２）——英国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著有关于货币流通和赋税的

著作，“通货原理”学派的拥护者；英格

兰银行董事。——第４７１—４７３、４８３、

６２２、６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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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１页。

Ｏ

欧文，罗伯特（Ｏｗｅｎ，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７１—

１８５８）——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６８４页。

Ｐ

帕尔曼蒂耶，安都昂·奥古斯丹（Ｐａｒ－

ｍｅｎｔｉｅｒ，Ａｎｔｏｉｎｅ－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１７３７—

１８１３）——法国农学家，写有许多有关

农业问题的著作。——第１１９页。

帕麦尔，约翰·霍尔斯莱（Ｐａｌｍｅｒ，Ｊｏｈｎ

Ｈｏｒｓｌｅｙ１７７９—１８５８）——英国财政学

家，１８１１年起任英格兰银行董事，

１８３０—１８３２年为英格兰银行总裁，后在

财政机关任各种职务。——第６３２—

６３４、６４５页。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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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６、７０６页。

帕西，伊波利特·菲利贝尔（Ｐａｓｓｙ，

４７０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ＨｉｐｐｏｌｙｔｅＰｈｉｌｉｂｅｒｔ １７９３—１８８０）

——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政

治活动家，第二共和时期任财政部长。

——第８６７、８７９、８８２—８８３、８８５、８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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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１页。

佩特森，威廉（Ｐａｔｅｒｓ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６５８—

１７１９）——英格兰银行的创建人。——

第６８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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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２、３９４、４０２、４０３、４０６、

４０９、４２２、５２８、７４４、８８３、８８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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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０、６２２页。

皮斯，约瑟夫（Ｐａｅｓｅ，Ｊｏｓｅｐｈ）——英国

地方银行家。——第４５５、４７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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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４—４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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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４页。

普林尼（凯尤斯·普林尼·塞孔德）

（Ｐｌｉｎｉｕｓ（ＧａｊｕｓＰｌｉｎｉｕｓＳｅｃｕｎｄｕｓ）

２３—７９）——古代罗马学者，博物学家，

《博物志》（共３７卷）的作者。——第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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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４—４４７、

４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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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３８６—３８８、３９８、６８７、７０４、

９５４页。

Ｑ

乔治三世（Ｇｅｏｒｇｅ Ⅲ １７３８—１８２０）

——英国国王（１７６０—１８２０）。——第

４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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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６、８５７、８７９

页。

Ｓ

萨伊，让·巴蒂斯特（Ｓａｙ，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１７６７—１８３２）——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

济学家，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了“生产三

要素”的辩护理论。——第３１１、９５１、９５７

页。

桑巴特，威纳尔（Ｓｏｍｂａｒｔ，Ｗｅｒｎｅｒ１８６３—

１９４１）——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家，其活动初期为讲坛社会主义者，后

为德国帝国主义思想家，晚年拥护法西

斯主义，赞美希特勒制度。——第１０１１、

１０１２页。

舍尔比利埃，安都昂·埃利泽（Ｃｈｅｒｂｕ－

５７０１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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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８页。

舍夫茨别利伯爵，安东尼·艾释黎·库伯

（Ｓｈａｆｔｅｓｂｕｒｙ，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Ａｓｈｌｅｙ

Ｃｏｏｐｅｒ，Ｅａｒｌｏｆ１８０１—１８８５）——

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１８４７年起

为辉格党人；四十年代为贵族慈善家争

取十小时法案运动的首领。——第７０８

页。

舍韦，沙尔·弗朗斯瓦（Ｃｈｅｖé，Ｃｈａｒｌｅｓ－

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１８１３—１８７５）——法国小资产

阶级政论家和社会学家。——第３８６

页。    

圣西门，昂利 （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ｎ，Ｈｅｎｒｉ

１７６０—１８２５）——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

主义者。——第６８３、６８４页。

施米特，康拉德（Ｓｃｈｍｉｄｔ，Ｃｏｎｒａｄ１８６３—

１９３２）——德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在

其活动初期赞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后

来追随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敌

人；他所写的著作成为修正主义思想根

源之一。——第１５—１７、２０、２２、２６、１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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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５、７４２、９３４、９５７、９６２—

９６３页。

斯蒂贝林，乔治（Ｓｔｉｅｂｅｌｉｎｇ，Ｃｅｏｒｇｅ）——

美国统计学家和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德

国人，第一国际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

成员，后因从事分裂活动被开除出国

际；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写有许

多经济论文。——第２４、２５、２６页。

斯密，亚当（Ｓｍｉｔｈ，Ａｄａｍ１７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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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９、２１３、２１４、２２１、２３８、２５１、２６５、

３６２、３６７、３７０、４３１、４４６、５３４、５３５、

６９４、８４７、８６５—８６６、８７０—８７３、８８６、

９３４、９４６、９５１、９５３、９５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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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９、１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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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６、３６８、４０９、８８５

页。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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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０页。

唐尼采蒂，加埃塔诺（Ｄｏｎｉｚｅｔｉ，Ｇａｅｔａｎｏ

１７９７—１８４８）——著名的意大利作曲

家。——第１００９页。

特纳，查理（Ｔｕｒｎ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利物

浦商行经理，十九世纪上半叶经营印度

贸易。——第４６４、４６９、５５１页。

特韦尔斯，约翰（Ｔｗｅｌｌｓ，Ｊｏｈｎ）——十

九世纪中叶英国银行家。——第５７７—

５７８、６３４—６３５页。

忒伦底乌斯（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

阿费尔）（ＰｕｂｌｉｕｓＴｅｒｅｎｔｉｕｓＡｆｅｒ公元

前１８５左右—１５９）——著名的罗马喜

剧作家。——第２５０页。

梯也尔，阿道夫（Ｔｈｉｅｒｓ，Ａｄｏｌｐｈｅ１７９７—

６７０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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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４页。

图恩，阿尔丰斯（Ｔｈｕｎ，Ａｌｐｈｏｎｓ１８５３—

１８８５）—— 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第１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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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７、４０４、４１５、４１６、

４５２、４５５、４７１、４９６、５００—５０５、５０９、

５１２、５２０、５４９、５９５、６１１—６１２、６２２、

６３１、６４４、９１０、９５３页。

托克维尔，阿列克西斯·德（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

Ａｌｅｘｉｓｄｅ１８０５—１８５９）——法国资产阶

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正统主义者

和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第９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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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６、４７、５３、１２３、３９６、６２２页。

托马斯，悉尼·吉耳克里斯特（Ｔｈｏｍａｓ，

ＳｉｄｎｅｙＧｉｌｃｈｒｉｓｔ１８５０—１８８５）——著名

的英国冶金专家和发明家。——第８５

页。

Ｗ

万萨德，比埃尔·德尼（Ｖｉｎ汅ａｒｄ，Ｐｉｅｒｒｅ

－Ｄｅｎｉｓ１８２０—１８８２）——法国工人政

论家，１８４８年革命的参加者；合作运动

的积极活动家；写有许多关于工人阶级

状况的著作；第一国际会员。——第８８６

页。

威尔塞（ｗｅｒｌｓｅｒ）——德国商人。——第

１０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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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５０９、６０４、６０５、６１２、６１４、

６２２、６３７、６５２—６５７、６５９—６６２页。

威尔逊－派顿，约翰（Ｗｉｌｓｏｎ－Ｐａｔｔｅｎ，

Ｊｏｈｎ１８０２—１８９２）——英国政治活动

家，托利党人，后为保守党人；议会议

员。——第１０７页。

威克菲尔德，爱德华·吉本（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

ＥｄｗａｒｄＧｉｂｂｏｎ１７９６—１８６２）——英国

国家活动家，经济学家，曾提出资产阶

级殖民理论。——第８５３、８６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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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０、７４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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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１页。

魏格林，托马斯（Ｗｅｇｕｅｌｉｎ，Ｔｈｏｍａｓ）

——英国商业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

１８５７年为英格兰银行总裁。—— 第

５０９、５６２、５６６—５６８、５８８、５９７、６４７、

６５５页。    

沃尔弗，尤利乌斯（Ｗｏｌｆ，Ｊｕｌｉｕｓ１８６２—

１９３７）——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

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第１９、

２０、２４页。

伍 德，查 理 （Ｗｏｏｄ，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００—

１８８５）——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

财政大臣（１８４６—１８５２）、印度事务督察

委员会主席（１８５２—１８５５）、海军首席大

臣 （１８５５—１８５８）、印 度 事 务 大 臣

７７０１人 名 索 引



（１８５９—１８６６）、掌 玺 大 臣 （１８７０—

１８７４）。——第６２７、６５８—６６１页。

伍尔夫，阿瑟（Ｗｏｏｌｆ，Ａｒｔｈｕｒ１７６６—

１８３７）——英国工程师和发明家。——

第１１４、１１５页。

Ｘ

西门子，弗里德里希（Ｓｉｅｍｅｎ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２６—１９０４）——德国工程师，住在英

国；１８５６年在他的哥哥威廉·西门子配

合下设计了蓄热式炉子，后来这种炉子

又用于平炉炼钢过程。——第８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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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１１０、

１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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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５３

页。

西斯蒙第，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

德（Ｓｉｓｍｏｎｄｉ，Ｊｅａ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Ｌéｏｎａｒｄ

Ｓｉｍｏｎｄｅｄｅ１７７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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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０、９０５页。

希尔什福格尔（Ｈｉｒｓｃｈｖｏｇｅｌ）——德国商

人。——第１０２１页。

席勒，弗里德里希（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５９—１８０５）—— 伟大的德国作家。

——第９２１页。

肖伯纳，乔治（Ｓｈａｗ，ＧｅｏｇｅＢｅｒｎａｒｄ１

８５６—１９５０）——杰出的英国剧作家和

政论家，１８８４年起为费边社成员。——

第１４页。

休耳曼，卡尔·迪特里希（Ｈüｌｌｍａｎｎ，

ＫａｒｌＤｉｅｔｒｉｃｈ１７６５—１８４６）——德国

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写有许多论述中世

纪历史的著作。——第３５５、３５７、６７５—

６７６页。

休谟，大卫（Ｈｕｍｅ，Ｄａｖｉｄ１７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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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３、６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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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３、１０１１

页。

亚 历 山 大，纳 萨 涅 尔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Ｎａｔｈａｎｉｅｌ）——英国商人，商行经理，十

九世纪上半叶经营印度贸易。——第

４６６、６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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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９页。

尤尔，安得鲁 （Ｕｒｅ，Ａｎｄｒｅｗ１７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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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１２０、４３４页。

约翰斯顿，詹姆斯·芬莱·威尔（Ｊｏｈｎ

ｓｔｏｎ，ＪａｍｅｓＦｉｎｌａｙＷｅｉｒ１７９６—

１８５５）—— 英国化学家，写有许多

农业化学方面的著作。—— 第６９７、

７５５—７５７页。

Ｚ

詹姆斯一世（ＪａｍｅｓⅠ１５６６—１６２５）——

８７０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英国国王（１６０３—１６２５）。——第６９０

页。

张伯伦，休（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ｅｎ或Ｃｈａｍｂｅｒ

ｌａｙｎｅ，Ｈｕｇｈ１６３０—１７２０）——英国

医生和经济学家，曾提出成立农业银行

计划，以摆脱高利贷盘剥。——第６８０

页。

兹维尔亨巴尔特（Ｚｗｉｌｃｈｅｎｂａｒｔ，Ｒ．）——

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瑞士商人。——第

５３１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Ｂ

巴兰——据圣经传说，是预言家，他有一

头会说话的驴，“巴兰的驴”已成为一句

谚语。——第１０１２页。

Ｄ

杜尔卡马腊——出自意大利民间假面喜

剧的人物，一般是滑头和骗子的典型。

——第２４、１００９页。

Ｍ

摩洛赫——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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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成了残忍暴虐的化身。—— 第４４７

页。

Ｐ

普罗克拉斯提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

个身材高大的强盗，他把旅客诱来，并

迫使躺在床上，若比床长则砍足，短则

拉长。——第１０２６页。

Ｓ

斯加纳列尔——出自意大利民间假面喜

剧的人物，一般是说大话的庸人和胆小

鬼的典型。——第２４、１０１２页。

Ｙ

以赛亚——据圣经传说，是预言家。——

第３７０页。

以西结——据圣经传说，是预言家。——

第３７０页。

９７０１人 名 索 引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Ａ

阿伦德，卡·《与垄断精神及共产主义相

 对立的合乎自然的国民经济学，附与本

书有关的资料的评述》１８４５年哈瑙版

（Ａｒｎｄ，Ｋ．ＤｉｅＮａｔｕｒｇｅｍａｓｓｅＶｏｌｋｓ

ｗｉｒｔｈｓｃｈａｆｔ，ｇｅｇｅｎüｂｅｒ ｄｅｍ Ｍｏｎｏ

ｐｏｌｉｅｎｇｅｉｓｔｅｕｎｄｄｅｍ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ｕｓ，

ｍｉｔｅｉｎｅｍＲüｃｋｂｌｉｃｋｅａｕｆｄｉｅｅｉｎｓｃｈｌａ

ｇｅｎｄ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Ｈａｎａｕ，１８４５）。——第

４０７、８８９页。

安德森，詹·《关于导致不列颠目前粮荒

的情况的冷静考察》１８０１年伦敦版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Ｊ．Ａ Ｃａｌｍ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ｔｈａｔｈａｖｅ

ｌｅｄ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ｃａｒｃｉｔｙｏｆｇｒａｉｎ

ｉｎＢｒｉｔａｉ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０１）。—— 第

６９９页。

安德森，亚·《商业起源古今编年史》１７６４

年伦敦版第２卷（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Ａ．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ｅｄｕｃ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ｆｒｏｍｔｈｔｅａｒｌｉｅｓｔ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ｔｏ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ｉｍｅ．Ｖｏｌ．Ⅱ．Ｌｏｎｄｏｎ，

１７６４）。——第３７２页。

［安凡丹，巴·普·］《圣西门宗教。政治经

济学和政治学》１８３１年巴黎版（［Ｅｎ

ｆａｎｔｉｎ，Ｂ．Ｐ．］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ｓａｉｎｔｓｉ

ｍｏｎｉｅｎｎ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ｅｔ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１）。——第６８４、

６８７页。

奥日埃，马·《论公共信用及其古今史》

１８４２年巴黎版（Ａｕｇｌｅｒ，Ｍ ．Ｄｕｃｒéｄｉｔ

ｐｕｂｌｉｃｅｔｄｅｓｏｎ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ｐｕｉｓｌｅｓ

ｔｅｍｐｓａｎｃｉｅｎｓｊｕｓｑｕà ｎｏｓｊｏｕｒｓ．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２）。 —— 第 ６７２、６９１

页。   

奥普戴克，乔·《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５１年纽

约版（Ｏｐｄｙｋｅ，Ｇ．Ａ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ｎ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８５１）。——第

４０７页。

Ｂ

巴师夏，弗·《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

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１８５０年巴黎版

（Ｂａｓｔｉａｔ，Ｆｒ．Ｇｒａｔｕｉｔéｄｕｃｒéｄｉｔ．Ｄｉｓｃｕｓ

ｓｉｏｎｅｎｔｒｅＭ．Ｆｒ．ＢａｓｔｉａｔｅｔＭ．Ｐｒｏｕｄ

ｈｏｎ．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０）。—— 第３８６—３８８、

６８７页。

拜比吉，查·《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１８３２

年伦敦版（Ｂａｂｂｏｇｅ，Ｃｈ．Ｏｎｔｈｅｅｃｏｎ

ｏｍｙ ｏｆ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

 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利用的著作的版本，这里只注出该著作的第一版。放

在四角括号［］内的是经查清的匿名著作的作者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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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ｕｒ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２）。——第１２０、１３０

页。

贝尔，乔·《股份银行业哲学》１８４０年伦

敦版（Ｂｅｌｌ，Ｇ．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ｙｏｆｊｏｉｎｔ

ｓｔｏｃｋｂａｎｋｉｎｇ．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０）。——第

６１８页。

贝魁尔，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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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ｃｑｕｅｕｒ，Ｃ．Ｔｈéｏｒｉｅｎｏｕｖｅｌｌｅ

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ｏｃｉａｌｅｅｔ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ｏｕＥ
′

ｔｕｄｅｓｓｕｒｌｏｒｇａｎｉｓｓ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ｓｏｃｉéｔéｓ．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２）。——第６８８页。

贝勒斯，约·《论贫民、工业、贸易、殖

民地和道德堕落》１６９９年伦敦版

（Ｂｅｌｌｅｒｓ，Ｊ．Ｅｓｓａｙ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ｐｏｏｒ，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ｔｒａｄｅ，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ｉｍ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９９）。——第３１９

页。

毕莱，欧·《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４２年布

鲁塞尔版（Ｂｕｒｅｔ，Ｅ．Ｃｏｕｒｓ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４２）。——第９０５

页。

毕希，约·格·《论商业的各种业务的理

论和实践》１８０８年汉堡第３版第２卷

（Ｂüｓｃｈ，Ｊ．Ｇ．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ｓｃｈｐｒａｋｔｉｓｃｈｅ

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ｄｅｒ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ｉｎｉｈｒｅｎｍａｎ

ｎｉｃｈｆａｌｔｉｇｅｎＧｅ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ＢａｎｄⅡ．３．

Ａｕｓｇａｂｅ．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０８）。——第６９２

页。

波佩，约·亨·摩·《从科学复兴至十八

世纪末的工艺学历史》１８０７年哥丁根版

第１卷（Ｐｏｐｐｅ，Ｊ．Ｈ．Ｍ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ｅｉｔｄｅｒＷｉｅｄｅｒ

ｈｅｒｔｅｌｌｕｎｇｄｅ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ｂｉｓ

ａｎＥｎｄｅｄｅｓａｃｈｔｚｅｈｎｔｅｎＪａｈｒｈｕｎ

ｄｅｒｔｓ．ＢａｎｄⅠ．Ｇｏｔｔｉｎｇｅｎ，１８０７）。

——第３７５页。

博赞克特，詹·惠·《硬币、纸币和信用

货币，及其数量和价值的调节手段》

１８４２年伦敦版（Ｂｏｓａｎｑｕｅｔ，Ｊ．Ｗ．Ｍｅｔａｌ

ｌｉｃ，ｐａｐｅｒ，ａｎｄｃｒｅｄｉｔ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ａｎｄｔｈｅ

ｍｅａｎｓｏ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２）。——第４１６、４５１

页。

布里斯科，约·《论百万基金法、彩票条

例和英格兰银行最近取得的资金。指明

这些资金对贵族和绅士是有害的，对国

家贸易是毁灭性的。建议设立一个国家

农业银行给两陛下以优惠条件的贷款，

免除贵族和绅士的税务，增加他们的年

收入，并使王国所有臣民富裕起来》

１６９６年伦敦第３版（Ｂｒｉｓｃｏｅ，Ｊ．ＡＤ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ｏｎｔｈｅｌａｔｅｆｕｎｄｓｏｆｔｈｅｍｉｌ

ｌｉｏｎａｃｔ，ｌｏｔｔｅｒｙａｃｔ，ａｎｄＢａｎｋ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Ｓｈｅｗｉｎｇ，ｔｈａｔｔｈｅｙａｒｅｉｎ

ｊｕｒｉｏｕｓｔｏｔｈｅｎｏ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ｇｅｎｔｒｙ，

ａｎｄｒｕｉｎｏｕｓｔｏｔｈｅｔｒａｄｅｏｆｔｈｅｎａ

ｔｉｏｎ．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ｗｉｔｈ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ｆｏｒ

ｔｈｅｓｕｐｐｌｙ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ｍａｊｅｓｔｉｅｓｗｉｔｈ

ｍｏｎｅｙｏｎｅａｓｙｔｅｒｍｓ，ｅｘｅｍｐｔｉｎｇ

ｔｈｅｎｏｂｉｌｉｔｙ，ｇｅｎｔｒｙ＆ｃｆｒｏｍｔａｘｅｓ，

ｅｎｌａｒｇ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ｙｅａｒｌｙｅ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

ｅｎｒｉｃｈｉｎｇａｌｌ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ｉｎ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ｂｙ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ｎｄｂａｎｋ．

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９６）。

——第６８０页。

Ｃ

查默斯，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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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ｌｍｅｒｓ，Ｔｈ．Ｏｎ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ｃｏｎｎｅｘｉｏｎ ｗｉｔｈ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ｓｏ

ｃｉｅｔｙ．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Ｇｌａｓｇｏｗ，１８３２）。

１８０１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第２７４、４９９页。

柴尔德，约·《论商业和论货币利息降低

所产生的利益。附托马斯·卡耳佩珀所

写的略论反对高利贷》，译自英文，１７５４

年阿姆斯特丹、柏林版 （ＣｈｉｌｄＪ．

Ｔｒａｉｔéｓｓｕｒｌ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ｅｔｓｕｒｌｅｓ

ａ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ｑｕｉ ｒéｓｕｌｔｅｎｔ ｄｅ ｌａ

ｒéｄｕｃｔｉｏｎｄｅ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ｄｅｌａｒｇｅｎｔ．

Ａｖｅｃｕｎｐｅｔｉｔｔｒａｉｔéｃｏｎｔｒｅｌｕｓｕｒｅ，

ｐａｒＴｈｏｍａｓＣｕｌｐｅｐｅｒ．Ｔｒａｄｕｉｔｓｄｅ

ｌＡｎｇｌｏｉｓ．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ｅｔ Ｂｅｒｌｉｎ

１７５４）。——第４４６、６８２页。

Ｄ

达夫，帕·爱·《政治学原理》１８５４年爱

丁堡版（Ｄｏｖｅ，Ｐ．Ｅ．Ｔｈ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１８５４）。

——第７１３、７１９页。

德尔，欧·《重农学派学说的绪论》，载于

《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

注，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１部（Ｄａｉｒｅ，Ｅ．Ｉｎ

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ｕｒｌａ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ｄｅｓｐｈｙｓ

ｉｏｃｒａｔｅｓ．Ｉｎ：Ｐｈｙｓｉｏｃｒａｔｅｓ．Ａｖｅｃｕｎｅｉｎ

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ｔｄｅ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ｓｐａｒＥ．

Ｄａｉｒｅ．Ｐｒｅｍｉèｒｅｐａｒｔｉ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６）。

——第８８５页。

东巴尔，马·《罗维尔的农业年鉴，或关

于农业、农业经济和农业法的各种材

料》１８２４—１８３７年巴黎版（Ｄｏｍｂａｓｌｅ，

Ｍ．Ａｎｎａｌｅｓ ａｇｒｉｃｏｌｅｓ ｄｅ Ｒｏｖｉｌｌｅ，

ｏｕＭéｌａｎｇｅｓｄａｇｅ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ｒｕｒａｌｅｅｔｄｅｌé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ｇｒｉｃｏｌｅ．Ｐａｒｉｓ，

１８２４—１８３７）。——第８５７页。

杜罗·德·拉·马尔，阿·茹·《罗马人

的政治经济学》１８４０年巴黎版第１卷

（ＤｕｒｅａｕｄｅＬａＭａｌｌｅ，Ａ．Ｊ．Ｅ
′
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ｄｅｓＲｏｍａｉｎｓ．ＴｏｍｅⅠ．Ｐａｒｉｓ，

１８４０）。——第１１９页。

《对货币利息的错误看法，或论证利息的

降低是国家富裕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

百分之六是王国当前条件下合适的利

息率》１６６８年伦敦版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ｏｆ

ｍｏｎｅｙ ｍｉｓｔａｋｅｎ，ｏｒａ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ａｔｔｈｅａｂ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ｎ

ｔｅｒｅｓｔｉ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ｎｄｎｏｔ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ｒｉｃｈｅｓｏｆ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ａｔｓｉｘ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ｓａ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ａｂｌ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ｉｓ ｋｉｎｇｄｏｍ．Ｌｏｎｄｏｎ，

１６６８）．——第６８２页。

《对英格兰利息的几点看法》，一位商业爱

好 者 著，１６９７ 年 伦 敦 版 （Ｓｏｍ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ｏｆＥｎｇｌａｎｄ．Ｂｙ

ａｌｏｖｅｒ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９７）。

——第６８５页。

Ｅ

恩格斯，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

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１８４５年莱比锡版

（Ｅｎｇｅｌｓ，Ｆ．ＤｉｅＬａｇｅｄｅｒａｒｂｅｒｔｅｎｄｅｎ

Ｋｉａｓｓｅ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Ｎａｃｈ ｅｉｇｎｅｒ

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 ｕｎｄ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ｓｃｈｅｎ

Ｑｕｅｌｌｅｎ．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４５）。——第８７２

页。

恩格斯，弗·《编者序》，载于《卡·马克

思〈资本论。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的分

析〉》１８８７年伦敦版第１册（Ｅｎｇｅｌｓ，Ｆ．

Ｅｄｉｔｏｒｓｐｒｅｆａｃｅ．Ｉｎ：Ｋ．Ｍａｒｘ．Ｃａｐｉｔａｉ：

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Ｖｏｌ．Ⅰ．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８７）。——

第５５４页。

Ｆ

法尔曼，彼·《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批判》，

２８０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载于１８９２年《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第

３辑第３卷（Ｆｉｒｅｍａ，Ｐ．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

Ｍａｒｘｓｃｈｅｎ Ｗｅｒｔｔｈｅｏｒｉｓ． Ｉｎ：

《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ｆü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ｋｏｎｏｍｉｅｕｎｄ

Ｓｔａｔｉｅｔｉｋ》，ｄｒｉｔｔｅＦｏｌｇｅ，Ｂａｎｄ Ⅲ，

１８９２）。——第１７、１８页。

菲塞林，西·《实用国民经济手册》１８６０—

１８６１年阿姆斯特丹版第１部（Ｖｉｓｓｅｒ

ｉｎｇ，Ｓ．Ｈａｎｄｂｏｅｋｖａｎｐｒａｋｔｉｓｃｈｅｓｔａａｔ

ｈｕｉｓｈｏｕｄｋｕｎｄｅ．ＤｅｅｌⅠ．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１８６０—１８６１）。——第３５５—３５７页。

费勒，弗·恩，和奥德曼，卡·古·《商

业算术大全》１８５９年莱比锡第７版

（Ｆｅｌｌｅｒ，Ｆ．Ｅ．ｕｎｄＯｄｅｒｍａｎｎ，Ｃ．Ｇ．

ＤａｓＧａｎｚｅｄｅｒ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ｉｓｃｈｅｎＡｒｉｔｈ

ｍｅｔｉｋ．Ｓｉｅｂｅｎｔｅ Ａｕｆｌａｇｅ．Ｌｅｉｎｚｉｇ，

１８５９）。——第３５０页。

弗兰西斯，约·《英格兰银行史，它的时

代和传统》１８４８年伦敦第３版第１卷

（Ｆｒａｎｃｉｓ，Ｊ．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Ｂａｎｋ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ｉｔｓｔｉｍｅ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ｉ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ｏｌ．Ⅰ．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４８）。——第６８１—６８３页。

福尔卡德，欧·《社会主义的战争》第二

篇文章：《革命的和社会的政治经济

学》，载于《两大陆评论》新辑第２４卷，

１８４８年巴黎版（Ｆｏｒｃａｄｅ，Ｅ．Ｌａｇｕｅｒｒｅ

ｄｕ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ｅ．Ⅱ．Ｌ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ｅｔｓｏｃｉａｌｅ．Ｉｎ：《Ｒｅ

ｖｕｅｄｅｓｄｅｕｘＭｏｎｄｅｓ，ｎｏｕｖｅｌｌｓ

ｓéｒｉｅ，ｔｏｍｅⅩⅩⅣ．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８）。

——第９５４页。

富拉顿，约·《论通货的调整；原理的分

析，并根据这些原理提出将来在严格约

定的范围内限制英国银行和国家其他

银行机关的发行活动》１８４５年伦敦增订

第２版（Ｆｕｌｌａｒｔｏｎ，Ｊ．Ｏｎｔｈｅ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ｏｆｃｕｒｅｎｃｉｅｓ；ｂｅｉｎｇａｎｅｘａｍｉ

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ｎｗｈｉｃｈｉｔ

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ｏ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ｗｉｔｈｉｎｃｅｒ

ｔａｉｎｆｉｘｅｄｌｉｍｉｔｓ，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ｉｓｓｕｅｓ

ｏｎｃｒｅｄｉｔｏｆｔｈｅＢａｎｋｏｆＥｎｇｌａｎｄ，

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ｂａｎｋｉｎｇｅｓｔａｂ

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５）。——

第４５５、５０８—５０９、５１０、５１２—５１５、５２０—

５２１页。

Ｇ

［格莱格，罗·海·］《从工人健康和道德

影响看工厂问题。“十小时工作日法案”

对英国及其他国家工业的影响》１８３７年

伦敦版（［Ｇｒｅｇ，Ｒ．Ｈ．］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ｉ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

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ｓ

ｏｆｔｈｏｓｅ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ｉｎｆａｃｔｏｒｉ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ＴｅｎＨｏｕｒｓＢｉｌｌ》，ｉ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

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ｓｕｐｏｎｔｈ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７）。——第１２３

页。

Ｈ

哈伯德，约·盖·《通货和国家》１８４３年

伦敦版（Ｈｕｂｂａｒｄ，Ｊ．Ｇ．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３）。——

第４６８—４６９页。

哈德卡斯耳，丹·《银行和银行家》１８４３

年伦敦第２版（Ｈａｒｄｃａｓｔｌｅ，Ｄ．Ｂａｎｋｓ

ａｎｄＢａｎｋｅｒｓ．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４３）。——第６１７—６１８、６９１页。

海德，威·《中世纪列万特贸易史》１８７９

年斯图加特版第２卷（Ｈｅｙｄ，Ｗ．Ｇｅ

３８０１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ｓＬｅｖａｎｔｅｈａｎｄｅｌｓｉｍＭｉｔｔｅ

ｌａｌｔｅｒ．Ｂａ。ｎｄⅡ．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８７９）。——

第１０２１页。

汉密尔顿，罗·《关于大不列颠国债的产

生和发展、偿还和现状以及处理办法的

研究》１８１４年爱丁堡增订第２版

（Ｈａｍｉｌｌｏｎ，Ｒ．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ｃｏｎｃｒ

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ｒｉｓｅａｎｄ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ｔｈｅ

ｒｅｄｅｍ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ａｔｅ，ａｎｄ

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ｂｔｏｆＧｒｅａｔＢｒｉｔａｉｎ．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

ｔｉｏｎ，ｅｎｌａｒｇｅｄ．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１８１４）。

——第４４５页。

黑格尔，乔·威·弗·《哲学全书缩写

本》。第１部《逻辑》，《黑格尔全集》１８４０

年柏林版第６卷（Ｈｅｇｅｌ，Ｇ．Ｗ．Ｆ．Ｅｎ

ｃｙｃｌｏｐａｄｉｅ ｄ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

ｃｈｅｎ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ｉｍ 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

ＴｈｅｉｌⅠ．ＤｉｅＬｏｇｉｋ．Ｗｅｒｋｅ．ＢａｎｄⅥ．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０）。——第８７８页。

黑格尔，乔·威·弗·《法哲学原理》，

《黑格尔全集》１８４０年柏林第２版第８

卷（Ｈｅｇｅｌ，Ｇ．Ｗ．Ｆ．Ｇｒｕｎｄｌｉｎｉｅｎｄ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Ｒｅｃｈｔｓ．Ｗｅｒｋｅ．Ｚｗｅｉｔｅ

Ａｕｆｌａｇｅ．Ｒａｎｄａｇｅ．ＢａｎｄⅧ．Ｂｅｒｌｉｎ，

１８４０）。——第６９５页。

华尔顿，阿·阿·《从诺曼人征服到目前

为止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土地占有史。献

给联合王国国民》１８６５年伦敦版（Ｗａｌ

ｔｏｎ，Ａ．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ｌａｎｄｅｄｔｅｎｕｒｅｓ

ｏｆＧｒｅａｔＢｒｉｔａｉｎａｎｄＩｒｅｌａｎｄ，ｆｒｏｍ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ｎＣｏｎｑｕｅｓｔ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ｉｍｅ，

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５）。——第７００—

７０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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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ｄｇｓｋｉｎ，Ｔｈ．］Ｌａｂｏｕｒ

ｄｅｆｅｎｄｅ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ｃｌａｉｍｓｏｆｃａｐ

ｉｔａｌ；ｏｒ，ｔｈｅＵ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ｐｒｏｖｅｄ．Ｗｉｔｈ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

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ｍｏｎｇｓｔ

ｊｏｕｒｎｅｙｍｅｎ．Ｂｙａｌａｂｏｕｒｅｒ．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２５）。——第４３８、４４８页。

Ｊ

基塞耳巴赫，威·《中世纪世界贸易史和

欧洲社会生活的发展》１８６０年斯图加特

版（Ｋｉｅｓｓｅｌｂａｃｈ，Ｗ ．ＤｅｒＧａｎｇｄｅｓ

Ｗｅｌｔｈａｎｄｅｌｓ ｕｎｄ ｄｉｅ Ｅｎｔｗｉｃｋ

ｌｕｎｇｄｅｓｅｕｒｏｐａｉｓｃｈｅｎＶｏｌｋｅｒｌｅｂｅｎｓ

ｉｍ Ｍｉｔｔｅｌａｌｔｅｒ．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８６０）。

——第３６６页。

吉尔巴特，詹·威·《银行业的历史和原

理》１８３４年伦敦版（Ｇｉｌｂａｒｔ，Ｊ．Ｗ．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ｂａｎｋｉｎｇ．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３４）。——第３７９、４５５—４５８、６９０

页。

吉尔巴特，詹·威·《论１８３９年货币市场

紧张的原因》１８４０年伦敦版（Ｇｉｌｂａｒｔ，Ｊ．

Ｗ．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ｎｔｈｅｍｏｎｅｙｍａｒｋｅｔ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８３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０）。——第

６１２、６１７页。

吉尔巴特，詹·威·《银行实用业务概

论》，两卷集，１８４９年伦敦第５版第１卷

（Ｇｉｌｂａｒｔ，Ｊ．Ｗ．Ａ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ｎ

ｂａｎｋｉｎｇ．Ｆｉｆ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ｗｏｖｏｌｕｍｅｓ．

Ｖｏｌ．Ⅰ．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９）。——第４０４

页。

金尼尔，约·《危机和通货。附英格兰银

行制度和苏格兰银行制度的对比》１８４７

年伦敦版（Ｋｉｎｎｅａｒ，Ｊ．Ｇ．ＴｈｅＣｔｉｓｉｓ

４８０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ａｎｄ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ｗｉｔｈ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

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ｎｄＳｃｏｔｃｈ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ｂａｎｋｉｎｇ．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７）。—— 第

５０１、５９６页。

Ｋ

凯尔恩斯，约·埃·《奴隶劳力：它的性

质、经过及其可能的前途。试论涉及美

国冲突的实际争论问题》１８６２年伦敦版

（Ｃａｉｒｎｅｓ，Ｊ．Ｅ．ＴｈｅＳｌａｖｅｐｏｗｅｒ．

ｉｔ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ｃａｒｅｅｒ，ａｎｄｐｒｏｂａｂｌｅ

ｄｅｓｉｇｎｓ：ｂｅｉｎｇａｎａｔｔｅｍｐｔｔｏｅｘ

ｐｌａｉｎｔｈｅｒｅ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ｎｔｅｓｔ．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２）。

——第４３１页。

凯里，亨·查·《社会科学原理》１８５９年

费拉得尔菲亚版第３卷（Ｃｏｒｅｙ，Ｈ．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

Ⅲ．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１８５９）。——第４４８

页。

凯里，亨·查·《过去、现在和将来》１８４８

年费拉得尔菲亚版（Ｃａｒｅｙ，Ｈ．Ｃ．Ｔｈｅ

Ｐａｓｔ，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１８４８）。——第６９９页。

凯特勒，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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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éｔｅｌｅｔ，Ａ．ＳｕｒＩｈｏｍｍｅｅｔｌｅ

ｄéｖｅｌｏｐｐｅｍｅｎｔｄｅｓｅｓｆａｃｕｌｔéｓ，ｏｕＥｓｓａｉ

ｄｅｐｈｙｓｉｑｕｅｓｏｃｉａｌｅ．ＴｏｍｅｓⅠ—Ⅱ．

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５）。——第９７３页。

［康替龙，珊·］《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

载于《政论集》１７５６年阿姆斯特丹版第

３卷（［Ｃａｎｔｉｌｌｏｎ，Ｒ．］Ｅｓｓａｉｓｕｒｌａｎａｔｕｒｅ

ｄｕ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ｅｎｇéｎéｒａｌ．Ｉｎ：Ｄｉｓｃｏｕｒｓ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Ｔｏｍｅ Ⅲ．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１７５６）。——第８８３页。

柯贝特，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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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ｒｂｅｔ，Ｔｈ．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ｓ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ｓｏｆ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ｓｌｓ；ｏｒｔｈｅＰｒｉｎ

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ｘ

ｐｌａｉｎ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１）。——第１８６、

１９１、２０５、２３３、３４３页。

科凯兰，沙·《工业信贷和工业银行》，载

于《两大陆评论》１８４２年第４辑第３１卷

（Ｃｏｑｕｅｌｉｎ，Ｃｈ．ＤｕＣｒéｄｉｔｅｔｄｅｓｂａｎｑｕｅｓ

ｄａａｎｓ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Ｉｎ：《Ｒｅｖｕｅｄｅｓｄｅｕｘ

Ｍｏｎｄｅｓ》．ｓéｒｉｅⅣ．ｔｏｍｅⅩⅩⅩⅠ，

１８４２）。——第４５２页。

孔德，沙·《论财产》１８３４年巴黎版第１—

２卷 （Ｃａｍｔｅ，Ｃｈ．Ｔｒａｉｔé ｄｅｌａ

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Ｔｏｍｅｓ Ⅰ—Ⅱ．Ｐａｒｓ，

１８３４）。——第６９６页。

Ｌ

拉姆赛，乔·《论财富的分配》１８３６年爱

丁堡版（Ｒａｍｓａｙ，Ｇ．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ａｌｔｈ．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１８３６）。——第４７、３１１、４０５—４０６、４２６、

８６５页。

拉维涅，莱·德·《英格兰、苏格兰和爱

尔兰的农村经济》，译自法文，１８５５年爱

丁堡和伦敦版（Ｌａｖｅｒｇｎｅ，Ｌ．ｄｅ．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Ｅｎｇｌａｎｄ，Ｓｃｏｔ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ｌｒｅｌ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５）。

——第７１１页。

［兰盖，尼·］《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

理》１７６７年伦敦版第２卷（［Ｌｉｎｇｕｅｔ，

Ｎ．］Ｔｈéｏｒｉｅｄｅｓｌｏｉｘｃｉｖｉｌｅｓ，ｏｕ

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 ｆｏ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ｕｘ ｄｅ ｌａ

ｓｏｃｉéｔé．ＴｏｍｅⅡ．Ｌｏｎｄｒｅｓ，１７６７）。

——第１００、８９１页。

５８０１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兰格，赛·《国家的贫困；贫困的原因及

其防止办法》１８４４年伦敦版（Ｌａｉｇｎ，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ｉｔｓｃａｕｓｅｓａｎｄ

ｒｅｍｅｄｉ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４）。——第８７２

页。

兰格，赛·《科尔、戴维逊和戈登公司金

融大骗案新辑》［１８６９年］伦敦增订第５

版（Ｌａｉｎｇ，Ｓ．ＡＮｅｗ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ｃｉｔｙｆｒａｕｄｓｏｆＣｏｌｅ，Ｄａｖｉｄ

ｓｏｎ，＆Ｇｏｒｄｏ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ｅｎ

ｌａｒｇｅｄ．Ｆｉｆ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６９］）。——第６０７页。

勒克西斯，威·《货币本位问题的批判分

析》，载于《德意志帝国立法、行政和国

民经济年鉴》１８８１年莱比锡版第５年卷

第１分册（Ｌｅｘｉｓ，Ｗ．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Ｅｒｏｒ

ｔｅｒｕｎｇｅｎüｂｅｒｄｉｅＷａｈｒｕｎｇｓｆｒａｇｅ．Ｉｎ：

《ＪａｈｒｂｕｃｈｆüｒＧｅｓｅｔｚｇｅｂｕｎｇ，Ｖｅｒｗａｌ

ｔｕｎｇｕｎｄＶｏｌｋｓｗｉｒｔｈｓｃｈａｆｔｉｍＤｅｕｔｘ

ｃｈｅｎＲｅｉｃｈ》，ＪａｈｒｇａｎｇＶ，ＨｅｆｔⅠ，

１８８１）。——第１４页。

勒克西斯，威·《马克思的资本理论》，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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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伦敦版（Ｎｅｗｍａｎ，Ｆ．Ｗ．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１）。

——第６７３、７４１、８７２、９１４页。

纽曼，赛，菲·《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５

年安多佛和纽约版（Ｎｅｗｍａｎ，Ｓ．Ｐｈ．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

ｄｏｖｅｒ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８３５）。——第

３１１页。

［诺思，达·］《贸易论；主要是关于利息、

硬币的铸造和损坏、货币量的扩大问

题》１６９１年伦敦版（［Ｎｏｒｔｈ，Ｄ．］Ｄ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ｓｕｐｏｎｔｒａｄｅｒ；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ｌｙｄｉ

ｒｅｃ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ｃａ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ｃｏｙｎａｇｅ，ｃｌｉｐｐｉｎｇ，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ｍｏｎ

ｅ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９１）。——第６９１页。

Ｐ

帕西，伊·《地租》，载于《政治经济学词

典》１８５４年巴黎版第２卷（Ｐａｓｓｙ，Ｈ．

Ｒｅｎｔｅ ｄｕ ｓｏｌ．Ｉｎ：Ｄｉｃ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ｄｅ

ｌ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ＴｏｍｅⅡ．Ｐａｒｉｓ，

１８５４）。——第８６７、８８３、８８５页。

配第，威·《赋税论》１６６７年伦敦版

（［Ｐｅｔｔｙ，Ｗ．］Ａ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ｆｔａｘｅｓ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６７）。——第

８８３页。

《评斯蒂贝林先生〈论资本密集对工资和

劳动剥削的影响〉》，载于《新时代》１８８７

年第３期（ＢｅｍｅｒｋｕｎｇｚｕｄｅｍＡｕｆ

ｓａｔｚｅｄｅｓＨｅｒｒｎＳｔｉｅｂｅｌｉｎｇ：《Ｕｅｂｅｒ

ｄｅｎＥｉｎｆｌｕβｄｅｒＶｅｒｄｉｃｈｔｕｎｇｄｅ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ｓａｕｆｄｅｎ Ｌｏｈｎ ｕｎｄ ｄｉｅ

ＡｕｓｂｅｕｔｕｎｇｄｅｒＡｒｂｅｉｔ》．Ｉｎ：《Ｎｅｕｅ

Ｚｅｉｔ》 ３，１８８７）。—— 第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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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ｖｅｒｂａｌｄｉｓ

ｐｕｔｅｓ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ｐａｒｔｉｃｕ

ｌａｒｌｙ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ｏ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ｔｏ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１）。——

第２０５、２１３—２１４页。

蒲鲁东，比·约·《无息信贷》（Ｐｒｏｕｄｈｏｎ，

Ｐ．Ｊ．Ｇｒａｔｕｉｔéｄｕｃｒéｄｉｔ）——见巴师夏，

弗·《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

鲁东先生的辩论》。

蒲鲁东，比·约·《什么是财产？或关于

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１８４１年巴黎版

（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Ｐ．Ｊ．Ｑｕｅｓｔｃｅｑｕｅｌａ

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Ｏｕ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ｓｕｒｌ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ｅ

ｄｕｄｒｏｉｔｅｔｄｕ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Ｐａｒｉｓ，

１８４１）。——第９５４页。

１９０１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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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７２年伦敦第２版（Ｐｒｉｃｅ，Ｒ．Ｏｂ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ｓｏｎｒ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ｒｙ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ｓｆｏｒ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ａｎｎｕｉｔｉｅｓｆｏｒ

ｗｉｄｏｗｓ，ａｎｄ ｆｏｒｐｅｒｓｏｎｓｉｎ ｏｌｄ

ａｇｅ；ｏｎ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ｓｏｎｌｉｖｅｓ；

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ｂｔ．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７２）。——第４４５

页。

普莱斯，理·《关于国债问题告公众书》

１７７２年伦敦版（Ｐｒｉｃｅ，Ｒ．ＡｎＡｐｐｅａｌ

ｔｏ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ｎ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ｏｆ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ｂｔ．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７２）。——

第４４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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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ｔ Ⅰ：Ｒｅｎｔ．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３１）。——第８５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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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ｌｅｃｔｕｒｅｏｎ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ａｔＫｉｎｇ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Ｌｏｎｄｏｎ，２７ｔｈ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８３３．Ｔｏｗｈｉｃｈｉｓａｄｄｅｄａｓｙｌｌａｂｕｓ

ｏｆａ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ｇｅｓｏｆｌａｂｏｒ．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３）。——

第２９６页。

Ｓ

萨伊，让·巴·《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１７年

巴黎第３版第１卷（Ｓａｙ，Ｊ．Ｂ．Ｔｒａｉｔé 

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Ｔｒｏｉｓｉèｍｅ

é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ｍｅⅠ．Ｐａｒｉｓ，１８１７）。——

第３１１页。

萨伊，让·巴·《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１９年

巴黎第４版第２卷（Ｓａｙ，Ｊ．Ｂ．Ｔｒａｉｔé

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Ｑｕａｔｒｉèｍｅ

é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ｍｅⅡ．Ｐａｒｉｓ，１８１９）。——

第９５１页。

桑巴特，威·《卡尔·马克思经济学体系

批判》，载于《社会立法和统计学文库》

１８９４年柏林版第７卷（Ｓｏｍｂａｒｔ，Ｗ ．

Ｚｕｒ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ｏ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ｎＳｙｓ

ｔｅｍｓｖｏｎ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Ｉｎ：《Ａｒｃｈｉｖ

ｆüｒ ｓｏｚｉａｌè Ｇｅｓｅｔｚｇｅｂｕｎｇ ｕ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ＢａｎｄⅦ，１８９４）。——第

１０１１—１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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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ｅｒ

ｂｕｌｉｅｚ，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ｏｕｐａｕｖｒｅｔé．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ｄｅｓｃａｕｓｅｓｅｔｄｅｓｅｆｆｅｔｓ

ｄｅ ｌ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ｃｔｕｅｌｌｅ ｄｅｓ

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ｓｓｏｃｉａｌｅ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１）。——

第１７８页。

圣西门，昂·《新基督教》１８２５年巴黎版

（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ｎ， Ｈ． Ｎｏｕｖｅａｕ ｃｈｒｉｓ

ｔｉａｎｉｓｍ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５）。—— 第６８４

页。    

《圣西门学说。阐述。第一年。１８２８—１８２９

年》１８３１年巴黎第３版（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ｄｅ

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ｎ．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ｒｅｍｉèｒｅ

ａｎｎéｅ．１８２８—１８２９．Ｔｒｏｉｓｉèｍｅéｄｉｔｉｏｎ．

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１）。——第６８４页。

《圣西门宗教》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

ｎｉｅｎｎｅ）——见安凡丹，巴·普·《圣西

门宗教。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

施米特，康·《在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基础

２９０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上的平均利润率》１８８９年斯图加特版

（Ｓｃｈｍｉｄｔ， Ｃ． Ｄｉｅ Ｄｕｒｃｈｓｃｈｎｉｔｔｓ

ｐｒｏｆｉｔｒａｔｅ ａｕｆ 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 ｄｅｓ

ＭａｒｘｓｃｈｅｎＷｅｒｔｈｇｅｓｅｔｚｅｓ．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

１８８９）。——第１５—１７页。

施米特，康·《平均利润率和马克思的价

值规律》，载于１８９２—１８９３年《新时

代》第３期和第４期（Ｓｃｈｍｉｄｔ，Ｃ．Ｄｉｅ

Ｄｕｒｃｈｓｃｈｎｉｔｔｓｐｒｏｆｉｔｒａｔｅ ｕｎｄ ｄａｓ

ＭａｒｘｓｃｈｅＷｅｒｔｈｇｅｓｅｔｚ．Ｉｎ：《Ｎｅｕｅ

Ｚｅｉｔ》 ３，４，１８９２—１８９３）。——第

１７页。

施米特，康·《〈资本论〉第三卷》，载于

１８９５年２月２５日柏林《社会政治中央

导报》（Ｓｃｈｍｉｄｔ，Ｃ．ＤｅｒｄｒｉｔｔｅＢａｎｄ

ｄｅ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Ｉｎ： 《Ｓｏｚｉ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ｌａｔｔ》，２５．Ｆｅｂｒｕａｒ１８９５）。——

第１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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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卷 （Ｓｔｏｒｃｈ，Ｈ．Ｃｏｕｒｓ

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ｏｕ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ｄｅ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ｑｕｉｄéｔｅｒｍｉｎｅｎｔｌａｐｒｏｓｐéｒｉｔé

ｄ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ｍｅ Ⅰ—Ⅱ．Ｓｔ．

Ｐéｔｅｒｓｂｏｕｒｇ，１８１５）。——第７４２、９３４、

９５７页。

施托尔希，亨·《论国民收入的性质》１８２４

年巴黎版（Ｓｔｏｒｃｈ，Ｈ．Ｃｏｎｓｉｄéｒ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ｒｌａｎａｔｕｒｅｄｕｒｅｖｅｎｕ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ｉｒ，１８２４）。——第４５７、９６２—９６３

页。

斯蒂贝林，乔·《价值规律和利润率》

［１８９０年］纽约版（Ｓｔｉｅｂｅｌｉｎｇ，Ｇ．Ｄａｓ

ＷｅｒｔｈｇｅｓｅｔｚｕｎｄｄｉｅＰｒｏｆｉｔＲａｔ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８９０］。——第２５页。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

的研究》１７７６年伦敦版第１卷（Ｓｍｉｔｈ，

Ａ．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Ⅰ．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７６）。——第１５９、

３６７、５３４、６９４、８６５、８７１—８７３、８８６、

９３４、９５２—９５３页。

斯图亚特，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

三卷集，１７７０年都柏林版第 １卷

（Ｓｔｅｕａｒｔ，Ｊ．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ｏ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ｔｈｒｅｅｖｏｌ

ｕｍｅｓ．Ｖｏｌ．Ⅰ．Ｄｕｂｌｉｎ，１７７０）。——

第８８５页。

斯图亚特，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

１７８９年巴黎版第４卷（Ｓｔｅｕａｒｔ，Ｊ．

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ｄｅ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ｄｅｌ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ＴｏｍｅⅣ．Ｐａｒｉｓ，１７８９）。——

第４０９页。

斯图亚特，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

载于《詹·斯图亚特爵士著作集》，由其

子詹·斯图亚特爵士将军汇编，六卷

集，１８０５年伦敦版第１卷（Ｓｔｅｕａｒｔ，Ｊ．

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ｏｅｏｎｏｍｙ．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ｋｓｏｆＳｉｒ

ＪａｍｅｓＳｔｅｕａｒｔ，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ｂ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ｉｒ

ＪａｍｅｓＳｔｅｕａｒｔ，ｈｉｓｓｏｎ．Ｉｎｓｉｘｖｏｌｕｍｅｓ．

Ｖｏｌ．Ⅰ．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０５）。——第２５６、

３６８页。

Ｔ

塔克特，约·德·《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

历史，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两卷

集，１８４６年伦敦版第１卷（Ｔｕｃｋｅｔｔ，Ｊ．

Ｄ．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ｐａｓｔ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ｌａｂｏｕｒｉｎｇ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

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Ｉｎｔｗｏ

ｖｏｌｕｍｅｓ．Ｖｏｌ．Ⅰ．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６）。——

第６８０页。

３９０１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梯也尔，阿·（Ｔｈｉｅｒｓ，Ａ．）在１８４８年７

月２６日法国国民议会上的演说，载于

《在国民大会上的工作报告》１８４９年巴

黎版第２卷（Ｉｎ： Ｃｏｍｐｔｅ ｒｅｎｄｕ ｄｅｓ

ｓéａｎｃｅｓ ｄｅ ｌＡｓｓｅｍｂｌé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ＴｏｍｅⅡ．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９）。—— 第７０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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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ｔｈｅｏｒｙｒｅｖｉｅｗｅｄ；ｉｎａｌｅｔ

ｔｅｒｔｏｔｈｅＳｃｏｔｔｉｓｈｐｅｏｐｌｅ．Ｂｙａ

ｂａｎｋｅｒ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１８４５）。——第４５７—４５８、４６８、４９２、５３５、

５９０页。

图恩，阿·《下莱茵的工业及工人》１８７９

年莱比锡版第２卷（Ｔｈｕｎ，Ａ．ＤｉｅＩｎ

ｄｕｓｔｒｉｅａｍＮｉｅｄｅｒｒｈｅｉｎｕｎｄｉｈｒｅＡｒｂｅｉｔ

ｅｒ．ＴｈｅｉｌⅡ．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７９）。——第

１０２０页。

图克，托·《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

１８３８—１８５７ 年 伦 敦 版 第 １—６ 卷

（Ｔｏｏｋｅ，Ｔｈ．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ｒｉｃｅｓ，ａｎｄ

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Ｖｏｌ．

Ⅰ—Ⅵ．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８—１８５７）。——

第５４９页。    

图克，托·《１７９３—１８３７年的价格和流通

状况的历史》１８３８年伦敦版第２卷

（Ｔｏｏｋｅ，Ｔｈ．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ｒｉｃｅｓ，

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１７９３ｔｏ１８３７．Ｖｏｌ．Ⅱ．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３８）。——第４１５页。

图克，托·《１８３９—１８４７年的价格和流通

状况的历史》１８４８年伦敦版（Ｔｏｏｋｅ，

Ｔｈ．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ｒｉｃｅｓ，ａｎｄｏｆ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１８３９

ｔｏ１８４７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８）。

——第４０４页。

图克，托·《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货

币流通同价格的关系；纸币发行同银行

业务分离的合理性》１８４４年伦敦第２版

（Ｔｏｏｋｅ，Ｔｈ．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ｔｈ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ｗｉｔｈｐｒｉｃ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ｅｘｐｅｄｉｅｎｃｙｏｆａ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ｉｓｓｕｅｆｒｏｍ ｂａｎｋｉｎｇ．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

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４）。——第３９７、４１６、

４５２、４５５、４９６、５０１、９５３页。

图克，托·和纽马奇，威·《１８４８—１８５６

年九年中的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

两卷集；编入《１７９２年到现在的价格

史》第５、６卷。１８５７年伦敦版第６卷

（Ｔｏｏｋｅ，Ｔｈ．；Ｎｅｗｍａｒｃｈ，Ｗ．Ａ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ｐｒｉｃｅｓ，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ｃｉｒ

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ｉｎｅ ｙｅａｒｓ

１８４８—１８５６．Ｉｎｔｗｏｖｏｌｕｍｅｓ；ｆｏｒｍ

ｉｎｇｔｈｅｆｉｆｔｈａｎｄｓｉｘｔｈｖｏｌｕｍｅｓｏｆ

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ｒｉｃｅｓｆｒｏｍ１７９２ｔｏ

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ｉｍｅ．Ｖｏｌ．Ⅵ．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７）。——第９１０页。

托克维尔，阿·《旧制度和革命》１８５６年

巴黎版（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Ａ．Ｌａｎｃｉｅｎｒéｇｉｍｅ

ｅｔｌａ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ａｒｅｓ，１８５６）。——第

９０５页。

托伦斯，罗·《论财富的生产》１８２１年伦

敦版（Ｔｏｒｒｅｎｓ，Ｒ．ＡｎＥｓａａｙｏｎｔｈｅ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１）。——

第４６、１２３页。

托伦斯，罗·《论１８４４年银行法的实施对

商业信贷的影响》１８４７年伦敦第２版

（Ｔｏｒｒｅｎｓ，Ｒ．Ｏｎ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ｂａｎｋｃｈａｒｔｅｒａｃｔｏｆ１８４４，ａｓｉｔａｆ

ｆｅｃｔｓ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７）。——第３９６

页。

４９０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Ｗ

万萨德，比·《法国劳动和劳动者的历

史》１８４５—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１—２卷

（Ｖｉｎ汅ａｒｄ，Ｐ．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ｕｔｒａｖａｉｌｅｔｄｅｓ

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ｅｎＦｒａｎｃｅ．ＴｏｍｅｓⅠ—Ⅱ．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５—１８４６）。——第８８６页。

［威克菲尔德，爱·吉·］《英国和美国。两

国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比较》，两卷

集，１８３３年伦敦版（［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Ｅ．Ｇ．］

Ｅｎｇｌａｎｄ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

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ｅｏｆｂｏ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ｗｏｖｏｌｕｍｅｓ．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３３）。——第８５３、８６７页。

［威斯特，爱·］《论资本用于土地，并论

对谷物进口严加限制的失策》，牛津大

学的大学学院一特待校友著，１８１５年伦

敦版（［Ｗｅｓｔ，Ｅ．］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ｏｌ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ｓｈｅｗｉｎｇｔｈｅｉｍ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ａｎｙｇｒｅａｔｒｅ

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ｒｎ．Ｂｙ

ａｆｅｌｌｏｗ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Ｏｘ

ｆｏｒ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１５）。——第２７０、７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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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ｄ

ｉｔａｚｉｏｎｉｓｕｌｌ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

Ｉｎ：Ｓｃｒｉｔｔｏｒｉｃｌａｓｓｉｃｉｉｔａｌｉａｎｉｄｉｅ

ｃｏｎｏｍｉ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Ｐａｒｔｅｍｏｄｅｒｎａ．

ＴｏｍｏⅩⅤ．Ｍｉｌａｎｏ，１８０４）。——第３１１

页。

沃尔弗，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

制度》１８９２年斯图加特版（Ｗｏｌｆ，Ｊ．

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 ｕｎｄ ｋ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ｓｏｒｄｎｕｎｇ．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

１８９２）。——第２４页。

沃尔弗，尤·《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的

谜》，载于１８９１年《国民经济和统计年

鉴》第３辑第２卷（Ｗｏｌｆ，Ｊ．ＤａｓＲａｔ

ｓｅｌｄｅｒＤｕｒｃｈｓｃｈｎｉｔｔｓｐｒｏｆｉｔｒａｔｅｂｅｉ

Ｍａｒｘ．Ｉｎ：《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ｆü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ｏｋｏｎｏｍｉｅｕ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ｄｒｉｔｔｅ

Ｆｏｌｇｅ，ＢａｎｄⅡ，１８９１）。——第１９、

２０页。

Ｘ

《西蒂区，或伦敦营业生理学；附交易所和

咖啡馆概述》１８４５年伦敦版（《Ｔｈｅ

Ｃｉｔｙ，ｏｒ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Ｌｏｎｄｏｎ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ｗｉｔｈｓｋｅｔｃｈｅｓｏｎ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ａｔ

ｔｈｅｃｏｆｆｅｅｈｏｕｓ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５）。

——第４３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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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ｓ

ｍｏｎｄｉ，Ｊ．Ｃ．Ｌ．Ｓｉｍｏｎｄｅｄｅ．Ｎｏｕ

ｖｅａｕｘ 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

ｔｉｑｕｅ，ｏｕＤｅｌ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ｄａｎｓｓｅｓ

ｒａｐｐｏｒｔｓａｖｅｃｌ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ｅｃ

ｏｎｄｅé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ｍｅｓⅠ—Ⅱ．Ｐａｒｉｓ，

１８２７）。——第５４０、９０５页。

休耳曼，卡·迪·《中世纪城市》１８２６—

１８２７年波恩版第１—２集（Ｈüｌｌｍａｎｎ，

Ｋ．Ｄ．ＳｔａｄｔｅｗｅｓｅｎｄｅｓＭｉｔｔｅｌａｌｔｅｒｓ．

ＴｈｅｉｌｅⅠ—Ⅱ．Ｂｏｎｎ，１８２６—１８２７）。

——第３５５、３５７、６７５—６７６页。

休谟，大·《论利息》（１７５２年），载于大

·休谟《若干问题论丛》，两卷集，第１

卷包括道德、政治和文学概论，１７６４年

伦 敦 新 版 （Ｈｕｍｅ，Ｄ．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１７５２）．Ｉｎ：Ｈｕｍｅ，Ｄ．Ｅｓｓａｙｓａｎｄｔｒｅａ

ｔｉｓｅｓｏｎｓｅｖｅｒ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Ｉｎｔｗｏｖｏｌ

ｕｍｅｓ．Ｖｏｌ．Ⅰ，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Ｅｓｓａｙｓ，

５９０１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ｍｏｒ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Ａｎｅｗｅｄｉ

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６４）。——第４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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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ｉｃａｌｉｂｒｉⅧ．Ｉｎ：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ｉｓｏｐｅｒａｅｘｒｅ

ｃｅｎｓｉｏｎｅⅠ，Ｂｅｋｋｅｒｉ．ＴｏｍｕｓⅩ．Ｏｘｏｎｉ

ｉ，１８３７）。——第４３３页。

《一篇比较竞争和合作的利弊的得奖论

文》１８３４年伦敦版（ＡＰｒｉｚｅ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ｍｅｔｉｔｓｏｆ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４）。——第９９９

页。

《银行信用，或对信用银行有效性和可靠

性的研究。乡村贵族和伦敦商人的一次

对话》（ＢａｎｋＣｒｅｄｉｔ；ｏｒｔｈｅＵｓｅｆｕｌｎｅｓｓ

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ｂａｎｋｏｆｃｒｅｄｉｔｅｘａｍ

ｉｎｅｄ，ｉｎａ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ｃｏｕｎｔｒｙ

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ａｎｄａＬｏｎｄｏｎｍｅｒｃｈａｎｔ）。

——第６８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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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伦敦第２版（Ｕｒｅ，Ａ．Ｔｈｅ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ｏｒ，ａｎ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ｍ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ｙ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ＧｒｅａｔＢｒｉｔａｉｎ．

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５）。——

第９６、１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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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卷（Ｕｒｅ，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ｍａｎｕｆａｃ

ｔｕｒｅｓ，ｏｕ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ｌｌｅ．

Ｔｒａｄｕｉｔｓｏｕｓｌｅｓｙｅｕｘｄｅｌａｕｔｅｕｒ．

ＴｏｍｅⅠ．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６）。——第４３４

页。

约翰斯顿，詹·芬·威·《北美农业、经

济和社会问题札记》１８５１年爱丁堡和伦

敦版第１卷（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Ｊ．Ｆ．Ｗ．Ｎｏｔｅｓ

ｏｎ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Ｖｏｌ．Ⅰ．Ｅｄ

ｉｎｂｕｒｇｈ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１）。——第

６９７、７５５页。

Ｚ

张伯伦，休·《住在艾塞克斯街的休·张

伯伦博士的建议：设立给予农村可靠的

活期贷款的银行，使土地所有者普遍得

到福利，使土地价值大大提高，使贸易

和商业的利益不减少》１６９５年 ［伦敦

版］（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ｙｎｅ，Ｈ．Ａ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ｂｙ

Ｄｒ．Ｈｕｇｈ 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ｙｎｅ，ｉｎ Ｅｓｓｅｘ

Ｓｔｒｅｅｔ，ｆｏｒａｂａｎｋｏｆｓｅｃｕ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ｒｅｄｉｔｔｏｂｅｆｏｕｎｄｅｄｕｐｏｎｌａｎｄ，ｉｎ

ｏｒｄｅｒｔｏ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ｇｏｏｄｏｆｌａｎｄｅｄ

ｍｅｎ，ｔｏ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ｏｆｌａｎｄ，ａｎｄｔｈｅｎｏｌｅｓｓｂｅｎｅ

ｆｉｔｏｆ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Ｌｏｎ

ｄｏｎ］，１６９５）。——第６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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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报告和其他官方文件

Ｇ

《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第６号报

 告。１８６３年。有附录》１８６４年伦敦版

（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Ｓｉｘｔｈ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ｏｆｆｉｃｅｒｏｆｔｈｅＰｒｉｖｙＣｏｕｎｃｉｌ．

Ｗｉｔｈ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１８６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４）。

——第１０７—１１３页。

《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

报告》（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ｐｅｃｔｏｒｓ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ｉｅｓｔｏＨｅｒＭａｊｅｓｔｙｓＰｒｉｎｃｉ

ｐａｌ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ｏｍ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第１３８、

１３９、７０６页。

 —《截至１８４５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

年》１８４６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

ｅｎｄｉｎｇ３１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８４５．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４６）。——第１４２页。

 —《截至１８４６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

年》１８４７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

ｅｎｄｉｎｇ３１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８４６．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４７）。——第１４２页。

 —《截至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

年》１８４８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

ｙｅａｒｅｎｄｉｎｇ３１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８４７．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８）。——第１４２—１４３

页。    

 —《截至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

年》１８４９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

ｅｎｄｉｎｇ３１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８４８．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４９）。——第９３、１２４页。

 —《截至１８４９年４月３０日为止的半

年》１８４９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

ｅｎｄｉｎｇ３０ｔｈＡｐｒｉｌ１８４９．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４９）。——第１４４页。

 —《截至１８４９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

年》１８５０年伦敦版 （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

ｙｅａｒｅｎｄｉｎｇ３１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８４９．

Ｌｏｎｄｏｎ，）。——第１４４页。

 —《截至１８５０年４月３０日为止的半

年》１８５０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

ｙｅａｒ ｅｎｄｉｎｇ ３０ｔｈ Ａｐｒｉｌ１８５０．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０）。——第１２６、１４４

页。    

 —《截至１８５０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

年》１８５１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

ｙｅａｒｅｎｄｉｎｇ３１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８５０．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１）。——第１４０、１４４

页。    

 —《截至１８５１年４月３０日为止的半

年》１８５１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

ｙｅａｒｅｎｄｉｎｇ３０ｔｈＡｐｒｉｌ１８５１．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５１）。——第１４０页。

 —《截至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

年》１８５２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

ｙｅａｒｅｎｄｉｎｇ３１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８５２．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２）。——第１１３—１１６

页。    

 —《截至１８５３年４月３０日为止的半

年》１８５３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

ｅｎｄｉｎｇ３０ｔｈＡｐｒｉｌ１８５３．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３）。——第１４５页。

 —《截至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

年》１８５４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

ｅｎｄｉｎｇ３１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８５３．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４）。——第１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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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１８５４年４月３０日为止的半

年》１８５４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

ｅｎｄｉｎｇ３０ｔｈＡｐｒｉｌ１８５４．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４）。——第１４５页。

 —《截至１８５５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

年》１８５６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

ｙｅａｒｅｎｄｉｎｇ３１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８５５．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６）。——第１０５、１０６

页。    

 —《截至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

年》１８５８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

ｙｅａｒｅｎｄｉｎｇ３１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８５８．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８）。——第９２、１４０—１４１

页。

 —《截至１８５９年４月３０日为止的半

年》１８５９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

ｅｎｄｉｎｇ３０ｔｈＡｐｒｉｌ１８５９．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９）。——第１４５页。

 —《截至１８５９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

年》１８６０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

ｅｎｄｉｎｇ３１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８５９．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６０）。——第１４５页。

 —《截至１８６０年４月３０日为止的半

年》１８６０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

ｅｎｄｉｎｇ３０ｔｈＡｐｒｉｌ１８６０．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６０）。——第１４６页。

 —《截至１８６０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

年》１８６０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

ｅｎｄｉｎｇ３１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８６０．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６０）。——第１４６页。

 —《截至１８６１年４月３０日为止的半

年》１８６１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

ｙｅａｒｅｎｄｉｎｇ３０ｔｈＡｐｒｉｌ１８６１．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６１）。——第１０７、１４６、１４８

页。

 —《截至１８６１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

年》１８６２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

ｙｅａｒｅｎｄｉｎｇ３１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８６１．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２）。——第１４７、１４８

页。    

 —《截至１８６２年４月３０日为止的半

年》１８６２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

ｙｅａｒ ｅｎｄｉｎｇ ３０ｔｈ Ａｐｒｉｌ１８６２．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２）。—— 第１０７、１４８

页。     

 — 《截至１８６２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

的半年》１８６３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

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ｅｎｄｉｎｇ ３１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８６２．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３）。——第９３、

１１８、１４６—１４９页。

 —《截至１８６３年４月３０日为止的半

年》１８６３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

ｅｎｄｉｎｇ３０ｔｈＡｐｒｉｌ１８６３．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６３）。——第１４９页。

 —《截至１８６３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

年》１８６４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

ｅｎｄｉｎｇ３１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８６３．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６４）。——第１０５、１１６—１１８、１２６、

１４６—１５４页。

 —《截至１８６４年４月３０日为止的半

年》１８６４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

ｙｅａｒｅｎｄｉｎｇ３０ｔｈＡｐｒｉｌ１８６４．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６４）。 —— 第 １４７、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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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况以及有关法律的第１、２号报告》，

根据下院决定于１８１４年１１月２３日刊

印（Ｒｅｐｏｒｔ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ｇｒａｉｎ，ａｎｄｔｈｅ

ｃｏｒｎｌａｗｓ：ｖｉｚ：Ｆｉｒｓｔａｎｄｓｅｃｏ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ＬｏｒｄｓＣｏｍｍｉｔ

ｔｅｅｓ，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ｔｏｅｎｑｕｉｒｅｉｎｔｏ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ｎｄ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ａｉｎ，ａｎｄａｌｌ

８９０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ｌａｗｓ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ｔｏ．Ｏｒｄｅｒｅｄ，ｂｙ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ｔｏ ｂｅ

ｐｒｉｎｔｅｄ，２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８１４）。——第

７０７页。

《关于每一季度末拨给委员们一定量的款

项用来减少国债的法令（乔治三世二

十六年第３１号）》（ＡｎＡｃｔｆｏｒｖｅｓｔ

ｉｎｇｃｅｒｔａｉｎｓｕｍｓｉ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ｒｓ，ａｔ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ｅｖｅｒｙｑｕａｒｔｅｒｏｆ

ａｙｅａｒ，ｔｏｂｙｔｈｅｍ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ｂｔ（ａｎ

ｎｏ ２６Ｇｅｏｒｇｉｉ Ⅲ，Ｒｅｇｉｓ，ｃａｐ．

３１））。——第４４６页。    

Ｋ

《矿山童工调查委员会委员的第１号

报告》１８４１年４月２１日刊印（Ｆｉｒｓ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ｅｍ

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ｉｎｍｉｎｅｓ

ａｎｄｃｏｌｌｉｅｒｉｅｓ．２１Ａｐｒｉｌ１８４１）。——

第１０４页。    

Ｍ

《煤矿事故。答可尊敬的下院１８６１年５

月３日的质问摘要》，根据下院决定

于１８６２年２月６日刊印（Ｃｏａｌｍｉｎｅ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Ａｂ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ｆｒｅｔｕｎｔｏａｎ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ｏｆｔｈｅ Ｈｏｎｏｕｒａｂｌｅ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ｄａｔｅｄ３Ｍａｙ

１８６１．Ｏｒｄｅ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ｓ，ｔｏｂｅｐｒｉｎｔｅｄ，６Ｆｅｂｒｕ

ａｒｙ１８６２）。——第１０４页。

Ｓ

《商业危机秘密委员会第１号报告。附证

词》，根据下院决定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８日

刊 印（ＦｉｒｓｔＲｅｐｏｒ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ｅｃｒｅ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ｗｉｔｈ

ｔｈｅｍｉｎｕｔｅｓ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ｒｄｅｒｅｄ，ｂ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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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性和偶然性——第２０８—２０９、

９３６页。

——原因和结果——第１５７、１９５、２４４、

２６４、２７４、４７７、５８１、９２２、９２５、９８２、

９８５页。

——内容和形式——第２９、５１—５５、１０２、

２２１、２３３、３７９、３９４、９２２—９２４、９３１、

９３２、９３７—９３９、９６１—９６２页。

——本质和现象——第３７—３８、５１、５２、

１００、１８７—１８９、１９２、２１２、２３３、２５０、

２５１、２５６、３４９—３５１、４０６—４０７、５２７—

５２８、５５５、７５４、７７８、８７８、９２２—９２４、

９３４—９３９、９５９、９８０—９８１、９８３—９８４、

１０１８页。

波兰——第９０５—９０６页。

剥夺

——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资本主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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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方式的起点和目的—— 第２４４、

２６９、２７５、２７９、４９７、６７３—６７４、６８９—

６９０、６９４—６９６、７０５—７０７、７３２、８８４、

９００、９２８、９９４页。

——剥夺和股份公司——第４９７页。

不变资本

——定义——第５４、１００—１０１、１２８、１６３—

１６４、２９０页。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第

３４、３８—３９、６１页。

——不变资本和价值的创造过程——第

３４、３７、３９、４９—５０、６１、９２、９５—

９６、１７３、２３６—２３７、９４３—９４５、９６４、

９６９页。

——不变资本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第９２、１２２、１２４、１２８、１３０、１３５—

１３６、１７０、２４１、２９０、８７０、９４４页。

——不变资本和利润率——第７１—７２、

２６３、２８４页。

——不变资本的再生产——第３４１、５４３—

５４４、９４６、９５１、９５５、９５７—９５８、９６０—

９６１页。

——不变资本的束缚和游离——第１３４

页。

不合理的和合理的——第６４８、７０２、７２９、

８７８、９２３—９２４、９３０、９３９、９８０、９８４

页。

簿记——第３２２、３５４、９６３页。

Ｃ

财富（社会财富）

—— 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的对抗性质

——第３９８、４９７、６４９—６５０、９３８页。

——财富和劳动生产率——第７７８—７７９、

９２６页。

采矿业——第１１９、１３５、８５６、８７１、８７３、

１０２０、１０２４页。

差额——见支付差额，贸易差额。

产品地租——第７１５、８８７—８８８、８９５—

８９９、９０４—９０５页。

  并见代役租。

产业资本

——一般评述——第３１９、３２３、３２６—３３７、

３３９、３６２—３６３、５６８—５６９页。

——产业资本的产生——第１０２３—１０２８

页。

——产业资本的形式——第２９８—３０６、

３０９—３１２、３２１、３３６、３４０、３５２—３５３、

３６１、３６７、３８２—３８４、４７５—４７６、５２６、

５５５、５６５、５６７、５７０—５７３页。

——产业资本的周转——第３０７—３０９、

３３８、３３９、３４１、３４５、３４９、３５０页。

超额利润

——定义——第７２４—７２７、７６０页。

—— 超额利润的形成—— 第１４、２３、

２２０—２２２、２６４—２６５、２８８、２９４、７２１—

７３１、７５９—７６１、７６３—７７０、８４３、８５８

页。    

——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 第２２２、

７２７—７２８、７６０、７６７、７９７、８１７、８１８—

８２０、８４６、８５９、８７１、８８２、９０１—９０２

页。

——工业中的超额利润——第５９—６０、

２２０—２２１、７２２—７２７页。

——超额利润增加和减少的原因——第

７７２—７８０页。

超额剩余价值——第１９９、２５７、２６０、８５８、

８８２、９４２、１０２７页。

城市

——城市和乡村——第７３３、９０２、１０００

页。

——城市和贸易——第３６６、３６９、３７１页。

抽象

——作为研究方法——第１６１、２０６、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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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８、２９９、７０４、９３３、９４４、９４６—９４７、

９６１、９６３、９８２—９８３、１０１８页。

抽象劳动——第９４５页。

出口——见对外贸易。

储备（商品储备）——第１２９、２０８页。

存款（银行中的）——第５３２—５３４页。

Ｄ

大工业——第６９—７１、８９—９１、９４—９５、

１０２、２６１、３７２—３７６、４１３、８８０、９０９、

１０２７页。

大土地所有者

—— 一般评述—— 第６９５、６９７—７０１、

７０４—７０７、７１９、７２７、７４５、７９０、８１７—

８１８、８４７、８５３、８５８、８７２—８７４、９２１、

９２７—９２９、９３３、９３８、９９８页。

——大土地所有者和农场主——第６９８、

６９９—７００、７０１、７０４—７０５、７６０、７６３、

８１９、８３０、８４４、８４７—８４８、８５１、９００—

９０３页。

——大土地所有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发展中的作用—— 第６９９—７００、

７０１—７０３、８１７、９２７页。

代役租——第６７６、８９０、８９９—９０３、１０１９

页。

贷出者和借入者——第３９５、４０１、４１２—

４１３、４２０、４２６、４５３、５３９、５４１、５７５—

５７７、５８８、６９８页。

贷款

—— 定义—— 第３８４—３８５、３８８—３８９、

４８３—４８４页。

——贷款的形式——第３８０、３８１、３８５、

３９１—３９２、 ４５３—４５４、 ４５７—４５８、

４８３—４８５、５１５—５１８、５４１、５６１、５６３、

５７６、５９０、６００、６０２、６１１—６１２、６５３—

６５４、６８３、６８８页。

  并见借贷资本。

当铺——第３７４、６７９、６８０页。

德国——第９９、１３７、１４３、３７４、５０８、９０９、

１０１６、１０２６、１０２８—１０３０页。

抵押——第５１９、９０７页。

第一国际——见国际工人协会。

地理上的大发现——第３７１—３７２、１０２３

页。

地质学——第８５６页。

地毯

——定义——第２７１、６９８—６９９、７０４—

７０５、７１２、７１４—７１５、７１７、７１９、７２１、

７６０、８１５、８６６—８６７、８７０、８８１、８８２、

８９７、８９９、９０１—９０２、９０８—９０９、９２２、

９２７—９２８、９４２、９５０、９６４、９８０、９９８

页。

——地租的形成——第７２１—７２８页。

——地租的实质——第６９８、６９９—７００、

７０１—７０６、７１７—７１９、８１６、８１９—８２０、

８５９、８６０、８６１、８７１—８７２、８８２、９２３、

９２７—９２８、９３８—９３９、９４１、９４９、９８５、

９８７、９９８页。

——地租率——第７４６、７５１、７７０、８７５—

８７６、８７８页。

——引起地租变动的因素——第６９８、

６９９、７０１、７０５、７０８—７１０、７１８、７１９、

７６０、７６１、８８７、９０１—９０２页。

—— 资本主义以前的地租形式—— 第

６７６、７１５、８８２—８８３、８８７—９０９、９１３

页。

—— 资本主义的地租形式—— 第７１５、

７１９、８６１、８６２—８６３、８６９—８７５、８７７

页。

——地租和租金——第７６０、８５１—８５２、

８６９页。

——对资产阶级地租理论的评价和批判

—— 第２０５、６８８—６８９、６９４、７００、

７０１—７０２、 ７０３—７０５、 ７１１—７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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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９—７２０、８４１—８４２、８６５—８６６、８７０、

８７４—８７５、８７７、８８１—８８５、８８７—８８９、

９０３页。

  并见绝对地租，货币地租，级差地租，

劳动地租，产品地租。

定义——第１７页。

东印度公司——第６１１、６５４、６５８、６８２页。

对外贸易——第２６４—２６６、３６３、５８５—５８６、

６４１—６４２、６４５、７４５、１０２３—１０２４页。

  并见世界贸易。

Ｅ

俄国——第１１、１４５、３７３、５９４、８１８、１０１８

页。

——俄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第３７３

页。

儿童劳动——第１０４、１０５、１０７、１０９、１１１、

２５９页。

Ｆ

发明——第８５、１１９—１２０、１３０、２１３、２６０、

２６５、２９２、７２６页。

法——第３７９、４３６、５４０、６９６页。

法国——第３７４、４９７、６８４、６８８、７０９—７１１、

８６７、８９９、９０９、１０２３页。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十八世纪末）——第

８９９页。

反映——第１７页。

非洲

—— 非洲被欧洲列强瓜分—— 第１０３０

页。

  并见埃及。

费边主义——第１４页。

废料的利用——第９５、１１６—１１９、１３６页。

分成割——第７５６页。

分工

——社会分工——第９７、２０８—２０９、２９６—

２９８、３０３、３０７、３１２、３２４—３２７、３３１、

３５４、３６１、３７１、７１６、７１８、７２５、１００１

页。

——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分工——第３７１、

７１３—７１４、７１６、７１８、７３３、８８６页。

——商业中的分工——第３２９、３３１、３３４—

３３６、３５４页。

分配——第９９２—９９４、９９９页。

——决定分配方式的条件—— 第２７３、

２８７、９２８—９２９、９９３—９９４页。

——剩余价值的分配——第５１—５２、２５５、

８８１、９２７—９２９、９４４、９５６页。

——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分配——第９２６—

９２７、９５８—９５９页。

封建制度

——一般评述——第１９８、３６４、３７０—３７１、

３７３、６７５—６７７、６９４、６９６、７１４、

８８３、８９０—８９１、９０１、９０２、９０５—９０６、

９９０—９９１、１０１５—１０１６、１０１９—１０２０

页。   

——生产关系——第３６４、８９０—８９７、９３９、

９９６页。

——城乡关系——第９０２页。

——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第

３７１—３７７、８８４、８９８—９０８、９１７—９２３、

１０２３—１０２８页。

  并见农奴制。

辅助材料——第９８、１１３、１２２—１２５、１２８、

１３５—１３６、２４４、２５１、２５２、２７７、２９０、

８５６、９４４、１０１７页。

复本位制——第１５、３５８页。

赋税——第９３、６７６、６７８、７３２、８１８、８５４、

８８４页。

妇女劳动——第１０８—１１３、２５９页。

Ｇ

概念——第１７、１６０、２３３、２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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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利贷资本

——一般评述——第４７、２３９—２４０、６７１—

６９２、７０５—７０６、９４０页。

—— 高利贷资本在发展生产中的作用

——第６７２、６７４—６７５、６８８—６９０页。

——反对高利贷资本的斗争——第４４３—

４４４、６７５、６７８、６８０—６８５、７０１—７０２

页。

个人消费——见消费。

工厂——见企业（资本主义企业）。

工厂立法——第１０５—１０７、１０９—１１０、１２４

页。

工场手工业——第３７２、３７４—３７６、１０２６—

１０２７页。

工人后备军——见相对人口过剩。

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产生和生存的条件——第

３０、４９、５３、９４—１１３、１９７、２０１、２１０、

２１９—２２０、２２１、２３０、２４３—２４４、２７７、

２７９、２８３—２８４、２９３、３２６、３３５—３３６、

３７４、４２７—４２８、５４８、６８９、７１３、７１５—

７１６、７２４、８７１—８７２、９２８、９３０—９３１、

９９４—９９５、１０００页。

——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再生产

——第２１０、２７５、２７６、７１５、８９０页。

——工人阶级的收入——第５０４、９２８—

９２９、９３３、９４２、９４９—９５１、９５５、９６４、

９６５、９７０—９７１、９７３—９７４、９８０、９８４、

９９２、９９３、１０００页。

——工人阶级和经济危机——第５４８页。

  并见工资，雇佣劳动，剩余价值，农

业工人，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

工人阶级的斗争——第１１、２２１页。

——争取缩短工作日——第１２４、１４８、９３５

页。

——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工资——第１４８、

８７１—８７２页。

工人阶级的贫困化—— 第１０４—１１３、

１４８—１５４、２１０、３３５—３３６、６７７—６７８、

６９７、７０７—７０９页。

  并见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相对

人口过剩，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

工人运动——见工人阶级的斗争，国际工

人运动。

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的）——第８５页。

工业周期

——一般评述——第１３７、１４２—１４６、２８３、

３４５、４０４、５０５—５０９、５４６—５４９、５５２—

５６１、５６７、５６９、５７５、５８０—５８２、５８３、

５８５、５９７—６００、６４１、６４６、６４９、６６２—

６６６、９３９、９８２页。

—— 周期随工业的发展而变化—— 第

５５３—５５４页。

  并见再生产，经济危机。

工资

——工资是劳动力价值（价格）的转化形

式——第３８、４４、５３、１３１、１８１—１８２、

３２６—３２７、３９９、４３７、４９３—４９４、５２８、

８３５、８９０、９２８—９３０、９４２、９４３、９４９、

９６８—９７２、９７３—９７４、９８０、９８４页。

——工资是工人收入的形式——第９２８—

９２９、９４９、９５０、９５５、９６４、９６５、９７０—

９７１、９７３—９７４、９８０、９８４、９９３页。

——实际工资——第９７４页。

——工资的形式——第９９、１４９页。

——工资和剩余价值率、利润率——第

６０—６１、７６—７７、７８、２０１、２２３、２２６、

２６２、２８０、５８１、９７１—９７２、９８１、９８２

页。

——工资和生产价格——第２２３—２２７、

９８１页。

——工资提高和降低的原因——第１３１、

１８１—１８６、２２７、２２８、２８３—２８４、７２５、

７３８—７３９、７６７、８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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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 第１４８、

８７１—８７２页。

—— 工资下降的趋势—— 第３３５—３３６

页。

工作日

——工作日的组成部分——第９４２—９４３

页。

——工作日的界限——第９７１—９７２页。

——工作日的长度和利润率——第６０—

６１、７７、９２、２７４页。

——工作日和对劳动的剥削——第２２０、

２４０、２４４—２４６、２５８—２６０页。

——工人争取缩短工作日的斗争——第

１２４、１４８、９３５页。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工作日——第９２７

页。

公社

——一般评述——第１９８、６９６、９０５—９０６、

９４０、１０１５页。

——各国的公社——第３７３、８１８、８８６、

８９１、９０５—９０６、９９２、１０２０—１０２２页。

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第９２６—

９２７页。

——物质前提——第１０５、２８９、２９４、４９３—

４９９、６８５—６８７、９２６页。

——生产力——第２８７—２８９、４９７—４９８、

９２６页。

——生产关系——第８７４、９２６页。

——生产——第１２０、１３７、１３９、２０９、２８６、

２９１、２９４、４９７—４９８、７４５、９２６—９２７、

９５８—９５９、９６３、９９０页。

——分配——第９２７、９５８—９５９、９９０—９９３

页。

——农业——第１３９、７４５、８７４、９１５—９１６

页。

——劳动——第９９、２９１、９２５—９２７、９５８—

９５９、９６３、９９０页。

——消费——第９５８—９５９、９９０页。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真正自由——第

９２６—９２７页。

供给——见需求和供给。

古代世界——第３７０—３７１、６７１、６７５、６９６、

７５５、８８６—８８７、９０９、９４０页。

  并见罗马（古代）。

谷物法（英国）——第１２３、１２４、３６６、７０６、

７１１—７１２、７４０、７６６—７６７、８１７页。

股份公司

——一般评述和意义——第２９６、４１７—

４１８、４３６—４３９、４９３—４９６、１０２９页。

——股份公司和平均利润率——第２６７—

２６８、２９２、４９４页。

——个别例子——第４３７、４９５、１０２９—

１０３０页。

股份资本

——定义——第４９３页。

——股份资本和平均利润率——第２６７—

２６８、２９２页。

——股份资本对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意

义——第４９３—４９９页。

股票

——一般原理——第２７９—２８０、２８３、２９２、

５１９、５２６、５２９—５３２、５５８—５５９页。

——股票的种类——第５３３页。

股息——第２６８、２９２、４９４、６６８、９２７页。

固定资本

——定义——第３９—４０、６９８—６９９页。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第

３９—４０、５６、８９、１２４—１２５、５５０页。

——固定资本是不变资本的组成部分

——第９２—９３、９６、１２８、１３０—１３１、

１３５—１３６、１７０、２９０—２９３、９４４页。

——固定资本的损耗——第３９—４０、９６、

１２４、１２５、１３０—１３１、１３５、２５２—２５３、

２９０、２９５、３８５、６８８、８８０、８８８页。

８０１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固定资本和生产费用——第３９—４０、

４２—４３、５３、５６、２９０—２９２、８８８页。

——固定资本的再生产——第９２—９４、

１３０—１３１、２８３页。

——固定资本的价值随劳动生产率的发

展而变动——第９６、１２４—１２５、１３０—

１３１、２９０页。

——固定资本的贷放——第３８４—３８５、

６８８页。

——农业中的固定资本——第６９８—７０２、

８７２、８８０页。

——固定资本和产品价值——第１２４—

１２５、２９０—２９２、２９５、３２１页。

——固定资本和利润率——第２５２—２５３、

２９０—２９３、２９５—２９６、３２１页。

固定资本的折旧——第９６、１２５、１３０—

１３１、１３５、２５２、２６２、２９０—２９１、２９５、

３８５、６５７、６８８、８８８页。

雇佣劳动——第２１８、２９３、３２６、３２７—３２８、

３２９—３３１、３３４—３３５、３７４、４２６—４２７、

４３３—４３４、７３２、９００、９２１、９２８—９３３、

９５０、９９５、９９７、１０００、１０２４页。

规律（作为哲学范畴）——第２６１、２６６页。

贵金属——见金（和银）。

贵族——第３６６、４９６、５７８、６１８、７０７、８１７—

８１８页。

国际工人协会——第７页。

国际工人运动——第３—７页。

国家——第３５８、４３２、４９６、８１８页。

——作为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中剩余产

品的占有者——第３６９—３７０页。

——国家和土地关系——第７４５、８９１、８９５

页。

国家信用——第５９４页。

国债——第４４５、４４６、５２７—５３０、５３１、

５３９—５４０、５９７、６００页。

Ｈ

行会制度——第１９８、３７３、３７５、９０２、９４０、

１０１５、１０１９—１０２１页。

航运业——第８５、３４７、４６２、１０２４页。

合作工厂——第１０１、４３５—４３８、４９７页。

荷兰——第３５７、３７２、６８１、１０２３页。

荷兰东印度公司——第３４３、３６８页。

化学——第４７、８５、１１７、１１８、８５６页。

汇兑率

——定义——第３５８、６３３、６４３—６４４、６５０、

６５３页。

——决定汇兑率变动的因素——第６５１—

６６２、６６５—６６６、６６８—６７０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银行家对汇兑

率的见解——第６５１—６７０页。

汇兑业——第３５５—３５８页。

汇兑银行——第３５５—３５７页。

汇票——见票据。

汇票贴现—— 第３５９、４５４、４８０—４８４、

５１６—５１７、５３２、５４２页。

货币

——定义——第２１６、３０２、３６９、３７８、３９８—

３９９、４４２—４４３、５１２、５２１、５８４、６４９、

６７６、６８５—６８７、７１９、８７７、９３４、９６５、

９７５—９７６、１０１８页。

——货币的历史——第３５４、３５８、１０１６—

１０１９页。

——金属货币——第５０２—５０５、５６６、５７６、

５８６、６４２—６４３、１０１８页。

——信用货币——第４５０—４５１、４５４、４８２、

５５０、５８５、６０８—６０９、６８２页。

——计算货币——第８８８页。

——世界货币——第３５４—３５６、３７１、５１２、

５２１、５８５—５８６、６０８、６７６页。

——作为价值尺度——第３６９、５１２、５７６、

１０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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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购买手段—— 第３１０—３１１、

３５８—３６０、４１４、５０１—５０５、５２０—５２１、

６７６页。

——作为流通手段——第２１６、３０９、３３９、

３５３、３５８—３５９、３６９、３７８、５０１—５０５、

５１３—５１４、５３５、５９１、６１２页。

—— 作为贮藏手段—— 第３５３—３５４、

３５６—３５７、３５８—３５９、３６９、５１２、５１４、

６４０、６６９—６７１、６７６页。

——作为支付手段——第２８３、３０９、３１１、

３３９、３５３—３５４、３５８、３５９、４１４、４５０、

５０１—５０５、５１９—５２０、５２１、５５０、５９０、

６４８、６７６、６７８页。

——货币流通规律——第３３９、５０２—５０５、

５９２、５９４页。

——流通货币量——第３５８—３６０、４９０、

５０２、５０４—５０９、５１９—５２０、５３４、５６５—

５６６、５７６、５９０—５９１页。

——货币作为商品和资本——第３７８—

３８６、３９２—３９９、４１２—４１４、４２５、４４１、

４７３、４９６、５０１、５０３、５２１、５３４—５３５、

５７６、６７２页。

——货币转化为资本——第３６７、３７８、

３９８、４２５、５７２、６７５—６７７页。

—— 作为财富的绝对形式—— 第３６９、

５２１、６７６、１０１８页。

——货币和再生产过程——第２８３、３１０—

３１１、４４３、５７２—５７３、６０２、９４９页。

——对资产阶级货币理论和货币流通理

论的批判——第５００—５２２、６１９页。

货币地租——第６７６、７１８—７１９、８９８—

９０２、９０４—９０５页。

货币经营资本

——定义——第３５２—３５６、３６０、４４２、４５３

页。

—— 货币经营资本的历史—— 第３５４、

３６０、６７１页。

——货币经营资本的利润——第３６０页。

——货币经营资本和贮藏货币的形成

——第３５６—３５７、３５８—３５９、３６９页。

货币流通——第３５８—３６０、３６７、３６９、４９３、

５００—５２２、６００—６０２、６４１、６４３、９４９

页。

货币市场——第４１０、４１２—４１３、５５４—

５５５、５７８、５７９、５９９—６００、６０３、６５６

页。

货币危机—— 第５５５、５８５、５９８—５９９、

６０８—６０９、６７８页。

货币主义——第５１２、６０８、６４８、６６９—６７０、

８８４页。

货币资本（作为产业资本的一部分）——

第３２０—３２１、３５２、３６１、４７５—４７６、

５２５—５２６、５５５、５７３页。

Ｊ

机器

——一般评述——第９４—９６、１１３—１１６、

１２０、１２２页。

——机器价值的再生产——第９３—９４、

１２０、１２５、１３１、１３５、２９５页。

——机器的无形损耗——第９６、１３０、１３１、

２９１—２９２页。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使用机器的界限

——第１３０、２９２、２９５页。

——机器的相对生产过剩——第１３６页。

——机器和劳动的强化——第１３０、２５９

页。

  并见固定资本的折旧。

机器制造业——第９７、９８、１１６、１０２９页。

基础和上层建筑——第８９１、８９２、８９４、９２５

页。

  并见国家，生产关系。

级差地租

——定义——第７２７—７２８、７５９、８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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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２、８４３—８４６、８５１、８６６—８６７、９３０、

９４２、９７３页。

——级差地租的形成——第７２１—７３１、

７４２、８１８—８２０、８３０、８５１—８５２、８６１、

８７１页。

——级差地租的来源——第８４１—８４２、

８５１—８５２页。

——最坏耕地的级差地租——第８３２—

８４０页。

——级差地租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土地

国有化——第７４５、８４６—８４８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级差地租——第

７３１—７３２、７４１—７４２、７４３、７４９、７５６、

７６５、７６７、８３９、８４１—８４２、８５３页。

  并见级差地租Ⅰ，级差地租Ⅱ。

级差地租Ⅰ

——级差地租Ⅰ的形成条件——第７３２—

７３４、７１２、７４３、７５２、７５９、７６１、７７４、

８０４、８１８、８６６—８６７、９０７页。

—— 级差地租Ⅰ的提高和降低的原因

——第７３４—７５３、７６５、７６９、７７４页。

—— 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 第

７６１—７６５、７６７、７６９、７７１、７７９、８０４

页。

级差地租Ⅱ

——级差地租Ⅱ的形成条件——第７５４、

７５９—７７２、７９５、８０２、８０４、８１８—８２２、

８６１页。

—— 级差地租Ⅱ和级差地租Ⅰ—— 第

７６１—７６５、７６７、７６９、７７１、７７９、８０４

页。

——生产价格不变时的级差地租Ⅱ——

第７７２—７８０、８０６—８１０、８１５—８１６、

８１７、８２６—８２７、８３９—８４０页。

——生产价格降低时的级差地租Ⅱ——

第２５２—２７０、２７７、２７９—２８０、２８４—

２８６页。

——生产价格上涨时的级差地租Ⅱ——

第８０１—８０８、８１１—８１７、８２７—８３１

页。

技术——第８５、１１９—１２０、１３０、１３９、１６２、

５５４、７２６页。

济贫法（英国）——第７０７页。

家庭工业——第８８６、８９０、８９５、８９６、９０９

页。

假说——第９４６、１０１３页。

价格

—— 定义—— 第１９８—２００、２１５—２１６、

２５１、３１９、３４４、３９６—３９７、３９８、７２０、

７２９—７３０、９２４页。

——价格和生产费用——第４５—４６页。

——垄断价格——第１８８、８５４、８５９—８６０、

８６１、８６６、８６９、８７０、８７３—８７４、９０７、

９１３、９４１—９４２、９６７、９７３—９７４页。

——引起价格变动的原因——第１９８—

２０２、２１１—２１８、２５１—２５３、２５５—２５７、

３４２—３４４、３４８—３５１、６６３—６６５页。

——原料价格的变动对利润率的影响

——第１２１—１２６、１２８—１２９、１３５、１３８

页。

——农产品价格——第８６０—８６１、８７４、

９０３—９０４页。

  并见市场价格，生产价格。

价值——第２７８、８８２、９２０、９２２页。

——价值定义和价值表现——第３０—３１、

３３—３４、５０—５４、１０３、１５８、１６７—１６９、

１７３、１７５、１８５、１８９、１９２、１９７—２０６、

２０９—２１０、２１５—２１６、２２１、２３２、２９０、

３４９、４２６、４４８、７１６、７２０、７２２—７２４、

７２６、７４５、７７８、８５５、９２２—９２４、９３７、

９３８、９４３、９４７—９５７、９６０—９６５、９７０—

９７２、９７３—９７４、９８０—９８７、９９６—９９７、

１０１６—１０１９页。

——社会年产品的价值——第９４３—９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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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决定商品按价值出售的条件——第

１９５、１９７—２０２、２０９、２１５—２１６、２１８、

７１６、１０１４—１０１９、１０２４页。

——价值和平均利润率——第１７１—１７２、

１０１３—１０２８页。

——价值量随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变化

——第１８６、１８７、１９２、２１３、２１７、２２８—

２２９、２５１—２５３、２５５—２５７、２６２、２８４、

２９０—２９２、２９６、３４４、７２３、７２８、７２９、

８８２、９３７、９４２、９６９页。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价值——第７４５、

９６３页。

——对资产阶级的价值定义的批判——

第１７—２６、５２—５３、１６７、１８９、１９２、

２１３—２１４、２２１、４８２、９２２—９２４、９３４、

９５１—９５７、９６２—９６３、９６９、９７４—９７６、

９８０—９８３、９８６—９８９、１００６—１００９、

１０１０—１０１３、１０１９页。

——虚假的社会价值——第７４５页。

  并见价值规律，交换价值，市场价值，

价格。

价值规律——第１５—１６、１７１、１７９、１９３、

１９５、１９７—２０１、２０９、２１５、２３１—２３２、

３４９、７１６—７１７、７２６、９５６、９７３—９７４、

９９５—９９６、１０１２—１０２１页。

监督劳动和管理劳动——第１５５、４３０—

４３９页。

简单再生产——见再生产。

建筑业（一般原理）——第７００—７０１、８６２、

８７１—８７３、８８０页。

交换

——定义——第３１４、３８６—３８７页。

——交换是产品转化为商品的必要条件

——第１９８、７２０、１０１５—１０１９页。

——交换和货币的产生——第３５４、３５８、

１０１６—１０１８页。

——交换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

的唯一形式——第２０８—２０９、２７３、

６４９页。

——商品按其价值交换——第１９５、１９７—

２０２、２０９、２１５—２１６、２１８、７１６、１０１４—

１０１９、１０２４页。

——商品作为资本产品的交换—— 第

１９６、１９７—１９８、２５４、１０１４页。

——社会生产两个部类之间的交换——

第６０２、９４６—９４８页。

交换价值——第９８、２０３、２７７、２９６、３１１、

５８４、７１６—７１９、７２８—７２９、９２３页。

交易所——第４１２、４９７、５４１、５５８、５７８、

１０２８—１０３０页。

阶级——第１１２、２１７、６７９、６９８、８１７、１０００、

１００１页。

节约（生产条件的节约）——第５３、７１９２—

１０３、１１３—１２０、２３４、４１９、７６２、７７７—

７７８、９７０页。

节约（以工人为牺牲的劳动条件的节约）

——第５３、９８、１０２、１０４—１１３、１９１

页。

借贷——第５３４页。

借贷资本

——定义——第２６７—２６８、３８１、３８４、３９７、

３９９、４１０、４１１、４２２、５４０—５４２、５６１、

５６５—５６６、５７７、６７８—６７９页。

——借贷资本的实质——第３８４—４００、

４０５—４０６、４１７、４２６、４２８、４４０—４４３、

６７９、６８１、６８７页。

——借贷资本的总公式——第３８０—３８１

页。

——信贷资本的源泉——第４５３—４５４、

５６９、５７０页。

——借贷资本的运动——第３８０—３８１、

３８４—３８５、３８８—３９２、４４３、５６１、５６４—

５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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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资本和现实资本——第５３９—

５４２、５４５、５５３、５５８—５６２、５６５—５６６、

５６８—５６９、５７２、５８７—５８８、６６２、６６３

页。

——借贷资本和流通手段——第５６５—

５６６、５９０页。

——信贷资本的历史——第４２２、４５３—

４５４、６７１页。

——借贷资本的拜物教——第３９６—３９７、

４４０—４４９页。

——对资产阶级的借贷资本定义的批判

——第３８６—３８８、３９８、４１６、４２２、４２４、

４４４—４４９、５２６、６８８—６８９页。

  并见信贷（信用），高利贷资本，贷款。

借贷资本的积累

——一般评述—— 第４６８—４９１、５３９—

５４１、５５２—５５３、５６４、５６８—５７２、５７５

页。

——来源——第５６９、５７０、５７３—５７５页。

——借贷资本的积累和现实资本的积累

—— 第５３９—５４１、５４９—５５０、５５３、

５６０—５６２、５６８—５６９、５７２—５７９页。

金（和银）

—— 一般原理—— 第２８３、４８８—４９１、

５１２—５１３、５１７—５１８、５２１、６４１、６４２、

６４７—６４９、７４３、９７５—９７６页。

—— 金银作为货币—— 第１５６—１５７、

３５５—３５８、５１２、５２１、５７６、６２５—６２６、

６４３、６４９、６５３、６６８—６７０、６８５、９２０

页。

——金银的产地——第５６８、６０２、６４０页。

——金银的流入和流出——第３５５—３５９、

５１２—５１５、５１８、５１９、５２１、５５７、５６６—

５６７、５６８、５８５—５８６、６１０、６２５、６２９、

６３３、６４０—６４８、６５０、６６２—６６３、６６９

页。

进口——见对外贸易。

经济规律

——在对抗的社会形态中经济规律实现

的特点——第１８１、２７３、２８６、９２５—

９２７、９３６、９３９、９９５—９９７、１０２７页。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规律——第

２８６、９２６—９２７页。

经济危机

——一般评述——第１３６、２５０、２７０、２７７—

２７９、２８２—２８４、２８８、２９３、２９６、３４０—

３４１、４０４、４９９、５０７、５２２、５３１、５４７—

５５０、５５３—５５９、５６９、５８１、５８５—５８６、

５９８、６１３、６２０、６２８—６２９、６３８、６４３—

６４４、６５０、６６４、６６５页。

——经济危机的原因——第２７７—２８８、

２９３—２９４、２９６、５４７—５５０、５５４、５５６、

５５７、５７５页。

—— 个别例子—— 第１４０、１４２—１４３、

４５９—４６６、４６９、４７１、４７４—４７９、４９６、

５４９、５５１—５５３、５５６、５５７、５６７、５９８—

６０２、６０９、６２０、６２７—６２９、６４０、６４３—

６４５页。

—— 对资产阶级的理论的批判—— 第

５８３—５８４、６２７—６２８页。

  并见生产过剩，工业周期。

经理——第４３０—４３９、４９３—４９４页。

——经理和监督工资、管理工资——第

４３０—４３９、４９３—４９４页。

竞争

——一般原理—— 第１７、４５、５１—５２、

１３７—１３８、１５５、１７２、１９３、１９５、２０６、

２１５—２２０、２２１、２３１—２３２、２５０—２５１、

２５６—２５７、２６２、２８１—２８２、２８５、２８９、

２９２、２９４—２９５、３４３、３５０、３９９、４０６—

４０７、４１１、４９４—４９５、７２６、７７８、８５８、

９３０、９３６、９７４、９７６—９７８、９８８页。

——竞争的种类——第２０１—２０２、２１６—

２１７、２３１、２８１、３４３、３４４、９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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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第１３７—１３８、２６４

—２６５、３７２、５５４、８１７、８８４、９８８页。

——竞争和垄断——第１３７—１３８、２１６—

２１７、２１９、２５１、２６５、４９４—４９５、５５４

页。

具体劳动——第３４、３９、９３２—９３３页。

绝对地租

——定义——第８５７、８５９、８６１、８６９、９０７—

９０８、９４２、９７３页。

—— 绝对地租的形成—— 第８４３—８７０

页。

——采矿业中的绝对地租——第８７０页。

绝对剩余价值——第９２、１０２、１３０、２５８—

２６０、２６７、２８４页。

Ｋ

卡特尔——第１３８、４９５、５５４页。

科学——第９７、２９６、３５０、３７６、９２３页。

可变资本

——定义——第３８、４１、１３４、１６２—１６５、

１８１—１８２、３３４、６０２、９４２、９４９—９５１、

９６４、９６８页。

——可变资本和价值创造过程——第３４—

３８、３９、４１、６１—６２、７７７—７７８页。

—— 可变资本是流动资本的组成部分

——第３９—４０、１２５页。

——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第４１、４９—

５０、８６、１３１—１３４、１６４—１６５、１９２、

２６３、２７５—２７６、９６９页。

——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率——第５１、

１３１—１３４页。

——可变资本的束缚和游离——第１３１—

１３４页。

——农业中的可变资本——第７１８页。

空想社会主义—— 第６８３—６８４、６８７、

８５３—８５４页。

扩大再生产——见再生产。

Ｌ

劳动

——一般原理——第２１９、４２７、４３１、４３３—

４３５、９２０—９２２、９２４—９２６、９２８—９３０、

９３２—９３４、９４３、９５８—９５９、９９５—９９７、

９９９、１０１６页。

——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二重性——

第３４、１００—１０１、９３２—９３４、９４５、９５４

页。

——劳动是价值的实体——第３４、３７、５０、

５３、５４、１０３、１６７、１８５、１８６、１９２、

２０３—２０４、２０９—２１０、２１５—２１６、２９０、

４２６、６４９、７２０、７２３、７７８、９３７、９４３、

９６０—９６５、９７０—９７２、９８０、９９７、

１０１６—１０１８页。

——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社会化——

第９４—１０１、１０８、１１９—１２０、２９６、

４３１—４３２、４３３—４３６、９２０、９６３、９９６—

９９７、９９９页。

——劳动在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

第９７、１９５、２１８—２２０、７１６—７１７页。

——整个社会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

——第５０、１６７、１９６、２０９、７１２—７１３、

７１６—７１７、９４２—９４３页。

——熟练劳动—— 第１５９—１６０、３２３—

３２４、３３５—３３６页。

——一般劳动——第１２０页。

——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第７１２—

７１６、９２２页。

—— 商业劳动—— 第３２３—３２４、３２６、

３２７—３２８、３２９—３３５、３３７页。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劳动——第９９、

２９１、９２５—９２７、９５８—９５９、９６３、９９０

页。

  并见劳动的强化，雇佣劳动，劳动生

产率，劳动力，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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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剥削程度——见剩余价值率，资本

对劳动力的剥削。

劳动的强化——第９３、１３０、２２０、２４５、

２５８—２５９页。

劳动地租——第８８９—８９５、９０４页。

劳动力

——劳动力作为商品——第５３、３９３—

３９４、４２９、５８２、９２８—９２９、９４９、９９４—

９９５页。

——劳动力的价值（价格）——第３４—３８、

４４、５３、９９、１３１、１８１—１８２、２２８、３２６、

３３５、３９９、４２９、４３７、４９３—４９４、５２８、

５８１—５８２、８３５、９２８—９３０、９４２—９４３、

９７１、９８２—９８４页。

——劳动力的使用价值—— 第３４—３８、

３３５—３３６、３９４、４２８、４３３、４４１页。

——劳动力的再生产——第１２２、１３１、

２１０、２３９、２７５、２７６、７１５、９２８页。

——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的发展——第

２４３—２４５、２４７—２４９、２６０、２６３、２７５—

２７９、２８４—２８５、２９３、３３５—３３６页。

劳动生产力——见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

——一般原理——第５９—６０、６７、８４—８５、

９３、９５—９７、１００、１０１、１２５、１３４、１８３—

１８４、２２０—２２１、２２８、２４０、２４７—２４９、

２７５—２７９、２８９—２９０、２９４—２９６、４４８、

５４４、７２４、８４０、８８５、９２６页。

——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对商品价值（价

格）的影响——第１８６、１８７、１９２、２１３、

２１７、２２８—２２９、２３６—２３７、２５１—２５３、

２５５—２５７、２６２、２８４、２９０—２９２、２９４—

２９５、３４４、７２３、７２８、７２９、８８２、９３７、

９４２、９６９、９９６页。

——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对工资量和利润

量的影响——第５９—６０、２３９—２４２、

２４５、２５６—２５７、２６３、２６７、２７５—２７８、

２８７—２９０、２９２—２９６、７１５、９６０—９６１、

９６８—９６９页。

——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的贬值—— 第

２６３、２７３、２７４、２７６—２７８、２８０—２８２、

２８４、４４８页。

——决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条件——第

６０、７１、１８３—１８４、２５９—２６０、２７３、

２８９—２９１、７２５—７２７、７７８、８５６、９２２—

９２３页。

——劳动生产率是资本积累的因素——

第９９、２３６—２３７、２４３、２７６—２７８、

２８８—２８９、２９６、４４８页。

——劳动生产率和自然力—— 第２８９、

７２１—７２８、８４０、８６４、８８５、８９２—８９３

页。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第２９０、

９９６页。

——劳动生产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义

——第２２０—２２１、２９２—２９４、９２６页。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劳动生产率——

第２９１、９２６—９２７页。

劳动实际上隶属于资本——第２１９—２２０、

２６３页。

劳动形式上隶属于资本——第２３９、２６３、

８８２页。

劳动资料——第３９—４０、４３、４９、５４、２８５、

９３２—９３３页。

劳动资料的无形损耗——第９６、１３０、１３１、

２９１—２９２页。

理论和实践——第１７２、１８９、１９０、１９５—

１９６、２１２、４３２、７０４、８７８、９８９、１０１８、

１０２７页。

历史的和逻辑的——第１７、２７１、３２０、３７６、

１０１３页。

利润

——定义——第１８、４１—４４、４７、５０、５１、

５３、５６—５８、２３８、２４２、２７１、３２７、３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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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６、３７８、４０３、４３７、５６９、６１５、７１５、

７３７、７７８—７７９、８６０、８９０、８９９、９１９—

９２０、９２７、９３６、９３７、９４１、９４２、９４９、

９５０、９５９、９６２、９６４、９７２、９８０、９９７—

９９８页。

——利润的源泉—— 第５０、１８７—１９１、

２３４、３１５、７７８—７７９页。

——利润量——第２４２—２４９、２５２、２５５—

２５６、２６０、２７３、２８０、２８９页。

——影响利润量的因素——第８４、９２、１６０—

１６１、１８９—１９２、２２０、２３１—２３２、３４５—

３４６、５８１、６６２、６６４—６６５、７２５页。

——利润的分配——第２２０、３９９、４０１—

４０３、４０８、９７４页。

——利润和剩余价值——第４４—４５、５０、

５１、５３、５４—５９、１６６—１６７、１８０—１８１、

１８７—１８９、１９３—１９４、２０１、２２０、２３４、

２３８、２４５—２４６、２６０、９３６、９７２页。

——利润的界限——第９７２页。

——产业利润—— 第３１５—３１６、３１９—

３２０、３２４、３３１、４０２、４１８—４１９页。

——货币经营者的利润——第３６０页。

—— 股份公司的利润—— 第４９３—４９４

页。

——对资产阶级的利润理论的批判——

第４６—４７、１８９、２３８、２５６、３１６、３４３—

３４４、８８３、９７８—９７９页。

——资本家关于利润起源的观点——第

４２—４３、４６、４７、１５５—１５６、１８８—１８９、

１９０—１９１、２３４、４３０—４３１、７７８—７７９、

９３７—９３８、９６１—９６２页。

  并见利润率，剩余价值，商业利润。

利润率

——定义——第５０—５１、５４—５９、８４、８８—

８９、１２４、１３０、１６８、１８１、１８７—１８８、

１９７、２３７—２３８、２５３—２５５、２７５、２８８、

４０８、９３６、９７２页。

——年利润率——第８８—８９页。

——影响利润率的因素——第２３、５１、

５９—１０２、１２１—１２４、１２８、１２９、１３２—

１３４、１５５—１６１、１６６、１６７—１７２、１７４、

１７７、１８７—１９０、２２０、２２６、２３１—２３２、

２３７—２３８、２４０、２５２—２５４、２５８、２６０—

２６１、２７３、２７５—２７６、２８１、３３４、４００、

４０３、４１４、４１９、５８１、８３５、８７７、９３６、

９４１、９７０、９８２页。

——利润率是资本发展的起点——第５１、

１０２１—１０２４、１０２８页。

——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 第２７０、

２８７—２８９页。

——各国的利润率——第１６０、１６８—１６９、

２３９页。

  并见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

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

——这个规律由马克思发现——第１６—

１７、２３７—２３８页。

——这个规律的实质——第２３５—２３８、

２４０—２４２、２４４—２５２、２５６、２５７、２５９、

２６０、２６９、２７５—２７７、２７９、２９２—２９５、

４４８、７０３页。

——决定这个规律作为一种趋势来发生

作用的各种因素—— 第２３７、２５２、

２５８—２６３、２７５—２７８、２９２、２９３页。

——这个规律的矛盾——第２７７—２７９、

２８７—２８８页。

——这个规律和竞争—— 第２８１、２８５、

２９４—２９５页。

——这个规律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意义

——第２３８、２８７—２８９页。

——这个规律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 第２３８、２４９、２５１、２８８—２８９、

２９５—２９６页。

利息

—— 定义—— 第２３９—２４０、３７８—３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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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１、３８４、３８５、３８７、３９２、３９６、３９８—

４０１、４０８、４１５、４１８—４２５、４２８、４２９、

４４２、４７９、６７３页。

——利息的变动——第３９９、４０２—４０３、

４１１、５８０—５８１、６６４—６６６、７０３页。

——利息的历史——第２３９—２４０、４１２、

４２２、６７３、６７６、６７７、９１４页。

——利息拜物教——第４２０—４２１、４２９—

４３０、４４１页。

——对资产阶级的利息定义的批判——

第４００、４０５—４０８、４２２—４２３、４２５、

４２６、７０１—７０２页。

  并见利息率。

利息率

—— 一般评述—— 第３９４、４０２—４０３、

４０５—４０６、４０８—４１５、４２３—４２５、４４２、

４７３、５６５、５８１—５８２、５８３、６０１、７０３

页。

——工业周期的不同阶段的利息率——

第４０４、４７６—４７７、５４９、５５２—５５３、

５６１、５６９—５７０、５８０—５８１、６３３、６４６、

６６２—６６５页。

——平均利息率——第１８２、４０６—４１０、

４１２、５８０页。

——市场利息率——第４１０—４１２、６１５、

６３３页。

——决定利息率的因素——第４１２、４７３—

４７７、５８０—５８４页。

——个别例子——第４０４、４１０、４７５—４７７、

５６９、５７９、６３３、６７６页。

  并见利息。

列万特——第１０２１、１０２２、１０２３、１０２４页。

林业——第６９７、８６６页。

流动资本

——定义——第３９—４０、４１、８９、２８９—

２９０、３２１、３８４—３８５页。

——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第

３９—４０、４１、５６、８９、１２４—１２５页。

——可变资本是流动资本的组成部分

——第３９—４０、１２５页。

——流动资本和不变资本——第９３、１２２、

１２４、１２６、１３５—１３６、１７０、２８９—２９０、

８７０、９４４页。

流通

——一般评述——第４９、５１—５４、２７８、

３３９、３４９、３５８—３５９、３６６—３６７、３８２—

３８３、３８５、４４１、４９３、５０３—５０６、９３５、

９３６、９９５页。

——流通是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

第２９—３０、２７２—２７３、２９８、３０１—３０２、

３１１、３１３、３１４、３２０、３２２、３６１、３６２、

３６７、６８９、９３６页。

——剩余价值产生于流通中的假象——

第４６、５２、１５５、９３５—９３６、９３７、９７８—９７９

页。

—— 流通和商品价值—— 第３１１—３１４

页。

  并见流通时间。

流通费用——第２９８、３１４—３１５、３２１—

３２４、３２５—３２７、３２９—３３７、３４２、３５３—

３５４、３７３、４９２页。

流通时间——第５２、８４、８５页。

——流通时间和剩余价值的生产——第

５２、８４、８６、３１１—３１２、３１３、３２３、３３９、

３４５、９３６页。

流通手段的节约——第４９２—４９３、５７６、

５９０—５９１、５９３、６１４—６１５页。

流通资本——第２９８、３０６、３６１、３６２页。

垄断——第１９９、２１９、９７３页。

—— 工业中的垄断—— 第１３７—１３８、

２１６—２１７、２１９、２２２、２５１、２６５、３４２—

３４３、３５０—３５１、４９４—４９５、５５４页。

——土地所有权的垄断——第６９５、６９７、

７１１１名 目 索 引



７０５—７０６、７１４—７１５、７１９、７２７、８４６、

８４９、８５３、８５９、８７１、８８３、９７３页。

  并见卡特尔，托拉斯。

垄断地租——第９４１—９４２页。

罗马（古代）——第３５５、３７１、４７７、６７１—

６７３、６７５、６７７、６７８、８８６、８８７、８９９

页。

罗马尼亚——第９０５—９０６页。

Ｍ

马尔克（德国公社）——第６９６、１０２０—

１０２２页。

马尔萨斯主义——第４４５、７５６页。

卖和买——第２０３、２１５、２１７、２９９、３０１—

３０４、３１３、３２２、３２８、３４１、３６４、３８２、

３８５、３８８—３８９、３９３、４１４页。

矛盾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第１３７—１３８、２７３、２７７、２７９、２８７、

２９２—２９４、２９６、４９７—４９８、９９９页。

——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形式之间

的矛盾——第２８７、２９４、２９６、３９８—

３９９、４９７、６５０、９２０、９２５—９２６页。

——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第２０８—

２０９、２７２—２７３、２８６—２８８、５４６—５４７

页。

——土地私有权和合理的农业之间的矛

盾——第１３９、６９９—７００、９１５—９１７

页。

贸易差额——第５５７、５８６、６４３、６６７—６６８、

８８４页。

美国

——一般评述——第８５、９１、１２６、１４５—

１４７、４３３页。

——工业——第１３７、４９５页。

——农业和土地关系——第６９９、７０８—

７０９、７５５、８６７、９０６页。

——货币制度和贸易——第５５６—５５７、

６４１、６６０、１０２３、１０２８页。

美洲——见阿根廷，秘鲁，美国。

秘鲁——第９９２页。

Ｎ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第８５、９７、１１９—

１２０页。

农村

——农村和城市——第７３３、９０２、１０００

页。

农民——第２３９、３７５、６７２—６７４、６７７—

６７９、７６３、８１８、８９７、９０２—９１７、９４６、

９８９—９９０、１０１４—１０１８、１０１９页。

农奴制

——一般原理——第１９８、３６４、６９６、７１４、

８９０—８９１、８９３—８９４、９４０、９９６、１０１５、

１０１９—１０２０页。

——剩余劳动的各种形式的特点——第

８８７—９０３、９４０页。

  并见封建制度。

农业

——一般原理——第６９—７０、７１、１１７—

１１９、１３１、１３４、１３５、１３９、２９３、５０８—

５０９、５４３、６９４、６９６—６９８、７００、７０９—

７１３、７１８、７３２—７３４、７４０、７４２—７４３、

７５４—７５８、７６２、７６６、８１７、８６４、８６９—

８７０、８８６、９０３、９０７—９０８、９９８、１０３０

页。

——资本主义以前的农业—— 第２１９、

７１２—７１３、７６１、８８６、９０８—９１１、９９８

页。

——资本主义农业——第６７、１２３、１３１、

２５９、２９３、６９３、６９４、６９６—６９８、７０１—

７０３、７１８、７２９、７３２、７５３—７５４、７５８、

７６２—７６３、 ７７９—７８０、 ８５６—８５７、

８６０—８６４、８６８、８６９—８７０、８７２、８７９—

８１１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８８０、８９９—９０４、９１１、９９８、１０２７页。

—— 资本主义农业的矛盾—— 第１３９、

６９９—７００、９１５—９１７页。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农业——第１３９、

７４５、８７５页。

农业工人——第６９７—６９８、７１３、９００页。

——农业工人的工资——第７０７—７１２、

８５２页。

农业化学——第７３３、８６８页。

农艺学——第６９６、８６７页。

奴隶占有制度

——一般原理——第３８、１９８、３６３、３７０—

３７１、４３１—４３４、５２８、６７２、６７７、７０３—

７０４、７１４、９０６、９１１—９１２、９２５—９２６

页。

——生产关系——第３６４、８７４、８９０—８９２、

９３９、９９６页。

Ｐ

票据

——定义——第３０９、４１４、４５０—４５１、４８１、

５０３、５１６、５３２、５４２、５９０、６１２页。

——票据贴现——第３５９、４５４、４８０—４８４、

５１６—５１７、５３２、５４２页。

——空头票据——第４８５、６１２—６１３页。

——票据的流通规律——第５４２—５４５、

５５５、６１２—６１３、６１５页。

——票据欺诈——第４８０、５４８、５５５、５６３—

５６４、６０６页。

平均利润

——定义——第１５、１７６—１７８、１８８—１８９、

１９１、１９２、２００—２０１、２１８、２３３、４１２、

４２１、４３７、８５７—８５８、８６９、８８１、８８２、

９２７—９２８、９３６—９３８、９４１、９７３—９７４、

９８４页。

——平均利润的形成——第１７１—１７２、

１７６、１７７、１８８、２１８、２３１—２３２、３１７、

３１８、９０２页。

——决定平均利润量的因素——第１８１—

１８３、１９１、２０１、２２０—２２１、７２５、９８１

页。

平均利润率

——定义——第１７６—１７７、１９３、１９４、２３３、

２４５、２６３—２６４、３１８、３４５—３４６、３７７、

４１０—４１２、８５７—８５８页。

——平均利润率的形成——第１６０、１７１—

１９５、２３２—２３３、２６３—２６４、２９５、３１７—

３２１、９２７、９７２、９７７—９７８、９８１页。

——决定平均利润率的因素——第４５—

４６、１６０、１８１—１８３、１８６—１８７、１８９—

１９１、１９３、１９４、２２０、２２８、２３６、２６４—

２６６、２８０、３４５—３４６、４１０、７２５、９８１

页。

——平均利润率和剥削程度——第１８７、

２２０页。

——平均利润率是一种趋势——第１９３—

１９４、４１０页。

——商人资本的平均利润率——第３４５—

３４６页。

蒲鲁东主义——第４８、３８６—３８８、３９８、６８７

页。

Ｑ

企业（资本主义企业）——第８９—９１、９４、

１０５、１６５—１６６、１７３—１７４、２４４、２６２、

２６７、２９２、３２９、３３４、３３６—３３７、８４９、

９６８页。

企业主收入

——定义——第２６７、４１８—４２３、４２５—

４２７、４３７、５６１、５８０、９２７—９２８、９６４

页。

——企业主收入和利息——第４１５—４２９、

４３７、５８０—５８１、９１９—９２０、９２７—９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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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主收入和管理工资——第４３０—

４３９页。

——资本家的观点——第４２６、４２７、４２９—

４３１、４３７页。

Ｒ

热那亚——第３６７、６８０、６８１、１０２０、１０２２

页。

人（作为社会生产力）——第９２１、９２６—

９２７页。

人口——第２４３、２７３、２８７、２９６、４４９、７０８—

７０９、７１８、８６８、９０７页。

人口过剩——见相对人口过剩。

日本——第１１７页。

瑞典——第９０９页。

Ｓ

商品

——一般原理——第１９８、２０３、２０９、２１５、

３６４、３６８、３８０—３８１、３９３—３９４、６７７、

９３４、９６４、９９４—９９６页。

——商品的二重性——第２０３、２０６、２１５、

３１１、３９３、７１５—７１９、７２８—７２９页。

——产品转化为商品的条件——第１９８、

３６４、３６５—３６６、３６８、３７１、３７５—３７６、

７１８—７２０、９９４—９９５、１０１５—１０１９

页。    

—— 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 第１９６、

１９７—１９８、２１８、２５４、４７３、５０３、９６１、

９９５—９９６、１０１４页。

商品经营资本——见商业（商人）资本。

商品流通

——简单商品流通——第１９６、２１８、３０１—

３０２、３０４、３５３、３６３—３６８、５０４、１０１６—

１０１８页。

——资本主义商品流通——第２１８、３４７、

３５８—３５９、３６２、３６７、３８２—３８４页。

——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第３５８—

３５９、３６３、３６７、３６９、３８２页。

商品生产

—— 简单商品生产—— 第１９６—１９８、

２９１、６７８、１０１６—１０１９、１０２３—１０２４

页。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第２０２、３４７、

７１７、７１８—７１９、９９４—９９５、９９７、

１０１８—１０１９、１０２７—１０２８页。

——商品生产对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

渡所起的作用—— 第３７１—３７６、

９００—９０４、１０２３—１０２８页。

商品资本

——定义——第１２９、２９７—３００、３０１、３０５、

３８２—３８３、５２６、５５５、５５８、５６６、５６７、

５７０、９６４页。

——商品资本的流通——第２９８—３０５、

３０６、３１３、３３３页。

——商品资本和商业资本——第２９８—

３０３、３０６—３０７页。

商人公会——第１０２０—１０２４页。

——汉萨——第１０２１页。

商人资本——见商业（商人）资本。

商业

——定义——第３６４、３６６—３６７、３７６、５４４

页。

——转运贸易——第３６７—３６９页。

——批发商业——第３２２、３４０、４９６、５０４、

５９３、５９８、６１２、６８０、１０２４页。

——零售商业——第３４０、３４７、３５８、５０１—

５０４、５０５、１０２４页。

——货币贸易——第３５５—３６０页。

——商业和生产的发展——第３６４、３６９—

３７２、３７６页。

——商业和地理上的大发现——第３７１—

３７２页。

  并见对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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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价格——第３２０、３４３—３４４、３４８、３４９

页。

商业利润

—— 定义—— 第３１４、３１９—３２０、３４２、

３４５—３４８、３５０—３５１、４４０页。

——商业利润的源泉——第３１３—３１８、

３２７—３２８页。

——商业利润和产业利润——第３１９—

３２０、３２４—３２５页。

——商业利润是商人收入的源泉——第

３２４页。

——商业利润和工资——第３２４—３２８、

３３５页。

商业信用

——一般评述——第４５４、５４２—５４６、５４８、

５５３、５６１、５６５、５７３、５７９、５８６—５８７、

５９０、６６３页。

—— 商业信用的工具—— 第５４２—５４５

页。

——商业信用的界限——第５４４页。

——商业信用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

的作用——第５４４—５４８、５５３—５７５

页。

商业（商人）资本

—— 定义—— 第２３２、２５０、２９７—３０２、

３０５—３０７、３１０—３１２、３２０、３３３、３５２、

３５９—３６０、３６５—３６９、６７１页。

——商业资本的职能——第２９９—３１４、

３２７—３２８、３３２３３３、３３６、３５３、３６１、

３６３—３６５、３６９、３７６、３８０—３８１、４４０

页。

——商业资本的周转——第３０７—３０９、

３２０、３３８—３４２、３４５—３５１页。

——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第２９８—

３１２、３１９、３２４—３２５、３２６—３２８、３２９、

３３３、３４６—３４７页。

——商业资本和流通费用——第２９８—

３０２、３１４—３１６、３２１—３２４、３２５—３２７、

３２９—３３７、３４２页。

——商业资本的利润——第３１４、３１７—

３２０、３２４、３２７—３２８、３３０—３３５、３４５—

３４８、３５０、３６８页。

——商业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

—— 第 ２３、３０６—３０７、３１１—３１２、

３２４—３２５、１０２５—１０２８页。

——商业资本的积聚和集中——第３２９、

３３１页。

——商业资本的补偿——第３３０—３３３页。

—— 商业资本和信贷—— 第５４６—５４７

页。

——商业资本的历史—— 第３２０、３４５、

３４７、３６３、３６５—３７６、６７１、６７６、６８０—

６８１、６８８、６８９、１０１９—１０２４页。

——对资产阶级的商业资本定义的批判

——第３１１、３６１—３６３页。

  并见货币经营资本。

上层建筑——见基础和上层建筑。

社会——第２７９页。

——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第

６７５、６７９、８９１—８９２、９２５页。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１０３、１５８、２０３—

２０４、２０９、２１７、２７９、２９４、３２２、７１６、

７２０、７２２、７２６、９６２、９９７、１０１６—１０１８

页。

社会（年）产品——第１７９—１８１、９２８—

９２９、９４１页。

——社会（年）产品按价值分割——第

９４３—９４５、９４６—９４７页。

——社会（年）产品按实物形式分割——

第９４６—９４７、９５０、９５７页。

社会分工——见分工。

社会经济形态——第８７４—８７５、９２１页。

  并见生产方式。

社会主义——见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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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革命——第２９４、８７４页。

社会资本（一般评述）——第１７９、１８５—

１８７、２４６—２４７、２８５、２９７—２９８、３１１、

３１５、６０２、９４１、９４５—９４６、９９４页。

生产

——一般原理——第４９—５３、１２０、１８５、

２１７、２８７—２８９、３６２、３６７、４９４—４９５、

７１５—７１６、９２５—９２７、９３６、９４０、９９２、

９９７、１０１６页。

—— 社会生产的两个部类—— 第３３１、

３４１、５４３、６０２、９４６—９４８、９９２—９９３

页。

  并见再生产。

生产方式——第３６３、３７１、４３４、４９７—４９８、

７０２、８８６、８９０、８９３、９２２、９２４—９２５、

９２６、９９３、９９６、９９９页。

  并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产主义，

社会经济形态，原始社会，奴隶占有

制度，封建制度。

生产费用

——定义——第３０、３３—３８、３９—４１、４４—

４６、５０、５２、５６、１７２、１７８、１８３—１８５、

１９１—１９２页。

——生产费用的组成部分——第３０、３４—

３８、３９—４０、５３、５６页。

—— 影响生产费用变动的因素—— 第

３４—３８、３９—４０、５５、１７２、７２３、７２５—

７２７页。

——生产费用和商品价格——第４４—４６

页。

——对资产阶级理论的批判——第５７０

页。

生产关系

—— 一般评述—— 第８９０—８９２、９２５、

９９３—９９４、９９７、９９９页。

—— 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 第８７４、

９９３、９９９页。

——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

——第８９１—８９２、９２６、９９０—９９３、９９９

页。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第１３７—１３８、２７２—２７３、２７８、２７９、

２８７—２８９、２９３—２９４、４９７—４９８、４９９

页。

——剥削的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第

４３３—４３５、８９０—８９５、９３９页。

——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 第３６４、

８７４、８９１、９４０、９９６页。

——封建的生产关系——第３６４、８９０—

８９７、９４０、９９６页。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第４９、５３、

５６—５７、１００—１０１、１３７—１３８、２１７—

２１８、２７２—２７３、２９４、２９６、３９８—３９９、

４２５—４２６、４２７—４２８、４２９、４３３—４３５、

４４０、４４１—４４２、４４９、６７２—６７３、６９４、

９１５、９２０、９２５、９３４—９３５、９８５、９９３—

９９７、１０００页。

—— 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 第

８７５、９２６页。

——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第８９０、８９４、

９２５、９４９—９５０、９８５、９９４页。

——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第９９２—

９９９页。

  并见所有权。

生产过剩

——一般评述——第２７９—２８９页。

——绝对生产过剩——第２８０、２８４—２８５

页。

——相对生产过剩——第１３６、２０７、２８５—

２８６、５５６、７５８页。

——生产过剩和相对人口过剩—— 第

２８４—２８５页。

——生产过剩和信用——第４９８页。

  并见工业周期，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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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集中——第９４、１０８、２９６、４９３、８８０、

９９４、１０００页。

——生产集中和工人集中——第９７—９８、

２４４、４９３—４９４页。

生产价格

—— 定义—— 第１７６—１７７、１８３—１８６、

１９３—１９４、１９９—２０１、２１７—２１９、２２１、

２２３、２２９、２３１、３１８、７２１—７２２、７３４、

８４７、８４９、８５５、８５７—８５９、９３６—９３７、

９６４、９７２、９７３、９８４、９９８页。

—— 影响生产价格的因素—— 第１０１、

１８６、２００、２２３—２３４、７２２—７２３、９８１

页。

—— 生产价格和商品价值—— 第１７９、

１８１、１８３—１８５、１９３—１９４、１９８、２００、

２０１、２１９、２２１、２２９—２３２、７２１—７２２、

８５４—８５５、８５７—８５８、８５９—８６１、９７２

页。

——生产价格和市场价格——第１９９—

２０１、２２１、２３２、３９９、４１１、７２２、８５１、

８６１、９８２—９８３、９８６—９８７页。

——生产价格和商业利润——第３４２—

３４３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见解——第２２１

页。

  并见价值规律。

生产劳动——第３３４—３３５、４３１页。

生产力——第５３、１０２、２５８、２７５、２７７、２７９、

２８７、２９３、２９６、４９７—４９８、９２６、９３５、

９９３、９９６、９９９页。

生产时间——第８４—８５、３０７—３０８、３３９

页。

生产事故——第１０４—１１３页。

生产资本——第３１４、３２７、３３９、３６１页。

生产资料

—— 一般评述—— 第４９、９４、９７—９８、

１００—１０１、２７９、２８３、２８４、２８７、４９７—

４９８、６８８、７６１、９２０、９３１—９３２、９６１、

９９７页。

——生产资料是不变资本或固定资本的

物质形式——第３８—３９、９２、９６、２６２、

９６５页。

——生产资料和价值创造过程——第３４、

３８—３９、４０、５４—５５页。

——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第９４６、９４７

页。

生活资料——第９９、１２２、１３１、１８０—１８１、

１９７、２１０、２２７—２２８、２４３、２６４、２７７、

２８５、２８７、６７７、７１３—７１６、７２５、７３８、

７４０—７４１、８８５、９２９、９４３、９４９、９５５、

９６１、９７０、９８０页。

剩余产品——第１４、３６９—３７０、７８０、８８５、

９２５、９２７、９５０、９５９页。

剩余价值

——定义——第１４、４１、５０、５６、６２、９４、

１６６—１６７、１８５、２３２、２７２、２７５—２７６、

７１５、９２４、９２５、９２７—９３１、９４１—９４３、

９４９、９５０、９５４—９５５、９６４页。

——剩余价值的的起源——第４１—４４、

４０—５２、５４—５５、６２、９４、１０２、１６４—

１６５、１６６—１６７、１９２、２３２、２７１、３１１—

３１２、３２７、４２８、７１５、７１７、７１９、８８１、

９６２、９７１—９７２、９９７页。

——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的决定

目的——第２２０、２７１、２８０、９９６、９９７—

９９８页。

——剩余价值量——第４８、６０、１６８、１８１、

１８８、２４４—２４８、２５０、２５８—２６１、３４４、

３４５页。

——剩余价值的形式——第５１、５３、５８、

２０３、７１７、９４１—９４６、９５６、９５９、９６２、

９６４、９７４页。

——剩余价值的实现——第５１、５２、２７１—

２７３、２８７、９３５—９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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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的分配——第５１—５２、２５５、

８８１、９２７—９２９、９４４、９５６页。

——影响剩余价值量的因素——第５２、

６０—６１、８４、８６、９８、１０２、１３１—１３３、

１３４、１５８、２２０、２３１—２３２、２６３、２７５—

２７６、３１１—３１２、３３４、３４４、３４５、７２３—

７２６、９６９—９７２页。

——剩余价值和利润——第４４—４５、５０、

５１、５３、５４—５９、１６６—１６７、１８０—１８１、

１８７—１８９、１９３—１９４、２０１、２２０、２３４、

２３８、２４５—２４６、２６０、９３６、９７２页。

——对资产阶级的剩余价值起源理论和

分配理论的批判——第４３—４４、４６—

４８、５３、５６、１５５、１８８—１８９、９６１—

９６２、９７８—９７９页。

  并见绝对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率，相对剩余价值，利润。

剩余价值率

——定义——第５０、５８、８８、１９５、２３５、２３９、

２６０—２６１、２７５—２７６、３４４页。

——年剩余价值率——第８８—８９页。

—— 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第

２５８—２６１页。

——影响剩余价值率的因素——第５６—

５７、５９—６２、６７、７３—７４、７６—７９、８１—

８３、９８、１３１—１３４、１６８—１６９、２２０、

２２３、２２６、２３５—２３７、２４０、２４４—２４５、

２５８—２６１、２６６—２６９、３４４页。

  并见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

剩余劳动

——一般原理——第５０、５３、１６７、１９６、

２３５、２４０、２４２—２４４、２７５—２７６、７１５—

７１６、７７８—７７９、８８７—９０３、９２５—９２９、

９４１—９４３、９５９、９６４、９７１—９７２、９９２—

９９３页。

——剩余劳动的自然基础——第７１２—

７１４页。

——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第５０、１９６、

２７５、７１２—７１３、７１６—７１７、９４２—９４３

页。

—— 剩余劳动的界限—— 第８９２—８９３

页。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剩余劳动——第

９２５页。

失业——见相对人口过剩。

什一税——第８８７—８８８页。

实践——见理论和实践。

食利者——第５７８、１０２９页。

使用价值

——定义——第２０３、２０６、２０８、２４３、２９６、

３１１、３９３—３９４、５５５、７１６—７１８、７２８—

７２９、９２２—９２３、９４０页。

——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

第２７７、２９６、３１１、７２８—７２９页。

——作为资本执行职能的货币的使用价

值——第３７８、３９２—３９４、３９８、４４１

页。

——使用价值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第２１８、６５０页。

市场（一般原理）——第１２４、２７３、２８６、

２９８、３７６、４９５、５４４、７１７—７１８、７５８、

１０２７页。

市场价格—— 第２００—２０８、２１２—２１３、

２１５、２１７、２２２、２３２、３４４、３９９、４１１、

６２４、７２２—７２４、７４４—７４５、８４５、８６１、

９８２、９８６页。

市场价值—— 第１９９—２１６、２１７、２２２、

７４４—７４５、９２１、９３０页。

世界贸易——第８５、１２３、１９７、３５４—３５５

页。

  并见对外贸易。

世界市场——第３５６、３５８页。

——世界市场的形成—— 第２９６、３７２、

５５４、７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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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

础——第１２６—１２７、２７９、４１２、５６８、

９３９页。

——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第１３７—１３８、

２６４—２６５、３７２、５５４、８１７、８８４、９８８

页。

——霸占世界市场的斗争——第３７６、５５４

页。

  并见世界贸易。

收入

——一般原理——第１１、１２７—１２８、２１７、

５０４—５０５、５７０、９２１、９２７—９３１、９３９、

９４２—９４７、９４９、９５１、９５３、９５５、９５６—

９５７、９５８、９５９—９６０、９６４、９７０、９７４—

９７５、９８０、９８１、９９２页。

——总收入——第９５０—９５１页。

——纯收入（国民收入）——第９５０—９５１

页。

——单个工人的收入和工人阶级的收入

——第５０４、５７０、９２８—９２９、９３３、９４２、

９４９—９５１、９５５、９６４、９６５、９７０—９７１、

９７３—９７４、９８０、９８４、９９２、９９３、１０００

页。

——单个资本家的收入和资本家阶级的

收入——第２７３、３４１、５０５、５４１、５７０、

９２７—９２９、９３１、９５０、９６４、９９２、９９７、

１０００页。

——土地所有者的收入——第５７０、９２７—

９２９、９５０、９６４、９９２、１０００页。

——非生产阶级的收入——第５５６页。

——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第２１７—

２８１、２２１、５７０、９４４、９５８页。

——对资产阶级的收入定义的批判——

第９１９—９２２、９５１、９５２、９５５—９５６、９６５

页。

手工业生产——第１９８、３７３—３７６、９０９、

１０１５—１０１７、１０１９—１０２０页。

苏格兰——第１４３、４５８、５０８、５９５、６３３、

６３７页。

苏伊士运河——第４６２、５５４页。

所有权

——私有权——第２９６、４９４、６８５—６８７、

９２１页。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所有权问题——

第８７５页。

  并见土地所有权。

Ｔ

铁路——第８５、１４６、２９２、３４７、４５９、４７５—

４７６、１０３０页。

“通货学派”（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

—— 第４７１—４７３、５０５、５１２、５１３、

６２０—６２２、６２４—６２８、６３８—６３９页。

统计学——第２６７页。

统一

——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第

２９—３０、５２、２７２—２７３、３８６、４４１、９３６

页。

投机——第１４２、２３２、２７９、３４０、３４３、３５０、

４５７—４５９、４７５、４７７、４９３、４９６、５４４、

５５５、５８３、７５４页。

土地

——一般原理——第２８３、６９４、６９６、７１７—

７１８、７２６—７２７、７２９—７３０、７４４、７５２—

７５８、７６０—７６１、７６３、７６９—７７０、８１７—

８１９、８４０—８４１、８４６、８５２、８５３—８５４、

８６６—８６８、８７２、８７４、８７９—８８０、９０５—

９０６、９０８、９１５—９１６、９２０—９２３、９２８—

９２９、９３１—９３２、９３３页。

——土地和资本——第６９８—７００、７４７、

７５４、７５８、７５９、７６１—７６２、７６６—７６７、

７７９—７８０、８４１—８４２、８４７、８６９、８８０、

９０３—９０４、９２１—９２３页。

  并见土地肥力。

５２１１名 目 索 引



土地肥力

——土地的自然肥力——第６９８—６９９、

７１５、７３２—７３４、７４２、７５６—７５７、７６６、

８１７—８１８、８４０—８４１、９２０—９２１页。

——土地的人工肥力——第６９８—６９９、

７１１、７３３—７３４、７４０、７４３、７６１、７６６—

７６７、７９７、８１７、８４０—８４１、８６７页。

——土地肥力和地力枯竭——第６９８—

６９９、７６２、８００、８７９、９０９—９１０、９１６—

９１７页。

  并见土地。

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第７４３、７５６、

８３９—８４０页。

土地国有化（资本主义制度下）——第

７４５、８４６—８４８页。

土地价格

——定义——第６９９、７０５、７１４、７１７—７１８、

７３０、７５３、８７４、９０４、９０７、９１０—９１１

页。

——土地价格的变动——第７０３—７０４、

７０９、７１９、７５３、８７５—８７９、９１３页。

—— 决定土地价格的因素—— 第７０５、

９１４—９１５页。

—— 小农业条件下的土地价格—— 第

９１０—９１１、９１３—９１５页。

土地所有权

——一般评述—— 第６９５—６９８、７０３—

７０４、７１４—７１５、７１９、７２０、７２９、７３０、

８３０、８４６—８４８、８５１、８５３、８５９、８６１—

８６２、８７２、８７５、８７７、８８３、９０８、９１４、

９２１、９２７—９２８、９３１—９３２、９３８、９７３、

９９８页。

——土地所有权的形式——第６９３—６９４、

６９６、７０１、７１４—７１５、８６８、８７５、８９１、

８９９、９０４—９１１、９１３—９１７、９２１页。

——土地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发展中的作用—— 第７０１—７０３、

９１５—９１７、９２７—９２８、９５６、９９４页。

——土地所有权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土

地国有化——第７４５、８４６—８４８页。

——土地所有权和合理的农业—— 第

６９９—７００、９１５—９１７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论土地

私有权——第６９５—６９７、７００—７０２、

７０３—７０５页。

托拉斯——第１３８、４９５、５３３、５５４、１０２９—

１０３０页。

Ｗ

外汇行市——见汇兑率。

威尼斯——第３５７、３６７、６８０、６８１、１０２０—

１０２３页。

唯物主义历史观（一般原理和个别例子）

—— 第２７９、２８９、２９４、４９７—４９８、

８９１—８９２、９２４—９２５、９９３、９９８—９９９、

１０１１页。

委托销售——第１４３、４５９、５５６页。

无产阶级——见工人阶级。

Ｘ

西班牙——第１０２１、１０２３页。

相对人口过剩——第２４３—２４４、２４７、２４９、

２６３、２７３、２７７—２８０、２８４—２８５、２９３、

２９６、７０８—７０９页。

相对剩余价值——第９３、２４３、２５８—２６０、

２６７、２７６、２８４、２９５、９３５、９９６页。

消费

——一般原理——第２１６、２７２、２８６—２８８、

３３９—３４１、５０５、５４３、５４６、６５０、７４０—

７４１页。

——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和消费之间的

矛盾—— 第２０８—２０９、２７２—２７３、

２８６—２８８、５４６—５４７页。

——生产消费—— 第１１９—１２０、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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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１、３３９—３４０、３９３、９４６、９４７、９５９、

９９０、９９２—９９３页。

—— 个人消费—— 第２１０、３３９—３４１、

７４０—７４１、９４６、９５９、９９２页。

——工人和工人阶级的消费——第２１０、

２７４、９７０页。

——非生产阶级的消费——第５５６、５７０

页。

——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中的消费

——第９４０、９９２—９９３页。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消费——第９５８—

９５９、９９０页。

消费品（个人消费品）

——必要的生活资料——第９９、１２２、１３１、

１８０—１８１、１９７、２１０、２２７—２２８、２４３、

２６４、２７７、２８５、２８７、３５４、６７７、７１３—

７１６、７２５、７８８、７４０—７４１、８８５、９２９、

９４３、９４９、９５５、９６１、９７０、９８０页。

——一奢侈品——第１２２、２６３、３５５页。

——生产消费品的部类——第９４６、９４７、

９５７—９５８页。

小农经济——第７６３、９０６—９１７页。

  并见小土地所有权。

小生产者，小生产——第１９８、２０２、３６３、

３７３—３７５、６７２—６７４、６７６—６７９、６９４、

６９６、７０５、７１４—７１５、７６２、７７７—７７８、

８７５、８８９—８９０、８９４—８９６、８９７—８９８、

９０８—９１１、９１３—９１４、１０１４—１０１５、

１０２６—１０２７页。

小土地所有权—— 第６９３—６９４、８９０、

８９９—９１７页。

  并见小农经济。

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第６８７页。

协作——第９４、９８、１０８、１１９—１２０、２９６、

４３６、４３８、６７４页。

信贷（信用）

——一般原理——第２７９、２８３、２９６、３０９、

４０５、４１４、４５０、４５３—４５４、４９２—４９９、

４９６、４９８—４９９、５０６—５０７、５５４—５５７、

５６３—５６４、５９０、６０３、６１５、６４９、６７９—

６８０、６８５—６８６、６８７、７７７、９９８页。

——信贷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

第４９２—４９９、５４２、５４６—５４７、５５４—

５５５、５６５、５６８、５９０、６０１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银行家的观点

—— 第４５１—４５２、４６８—４９１、５５８、

５６２—５６４、 ５７７—５８０、 ５８２—５８４、

５８８—５８９、５９４—６００、６０２—６１８页。

信用货币—— 第４５０—４５１、４５４、４８２、

５０２—５０３、５８５、６０８—６０９、６８２、６８６

页。

  并见银行券，票据。

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第２１９、２７９、

３４０、４５３—４５４、４９８、５１２—５１３、６１８、

６４７—６４８、６６９、６８５—６８７页。

信用组合——第６８０页。

虚拟资本——第４６１—４６７、５２６、５２７—

５３４、５３７、５３９—５４０、５５８、５７６、６１４

页。

需求和供给

—— 一般原理—— 第１９９、２０２—２０３、

２０６—２１９、２８６、９７４、１０１０页。

——供求和市场价值（市场价格）——第

１９９—２１６、３４４、３９９、４１１、６２４—６２５、

８４５页。

—— 资本家的生产资料的供求—— 第

２１０、２１１、２１３页。

——工人的生活资料的供求——第２１０

页。

——信贷资本的供求—— 第４１０、４７３、

４９０、５８２—５８４、６０１、６２９、６４６、６５１

页。

——供求和社会总收入的分配——第２１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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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求和商品资本—— 第５８２—５８４

页。

需要救济的贫民——第２１０页。

畜牧业——第３６２、７６１、８６５、９０３、１０１７—

１０１８页。

Ｙ

亚洲——第１６８—１６９、３７１—３７３、５８６、

６２６、６３３、６４１、６５２—６５８、８９１页。

—— 亚洲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

——第３７１—３７３、６７５页。

——亚洲的土地私有权——第６９６、８９１

页。

  并见印度，中国，日本。

研究方法（卡·马克思《资本论》中的）

——逻辑连贯性和研究方法——第１７

—１８、２９—３０、１２１、１２６—１２７、１５９—

１６０、１７２、１７３、１７６、１８９、１９５、２１１—

２１２、２２７、２３８、２３９、２５４—２５５、２６２、

２９９、３１５—３１８、３２０、３４２、３７６—３７７、

４０１、６９４、９３９—９４２、９７１—９７２页。

——对空想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的方法论的批判——第１２３、１８９—

１９１、１９２、２２１、２６９、２７１、６９４、８８１—

８８２、９６５页。

  并见抽象，辩证法。

徭役——第８９０—８９６页。

一般等价物——第３６８、５２１、５８４、６４９、

９７５、１０１８页。

  并见货币，金（和银）。

一般利润率——见平均利润率。

移民（向殖民地移民）——第７１５、７５７—

７５８、７７７页。

异化（社会经济意义上的）——第１００—

１０２、２９４、４２９—４３０、４９４、６７４、９２３、

９３２、９３９页。

意大利——第２４、３７５、９０２、１０２１、１０２４

页。

意识（社会意识）——第３０、２２１、２５０、

９３４—９３５、１０１８页。

银——见金（和银）。

银行

——一般评述和作用——第３４０、４５３—

４５７、４８５—４８６、５１０、５１７—５２０、５２６、

５６８、５８５、６０２—６０３、６１５、６１８、６４８

页。

——银行的资金——第４５３—４５４、５１８—

５１９、５２５—５２６、５２７—５３８、５４８、６１５、

６８５页。

——银行准备金——第４８９—４９１、５３２—

５３３、５３６—５３７、５６５、６００、６３３、６４１—

６４３、６４７—６４８页。

——银行利润——第４５３、６００—６０１页。

——银行业史——第３５５—３５８、６８０—６８３

页。

——个别例子——第３５６—３５８、４３７、５５２、

５６９、５９３—５９６、６１６、６１７、６２８—６２９、

６３３、６３６—６３８、６８１、６８７页。

  并见英格兰银行，信用制度和银行制

度。

银行法（１８４４年）——第４６０、４７５、４９０、

４９１、５３７、５５４、５６５、５８２、５８２、５８９、

５９８、６０１、６０９、６１８、６２０、６２２—６２３、

６２８—６３１、６３３—６３４、６３７页。

银行家——第３５０、４１３、４５３—４５４、４８３—

４８４、５２５—５２６、５４１、５７３、５７７—５８０、

６１４—６１５、６１８页。

银行券

——定义——第４５４—４５５、４８２、６２９页。

——银行券的流通规律——第５０２—５０４、

５１４—５２１、５３７、５９０—６０１、６１１—６１３、

６２８—６２９、６４３页。

银行限制法——第６０２、６１７、６２９页。

银行信用——第４５０、５４２、５４７、５６１、５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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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５页。

“银行学派”（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

——第５００—５２２、６２２—６２３页。

银行制度——见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

银行资本——见银行，借贷资本。

印度——第８５、１３７、１３８、１０２３页。

—— 印度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

——第２３９、３７３、８８６、８９１、９９２页。

——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第３７３、４６１

—４６２、４６４—４６７、４７５、６２５、６５３—

６６０、６６７页。

英格兰银行

——一般情况—— 第５１０—５１２、５１３—

５２０、５３６—５３８、５８８—５８９、６００—６０１、

６０６、６１３—６１８、６２８—６３４、６８１、６８２—

６８３、６８５页。

——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的流通——第

４６０、４９０—４９１、５０９—５１２、５１４—５１５、

５１７、５２０、５９１—５９９、６３６、６４０页。

——英格兰银行的利润——第６１４、６１７

页。

—— 英格兰银行的贴现率—— 第４５９、

４６０、５８７、６５１页。

—— 英格兰银行的准备金—— 第４５９、

４６０、４８９—４９１、５６２、５６８、５８８—５８９、

５９６、６１０、６３６、６４２—６４３页。

英国

——一般评述——第１１、３５６页。

——工业——第１１８、１２３、１３９—１４７、３７４、

４３５—４３７、４５８—４６２、４７５、４９５、５４９、

５５１—５５２、５５６—５５８、５６７、６５３、６５６、

６８５页。

——工业垄断——第５５４、５６８页。

——农业和土地关系——第１１７、４５９—

４６０、６９９—７０１、７０２—７０３、７０５—７１２、

７３２、７３３—７３４、７４４—７４５、７６０、７６６—

７６７、７９６—７９７、８１７—８１８、８６７—８６８、

８７２、９０１、９０３、９０９、９９１页。

——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国家

——第７６２—７６３页。

——货币制度和银行制度——第４４４—

４４７、４５１—４５６、４６０—４６７、５０２—５０３、

５５４—５５８、５６８、５７９、５８０、５９３—５９４、

６１３、６１５、６２８—６２９、６４１—６４２、６４５、

６４７—６４８、 ６５４—６５６、 ６６８—６７０、

６８２—６８３、１０２８—１０３０页。

—— 对外贸易—— 第１３７、３７２—３７３、

４５８—４６７、４７０、４７５、５４１、５５１—５５２、

５５６—５５８、５６７、６５３—６５５、６６０、６６８—

６７０、７４１、１０２３页。

——资本输出——第５４１、５５６—５５７、６０３、

６５２—６６０、６６７—６６８页。

——城市——第３６６、５７９页。

——劳动者状况——第１０４—１１３、１４７—

１５４、１９５、７０６—７１０、７１１—７１２页。

——殖民制度——第３７３、６５９—６６１、６６７、

８９７页。

—— 立法—— 第１０６—１０７、１２３、１２４、

１９５—１９６、３６６、４４４—４４７、７０６—７０８、

７４０—７４１、７６６、８１７、８６８、８８８页。

庸俗社会主义——第１４、４３７页。

邮电——第８５、３４７、４６２页。

有价证券

——定义——第４５４、４８４、５１０、５１６、５１９、

５２９—５３２、５４２、５７８—５７９、９１１、９１２页。

——有价证券的组成部分—— 第５２６、

５２７—５３２、５４０页。

—— 交易所中的有价证券行情—— 第

２８３、４０４、５２９—５３０、５４１、５５８页。

——危机时期的有价证券—— 第２８３、

４９６、５６９、５９８—５９９页。

——有价证券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第５０５—５０７页。

  并见股票，有价证券（国家有价证

９２１１名 目 索 引



券）。

有价证券（国家有价证券）——第４５４、

４６１、５１９、５２９—５３２、５３３、５３９—５４０、

５６８、６６８、９１２页。

原料

——一般评述——第９５、１２２、１２３、１５５、

２４４、２８９—２９０、７１３、８７０页。

—— 原料价格的变动对利润率的影响

——第１２１—１２６、１２８—１２９、１３５、１３８

页。

——原料的再生产——第１３５—１３８页。

——原料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第

９８、１３５—１３６、１３８、６７７页。

原始共产主义——第８１８、９４０、９９２、１０１５、

１０２０、１０２２页。

原始社会——第１９８、３６３、７１３、７６２、９１７、

９２６、９５８—９５９、１０１５页。

运输工具——第８５、９６、２３３、３２２、３４６、

３４７、４６２、７３３、８１７、１０２２—１０２３、１０２４

页。

Ｚ

再生产

——定义和基本特征——第５０、９３—９４、

９９、１３１、１３５、２０７—２０８、２７８、２８３、

２８４、３１０—３１１、３１３、３１５、３２０、３３９、

３４０、３４５、３６１、３８５—３８７、４７８、４９３、

５４３—５４４、８８８、８９０、９２６、９４４—９４５

页。

——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 第３４１、

９４５—９５２、９５４—９５６、９５７—９５８、９６０、

９６８、９９４页。

——简单再生产——第２１０、９４４—９４５、

９４８、９４９、９６０页。

——扩大再生产——第２１０、５３９、９５１、

９５７—９５８、９６０—９６１、９９７页。

——再生产和社会资本的两个部类——

第６０２、９４６—９４８页。

——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第８９０、８９４、

９２５、９４９—９５０、９８５、９９４页。

——劳动力和工人阶级的再生产——第

１２２、１３１、２１０、２７５、２７６、７１５、８９０、

９４２—９４３页。

——货币及其流通的作用——第２８３、

３１０—３１１、４４３、５０４—５０７、５７２—５７３、

６０２、９４９页。

——对资产阶级再生产理论的批判——

第３４９页。

战争

——美国南北战争——第１２６、１４５页。

——克里木战争——第１４５、４７８、６５９页。

——拿破仑战争——第４７８页。

——鸦片战争——第４５８、６２５页。

——战争和高利贷——第６７７页。

——战争和国家的战争费用——第６６８

页。

正义——第３７９页。

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第３７６页。

——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实现的

革命——第１７、１８９、２３８、３４９页。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第１６７、

３７６页。

——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评述

——第１２３、１８９—１９１、１９２、２２１、２３８、

２４９—２５１、２５８、２８６、２９７、３５０、３６１—

３６２、４３２、８８１页。

  并见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资

本论》（卡·马克思著），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重商主义，重农学派。

支付差额——第５１１、５５６、５５７、５８６、６４３、

６４６、６６７—６６９页。

殖民制度——第２６４—２６６、３６８、３７２、３７３、

６５９—６６１、６６７、７３２、７５５、７６１、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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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３、８６７、８９７、９０９、１０２３、１０３０页。

中国——第１１７、３７３、４５９、６２５—６２６、６４６、

６５４—６５５页。

中世纪——第３７２—３７３、３７５、６７９、６９０—

６９２、８８６、８８７、８９６、９０２、９４０、１０１６、

１０１７、１０１９—１０２０、１０２４页。

重农学派——第６８３、７０２、８５３、８８３—８８６

页。

重商主义——第３７６、８８４—８８５页。

周期——见工业周期。

周转时间—— 第８４—８６、８８、１６９—１７２、

１８１、３０７—３０８、３３９、３４８、３４９、４００页。

铸币——第３５４—３５５、５００—５０５页。

准备金（社会准备金）——第３５６、３５８、

４５３、５１３—５１４、６４３、９９０页。

资本

——一般定义——第５４、５７、２１８、２７５、

２７７、２８５、２８８、２９４、２９６、３８１、３８４、

３８５、３９７、４１６—４１７、４２７—４２８、４２９—

４３０、４４０、４９３—４９４、５７４—５７６、６８５、

９１９—９２０、 ９２３—９２４、 ９２５—９２６、

９２７—９２８、９３０—９３３、９３７—４３８、９７４、

９９３、１０００页。

——资本的总公式及其矛盾——第４９、

２９９—３１４、 ３５９—３６０、 ３９０—３９１、

４４０—４４１、９２２、９２４、９３７—９３８页。

——增殖价值是资本运动的目的——第

４９、２７８—２７９、２８５—２８６、３９７—３９８、

４１８、４２４、４４０、４４１、９２７—９２８、９２９、

９３５、９３７、９９６、９９７—９９８页。

—— 资本循环—— 第３８７—３８９、３９１、

９４９—９５０、９９５页。

—— 资本从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

门——第２１８、２１９、２３１—２３３、４１１、

６９３、８５８、８７０、９８４、９９８、１０２７—１０２８

页。

——资本在生产领域内的形式——第３３、

４３、１２８、３６７、３７７—３７８、３８２、４１３

页。

—— 资本在流通领域内的形式—— 第

１２８、３０５—３０６、３５２、３６１、３６７、３７７—

３７８、３８２—３８５、４１３、９３５页。

——资本的束缚和游离——第７０、７１、１３１

—１３４、１６１、２３１—２３４、５７３—５７４页。

——资本价值的波动——第１２７—１３１、

１５７—１５８、２６２、２７２、２７４、２７６—２７８、

２８０—２８２、２８４、４４８页。

——作为职能的资本国作为所有权的资

本的分离——第４１５—４２８、４９３—４９４

页。

——资本的运动和矛盾——第２９—３０、

５７、１２７、１３１—１３４、２４７—２４８、２６２、

２７４、２７７—２７９、２８１—２８７、２９２、２９３、

３８２、３８３—３８４、３８８—３９１、３９８—３９９、

４１３、５７４、６９６—６８７、９３５、９３６—９３７、

９９６页。

——对资产阶级的资本定义的批判——

第１６、４２４、４７２—４９１、４９７、９１９—９２０、

９２３—９２４、９７５—９７８页。

资本的技术构成——第５４—５５、７１、１３４、

１６２—１６４、１６６、１７０、１７３、１８３—１８４、

２２８、８５６、８６３—８６４页。

资本的价值构成——第１６３、２３６—２３７、

２８０、８６２—８６４页。

资本的有机构成

—— 一般评述—— 第６０、８１—８３、９１、

１５７—１５８、１６１—１６４、１６６—１６９、１７０

—１７４、１８２—１８４、１９３、２１８、２３６—

２３７、２６６、２７７、７１８、８５５—８５６、８６２—

８６４、８７７页。

——农业中的资本有机构成——第８５６—

８５７、８６２—８６４、８６９页。

资本的预付

——实质和目的——第１４、３９—４４、４９、

１３１１名 目 索 引



２１８、２２１、９４３、９４８—９４９、９６９页。

——开办新企业所必需的预付资本的最

低限额——第１０３、２４４、２７９、２９２、

５７４、７９６、９６８页。

——可变资本预付的特点——第３４—３８、

３９、４１、４９—５０、６０２、７７８、９４９—９５０

页。

——不变资本预付的特点——第３４—３８、

３９—４０、４９—５０、９２、７７８页。

——预付资本的总周转——第８４、９２页。

——资本的预付和信用——第３８４—３８５、

５７３页。

资本的原始积累——第２７５、５４１、６９６、９９４

页。

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第４９、５０、１００—

１１３、１５９—１６０、１９０—１９１、１９７、２１９—

２２０、２３３、２４４—２４５、２４７、２５８—２６０、

２６７、２７１—２７３、２７６、２７７—２７８、２７９、

２８４—２８５、２８７、３７８、４２７—４２８、４３３—

４３６、６７３、８７１—８７２、９２５、９２７—９２８、

９３０—９３１、９３７、９４９页。

—— 劳动剥削程度的国家差异—— 第

１６０、２６４—２６６页。

  并见剩余价值率。

资本积累

—— 一般原理—— 第２４３—２４４、２５０、

２７１—２７４、２７７—２７８、２９３、２９６、４４８、

４７８—４７９、５３９、５６７、５６９—５７０、５７２—

５７４、５７６—５７７、９２５、９４４、９５１、９５８—

９６１、９９７、１０２９页。

——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第９９、２３６—２３７、２４３—２４４、２７６—

２７８、２８９、２９６、４４８页。

—— 资本积累和相对人口过剩——

第２４３—２４４、２７７、２７８、２８５、２９６

页。    

——资本积累和资本积累、资本集中——

第２４３—２４４、２６９、２７４—２７５、２９４页。

—— 资本积累和利润率的下降—— 第

２５０、２６９、２８５、２９３、２９６页。

——资本积累的界限——第４４９、５７４页。

  并见资本积聚，资本集中。

资本积累——第１０３、２４３、２４４、２６９、２７４—

２７５、２７９、２９４、３２９、３３１、６７２、７２６、

７６２页。

  并见资本积累，资本集中。

资本集中——第２６９、２７４—２７５、３２９、４９７、

６１８、１０２７页。

——银行资本的集中—— 第４０５、４１０、

４３６、４９３、５１４、５３１、５６８、５９０—５９１、

６１８页。

  并见资本积累，资本积聚。

资本家

——一般评述——第４９—５０、９７、１００—

１０５、１７７—１７８、２２１、２３３、２７４—２７５、

２８１—２８２、２８８、２９４、２９６、２９９、３７８、

４２７、４３５—４３７、６７９、７１９、７５８、８４５、

９２５、９２８—９２９、９３５、９５１、９６５、９６８、

９８６、９８７、９９５、９９６、１０００页。

——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第５３、

２３３、２９４、３１６、３２３、４１０、４２６—４２７、

９２５、９３２、９３４、９９５—９９６页。

——资本家活动的决定目的——第４９、

５１、１８７、１８８、２１０—２１１、２２０、２６８、

２７２、２９９、４２７页。

——产业资本家——第２６７、２９９、３１６、

３２３、４１５—４２３、４２７—４２８、４２９、４３４—

４３８、７５８、８７１页。

——商业资本家——第２９９—３００、３０１、

３０９、３１６、３２３、３２６、４１５页。

——货币资本家——第２６７、４１５—４２０、

４２３、４２７—４２８、４３５—４３６、５４１、５７８、

６１３、６１４—６１５、６１８页。

—— 资本家的收入和个人消费——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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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１、５０５、５４１、５７０、９２７—９２９、９３１、

９５０、９６４、９９２、９９７、１０００页。

——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第４９、５０、

１００—１０５、２１９、２２０、２３３、２７１—２７３、

２７９、２８７、３７８、４２７—４２８、４３３、４３５、

６７３、９２５、９２７、９３７、９４９页。

——资本家对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来源的

看法——第４２—４３、４６、４７、４９—５０、

５２、５３、５７、１５５—１５６、１８８—１８９、

１９０—１９１、２３３—２３４、３１６、４２７、４３０—

４３１、７７８—７７９、９２９—９３０、９３４、９３７—

９３８、９３９、９５４、９５９、９６１—９６２、９８３—

９８４页。

《资本论》（卡·马克思著）

——写作经过——第４、７、１０、１００６、１０２８

页。

——第一卷的研究对象和个别原理——

第３、７、８、１１、１６、１７、１９、２２、２９、

３４、３８、４１—４２、４６、４８、４９、５３、５９、

６０、８９、９４—９５、９９、１０１、１０２、１０８、

１０９、１１１、１５０、１５９、１６２、１６３、１８０、

１８３、２０３、２４７、２５０、２５６、２５７、２５８、

２７５、２９２、３４４、３５６、３５８、４５０、５０４、

５１４、５２１、５５１、５９２、６４８、６７１、６９６、

７０８、７１１、７１９、８５２、８９６、９２４、９３４、

９４５、９６２、９９４、１０１８页。

——第二卷的研究对象和个别原理——

第１２、１６、２２、２９、５２、５９、８４—８６、

８８—９０、１３４、１８３、２９７、２９８、２９９、

３１３、３２１、３３６、３４１、３４５、３８２、５０３、

５０６、５４３—５４４、６０２、６３６、８７２、９３６、

９４５—９４８、９５４、１０１１页。

—— 第三卷的研究对象—— 第７—１２、

２９—３０、１００５、１０１２—１０１４页。

——第四卷的内容说明和个别原理——

第１２、５６、１７８、１８９、２０５、２２７、２３８、

２５０、２５１、３６８、４２３、８７７页。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

的意义——第１８—２６页。

——弗·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二、三卷

所做的工作——第３—２６、５９、７０、８３、

１２６、１３７—１３８、１４０、１４３、１５５、１７０、

１８８、１９８、２５３—２５４、２９０—２９２、３３６、

３７３、３７４、４０３、４１０、４３６、４５１、４５８—

４６０、４６９、４７０、４８３—４８６、４９１、４９４—

４９５、５１５、５３１、５３３、５３６、５３７、５５４、

５６８、５８７、５９４、５９８—５９９、６１６、６１９—

６２２、６２７—６３１、６３８—６３９、６４５、６４９、

６６１—６６２、６８４、７５６、７９０—７９１、８００—

８１８、８３４、８４０、９１９、９２４、１００３—１０３０

页。

资本输出——第２８５、２８６、３５６、５１２、５１４、

５４１、６０３、６５２—６６０、６６１—６６２、６６７—

６６８、１０３０页。

资本循环——第３８７—３８９、３９１、９４９—

９５０、９９５页。

资本周转

——资本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第５９、

８４—９１、１６０—１６１、１６９—１７１、２５３—

２５５页。

——产业资本的周转——第３０７—３０９、

３３８、３３９、３４１、３４５、３４９、３５０页。

——商人资本的周转——第２５４、３０７—

３０９、３２０、３３８—３４２、３４５—３５１页。

——资本周转和剩余价值——第８４、８６

页。

——资本周转和商业利润——第３５０—

３５１页。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第２３６、

２４３—２４４、２４７—２４８、２７３页。

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第２０８—

２０９、２１６—２１７、２７３、２８６、２８９、５８５、

６５０、９３９、９８７、９９５、１０１９页。

  并见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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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一般评述——第２９—３０、３７—３８、４７、

４９、１００—１０５、１１６、１２６—１２７、１３７、

１３８、１８１、１９５—１９６、２０２、２１７—２２０、

２３７、２３８、２４３、２４４、２５４、２７２、２７４—

２７５、２７６、２７８、２８７—２８８、２９３、３４６—

３４７、３６４、３６５、３６７、３８６、４３２、４３５—

４３６、４５０、５２８、５８５、６７４、６８５、６８８—

６８９、６９３、６９４、６９６、７１８、７４５、７６１、

８４４、８８８、９１５、９１９—９２２、９２４—９２５、

９３４—９３５、９３８、９５４、９６１、９６３、９８５、

９９３—９９８、１０００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决定目的——

第４９、２１８、２７２、２７８—２７９、２８０、２８５—

２８６、２８８—２８９、４９７、５４８、９００、９９５、

９９６页。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和前提

——第４９、１９５、２１８—２２０、３６２、３６６、

３７１—３７３、３７５—３７６、３８３、３９８—３９９、

４２５—４２６、４２８、４９７、６７３—６７４、６９５—

６９７、７６１—７６２、８８４、９００—９０２、９２７—

９２８、９９７—９９８页。

—— 生产关系—— 第４９、５３、５６—５７、

１００—１０１、１３７、１３８、２１７—２１８、２７２—

２７３、２９４、２９６、３９８—３９９、４２５—４２６、

４２７—４２８、４２９、４３３—４３５、４４０、４４１—

４４２、４４９、６７２—６７３、６９４、９１５、９２０、

９２５、９３４—９３５、９８５、９９３—９９７、１０００

页。   

——生产、分配和流通规律——第１００、

１０１—１０２、１０３、１３５—１３７、１６１、１７０—

１７２、１７９、２１７—２１８、２３６—２３７、２４２—

２４４、２４６、２４７、２４９、２５１、２５６、２７３、

２８３、２８４、２８７—２９５、３４７、６７４、６９３、

７６２页。

——农业——第１９３、６９３、６９４、６９６—７００、

７０１—７０３、７１８、７３２、７５３—７５４、７５８、

７６２—７６３、７７９—７８０、８４７、８５２、８６１、

８６４、８８６、８９９—９０４、９１５、９２７—９２８、

９９８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和趋

势——第２３７、２６４、２６５—２６６、２６７、

２７４—２７５、２７８、２８６—２８８、２９６、３２０、

３６３、３６５、３６６、３７１—３７６、５４１、６７２—

６７３、６７５—６７６、７６１、８８６、８９９、９０３、

１０００、１０２３—１０２８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和矛盾

—— 第１０１—１０２、１０５、１３６—１３８、

２０８—２０９、２４３—２４４、２４７—２４９、２６４、

２７３、２７７—２７９、２８６—２８９、２９２—２９４、

２９６、３９８—３９９、４３４—４３５、４９５—４９９、

５８５、６５０、６９６—７００、９１５—９２１、９２２—

９２６、９９６—９９７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的暂时的

性质——第２７８、２８６—２８９、２９３、２９４、

５７４、６９４、７０２、９２０、９２４—９２５、９９３、

９９８—９９９页。

——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的批判

——第２７２、２８６、２８８—２８９、４３２、４３３、

４３５—４３８、５２８、６７３、６７９、６８３—６８４、

６８８—６８９、６９４、７０１—７０２、８８６—８８７、

９１９—９２２、９５３—９５４、９６２—９６３、９８０、

９８１、９８９—９９３页。

——向社会主义生产过渡的必然性——

第１０５、１３７、２８９、２９４、４９３—４９９、

６８５—６８７页。

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第２７３页。

——一般规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只

作为一种起统治作用的趋势而实现

——第１７１、１８１、１９６、２１２、２６１、２６５—

２６６、３９９、４１０、９９５—９９６页。

——这个规律在工厂主、商人和银行家的

观念中是以一种歪曲的形式出现的

——第５３—５４、１５５—１５６、２５１、３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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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７、４３７—４３８、９８０页。

  并见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价值

规律，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经济规律。

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 第２３９、

３４７、３６５、３６９—３７０、３７２—３７３、５８５、

６７２、６７５、７６１、８８６、９３９—９４０、９９２、

９９６—９９７页。

  并见原始社会，奴隶占有制度，封建

制度。

资产阶级——见资本家。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 一般评述—— 第３６２—３６３、８７７、

８８３—８８４、９３８—９３９、９４６、９５１页。

——对亚·斯密理论的评价和批判——

第１５９、２１３—２１４、２２１、２５１、２６５、

３６２—３６３、３６７、３７０、４３１、６９４、８４７、

８６５—８６６、８７１、８８６、９３４、９４６、９５１—

９５２、９５５—９５６页。

—— 对大·李嘉图理论的评价和批判

——第５４、７７、１３１、２００、２０５、２２１、

２２７、２６５—２６６、２６９—２７２、２７７、２８８—

２８９、３６２—３６３、６１９、８５３、８７０、９５１、

９６５页。

——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庸俗

政治经济学的过渡——第８８５—８８６、

９５１、９５３页。

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

——一般评述——第４１、２２１、２５７、４２４、

４３５、４４２、５２８、８８４—８８６、８８９、８９２—

８９３、９２３—９２４、９３９、９５４页。

——对它的个别原理和理论的批判——

第１１—１６、１８—２５、４６—４８、１９０、

２１３—２１４、２２１、２７４、２８６、３１１、３４３—

３４４、３６１—３６２、４３７、４４２、４７２—４８０、

４８５—４８６、５０７—５１１、５２８、５７５、６２５—

６２６、６２７—６２８、６７３、７０１—７０２、８８５—

８８６、９０３、９３１、９５１、９５３—９５４、９６５、

９８０、１００６—１０１３、１０１９页。

自然经济——第３４７、３６３、３６５、３６９、３７０、

３７３、８８６、８８７、８９７、１０１５—１０１６、１０２７

页。

自然科学——第９７、２９６页。

自由和必然——第９２５—９２７页。

自由贸易派——第１２３页。

宗教——第２７４、６６９—６７０、６７８页。

总产品——见社会（年）产品。

总利润

——总利润分割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

——第４０９、４１７—４２４、４２８、６６４—６６５

页。

总收入——见收入。

租地农场主，租地农民

——一般评述——第１１７、６９３、６９７—６９８、

７０５—７０７、７６３、８４５—８４６、８５１—８５２、

８９９—９０３页。

——投入土地的资本——第６９８—７００、

７０１、７０５、７６３、７９６—７９７、８４８、８５１—

８５２页。

—— 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 第

６９８—７００、７０１、７０４、７６０、８１９、８３０、

８４４、８４６—８４８、８５１、９００—９０３页。

——在个别国家的发展——第７０５—７１２、

８８６—８８７页。

租赁

——租约的期限——第６９９、７００、７０６—

７０７、７６０、７９７、８４８、８５１、８７３页。

—— 租金—— 第７０４—７０７、８５１—８５２、

８５４、８７２、９８５页。

——租赁和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

第６９８、６９９、７０１页。

——出租和地租——第７６０、８５１—８５２、

８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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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单位和货币名称表

重  量

１吨（Ｔｏｎ英国） １０１６０５０公斤 

１磅（Ｐｏｕｎｄ） ＝１６盎斯 ４５３５９２克  

１盎斯（Ｏｕｎｃｅ） ２８３４９克  

长  度

１哩（Ｍｉｌｅ） ＝５２８０尺 １６０９３２９米  

１尺（Ｆｏｏｔ） ＝１２时 ３０４８０厘米 

１时（Ｉｎｃｈ） ２５４０厘米 

１码（Ｅｌｌｅ普鲁士） ６６６９０厘米 

面  积

１英亩（Ａｃｒｅ） ４０４６７００平方米

１公顷（Ｈｅｋｔａｒｅ） ＝１００公亩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平方米

１平方时（Ｑｕａｄｒａｔｚｏｌｌ） ６４５２平方厘米

容  量

１夸特（Ｑｕａｒｔｅｒ英国） ＝８蒲式耳 约２９１０００升  

１蒲式耳（Ｂｕｓｈｅｌ） ＝８加仑 ３６３４９升  

１瑟提埃（Ｓｅｔｉｅｒ法国量谷物的旧容器） １５６０００升  

１莫提（Ｍｏｄｉｕｓ古罗马容器） ８７５０升  

１舍费耳（Ｓｃｈｅｆｆｅｌ） 约５４９００升  

１立方尺（Ｋｕｂｉｋｆｕ） ２８３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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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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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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尔登（德国和荷兰金币）

佛罗伦（佛罗伦萨金币）

阿斯（古罗马铜币）

杜卡特（欧洲金币，起源于意大利）

策欣（威尼斯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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