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本论》 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第六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冶 综述

肖摇 斌摇 袁思远

为了纪念 《资本论》 第 1 卷出版 150 周年, 进一步加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第六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暨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青年论坛第七次研讨会冶 于 2017 年 9
月 22—24 日在厦门大学举行。 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

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办公室、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部、 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厦门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主办, 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

国发展研究所承办,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协办。 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张彦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

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程恩富教授、 厦门大学原党委书记吴宣恭教授等出席会议。 来自中国社

会科学院、 中共中央党校、 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复旦大学等单位的近 200 名专家学者围绕论

坛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一、 《资本论》 及手稿文本理论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张旭教授强调, 在我们关注 《资本论》 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的研究过

程和结论的同时, 必须高度重视 《资本论》 的方法, 尤其是要特别注意马克思在第二版跋中引证俄

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考夫曼对 《资本论》 方法的评论。
针对历史上各种对 《资本论》 的误解、 曲解甚至否定, 暨南大学胡世帧教授列举了理论界曾经

和正在出现的各种反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谬论, 诸如供求价值论、 效用价值论、 物化劳动

价值论、 资源贡献价值论、 人力资本论、 广义价值论、 联合劳动价值论、 整体劳动价值论等, 一针

见血地指出, 这些理论的核心内容都是在照搬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所谓的生产要素价值论,
并提出必须旗帜鲜明地捍卫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 武汉大学屈炳祥教授则通过皮凯

蒂 《21 世纪资本论》 与马克思 《资本论》 的横向比较, 认为 《21 世纪资本论》 一书没有向我们提

出所谓具有时代意义的问题, 也没有作出我们时代最有创见的回答。
在论及 《资本论》 的整体性议题时, 中国社会科学院余斌研究员指出: 《资本论》 第 1 卷具有

它的独立性, 可以独立存在。 但 《资本论》 本质上叙述的是剩余价值的整个生涯, 这也是 《资本

论》 全部三卷的整体性之所在。 其中, 《资本论》 全部三卷分别对应剩余价值的生产、 流通和分配。
只有全部三卷合在一起才具有 《资本论》 所论述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完整性或整体性。

四川大学张衔教授指出, 要明确 《资本论》 第 1 卷的劳动价值论对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

指导意义, 坚持用 《资本论》 原理分析我国经济运行中的问题; 更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洞察

《资本论》 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警示作用。 南京财经大学何干强教授从 《资本论》 的宏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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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研究方法审视了科尔内域B 模式的弊病。 他认为, 《资本论》 遵循唯物史观, 揭示出宏观经济形态

一般结构及其所有制层面对宏观经济运动状态的决定性作用, 这对于我们认清西方经济学的弊病,
具有重大意义。 科尔内关于管理体制改革的域B 目标模式, 是搬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提出来的; 它

完全撇开了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 在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认识上,
打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烙印, 实质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因而具有极大危害性。

江苏大学王志刚副教授认为,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从总体性视野出发, 阐明 “现实的个人冶
不仅是社会性、 历史性的存在, 而且是空间性的存在。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 “空间冶 被更多地赋予了

自主性力量的今天, 如何正确地处理好时间与空间、 生产辩证法与空间辩证法、 历史解放与空间解

放之间的关系, 如何建构一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空间理论, 对于回应西方激进左翼的理论诉

求、 诠释当下资本主义的生存境遇和增强马克思主义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道一助理研究员探讨了 《资本论》 第 1 卷中的 “亚里士多德与边沁之争冶。

他认为, 在 《资本论》 第 1 卷中, 马克思旗帜鲜明地论述了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的非科学性,
指出经济学真正的研究起点应当是 “人性一般冶; 马克思又通过对他所尊敬的古代哲人亚里士多德

在 《政治学》 一书中对于 “经济学冶 概念的思辨的引述, 表明了他所建构的 “经济学冶 理论是要探

究什么才是 “真正意义上的财富冶, 并由此指引出对于 “美好生活冶 的探寻之道。

二、 《资本论》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程恩富教授认为, 《资本论》 的基本研究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 构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体系、 规律体系、 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 均需要继续运用这一基本方法;
《资本论》 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 并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来系统深入地阐

明其产生、 演变和发展趋势,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

关系和经济制度的基本层面和运行机制; 《资本论》 具有科学揭示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运行的概念

体系, 涉及劳动、 资本和剩余价值三大概念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应以资本为中心

或核心, 而是应 “以人民为中心冶, 以劳动为核心概念, 来全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理论体系; 《资本论》 的主要任务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规律和运行机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揭示新特点新规律, 提炼和总结我

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 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吴宣恭教授认为, 《资本论》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学提供了研究对象, 包括社会主义所

有制关系、 生产关系、 社会矛盾二重化等最本质的问题, 并帮助搭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学

的话语体系和逻辑框架, 有助于解决当前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 武汉大学简新华教授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有了重大创新和发展, 提出了不少原创

性经济理论, 很少得到 “国际经济学界冶 承认的根本原因不是 “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未能与国际充

分接轨冶。 强调 “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冶 的说法并不准确, 中国现在需要构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学, 而不是要 “在研究范式上回归到斯密 《国富论》 的经典理论框架冶。
中国人民大学邱海平教授则从 《资本论》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关系出发, 对

比得出 《资本论》 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共同之处并指出了二

者之间的特点, 阐明了 《资本论》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商品经济的运行、 市场经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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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分析上的可继承性和一般规律, 并着重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定要把握其

“特色冶 所在, 必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属性, 只有这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

展才不会有失偏颇。
厦门大学肖斌副教授总结了当前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三种具有代表性的错误倾向:

一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仅局限于生产力层次, 并进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归为一种新的发展经济学; 二是打着 “兼容并蓄冶 的理论旗帜, 混淆不同理论流派在概

念内核和原则方法上的重大界限, 肆意用 “移花接木冶 的方式作理论嫁接和概念通约; 三是以对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 “创造性运用冶 为名, 颠覆 “批判和革命的冶 辩证法, 修正历史唯物主义。

三、 《资本论》 与中国当代

针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 南开大学张俊山教授认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冶 是针对我国原

有经济发展方式下长期积累起来的深层矛盾并吸收我国以往宏观管理中一些政策失误和教训所提出

的战略任务。 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 所谓 “供给侧冶 就是通过再生产活动不断更新的国民经济

体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冶 就是要从结构方面认识那些妨碍国民经济正常循环、 更新的因素, 通

过结构的调整来实现国民经济体系内部联系的合理、 畅通。 北京外国语大学尚会永副教授立足于长

波周期, 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了重新审视, 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期目标应该侧重于打造一

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及其不断生成的机制, 通过具有全球竞争力企业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提升

市场经济的质量及应对经济增长缓慢所带来的诸种压力。
针对国企改革发展问题, 河南大学孙世强教授基于国内外国企私有化的实证研究文献, 对 “国企

私有化能够完善治理、 强化激励、 提高效率冶 进行了证伪分析, 并进一步推导出国企私有化滋生的诸

多经济社会问题最终仍旧要通过 “重返国有化冶 路径来消除。 淮北师范大学周志太教授则运用逻辑与

历史相统一的方法, 揭示了我国严重生产过剩的根源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引起的所有制结构失衡, 主张

通过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进一步发挥国企的科技创新主力军作用, 发挥国企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
针对三农问题, 北京理工大学贾利军教授通过构建气候—粮食贸易模型, 对美国碳排放量和中

国玉米进口量的相关度进行测算, 预测出 2017—2025 年我国的玉米进口量将远不能满足需求, 存在

粮食安全风险。 并由此倡议, 在美国退出 《巴黎协定》 及推行新的碳排放政策和建立贸易保护发展

战略下, 中国应重新确立中美粮食贸易战略, 确保自身的粮食安全。 山东财经大学冯道杰副教授则

以塘约经验为例, 认为贵州省塘约村在党组织领导下, 在确保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基础上, 重新把

农民组织起来, 大力发展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合作经济, 实现了集体快速脱贫, 走上共同富裕道

路, 为现阶段落实邓小平的 “第二个飞跃冶 思想, 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和实现路径。
针对财富与收入分配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赵峰副教授基于 Bhaduri-Marglin 模型, 运用 1978—

2015 年省级面板数据, 分析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对消费、 投资、 净出口以及总需求的长期效

应。 结果显示, 我国当前的国内需求和总需求体制均为工资拉动型, 但沿海地区的需求体制具有更

明显的利润拉动型特征, 并且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 民间投资占比提升, 我国的需求体制最终

将向利润拉动型过渡。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编辑: 黄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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