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按语】此文为拙著《保卫〈资本论〉——经

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17）的序言，为该著纲领性文字，并阐明了“修

订”的动机和“新增文字”的工作着力点，盖说明三

层研究关系：继承和发展、原创和学术创新以及中

西方学术工作关系。要旨在于回答什么是“保卫”，

以期从上述思路中，提炼出“学术保卫”的最为直接

的意义：继承发展——引领未来。由此，也说明“重

新研究全部历史”乃是保卫行动的应有之义。修如

旧，订如新。通过还原马克思的学术精神，进一步

达到“为我所用”之研究目的，所实现者“经济学的

回家，回历史，回中国”也！为避免“交流”的信息损

失，以下除了按照这里发表的要求从形式上进行规

范之外，没有对原文做任何的改动或改进，期待方

家不吝指正。

一

《保卫〈资本论〉》首版后，旋即遭遇一些强力的

质疑，如声言学术精品勿需“保护”或“捍卫”（所谓

真理无须保卫，而反过来，一本错误的书又何需保

卫呢），以至于直呼：《资本论》无需保卫！姑且不论

此种混同术的危害性（全然不区分学术保卫行动与

“消极保护”、“教条捍卫”的内涵的不同），仅就“为

反而反，逢马必反”或反过来的“为正而正，逢马必

正”的研究心态看，皆是不正常、不正确的学术观。

从中亦可想见，质疑的理由恐怕是来自三个方面：

观点上的反对、内容上的不理解以及文风上的截然

对立。具体到某人，则或居其之一，或三者兼之，反

对的理由无疑深埋有极强烈的理论动机。

闲话少引，且借这个题目，谈谈人类经济形态

之认识论问题。要之，经济学不是解释学，否则，它

将沦为“半截唯物主义”（唯心史观）。经济解释学

通过逃离“批判”达成这一工作境遇：“认为理性是

全世界历史的动力而以某种特殊的、它所固有的内

在的属性来解释它的发展，就等于将它变为无条件

的东西，换言之，等于在新的形态中复活那刚刚才

宣布其永远埋葬了的绝对理念。”[1]102《资本论》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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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沿着“学术保卫”工作路径，《资本论》应视为“科学作品意义的史书”。然则，政治经济学批判必须作为特别的

学科方法（规定）予以处理，从中引出人类经济形态的认识论议题，即主体批判和客体批判。从客体的历史世界的发展角

度，马克思《资本论》演绎了方法论上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并抓住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作逻辑（形式）。同样从发

展的角度看问题，整全意义的批判概念在定义域上落入研究对象的“和而不同”之中了，这要求我们重视对“身份”、“财产”

并重的经济形态特性的研究。换言之，身份二重性与劳动二重性的规定性的“携手并进”，产品和商品的经济形式的“相互

拱卫”，此是政治和经济的最为深远意义的相互“历史组装”的形态。在这一工作语境中，劳动批判意味着“双重性超越”：

既历史超越“身份绑缚”，又社会超越“财产束缚”，实现彻底自由取向的发展。中华主体批判的路径为不可或缺的工作侧

面，又或是社会主义运动之“涌泉之流”，整体看，这是“自为阶级”（行动主义主体）的历史形成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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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科规划完成一场革命。它使得

经济学和普通的自然科学——物理学、生物学彻底

地隔开。于是，“辩证唯物主义说：人的理性不能是

历史的动力，因为它本身是历史的产物
·····

。”“行动
··

（人

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合规律的活动）向辩证唯物

主义者说明社会人的理性的历史发展。”所以，“全

部它的实践哲学
····

归结为行动。辩证唯物主义是行
········

动的哲学
····

。”[1]198

按照行动观，马克思《资本论》的副标题构成了

对“资本”主题的内在限制，使经济学和历史联系起

来，并进入批判的规定域。所谓批判，指的是发展

的意义。因为对象只是历史客观，要想实现对对象

的能动分析，研究对象规定必须指示“总体意义的

发展”。作为历史逻辑统一之规定，政治经济学研

究对象必须相应是主客观规定之统一，这个是学科

建构的基础。因此，它真正需要否决的是这一点：

“一方面是群众，他们是物质的、消极的、非历史的

和无生气的历史的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

是积极的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种因素产生

的。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
··

活动
··

。”[1]104然则，“应从研究人的天性
····

转到研究社会
··

关系的本性
·····

，我们应该理解这些关系为合乎规律

的、必然的过程。”[1]94

发展，作为归结，则是主体与客体的发展。作

为“批判”之发展，归根结底是主体与客体批判意义

之发展规定性。政治经济学批判在终极的意义上

应区分为主体批判和客体批判。唯物主义乃是把

“客体批判”即客体的发展视为基础的规定，这样，

《资本论》尽管主题研究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

对象规定，但整体还是落入客体批判的范畴。这就

是所谓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双重视野：

一是以适用于所有社会的物质生产为基础的历史

唯物主义视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构成

了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这也是马克思在《德

意志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集

中表达的主题；二是以历史性为理论规定的历史唯

物主义深层视野，这种唯物主义导向资本逻辑批判

这一核心主题，这是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对资本交换

与生产的批判分析，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拜物教

思维，从而将马克思的思想与当时各种社会主义思

潮区分开，建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2]但生产关系

批判是工作领衔。

如此方能明白《资本论》结构的艺术成型之路：

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写作为“伟大航程”的起

步——结构的“总发起”，以对“资本一般”的逻辑性

阐述为收结；由此，《资本论》首章逻辑——大写字

母意义的“商品”——成为《资本论》结构的艺术高

度，定格为“理解上的最高点”。即产生了所谓“第 I
结构、第 II结构、第 III结构和第 IV结构”的连续推

进的结构生成问题，分别对应直接（结构）形式、总和

（结构）形式、一般（结构）形式和历史辩证法的（结

构）形式；贯穿线索是“客观标准”的确立①[3]。《资本

论》结构发生的奥秘在于与劳动二重性工作逻辑的

同构性。据此，劳动二重性的“逻辑”得以整体发

掘。其从生成论的角度统一了客体的批判性研究，

并最终从高度上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

以建立“生产关系批判”之理解原则。

亦就是说，“在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建构中，

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构成了理论立足点。”

反面的逻辑是“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卢卡奇的物

化批判理论，通过对生产力结构的物化批判，将现

实的物质生产过程抽象为形而上学的内在结构，沿

着这条思路进一步向前走，就会是形而上学批判与

现代社会的理性支配的批判的结合……从理论逻

辑来说，这是思想的深入，但从马克思所制定的无

产阶级革命策略的视角来说，这是一种理论的退

却。”其原因是：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从生产关

系批判延伸到生产力批判，这虽然推进了社会批判

理论的逻辑深度，但物化理论本身却面临着两大困

境，即当社会及其意识结构完全被物化时，阶级意

识何以形成？即使形成了又何以能够获得变革现

实的基础[4]？

二

基于这一视角，《资本论》标题结构毋宁被认可

为“相互限制的构造”。由于“资本”规定了“方法论

上的唯物主义”——《资本论》的史书规定，政治经

济学批判就能够同时作为“学科方法”和“工作逻

辑”被对待，促成简洁的意义等式：客体批判＝客体

发展。借助这个公式，在规定上主观和客观达成内

在的统一。这样才有“生产逻辑”提升为“资本逻

辑”的工作关系。由此激发新的认知型。劳动从重

重叠叠的身份关系中游离出来，并入另一种控制结

构的生成运动，产生所谓“劳动-财产制”——独立

财产身份基础上的社会存在者。在此需要说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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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以财产作为“身份”，实际上突出的是财产的独

立性，从主体的角度，马克思称之为“以物的依赖性

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可以看出这里的主体的身

份其实并不独立，只是相对于客体而言被社会固定

化罢了。

此处我们进行适当的插叙。按仰海峰的说法，

“《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哲学逻辑上

是有差异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劳动本体论

为基础，强调人的主体性与自由；《资本论》则揭示

出资本是一个结构化的形式体系，主体或者是资本

的人格化，或者是资本增殖的工具。相对于作为主

体的人来说，资本才是真正的主体，或者说是绝对

客体，这是与劳动本体论完全不同的哲学构架。”[5]

上述“生产逻辑”的说法对启发历史学家路径的思

考是有益的，但一味地割裂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的

继承关系，则无必要。对此，需要把握如下几点。

（1）“从《资本论》结构的源起、成型的过程看，《资本

论》逻辑实际上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流变’

的结果，因此在二者之间客观存在着必然性的‘结

构’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这些结构形式的共同点

是立足历史和逻辑统一把握‘什么是生产关系’。”

（2）要之，是认识到：“事的科学同物的科学的区别

在于，不是从单纯的物的规定出发，而是从物的存

在的批判（规定）出发，以寻求客观批判和社会客观

批判的规定，即寻求生产关系的客观发展。”即“这

里首先提出‘生产一般’的规定，这个规定深化了政

治经济学批判主题。”（3）归根结底，“这种内在结构

是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客观逻辑，或

者说是它的一个客观基础，因此，不能把它直接说

成主观批判的产物或认识形式的工作程式，比如

‘科学抽象法’。”[6]（4）就生产逻辑而言，“在于明确

一个前提：对象→研究对象，它们的规定是不同的，

但又彼此紧密联系。”简言之，“对象规定是实在史

本身，是实践活动本身，而研究对象规定是‘合规律’

的历史，即历史发展（结构），同时，它不可避免地是

历史发展的‘自我认识’。因此可以说，生产、分配、

交换、消费就单个的规定来看，还只能是‘对象’，而

不是‘研究对象’。”（5）“从逻辑上看，研究对象的结

构就是‘历史对象＋社会对象’。”这样，生产逻辑和

资本逻辑相得益彰于对象与研究对象之统一，或毋

宁说，“这使得它们的恰当关系应建立为一种‘统一

的结构’。”（6）由《导言》支架的计划不足之处：“没

有产生独立意义的‘认识发生学’”，——这差不多

是全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固有缺点，因而对全部经

济学文献的批判必须借助于“资本逻辑”（以克服支

离太简的主观认识批评性的不足），而生产逻辑作

为“历史支架”，就锁定了社会客观批判的基本路向

性，最终解决了“后来《资本论》结构的路向，即由客

观批判启动的主观过程。”（7）总之，“人们习惯于离

开马克思杜撰自己的思想认识。比如说，用‘广义

的唯物史观’的广角镜头及‘开放的逻辑’的认知向

度来审视、对照《导言》的文本宝库，总体学识路径

固然对头，但在习惯性地进行‘狭义体系’‘广义体

系’工作对比时，也容易犯‘认识夸张’错误，使优

点、不足得到双向的张扬。这些研究教训需引起足

够的警惕！”[7]

现代政治经济学无疑是从上述“认识论断裂”

下的劳动范畴起步的，这一规定就是“劳动一般”

（参看《保卫〈资本论〉》第四章）。它最终促成了《资

本论》以商品经济形态为工作地基来说明客体批

判。此研究性质则由财产生产关系予以说明，形成

独特性的研究对象构型，见图1。

图1 历史的研究对象（生产关系）和逻辑的研究对象（财产关系）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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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

的写作中，马克思确乎没有放弃对“劳动本体”的论

证说明，这是人类全面发展意蕴下主体的解放之

路。“但在《大纲》中，也存在着另一条线索，即资本

逻辑的自组织运动”，“相比于《大纲》中从劳动本体

论出发来论证人的主体性、自由与解放的思路，《资

本论》关注的是资本的形式化发展过程，呈现给我

们的是一个组织化的形式体系。”[5]从资本作为“一

种绝对客体”的属性看，所有制被简单化为“客体占

有状态”的财产制度。换言之，它对主体发展的把

握以客体批判为标准。然则，批判的直接对象就是

“哲学”和“科学”，——盖因哲学家只看重逻辑批

判，而科学家和知识论建造者则通常是“知识逻辑

优先”。马克思抓住这个工作起点，深入到市民社

会的历史中，寻求到劳动二重性的发生学结构，使

主观（批判）寓于客观（批判），最终提炼出客观批判

的工作规定性及其路径。

毋庸置疑，以上这些研究，马克思在《<政治经

济学批判>序言》中做了简明交代。

三

现在的理论对象同时是“主体批判”和“客体批

判”。由此引出的一个问题是：能不能使客体批判

工作逻辑套用于“主体批判”对象？

笔者在《保卫〈资本论〉》初版之后完成的《我

为什么与如何写〈保卫《资本论》〉中说明：“《资本

论》在成书结构上分成四个层次：历史发生学（道，

历史生产→再生产过程）；系统发生学（德，再生产

→流通过程）；现象发生学（道和德的生活形式，流

通→生活过程）；认识发生学（道和德的认识形式，

生活→认识过程）。”道和德，即中华本质规定和工

作范畴。由此可以认为，“《道德经》研究的两个基

本范畴是经济形态社会理论的总纲，总揽了《资本

论》的逻辑和方法。”[9]这表明：客体批判在工作用语

上和“主体批判”是相通的。其又不过是说，《资本

论》的逻辑是这样练成：第一卷是关于发展过程即

“道”（资本生产规律）的内容形式统一；第二卷是关

于运动过程即“德”（资本流通规律）的内容形式统

一；第三卷是关于生活过程即“道和德”总体（资本

生活规律）之内容形式统一；第四卷是关于认识过

程即“道和德”范畴（资本认识规律）之内容形式统

一。可见，既成的这个研究体系对主体批判而言，

仍有较大程度的适用性。同时，也需要“创造性转

化”。目标性研究工作是使“两个原创”（马克思主

义和中华学说传统）予以内在的对接③[10]。

既有研究中对两大经济形态（产品经济形态和

商品经济形态④）关系的把握，以计划-市场、科层-
企业的思路为主，这显然不够，并且已讨论的内容

太过于简略。例如研究缺少对主体结构的说明，对

“主体-身份制”的经济分析史意义的规定目前也尚

未见到。而如果这些研究付之阙如，一个完整的主

体概念就根本得不到呈现，遑论对主体的生成运动

进行全史意义的考察了⑤[5]。《保卫〈资本论〉》辟专章

（即“尾论”）对此进行讨论，以显露问题的实在性，

如家→国的主体生成道路。要之，是研究“身份”之

介入劳动生产组织，从而使得研究上，不能把组织

经济本质完全归结为“财产（规定）”。它在根本上

需要一个广义而总体的“所有制概念”：不仅以“财

产关系”为定义域，而且以“身份关系”为定义域。

由于必须从正面研究主体结成的组织关系，以切合

主体的具体历史发展状况，使得我们需要寻求“中

华所有制概念”。其从主体身份上切入“所有制”，

很好地实现了上述理论目标。在这一义项下，科层

对产品生产的组织以及计划（或某种类型的“政治

组织”）对于产品的配置运动，这些相关的“通史”研

究就都必须被紧迫提出来。其最终的研究目的是

从所有制规定上统一主客体的发展分析。换言之，

在当下，以占有和分配“产品”为目标的经济体系和

以占有和分配“价值”为目标的经济体系必须被赋

给同等重要的研究权重，这样，使“生产-分配”运动

中轴同样从交换关系中展露出来。这总体就是《资

本论》的“在中国”⑥[11]。

不可否认，《保卫〈资本论〉》是主写“客体批判

逻辑”的方法论作品。但同时，如上所论，它正是通

过对客体批判涉及的系统化内容的“逻辑展示”来

集中显示工作逻辑之贯通性。这里面尤其要重点

提到“身份”和“劳动”的二重性的工作互补关系，因

为“二重性规定”说到底是解决研究对象工作逻辑

问题的。尽管在《保卫〈资本论〉》全书中很少提及

身份问题⑦，但由于以主体自身为运动载体，其委实

构成对经济物象性的直接外部否定，——与之不

同，劳动二重性某种意义上则是资产阶级物象二重

性的内部否定规定。

可见在理论和实践上，已经越来越要求我们不

能把经济形态作为“纯构造”来把握了。但同时，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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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批判逻辑的清晰化仍然是解决两大批判联系问

题的前提。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力量不是引用

三段式，而是对历史过程的科学研究。”[1]200~201工作互

补性是毫无疑问的，它们通过行动规定予以沟通。

补入主体批判维度及其内容，有助于对涵容中华历

史之“世界历史规定”进行重新把握，提升对马克思

主义发展新境界工作内涵的理解。此是问题的一

面。问题的另一面是，对“对象”和“研究对象”的混

同也导致人们在误用二重性规定，尤其是在忽略它

的客观批判内涵方面。例如，对“新康德主义的马克

思主义学派”的渴求则可能导致人们迫切希望对“人

的二重性”、“物象二重性”进行知识新综合，结果是

形成所谓“社会物质二重性”的非历史的说法⑧。

四

承认上述研究对象的“和而不同”，是建设总体

经济学的内在需要。因此，《保卫〈资本论〉》就工作

内容的具体方面而言，毋宁说，就在于实现“《资本

论》的原创”和“中华原创”的对接。《资本论》揭示

“人系于物”之社会运动构造，从“生产关系-交换关

系”构造中升华出“分配关系运动”，寻求物主导的

主体的经济解放道路。其分析的手段是价值构成

的社会解析，而能揭示分配结构上的“社会物质

化”；盖因主体社会同质的趋势性：在商品经济形态

中，人是独立的——以个人主义作为基础和以个人

本位的出发点作为其表现，同时，主体却并不独立，

主体身份被同一化，形成所谓“财产主体”。往深处

看，财产主体其实具有一个虚假的共同体形式，具

有形式平等性，从而，在于优先确证“社会总商品”

规定性。在这里，人的结构完全被物化，直至形成

“二元对立阶级结构”。后者毋宁说即根源于劳动-
财产制，有用劳动的性质和人类劳动的性质对抗与

二重发展，最终造成了物对于人的结构统辖性，从

而，“主体成长”是社会虚幻的。与之相反和互系的

经济规定是中华体系对于“物系于人”运动构造之

揭示，这是以“主体人”（如家组织）为本位对物进行

社会控制的历史世界。与价值结构映照了主体的

“结构”（物结构）不同，这里，主体结构本身是出发

点。与此相适应，诸如所谓“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

调，有身则有庸”，成为照拂两千年中国人身份结构

的经济规定；所谓“庸”、“租”、“调”（“赋”或“税”），

盖因主体身份所致，是身份异质性之经济反映形

式。这表明在产品经济形态中，主体身份彼此分割

而“独立”，劳动却并不独立。身份主体是社会养成

的，而有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对

应“分配主义的经济形态”：不患寡而患不均。

要之，中国向来是“身份治理”与“财产治理”并

重之经济形态的社会国家。所谓：劳动二重性生出

一个“资家”，而身份二重性则生出一个“官家”！这

是中西方的同与不同。其从工作本位上看，则是身

份形塑与统辖下的特殊财产所有制⑨[12]。所谓：“国

家经济、乡族共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长期共存，是

中国传统社会财产所有制形态的一大特色，也是中

国传统的多元一体运行模式在产权管理上的具体

表现。其中属于国有经济的有汉代开始的‘盐铁官

营’，到历代王朝建立的各种王庄、官庄以及各种官

营手工业，等等；属于乡族共有经济的有族田、义

田、义仓、社仓、义渡、义集、私税、私牙，等等；属于

私有经济的有地主、自耕农、商人及个体手工业，等

等。”[13]附带说明一下：此种历史的视角，从来是看待

现实版“混合所有制”的锁钥，因为，尽管或多或少

受到具体经济环境或局势的影响，但从根子上说，

其还是不会脱离开产品与商品“两大经济形态”相

互拱卫的作用支撑以及相互渗透的范畴规定。例

如，中国财产之所以“不稳固”，易在社会各个阶层

的中间对流、散失，盖因中国身份结构的不断重组

和社会政策的调适，致使财产随着“身份”流转，并

在一场场大变局中最终失去了持续积累的能力⑩。

进一步而论，财产是社会统一的，身份则是“同而不

和”与“和而不同”的结合状态。这导致无论是物质

具体身份下的“有用劳动”，还是社会特殊身份下的

“人类劳动”，本质上都不是独立为自己的；它们共

同指向一个规定：共同体社会。历史由此而分野：

以财产的物权定价值分配，以身份的事权定产品分

配，相生相克，又彼此依存以社会发展。所谓两千

年的中国人生和人心不过由此照拂，并藉此于建制

立政中来表征中华民族共同体。所谓：“其非家族，

非社群，非城邦，非民族国家，亦非帝国形态，也不

是一般性的天下，毋宁，乃‘家国天下’也。”[14]

劳动隶属于身份和劳动隶属于财产展示截然

不同的发展轨迹：身份所有制——财产所有制。按

照马克思的规划：前者指向主体的发展、协作的发

展，指向“人的自由个性”；后者指向客体的发展、生

产资料的发展，指向“土地和社会生产资料的共同

占有”。因此，身份所有制指示主体的具体（发展）

许光伟:《资本论》为什么需要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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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而这一义项中的客体是抽象笼统的，以至于

可直接说成是主体的直接财产。相比之下，财产所

有制的实质是把主体抽象化，占有对象（客体）则是

非抽象的社会具体类型。即对于前者而言，财产规

定在身份中；对于后者而言，身份规定在财产中。

这导致在产品社会中，财产没有固定的物质类型，

唯有社会类型；而商品社会中，情况恰好相反，特定

的身份总是由财产规定，只有社会类型。在商品社

会中，财产是自主的，有社会类型，亦有严格意义的

物质类型与之对应，财产仅表示人对劳动条件的关

系，在于“宣示客体之存在性”（所谓的物以类聚）。

这和身份的分类（所谓的人以群分）作为“宣示主体

的存在性”在原理上异曲同工，但旨趣相异。

总而言之，产品社会中劳动者的规定和身份是

具体结合的，物质身份一般即体现了主体的能力，

而在商品社会中，物质个性被抹灭了，弘扬的是“劳

动个性”ᒀ蓟寂。于是，能力兴趣取向的“身份的对象化”

完全为社会职业取向的“财产的对象化”所替代。

从生产力维度看，商品经济是把工艺学越来越纯净

化，产生二元对立的经济矛盾，最终导致一个历史

的总后果：经济必然性。

五

上述二者的关系又可用土地所有制的例子予

以简单说明：如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地所有者是和

各种具体身份相联系——包括劳动者和非劳动者，

土地是“自己的财产”，人们“在土地中找到原料、工

具以及不是由劳动所创造而是由土地本身所提供

的生活资料”，于是，“只要这种关系再生产出来，那

么，派生的工具以及由劳动本身所创造的土地的果

实，就显得是包含在原始形式的土地财产中的东

西。”[15]492但对于“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而言，它仅

仅就是资本家财产占有制的衍生形式，从而在身份

关系中，完全排除了“劳动者”，土地亦被硬化为“社

会生产资料”，与具体类型的生活资料相对立。

一言以蔽之，犹如产品经济形态的社会主体

是具体特定的，资本主义客体乃是和抽象化资本

主义主体完全不同的经济规定，它也必须是具体

特定的：或作为生产资料，或作为生活资料，它们

为此拥有了彼此对立的财产身份。这是资本主义

社会科学面对的对象特殊性，决定了《资本论》的

特殊目的性ᒀ蓟计[15]108。

如此看来，马克思是以成为历史学家意义的工

作者为己任。“马克思在他所著作《资本论》上面，所

要研究的事情，是生产方法中今天最占优势的‘资

本家的方法’，不是横在生产进程根底上面的种种

自然法。这种自然法，是属于物理化学的问题，不

是经济学所应该处理的问题。”[16]此处指称的“资本

家”，其实是产品经济形态身份二重性中“社会身

份”在商品生产体系中的规定残留。一方面，我们

可以说资本家是“劳动者”，他为他的协作付出劳

动——管理、指挥、协调的活动，为此，他使他提供

的产品具有特殊社会身份。即是说，资本家的劳动

仍是由身份关系，而非直接由财产关系所规

定，——理解这一点很重要ᒀ蓟记！资本家决不会把自

己的人类生理耗费置放于商品价值的形成规定，他

的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管理职能毋宁说是社会

身份系统的“特殊禀赋”。另一方面，资本家也同样

决不具有独立的“劳动个性”。并且，如果说资本家

的“剥削劳动”具有物质个性，那么，它仅仅指示这

一点：“雇佣工人的协作只是资本同时使用他们的

结果。他们的职能上的联系和他们作为生产总体

所形成的统一，存在于他们之外，存在于把他们集合

和联结在一起的资本中。因此，他们的劳动的联系，

在观念上作为资本家的计划，在实践中作为资本家

的权威，作为他人意志——他们的活动必须服从这

个意志的目的——的权力，而和他们相对立。”[17]385

剥削劳动是虚假的物质身份劳动；资本家的剥削行

为艺术则毋宁说是虚假的社会物质个性。由此可

以说，产品社会的二重性规定在这里是被颠倒并虚

假反映出来的ᒀ蓟既 [17] 385-386。

这种分析进一步使非劳动者的规定和劳动者

的规定的区分从经济层面上彻底地显露出来。据

之，主体的身份化、客体的财产化的二重运动使得

社会存在意蕴的劳动本体地位丧失。例如在财产

体系中，只有劳动的物质身份，而没有人的物质身

份，劳动的社会身份则是商品价值。至于财产和身

份在社会层面的贯通，则意味着劳动关系从来是

“社会实体”。这显然是劳动在历史世界中的生成

过程。劳动从“自我存在”到“对象存在”，从行动的

自在、自为到意识的自觉，一步步地和实践规定合

而为一。历史成为照拂科学的“行动”，对象则成为

科学映照下的“客观历史”。一句话，政治经济学批

判的规定驱使研究对象作为对劳动规定进行深层

发掘的理论装置。这就是“自为阶级”的历史形成。

10



六

要之，劳动范畴是批判规定，非纯粹自然之

物。身份关系对于劳动的绑缚是劳动社会性（劳动

之事规定）形成的先声。所谓异化，又在于指示财

产关系对于劳动的经济束缚与社会统辖。从而推

断出：资本是史的产物，资本家是资本的社会人格

化，必然成为了私人财产之当然的历史领导者。资

本发展了“劳动正义”，却以“资本的正义”与之对

立；同时，资本撕裂了身份治理系统，从形式上缝合

身份和财产的外部对立（关系）。于是，劳动本体世

界显得越发地空间狭小。以劳动本体论为基础的

人类学生产逻辑与资本作为“绝对主体”（绝对客

体）的资本逻辑确实旨趣大异，是两个不同的逻辑

架构！毋宁说，它展示了产品社会的诉求和商品社

会的诉求的内在差异性。所以在历史学家眼里，马

克思的劳动理论必然以全人类的解放为指航，即必

须走人类历史的全面解放之路。这就是“劳动所有

制”要义：自发到自觉！坚持彻底的劳动“行动”主

义，而不是像过去的历史那样相反之规定性。它彻

底和解主体与客体、主体的发展与客体的发展，旨

在以劳动规定“身份”与“财产”。因此，所谓“从劳

动出发”，即坚持以劳动的彻底解放作为人类自我

解放之前提和工作开端。这是真正意义的人类历

史道路。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

相与析。”又云：“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这些

都是“保卫”所蕴涵的逻辑规定。直可谓：芳草萋萋

九州绿，梅花时到自然香。《资本论》是历史作品，由

此契合“中华历史书”之方法逻辑。所谓述而不作，

所谓历史继承意义的发展，盖由《资本论》“保卫”之

学术行动所内在地指示。其引申出来的进一步的

工作内涵是“原创式理解”以及“原创式再造”。由

此，可超越德国历史学派、法国年鉴学派（这些学派

普遍将历史学降格为“资料学”、“编纂学”）以及以

之为基础的一切形形色色的以“知识论方法”为创

新价值取向的所谓“新社会史学”研究流派（其声称

以“新观念”、“新观点”、“新方法”驾驭史学材料）。

艺术是悠久的，学术生命却短暂。马克思晚年

的历史笔记未能完成最后的起航，但从方法论上完

成了对历史研究贯通性的强调。体、用、学，从《资

本论》中国化到中华资本论再造，从中国化的《资本

论》研究行动到中国经济学的系统构建，“中国人资

格”之研究品格具体化在历史-思维-语言中：作为

中国版的历史-逻辑统一工作路径，既是对已有研

究范式的撤换，又是对“一致性原则”的具体诠释。

由此，它开启了当代境域的学科熔炉的工作，吹响

了向中华历史深处进军之号角。直可谓：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

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车辚辚，马萧萧，尘埃不

见咸阳桥。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何以称我

情？浊酒且自陶。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叹！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千载非所知，

聊以永今朝。

它本质上是对“史书”的回归。这是一次伟大

的新启航！

谨以此序献给《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

版150周年！

注　释：

① 1857—1858年创作阶段，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历史作品意

味很浓烈，这以后，开放的研究体系逐步收缩，科学作品

的性质于是愈发强大起来。这是马克思放弃著名的“六

册计划”的内在根据，其间马克思对黑格尔逻辑学的“借

用”仅属于外因和促动。所谓的《资本论》对《逻辑学》的

内在继承关系集中体现于“历史的内涵逻辑”（以非概念

的历史规定概念，以概念的辩证运动描述历史）。这导

致马克思以“历史辩证法”为理论体系的建构目标，重在

把握事的历史生成。具体观点参阅拙文《马克思劳动二

重性理论思想史再发掘——兼析〈资本论〉结构发生的

秘密》。

② 本图的要旨是说明中华农业史典籍《道德经》和工业史典

籍《资本论》的范畴一致性，并据此求出“史书意义的研究

对象”，详尽的分析参考拙作《生产关系的三层次解读关

系及其意蕴——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域内的道名学说和

生长论》。

③ 进一步的分析可参考拙作《〈道德经〉与〈资本论〉关系简

说——论中国经济学的思维和语言》。

④ 参看《保卫〈资本论〉》第十九章的重点论述。《保卫〈资本

论〉》同时以“族民社会”和“市民社会”来代称它们。

⑤ 既有的经济学研究仅仅针对一种类型的主体即财产主

体，而对主体的身份原则普遍关注不够、不足。一个极

端的例子就是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的主体概念。“当黑

格尔将绝对观念作为主体提出来时，这个主体已不再是

上述主客体二分中的主体，而是以自身为起点、以自身

外化为外物并回到自身的绝对主体，可以说这是超越了

主客体二元对立的主体，这种超越只有在绝对主体的历

许光伟:《资本论》为什么需要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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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性进程中才真正得以实现。”所以，“与黑格尔绝对主

体概念相应的实际上是资本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资

本才是绝对主体，而这种绝对主体相比于劳动本体论所

强调的主体，则是一种绝对客体。作为社会总资本，其

本身的存在样态表现为一个螺旋型上升的循环，这个循

环具有内在自足性，以致从任何一个点开始都可以实现

资本的内在自足性。”

⑥ 延展地看，此又可看作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康

德——新康德主义”问题之解决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一条

路径，这是一种历史的“工作合流”，是说明马克思主义

经典作家与中华传统于“认识生产”上具有类似看法的

一个有力证据。因为如果再推进一步，就涉及对“唯物

主义知识论”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与康德主义“回到

康德”的学术口号不同，新康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

则致力于“回到新康德”。但这是由黑格尔逻辑包装的

康德，乃至是所谓的“唯物主义的康德”。因而对于它的

解决，需要有更坚实的历史行动基础。可以说，破除康

德主义的知识庸俗观与理论神秘性，靠《资本论》的伟大

力量，而破除“新康德主义”之知识至上与逻辑优先的诉

求，则需要整体倚靠“两重力量”（《资本论》和中华国学）

的工作统一（力量的发轫分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行动主义”，力量的归结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劳动主义

的合而为一）。据此，国学潮应运而生，“国学马克思主

义”时代性地凤凰涅槃！——有兴趣的读者，可进一步

阅读拙作《国学感召与〈资本论〉在今天——纪念〈资本

论〉第一卷出版 150周年》，该文提供了一个“取象比类”

的研究。

⑦ 所谓身份二重性，指的是主体在生产劳动与实践活动中

具有的物质身份与社会身份的二重性质，它和客体维度

的有用劳动与人类劳动的性质相对。

⑧《保卫〈资本论〉》将广泛论述以下理论情形：（1）劳动二重

性容易被曲解成“物象二重性”；（2）身份二重性也很容易

被一般化为“人的二重性”；进一步，（3）对主体研究维度

和客体研究维度的不加以区分；等等。

⑨ 中国可说是“官家”和“财家”（不完全意义的“资家”）两位

一体的极复杂的结合态的社会。如王亚南在他的中国官

僚制研究中指明了：“专制官僚社会统治者对其臣下，或

其臣下对于僚属所要求的只是‘忠实’，不是‘清廉’，至少

两者相权，宁愿以不清廉保证‘忠实’。结局，总有机会发

财，有官斯有财，有财斯有土，有土斯有社会势力和身份，

而这又反过来变成为知识独占的前提。”要之，“儒家的

‘大一统’，由尽量扩大政治版图所造出的上述统治上的

困难问题，就由其尽量推行纲常之教或伦理的治化，而相

当能得到解决……这样一来，天道观念、大一统主张、纲

常教义就成功为‘三位一体’了。”

⑩ 此处分析是对中国所谓“富不过三代”的另一种诠释。

ᒀ蓟寂 所谓物质个性，在现代语境中，可用人的劳动技能化、匠

心素质和文化养成等等概念予以转义表达；所谓劳动个

性，经济术语即劳动分工。

ᒀ蓟计 马克思以切入市民社会之财产关系研究把握了商品生产

的“历史的内涵逻辑”（如马克思提出的重建个人财产制

度即“个人所有制”的分析逻辑），又以对资本主义前的各

种关系的“解体”的分析为把握前提。《政治经济学批判大

纲》中马克思所说的种种解体，集中起来指示的是身份关

系的解体；借助这些解体行动，而使得劳动从身份束缚中

“解放”出来。据此看来，由马克思提炼的人的发展的三

个历史阶段或三种社会历史状况是纯粹针对“主体”而言

的，尤其指示的是身份关系的历史类型。相比之下，小私

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重建的个人所有制的历史建构

是专门针对“客体发展”而言的（生活资料逐步从客体世

界中独立出来，并最终成为社会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一

个生活形式）。两相激荡，烘托出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所有

制的整体发展图景：所有制的初始经济形态（部落所有

制；亚细亚的、古典古代的以及日耳曼的所有制：公社所

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奴隶所有制（包括两种：劳动奴隶制

和家庭奴隶制）、封建所有制（亦包括两种：欧洲领主制和

中华地主制），以及资本所有制和迄今为止正在历史酝酿

与展开中的社会主义文明规划的劳动所有制。此是宏

论，如将领主制说成封建社会根本特征的观点按其实质

要求看，是缩小了封建主义的讨论（如将封建社会从定义

上限制为“自然经济割据之上的诸侯的政治割据”，所谓

“土地附著于封主、农民附著于土地，手工业者附著于行

会”），相对扩大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考察范围，——此处

不继续展开论述。在这里，囿于客体批判的参照系，马克

思没有系统考察“人的依赖关系（身份）”、“人的独立性

（身份）”以及“人的自由个性（身份）”的历史演变关系，而

直接锁定的是“现代社会”的身份关系。“因此，家长制的、

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

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

展起来。”毋庸置疑，马克思如此概括是为了甄别“人的独

立性”（所谓的“第二大形态”）的特殊身份关系，即可识别

的社会个人关系（盖言“可识别”，指的就是“身份同质

化”，身份附着在财产关系上，也就为社会同一化的财产

所规定和合并）。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领导性的财产

的历史世界。

ᒀ蓟记 对资本家本人来说，以其眼光，他的财产恰恰是由他的社

会身份带来的，——这不由得令人想到“中国地主”身

份-财产关系上的二重特质性规定在这个问题上的重

演。因此，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看，同官僚体制中的地主

一样，资本家仍然是一个特殊类别的独立的主体类型。

ᒀ蓟既 马克思指出：“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

业的管理者，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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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正像在封

建时代，战争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权力是地产的属性

一样。”对资本家而言，他的劳动隶属于他的身份，但对

社会而言，他的身份则隶属于他的财产。这样，资本家

作为“劳动者”的身份规定最终由财产赋予，在这里，它

体现的是资本家的财产个性。这个财产个性时而以“劳

动个性”、时而以“物质个性”表现出来，但从根本上服从

于劳动财产的二重活动对象，“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的

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二重的，——因为它所管理的生产

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

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那么，资本主

义的管理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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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does Das Kapital Need to be Defended?

XU Guang-wei
（School of Economics,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Das Kapital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scientific history book”. That's because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cluding subject criticism and object criticism has been dealt with as a special discipline meth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
ment of the historical world of the object, Marx's Das Kapital deduces the methodology of materialism and dialectics and catches the
working logical form of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meantime, Chinese economics focuses on the subject critical logic. This is
the“Harmony without sameness”of object of study to help to think about the language of Chinese Economics. In this context of work,
labor critique means“dual transcendence”, which contains“beyond identity”and“beyond property”. As a result, the“academic de⁃
fense”of Das Kapital should be composed of three work elements which are“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history”, and“theory of
action”respectively. The method of Chinese subject Critical is an indispensable working side or the spring of socialist movement, in
the large picture this is the ba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of class-for-itself(the subject of activism).These make it possible for
us to call the paper“preface of the Defense of Das Kapital”(revised in 2017).

Key words: Das Kapital; defen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subject criticism; object criticism; duality of identity; duality of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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