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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从叶道德经曳到叶资本论曳是术语的传承和革命袁是思想领域发生的一次次重大变革袁延续了历史的生生不息遥
可对接之点包括院渊1冤以叶道德经曳释解叶资本论曳架构之谜袁显露发生学工作逻辑规定性曰渊2冤在历史探究中衔接野农业史的

经典冶和野工业史的经典冶渊逻辑冤袁找到叶资本论曳传承叶道德经曳的具体学科工作路径曰渊3冤探索野中华定义冶特殊方式袁以中

国经济学之野思维冶和野语言冶切入袁锁定中国本质概念架构院道垣德遥可见从方法论看袁叶道德经曳乃是中国经济学的思想源头遥 这

启发我们院必须把叶资本论曳之学术保卫内涵确定为野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冶袁建立整全历史域的范畴的生产与批判袁据之袁可
创造性提出学科方法论的思想遥 发生的袁同时是批判的渊规定冤袁由此可确立政治经济学工作逻辑与工作方法的统一遥

关键词院道德经曰资本论曰发生学曰工作逻辑曰中国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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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楔子

本文是拙作叶<资本论>在何种意蕴上是野史书冶曳[1]

的研究续篇袁是拙著叶保卫<资本论>要要要经济形态

社会理论大纲曳渊该著副标题在话语意义上即为野中
国经济学冶 研究大纲冤[2] 的一个具有特别意蕴的书

评遥 该著创造性提出野学术保卫冶概念袁其可以解作

从历史和思想方面对经典文本进行贯通遥 从这条路

径出发袁叶道德经曳对叶资本论曳的野影响冶体现在实质

层面袁即工作逻辑之上袁尔后扩展到学科方法遥 这是

我们争取野跳出文本冶进行历史理解的基本理由遥
另外袁罗义俊的叶老子译注曳[3]提出一个疑问院

野此章纯说道体袁何以置入叶德经曳钥 冶淤本文从解决此

问题入手袁提出叶道德经曳与叶资本论曳关系野简说冶袁
做相应的引申袁力求野本土化冶的原创研究遥 显然袁此
野引申冶是属于方法论工作范围的一个意义域遥 道和

德袁二者的合成即本质曰名者袁本质的逻辑形式遥 这

样一来袁发生学工作逻辑渊包括思维冤与语言仍可实

现对马克思进行野中华转译冶遥 马克思在叙述中为促

成事的科学工作效果的产生袁借用并改造了野黑格尔

叙述冶渊如质要量要形式要规律的内容和形式的接

续冤袁所生成的野辩证讲述冶和野中华本质冶的规范内容

是相通融合的遥正因为如此袁我们有理由把这看作是

叶资本论曳保卫行动的内在学术价值浴 它的根据所在

就是院面向中国经济学袁我们果真如此孤独吗钥 它向

全体中国人提出了行动的议题遥
二尧总论院叶资本论曳架构要要要基于叶道德经曳的阐释

叶道德经曳强调院野既得其母袁以知其子袁复守其

母袁没身不殆遥 冶于无独有偶袁在检阅叶资本论曳目录时我

们发现院无论叶资本的生产过程曳还是叶资本的流通过

程曳袁都有关于野资本的再生产冶的阐述遥 究竟是怎样的

关系钥会不会是一种重复呢钥熟悉叶资本论曳的人知道袁
这不是重复袁两者是工作递进和相互包涵的关系遥

从内容上看袁前者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野实
体状况冶的描述袁即动态描绘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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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体关系渊资本的野简单再生产冶冤以及相对剩余

价值生产的历史实体关系渊野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冶
或野规模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冶冤曰相对而言袁后
者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运动条件进行汇

总意义的阐述袁即进一步刻画资本简单再生产的运

动条件和资本扩大再生产的运动条件遥 前者表明院
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决不限于野工厂制冶袁它更深一

步的本质内容是野社会再生产冶曰在此基础上袁后者

则进一步表明院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是追逐野扩大

再生产冶袁而绝不局限于再生产本身遥 概言之袁这就

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野道冶和野德冶遥
扼要而言袁野资产阶级社会有一部特殊历史院资

本主义耶道爷和耶德爷的发展遥 它扎根在生产史中袁显
露在流通史中袁最后和生活史合而为一遥 冶由此可

见袁野耶道爷和耶德爷的形成中已经包含了它的发展规

定遥 冶[2]渊P429冤叶道德经曳第四十章的内容是院反者道之

动袁弱者道之用曰天下万物生于有袁有生于无遥 此两

句看似无关袁在工作逻辑上却有着内在的关联遥 实

例就是叶资本论曳遥 用叶资本论曳的体例看院劳动生价

值袁价值生价格袁谓野有无学说冶遥 道的运动方式是

野反冶袁类共同体的集体话语是野弱冶袁谓野体用之分冶遥
而关于野反冶袁叶道德经曳作出的诠释就是院复守其母袁
没身不殆遥这是野养德冶遥且看叶道德经曳的系统说明院
野道生之袁德畜之袁物形之袁势成之遥 是以万物莫不尊

道而贵德遥道之尊袁德之贵袁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遥故袁
道生之袁德畜之曰长之育之曰成之熟之曰养之覆之遥 生

而不有袁为而不恃袁长而不宰遥 是谓玄德遥 冶盂如此看

来袁上述的第一句是讲述野德冶渊叶资本论曳第二卷的

工作内容和逻辑冤袁第二句是追溯野道冶渊叶资本论曳第
一卷的工作内容和逻辑冤遥 说确切些袁这意味着第一

卷总体上尚且隶属野劳动价值论冶袁而第二卷则要超

出这个范围袁直接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出发点袁是从

资本主义社会的野实有冶开始遥 这里的野无冶当然不会

指存在上的野虚无冶袁而指野有的正在生成冶渊状况或

发展过程冤遥 这一章内容鸟瞰野德冶和野道冶的关系袁表
明德是道的必然延续和护卫袁就把事物发展的野本
质规定冶活脱脱地表现出来了遥 这就是马克思为什

么说院野在本书第一卷袁 我们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袁
既作为孤立过程袁又作为再生产过程来分析袁我们

分析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本身的生产遥 冶野现
在袁我们就要考察作为社会总资本的组成部分的各

个单个资本的流通过程渊这个过程的总体就是再生

产过程的形式冤袁 也就是考察这个社会总资本的流通

过程遥 冶[4]渊P391-393冤因此整体看袁野耶企业资本要社会资本爷
表述方式就是耶资本要资本积累爷的再说一遍冶遥 [5]

如此看来袁生产行动寅再生产行动渊流通行动冤寅
交往行动寅自觉的认识批判行动这样的行动链条袁
构成了资本主义的行动图型要要要特殊的野逻辑学冶遥
其工作意蕴在于院建立真实的探求袁所谓以野逻辑冶
求野真实历史冶浴 马克思这么总结自己的工作院野要达

到这一点袁 只有用我的方法噎噎用雅科布窑格林的

方法不可能达到这一点袁他的方法一般地比较适合

于那些不是辩证地分解了的整体的著作遥 冶马克思

提出了野辩证叙述冶院野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袁它
们却有一个长处袁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冶曰并且

野最后这一册大半是以历史的形式重述一遍遥 但是

我不能下决心在一个完整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

前时袁就送出任何一部分遥 冶[6]渊P196冤

因此袁笔者认为院野叶道德经曳和叶资本论曳具有结

构的耶巧合爷院道和德规定的相互推动和彼此间的有

机交融遥 叶资本论曳在成书结构上分成四个层次院历
史发生学渊道袁历史生产寅再生产过程冤曰系统发生

学渊德袁再生产寅流通过程冤曰现象发生学渊道和德的

生活形式袁流通寅生活过程冤曰认识发生学渊道和德

的认识形式袁生活寅认识过程冤遥 这其实是逻辑发展

的必然袁摹写的是耶以历史生产为基础的时间过程爷尧
耶以社会再生产为基础的空间过程爷尧耶以流通为基

础的现象过程爷和耶以经济生活批判为基础的认识

过程渊抽象上升到具体冤爷遥 这种辩证法的耶四肢结构爷
完成了对社会历史有机体的整体刻画袁书写了一部

商品经济形态的耶整史爷遥 冶[7]这是把历史作为野行动冶
来摹写的行动者之客观逻辑袁而产生对行动的辩证

认识袁实现了客观逻辑与主观逻辑之有机统一遥
作为野附论冶袁我们创造性运用野阴阳渊叶资本论曳

第一卷逻辑冤要要要五行渊叶资本论曳第二卷逻辑冤要要要
八卦渊叶资本论曳第三卷逻辑冤冶的复合工作逻辑体式

渊如图 1袁复合指相互包含关系冤袁完成对上述野行动

主义冶的一个简要形态的刻画遥
所谓野阴阳冶袁即确立劳动二重性逻辑遥 在叶保

卫<资本论>曳里是这样论述的院野这是中国耶家本位爷
的特殊语言外观遥 以孔子之后理学儒学集大成者朱

熹的学说为例袁我们引用来说明劳动价值论的耶逻
辑爷和耶思维爷遥 即要说明耶阴爷渊价值冤耶阳爷渊价格冤袁阴
者为母袁阳者为子袁阴者静袁阳者动袁阴者隐蔽袁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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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露遥 一阴一阳之谓道遥 进一步袁阴阳归为太极袁太
极为理之本尧阴阳之源袁此处的耶太极爷即指化生价

值之劳动遥 太极动而生阳袁静而生阴袁故此袁耶太极之

有动静袁是静先动后遥 爷对劳动袁则必须遵循耶理一分

殊爷学说袁耶理一爷渊道理同一冤指的是抽象袁耶理一分

殊爷渊事物各有其理冤指的是具体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朱
熹本人用耶月印万川爷证成这种学说袁而该书作者则

更为支持其耶万紫千红总是春爷的证成方式遥 冶[8]渊P7冤

Work

Labor

阴 阳 五 行 八 卦

水渊G'冤

木渊G冤

火渊W冤

金渊W'冤土

相对剩余价值
虚拟资本收入

级差
地租

一般利润

利 息

绝对地租

绝对剩余价值
特殊利润

图 1 叶资本论曳体系的架构

G尧W尧P尧W忆尧G忆是叶资本论曳设立的野五行元素冶遥
叶保卫<资本论>曳如此论证院野道亦守常袁是为不变之

德遥夫唯不争袁故无尤曰持而盈之袁不如其已遥若董仲

舒言耶天有五行院一曰木袁二曰火袁三曰土袁四曰金袁
五曰水遥 木袁五行之始也曰水袁五行之终也曰土袁五行

之中也遥此其天次之序也遥木生火袁火生土袁土生金袁
金生水袁水生木袁此其父子也遥 木居左袁金居右袁火居

前袁水居后袁土居中央袁此其父子之序袁相受而布噎噎
诸授之者袁皆其父也曰受之者袁皆其子也噎噎故五行

者袁乃孝子尧忠臣之行也遥 爷这和马克思用 G尧W尧P尧
W忆尧G忆来说明资本总公式流通形式所涵容的运动袁
道理是相通的袁一为典型中国封建主义秩序袁一为

典型西欧资本主义秩序遥 冶社会形态统治秩序之相

通在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相互贯通袁于是袁野所
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袁 在这里袁 不过是对 G尧W尧P尧
W忆尧G忆来说的运动袁即运动方式和形式的连贯化遥核

心的观点是说明运动生构造袁构造反过来维护了运

动体制遥 德化为道袁道化为德曰这表明耶变爷和耶不变爷
相生相克尧因循守一遥 道中有始终不变的因素袁那就

是耶德爷曰反过来袁德也充满变数袁本质上是一运动

物遥 在 W原G原W 体制中袁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矛

盾是潜在的袁社会的分配和消费关系没有受到它的

严重影响曰在 G原W原G忆体制中袁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的构造作为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的中心调节器袁上
述矛盾上升为社会的显在规定遥 资本主义生产以后

的运动皆以此为本渊某种意义上袁叶资本循环曳和叶资
本周转曳是第一卷二至六篇的耶再说一遍爷袁说明剩

余价值生产的社会实现手段尧途径和形式袁言其运

动条件曰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曳是第七篇的

耶再说一遍爷袁说明资本积累的社会运动条件冤袁不断

派生尧衍化袁生出现象的诸多复杂性遥 从而袁这可能

也是马克思关注的耶父子关系爷院由资本之道发育出

资本之德遥 其别于母子发展关系的地方即是经济形

态的衍生性袁所谓院金玉满堂袁莫之能守遥 据此马克

思坚持认为袁 现象运动在特征上对于实体生产来

说袁依旧具有严格的依归性遥 冶[2]渊P395-396冤

由此看来袁野叶资本论曳和中国古老的叶易经曳学
说体系亦是道理相通的遥 冶叶保卫<资本论>曳继而这

样论述院野兹以剩余价值理论和八卦图的相通为例遥
剩余价值以两种基本方式存在院绝对剩余价值和相

对剩余价值袁前者指明剩余价值生产的本身渊工厂

是有形的冤袁 后者指明剩余价值生产向社会剩余价

值生产渊全社会都是工厂袁工厂是无形的冤进发的过

程遥 由两种基本方式演化出六种存在的运动形式院
一般利润尧特殊利润尧级差地租尧绝对地租尧利息尧虚
拟收入遥 耶2+6爷模式相生排列袁象在其中遥依次是院乾
一渊绝对剩余价值冤尧兑二渊一般利润冤尧离三渊级差地

租冤尧震四渊相对剩余价值冤尧巽五渊特殊利润冤尧坎六

渊绝对地租冤尧艮七渊利息冤尧坤八渊虚拟收入冤遥 冶生产

性质和分配性质的贯通导致野第一流程院肇始于绝

对的剩余价值生产袁 由一般利润 渊竞争性收益冤起
步袁中经级差地租渊这是绝对和相对剩余生产之间

的事实中介袁 正是由于社会上到处存有该种规定袁
耶租金耗散爷 的结果产生了资本主义相对剩余价值

生产冤袁以相对剩余价值为结点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

不断地抬升了一般利润的社会获取水准袁这时的资

本犹如雨露之泽被万物袁又以轰隆隆的雷声到处掀

起革命遥 冶继而导致野第二流程院由特殊利润渊经营性

垄断收益冤起步袁以绝对地租为铺垫和作为坚实的

生长底座渊这是虚拟之源袁级差地租寅绝对地租的

发展标识了资本主义经济生活得到巩固和社会深

化冤袁达成观念化的利息一般袁遂有产生耶社会虚拟爷
之可能袁收于虚拟收入曰至此袁资本获得收益仿佛山

石之稳固遥 由这个基础生出全社会的剩余价值生产

境界遥 冶于是袁野形成两条运动流程遥 冶以第一流程作

为坚实基础袁第二流程的持续起航袁导致野一般利润

渊剩余价值总额冤寅平均利润渊本身是中介袁对应平

许光伟：《道德经》与《资本论》关系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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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生产和平均实现的耶社会利润爷冤寅各种收入渊虚
拟的高额利润或利息作为耶收入爷袁乃是虚拟的超额

个别利润冤袁这个过程遂有了虚实互为起点尧相生相

克这一现实性发展条件遥 冶最终的结果是院野复归于

起点的运动不断反复尧充实和提高袁从而袁起点是不

断得到巩固的起点规定遥 冶[2]渊P440-441冤

三尧叶道德经曳工作逻辑何以野影响冶了叶资本论曳
的结构

发生学袁生生也遥 前一个野生冶指野事物发生冶袁后
一个野生冶指野事物发展冶袁生生不息也浴 说明生生不

息的运动生长的道理袁即历史尧系统尧现象的认识发

生和运动原理遥 作为辩证法的内置结构袁在中华话语

体系中袁发生学和辩证法一语二用遥 发生学工作逻

辑又可以说成是中华传统上的一个特殊的推理遥
我们由此问题起步遥 问题的关键在于院弄清楚

客观发生于它们之间的辩证工作关系遥 有人质疑这

种逻辑同构性遥 但是袁野显然袁叶道德经曳和叶资本论曳
不是结构巧合袁而是不同时代背景和文化差异条件

下的逻辑趋同的一个必然遥 冶就实质而言袁野盖因二

者都是历史学科的缘故遥 冶[7]史书的工作性质使其工

作逻辑趋同袁简言之袁野叶资本论曳作为史书袁立足社

会科学研究方法论袁彰显事的科学规定性遥 冶我们应

该持此主张看待两者于学科方法层面的迥异袁野回
归整体意义的研究路径冶袁寻求野对象冶和野研究对

象冶的统一规定性遥 [1]其以逻辑学方式统一了野一科冶
和野百科冶袁完成了归纳比较基础上的对于历史过程

的野辩证叙述冶袁而表现出这样的语义学态势院野材料

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袁呈现在我们面前的

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遥 冶[4]渊P22冤

既然如此袁此处的任务仅仅是院直接撇开那些

史学家的任务袁而把重点放到叶道德经曳工作逻辑对

于叶资本论曳结构野所施加影响冶的分析之上遥 内置其

间的统一的工作逻辑被确认为是野发生学冶遥 发生学

不排除解释袁但杜绝解释学遥 众所周知袁叶道德经曳是
文字版的叶易曳遥 表面上看袁叶道德经曳完成了对叶易曳
的学术提炼和方法论精髓之概括袁 所谓 叶老子曳全
书袁无有不合叶易曳者遥 但就实质性而言袁叶道德经曳委
实是开辟一种科学转向院 从文化的角度完成了对

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冶 的首次系统表述遥 所谓行

知袁母子袁发生学也浴 其提倡野质性研究冶的优先性袁
弘扬野中国本质研究冶袁即道的方法袁以及与之契合

的德的方法遥 榆由是观之袁不仅中国经济学而且经济

学本身袁其创立的源头应该野追溯冶到叶道德经曳袁特
别是作为方法论思想上的文本根据遥 虞

无独有偶袁作为现代意涵的野发生学方法冶袁也
是兴起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袁随后才被人文社会科

学领域所接纳和广泛采用遥 概言之袁今日我们所论

之野发生学冶袁乃是一种工作逻辑和方法袁是在多个

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的一种科学方法遥 跨学科的特点

使这种学科方法起步于自然科学袁流变于科学哲学

方法论袁最终成型于统一历史科学的建构行动遥 这

就是所谓的发生学研究之野转向升级冶问题遥 毫不夸

张地说袁发生学已成为当今世界级别的最负盛名的

学术研究事体遥 其成为多学科学术知识荟萃规定之

野研究方法冶袁在于对整全意义的学术事体之钩沉和

对历史科学逻辑之探索遥 从教育和心理学到哲学和

逻辑哲学袁从中医到生物学袁从发生学在地球科学

领域的应用到支持整全意蕴的社会历史研究袁发生

学之逻辑划出一条整合野演绎冶尧野归纳冶和野实证冶尧
野规范冶渊它们看似对立袁实则是两合之学科方法冤的
路径袁而日益成为促使诸种逻辑体系实现再统一之

新兴逻辑科学遥 以此鸟瞰袁此综合性研究体系本质

上隶属于野事的科学冶袁而非野物的科学冶遥 因为无论

发生认识论尧发生藏象学袁抑或是分子系统发生学尧
种系发生学袁或者思维发生学尧文本发生学袁都可归

入野事件发生学冶范畴袁这就超越了野典型冶与野非典

型冶逻辑哲学之争遥 其朝向一个工作目标院发生的批

判的逻辑和方法遥 这就是马克思在叶资本论曳序言中

说的袁野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袁 按其本质来说袁它
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遥 冶并且对于现代历史社会而言袁
野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

矛盾的运动的袁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各

个变动袁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遥 冶[4]渊P22-23冤

马克思为什么把历史当作野行动冶袁直至要求以

发生学来内在地把握钥 笔者举出研究命题院资产阶

级逆转遥 命题思想概要是院野叶资本论曳的逻辑与方法

论规定是发生学遥 其指向于研究与言说耶历史爷袁旨
在弘扬与推进对历史学发动耶哥白尼革命爷意蕴之

经济学建构道路袁 使范畴落实在批判原则之上袁贯
彻于历史规定性之中遥 但是袁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对这种道路和理论实践行动进行了耶逆转爷袁推行庸

俗化的解释学与非批判的科学主义主张袁旨在相反

将经济学沦落为特殊门类的自然科学遥 冶最终的结

论是院野必须明确袁 政治经济学实践之路最终旨在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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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和解除解释学语言束缚之牢笼遥 冶即如果说野经济学

的 耶哥白尼革命爷 在于创造性地引入 耶范畴的方

法爷冶袁那么必须承认这个方法本身也是历史的袁野范
畴的生产或其自然生长活动并非有什么独有 耶规
律爷袁也不是什么牢不可破的耶逻辑链爷或耶认识链爷遥
这也就需要彻底否决认识形式科学的纯粹性和独

立性遥 冶[9]

简短小结院以上问题提出之意蕴以及所得到初

步之论证结果可转述为野道名之学冶遥 内含的法则是

野道要名冶尧野可道要可名冶和野非恒道要非恒名冶遥 以

叶资本论曳第一卷为例袁马克思对资本范畴的把握由

野名冶渊货币转化为资本冤始袁尔后野可名冶渊即资本冤袁
尔后野非恒名冶渊资本积累冤遥 显然袁野可名冶并非现代

汉语的野可以名冶意思袁而是野成名冶渊名之成院社会范

畴的生成冤之义遥 名是道之辅袁名是道之显袁是道之

示名袁即自我表达遥 这样袁我们可以把叶资本论曳意义

的野始道冶规定为野商品生产和交换冶渊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之始冤袁把对应的野可道冶规定为野剩余价值生

产冶或野资本生产冶本身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成冤袁
而把叶资本论曳意义的野非恒道冶规定为野资本积累之

社会历史过程冶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流变袁即资本

主义交换关系的成长冤遥 合起来所谓院野道袁可道袁非
恒道曰名袁可名袁非恒名遥 冶愚于是袁野循此思路袁叶资本

论曳全部四卷的工作内容被安排为院耶道爷要耶德爷要耶道
和德爷曰其中袁后者分成耶道和德的生活形式爷与耶道
和德的认识形式爷遥 即前两者共同构成对事物发展

的本质研究袁后者构成现象研究以及建基于生活批

判和现象批判的认识研究遥 冶[7]

四尧中国经济学的野思维冶和野语言冶
六经皆史遥 如何理解这个观点呢钥 推广来说袁

叶道德经曳是文本版的六经袁是进一步把史浓缩了袁
但对它的理解应该依托相关历史书遥 相比之下袁叶资
本论曳大大前进一步袁其把历史作为野逻辑冶来写袁从
而把历史写活脱了遥 前文所说的 野真实的工作探

求冶院以野完整的逻辑冶求野历史冶浴 以叶资本论曳第二卷

为例袁G尧W尧P尧W忆尧G忆暗合五行逻辑袁 这自然不是什

么解释学袁而谋求资本之运动史袁因此对野运动条

件冶的刻画毋宁说在于求发生学之工作批判袁即劳

动的存在方式院Work/Labor渊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之

统合冤要资本的运动方式院G尧W尧P尧W忆尧G忆渊生产关系

和交换关系之统合冤要资本的生活方式院 资本的各

种收入形态渊全部矛盾的显露袁乃至是生产关系和

分配关系之统合冤遥 这意味着野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

构冶并非指示所谓的唯物主义知识论袁更遑论知识

理论意义的解释学建构了遥 同样袁上述工作逻辑也

不能说成是一味地求历史的野解释学批评冶袁仿佛唯

一目的就是要揭示野绝对的本质冶渊商品价值冤遥 如上

指出袁其深意在于指示行知路径的发生学渊批判冤袁
求得野劳动要价值要价格冶的整史遥

这是史书的工作特点要要要生生推理院发生的东

西袁同时是正在成长和衰弱的东西遥 显然袁这种历史

知识是史的认识形式袁是结果袁而不是前提遥 所以无

论如何袁它们不会是野带有支点的演绎冶工作要求的

出发点规定袁不会是任何的逻辑演绎意义的起点或

终点袁即公理假设知识遥 这样就理解了马克思为何

坚持主观批判渊即野理论史冶冤和客观批判渊即野实在

史冶冤工作接通关系袁这是所谓马克思善于把社会历

史形态的思考尧论证和阐发与关乎这一问题的学说

史梳理和评析紧密结合起来的一个判断遥 辩证叙

述尧过程演绎和推理嫁接于野发生方法冶之上袁马克

思称为野范畴的方法冶尧野结构的方法冶袁乃至同时是

野范畴的生产和批判冶遥 前提是历史生产自己的逻

辑遥 这样就首先得到 野理论部分冶渊叶资本论曳 前三

卷冤曰其次得到野逻辑越认识冶渊规定冤的历史文献部

分袁即叶剩余价值理论曳渊叶资本论曳第四卷冤遥 历史和

逻辑之统一渊马克思称为的野理论冶冤乃是理论的生

成过程遥 与之契合的逻辑和认识统一袁马克思则称

之为野理论历史冶或野认识论冶袁即历史的自我认识过

程遥 实际上袁在马克思看来袁对后一个野历史冶加以客

观表述袁就可避免陷入野自足自明冶的叙述状态袁就
意味着消灭野绝对本体论冶的永久栖身之所遥 概言

之袁 这是对完整概念的人的历史的辩证的叙述袁是
真正意义的研究与叙述的统一遥

遵循叶道德经曳关于事物野本质冶渊道和德冤研究

传统袁劳动价值论拒绝唯理论的建构袁也就不能被

认为是解释学遥 因此袁野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冶尧
野唯有在劳动时才创造价值冶尧野只要劳动即能创造

价值冶尧野只能是劳动袁而不是其他什么耶事物爷袁能够

创造价值冶等等说法袁本质上都是行不通的遥 野只有

劳动价值论冶的逻辑袁没有摆脱野定义法冶语义束缚袁
把人类劳动视为人的自然行为意义的野人的劳动冶袁
强调野人的劳动冶本体论遥 于是袁一方面是只有劳动

渊要素冤唯一地创造价值袁另一方面是全体要素全部

地创造价值曰从而在形式上袁劳动价值论似乎彻底

许光伟：《道德经》与《资本论》关系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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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给了要素价值论遥 野只有论冶显然和野全部论冶相呼

应袁并制造二者的语义对立遥 可见袁这是野要素论冶惹
的祸遥 舆为了彻底解决问题袁我们需要跳出解释学窠

臼院仿佛价格是由价值予以解释的袁而价值则只由

劳动予以解释遥 甚至不应当归结为形式逻辑和辩证

逻辑的选择问题袁而根本就是否决野用劳动给价值

下定义冶这种做法遥 例如野机器替代劳动冶袁并非资产阶

级庸俗经济学抓住的表面现象问题袁实质问题是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历

史变化和所产生的社会后果袁它造成人类劳动能力

的全面退化渊是属于野道冶和野德冶层面的规定冤遥 同时袁
它也可能造成误解院劳动作为野要素冶在地位上让位

于机器袁仿佛是历史选择上的一种必然性规定遥 [10]

所以袁马克思没有用野定义法冶对劳动进行硬性

规定袁没有用劳动给商品价值下定义遥 如果硬要说

定义袁那么马克思是用野抽象劳动冶渊作为商品生产

劳动的野人类劳动冶概念冤对价值做出规定遥 但同时袁
正如恩格斯指出院 马克思的定义并不是一成不变

的遥 野这是出自噎噎误解袁即认为马克思进行阐述的

地方袁就是马克思要下的定义袁并认为人们可以到

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尧现成的尧永远适

用的定义遥 但是袁不言而喻袁在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

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袁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的时

候袁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尧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

变形曰我们不能把它们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袁而是

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

明遥 冶[11]渊P17冤重要的是袁野这里所涉及的袁不仅是纯粹的

逻辑过程袁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

的思想反映袁 是对这个过程的内部联系的逻辑研

究遥 冶[11]渊P1013冤

既然如此袁那么究竟什么是抽象劳动呢钥 它可

以直接下定义吗钥 这个规定不过指示了野商品经济

形态冶渊其作为社会系统冤的历史发生袁不过是说明

商品社会的实际生长状况遥 马克思所以用野劳动二

重性冶对此野生生逻辑冶予以结构化遥 概言之袁野抽象

劳动是从一般构造转向特殊构造的经济规定遥冶[2]渊P91冤

这是开放过程的 野没有支点的演绎冶袁野马克思劳动

二重性的实践图景即在于以历史主义和实践主义

为双重的建构逻辑取向袁 规定大写的历史理论袁全
面落实政治经济学批判遥 冶即野该研究进路旨在阐明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整体

性批判所得到的认识结果袁 是对历史进行总体分

析尧系统性考察而得出的建构性理论袁是批判与建

构的统一性理论遥 冶[12]往深处看袁劳动二重性和政治

经济学研究对象是逻辑契合的袁关于劳动二重性的

理论实践之路袁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院其野统一化研

究对象和理论范畴用语袁如生产方式渊历史中形成

起来的社会生产冤与劳动一般袁以及生产关系和交

换关系渊社会再生产冤与价值渊形式冤袁使理论分析具

有明确的可操作性遥 冶[13]这表明袁野名冶说到底是依据

野道冶渊发展规律冤来予以理论生产的袁这是特殊意涵

的野范畴发生学冶遥 而所谓客观规律的非人意志性袁
叶道德经曳则曰院道常无名袁朴曰虽小袁天下莫能臣遥 余

如此看来袁 经济学的工作逻辑归根结底是由

野思维冶和野语言冶组成遥 劳动价值论所组装的材料不

过就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野思维冶渊名和非恒名

的部分冤和野语言冶渊可名的部分冤遥 在劳动价值论的

架构下袁抽象劳动是价值的野始名冶袁商品价值是野可
名冶袁 生产价格和各种市场价格则是价值的 野非恒

名冶渊变化之名冤遥 同样袁对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命名

也是如此遥 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冶 可看作是它的始

名袁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相适应的野生产关系冶
是可名袁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相适应的野交换

关系冶则是变化之名遥 三者都可以用野生产关系冶来
工作命名袁从而确立野财产关系的生长冶这一系统性

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社会历史现象遥 通过对黑格

尔辩证法的借助和改造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实现了

上述野思维冶和野语言冶的一统袁使之达到辩证逻辑的

工作程度袁马克思称之为野把耶辩证方法爷应用于政

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冶遥 [6]渊P239冤由此引出一个问题院
生产关系在定名上究竟有无野规范冶袁以及政治经济

学究竟如何野讲述冶生产关系钥 这就是自然科学领域

的野一对一冶渊定义冤和社会科学领域的野多对一尧一
对多冶的工作关系遥

在这一点上袁马克思的处理态度始终是辩证和

客观务实的遥 马克思认为袁 从生产关系越财产关系

渊发育尧运动以及取得生活形式冤的规定行程看袁生
产关系不是静态的单质概念袁而是多质聚合和裂变

的动态发展体袁简言之袁它是一个社会历史的野关系

的生长机体冶遥 生产关系的总名称是经济形态社会遥
定名规范之所以采用野多对一尧一对多冶体式袁是对

客观生长和发生关系予以真实摹写的工作需要使

然袁一言以蔽之袁社会历史的生长发展关系并非单

纯的一袁亦不是杂多的概念遥 这就引入了中华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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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式院相生相克遥 马克思的叶资本论曳研究给予我们

的启示是院在对辩证法野命名冶的把握上袁需要更多

接纳民族文化特性袁并通过民族历史和世界历史的

兼容贯通袁适时创立野新思维冶和野新语言冶遥 例如套

用叶道德经曳的用语习惯袁关于生产关系的野定名冶完
全是辩证和实践取向的袁即野无冶袁名历史社会之始曰
野有冶袁名经济形态社会之母遥 故袁恒野无冶袁欲以观其

妙曰恒野有冶袁欲以观其徼遥 从叶资本的生产过程曳到
叶资本的流通过程曳袁马克思实现了对野大写字母的

资本逻辑冶的刻画遥 资本的完整的一部野生生史冶袁演
变为同样是野完整意义冶的一套野逻辑学冶袁盖因野同
谓之玄冶之故遥 所谓野此两者袁同出而异名噎噎渊遂达

到冤玄之又玄袁众妙之门遥 冶愚因此袁所谓发生学袁不过

是中华用语形态野辩证法的规定冶袁或者可看成是它

在中华语境下的一个现代传承和转译遥
至此袁我们再把认识向前大大推进一步遥 一言

以蔽之袁必须野把生产方式尧生产关系尧交换关系视

作商品生产大家族的统一语言要要要对象的如何来尧
为什么尧是什么袁而把与之直接对应的劳动尧价值尧
价格视为家族内的一整全的概念体系冶袁其再和叶道
德经曳逻辑接通袁野之后袁才有之于商品对象的耶道生

一爷渊商品生产交换规律生出统一的 耶商品范畴爷冤尧
耶一生二爷渊商品二因素院 使用价值对象和价值对

象冤尧耶二生三爷渊研究商品的基本范畴体系院 使用价

值尧价值尧价值形式冤曰以及之于资本对象的耶道生

一爷渊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生出统一的 耶资本范畴爷冤尧
耶一生二爷渊资本二构成院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冤尧耶二
生三爷渊研究资本主义商品 W 的基本范畴体系院c尧v尧
m冤遥 冶说到底袁野这二者的生成运动系列和生产方式尧
生产关系尧交换关系的生成机理在顺序上是严格对

应的院商品渊使用价值冤要要要生产方式尧价值要要要生产

关系尧价值形式要要要交换关系曰资本渊不变资本冤要要要
生产方式尧可变资本要要要生产关系尧剩余价值要要要
交换关系遥 在这个基础上袁耶三生万物爷袁即是说使用

价值尧价值尧价值形式这些基本规定支持了整个商

品生产体系的发展袁 而 W=c+v+m 则支撑了资本主

义生产体系遥 规律成长和发现的过程是反过来的袁
即三生于耶万物爷尧二生于三尧一生于二的过程袁道
渊或曰发展规律冤最终是从耶一爷渊这个耶一爷当然指生

产方式的贯穿历史的发展袁内蕴耶矛盾规定爷袁是生

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冤 当中产生出来的袁
即道生于一遥 冶如此一来袁我们终于明白院野马克思为

什么集中研究耶商品爷和耶资本爷袁并予以系统地解

剖院对象是从耶一爷的层级上说的袁研究对象则必须

推进在耶二爷和耶三爷的层级上曰将之分别在生产方

式尧生产关系尧交换关系及其有机系统的发展层面

上予以历史地对照尧比较和联系袁则是为了使从中

发现的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逻辑一致起来袁形
成对耶规律爷的一系列的尧连贯的从母子发展关系上

的总体把握遥 冶马克思强调院野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

体的细胞更容易研究袁不是说仅仅解剖身体袁而在

于像自然科学家把对象和研究对象区划开来一样袁
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研究身体发育的过程渊从
耶细胞爷到耶身体爷袁价值形式的发展是联系的桥梁冤
和身体构造的系统渊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是经济的

细胞形式袁整个系统由这些结构关系组装而成冤遥 冶
而如此一来袁野英国的发展要要要从岛国的形成到日

不落帝国的形成和发展要要要凸显了价值规律和剩

余价值规律的逻辑联系袁集结了西欧的资本主义发

展史袁后者进一步集结了整个欧洲的从古希腊地中

海文明以来一直到 16要19 世纪的商业文明史尧资
本主义史袁划开了一般意义的资本主义对象和资本

主义研究对象规定遥 冶这导致我们能够野将我国农垦

文明时代的思想经典叶道德经曳同叶资本论曳的方法

论彼此联系起来遥 冶因为从对经济形态社会的揭露

上看袁野叶道德经曳是粗糙的尧质朴的袁而马克思视资

产阶级社会为耶已经发育的身体爷渊有机体冤袁视商品

为耶细胞爷渊有机体的构成要素冤之研究方法袁则显得

更为胸有成竹袁所以最终发现了社会存在的秘密遥 冶
这最终导致我们能够认为袁野这些解说对于中国人

来说袁可能会更加地令其容易懂遥 冶[8]渊P7冤

五尧未尽的说明院探索野事的科学冶袁我们准备好了吗

叶资本论曳是一部伟大的史书袁深意和崭新内涵

在于对野商品经济形态冶进行全景视角的展示遥 按照

史书的工作要求袁叶资本论曳 可贵之处始终在于院坚
持历史研究和过程研究相结合袁从中升华野事的科

学冶之工作性质遥 很显然袁就实质而言袁这种唯物主

义方法论乃是野历史过程分析冶遥 叶保卫<资本论>曳所
强化者袁中国语境的历史过程分析也遥 从而能够在

工作内容上产生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渊规定冤之野能动的唯物主义冶遥
在目前新的形势尧任务和要求下袁理论工作者

面临开疆拓土之新挑战遥 按照对马克思主义学科语

言的性质进行深入探究以及对其内涵进行深挖袁促

许光伟：《道德经》与《资本论》关系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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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野中国化冶的工作要求袁我们有理由认为院叶道德

经曳就是中国话语和行动之辩证法文本遥 发生学和

辩证法的用语相通袁使得我们可以于实质层面重新

考量问题袁 从内容而非直接从形式规定性出发袁由
此坚持整全历史域内的发生学逻辑认识观遥 按照此

认识观袁犹如叶资本论曳堪称工业史的野经典著作冶袁
叶道德经曳应被界定是写就农业史野经典冶渊包括思想

和工作逻辑经典冤之著作遥 所以对中国人而言袁应强

调这样来理解叶资本论曳院它是一部科学作品意义的

史书遥 其包括十二部史院转化史 I寅转化史 II寅资本

主义生产史寅运动史 I寅运动史 II寅资本主义流通

史寅生活史 I寅生活史 II寅资本主义积累史寅范畴

史 I寅范畴史 II寅资本主义认识史遥 一言以蔽之袁它
应当就是一块整钢意义的野史书冶遥 [5]这可谓是野纲举

目张冶的一个简洁阐述遥 重要的是袁这种逻辑化处理

是中国人特有的袁但是秉持了马克思野书写历史冶的
固有习惯袁可谓善读尧善用尧善于中华创造性转化遥

以史书贯通袁野十二部史冶进一步被处置为连贯

的系列发生学院叶资本论曳 第一卷对应 野历史发生

学冶曰第二卷对应野系统发生学冶曰第三卷对应野现象

发生学冶曰叶剩余价值理论曳对应野认识发生学冶渊基于

科学抽象法的批判冤遥 这驱使我们从统一之发生学

工作逻辑角度袁探究合并叙述和研究野农业史的经

典要要要叶道德经曳冶尧野工业史的经典要要要叶资本论曳冶浴
显然袁它的内在话语渊学科工作逻辑和工作方法冤是
野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冶遥 马克思所说的野我的辩证

方法冶经过扩展袁成为了中华语境条件下的发生学

的工作逻辑遥 可见袁按照政治经济学总体构建要求袁
事的科学是经济学的总形态遥 进一步言之袁总体政

治经济学乃是我们进行研究的总的出发点遥 这决定

野经济形态本身冶而不仅仅是商品经济形态袁应当提

升作为政治经济学之 野分析对象冶遥 而这样一来袁
野叶资本论曳的中国化冶被进一步推进为关于野中国化

的叶资本论曳冶的探求遥 事的科学研究将广泛涉及以

下计划院渊1冤叶资本论曳逻辑的中华再研究曰渊2冤发生

学批判向度的中国经济分析史研究曰渊3冤中国经济学

的生成路径研究曰渊4冤经济学话语之马克思主义辩

证法创造性转化研究曰渊5冤中国经济学的逻辑体系

研究曰渊6冤实践逻辑域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和原创中国经济思想的契合研究袁等等遥 一言以蔽

之袁深入的研究计划将推进到方方面面袁实现经济

学的又一次新启航遥

工作是开放向度的遥 这是一项与中国经济学之

建构直接关联的宏大的系统性野研究计划冶袁以致我

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院 目标定位就是 野开放性研

究冶遥中国经济学自此有了实实在在的构建行动遥工

作口号成为了学术口号袁学术呼吁成为了实实在在

的话语行动遥 在新世纪袁我们迎来保卫叶资本论曳的
时代袁这是对新世纪的工作注脚和最好诠释遥 如此袁
面对辩护者看似牢不可破尧喋喋不休的辩词袁野那最

好是把真理比做燧石袁要要要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袁
发射的光辉就越灿烂遥 冶于是袁野在通往真理的道路

上设下的障碍越多袁你们获得的真理就越踏实浴 总

之袁障碍多多益善浴 冶[14]渊P69-70冤

注 释院
淤 参看该书第 95 页院关于叶道德经曳第四十章之题注遥
于 语出叶道德经曳第五十二章遥
盂 语出叶道德经曳第五十一章遥
榆 叶礼记窑大学曳曰院物有本末袁事有终始袁知所先后袁则近道

矣遥这是关于野道的方法冶的简洁表述遥野德的方法冶可从其

下的话语中对应转译院野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袁 先治其

国袁欲治其国者袁先齐其家曰欲齐其家者袁先修其身曰欲修

其身者袁先正其心曰欲正其心者袁先诚其意曰欲诚其意者袁
先致其知袁致知在格物遥物格而后知至袁知至而后意诚袁意
诚而后心正袁心正而后身修袁身修而后家齐袁家齐而后国

治袁国治而后天下平遥 冶撇开话语套用袁德的方法其实就是

野反者道之动袁弱者道之用冶这句话遥 何故钥 叶道德经曳五千

言袁无一言非道袁其言德者袁道之德也袁叶易曳之德也遥
虞 关于中国经济学的源头袁 中国经济学家乐于将这一地位

指派给叶管子曳遥 例如认为其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治国平天

下袁管子有曰院野先王使农尧士尧商尧工四民交能易作袁终岁

之利无道相过也遥 是以民作一而得均袁民作一则田垦袁奸
巧不生遥田垦则粟多袁粟多则国富曰奸巧不生则民治遥富而

治袁此王之道也遥 冶渊语出叶管子窑治国第四十八曳冤其实袁这
些说法并不矛盾遥中华学科的开源是以野自然尧人文渊或者

说文化冤尧社会冶为三足鼎立的袁彼此固有交叉袁但叶易经曳尧
叶诗经曳尧叶道德经曳是三方代表袁可谓野三源头说冶遥 叶论语曳尧
叶管子曳可以说是形成了社会经济学科的工作规范袁或可

直接说成是野总纲冶尧野讲义冶尧野体系化冶之类的作品遥
愚 语出叶道德经曳第一章遥
舆 野全部论冶的错误袁我们姑且不谈袁所谓的野只有论冶显然是

混同了劳动实体和社会生产条件的规定袁 但是把劳动看

作为野生产要素冶要要要无论物质要素还是社会要素袁本质

上都是在回避对生产关系的社会历史考察遥其结果是野使
经济科学的科学性只能构建在粗糙的概念与数据谎言之

上冶袁从而在方便了野经济学的微观构图冶的同时袁最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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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odejing and Das Kapital
要要要Thinking and Language of Chinese Economics

XU Guang-wei
渊School of Economics,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Jiangxi 330013, China冤

Abstract: This paper exhaustively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odejing and Das Kapital to find out the root
cause of Chinese economics. First, the basic structure of Daodejing gives a relatively unsophisticated account of formation of
Das Kapital. The paper argues that genetic method has proven rationality in the research of political economy. Secondly,
there is much to be found between them, such as almost interlinked thinking and language. "Chinese essence" is embodied in
the category of "Dao" and "De". Instead, we see that a new route has been discovered to lead to Chinese economics based
on methodology. This is why we must defend academic Das Kapital and adopt the advice of "re-study history".

Key words: Daodejing; Das Kapital; embryology; work logic; Chinese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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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光伟：《道德经》与《资本论》关系简说

用野物象化理论冶替换了资本理论遥
余 语出叶道德经曳第三十二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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