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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华所有制问题
要叶资本论曳中国化与中国化叶资本论曳关系域内的讨论
要要
许光伟
渊江西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袁江西 南昌 330013冤

摘 要院叶资本论曳研究在当前面临野新境域冶院一方面需要野中国化冶袁另一方面还需要本根的和本土化的野中国资本
论冶袁实现原创式理论创新遥 这一语境是唯物史观发生学意蕴的袁意味着只能基于方法论研究层面对接史书研究和科学作
品解读遥 研究主题定格在叶资本论曳中国化基础上的野中国经济学建构行动冶意义域中遥 构建理论形态的中国政治经济学袁
内涵路径锁定了对象野所有制冶袁将其作为生产关系的一般历史思维形式袁即作为生成规定与内容规定之统一遥 在此情势
下袁家有制要国有制成对范畴成为野私有制要公有制冶分析链条的必要的补充袁也成为中华所有制的基本工作逻辑形式遥
于是袁辩证剖析家有制和国有制的所有制属性不再作为逻辑事件和直接性定义事件袁而必须首要作为野历史发展事件冶遥
中华野事的科学冶深化了人们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学科的认知袁并通过掌握更多的所有制历史知识袁升华出马克思主义经济
理论发展的野新境界冶要要
要中国经济学的思维和语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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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意蕴院叶资本论曳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
叶资本论曳

本论曳需要有丰富的广泛的经济知识尧历史基础知识
以及文学和哲学知识噎噎它不只是一部经济学的

本文讨论野中华所有制冶问题袁从历史科学和实

书尧经济史的书尧经济思想史的书袁并且还是一部哲

践科学的角度探讨野家有制冶和野国有制冶的内涵尧路

学的书尧 历史的书袁 列宁就曾说它是一部活的辩证

径及其现实意义遥 首先对一种观点进行甄别遥 有学
者认为袁叶资本论曳原理的中国化与叶资本论曳的中国

法遥 冶[1]渊P776冤我们认为袁叶资本论曳不是纯逻辑学袁亦不

是一般意义的科学作品袁 它首先是以探索人类整史

化显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曰 前者是可能的袁后

结构为宗旨的野一部特殊史书冶遥因此概要而言袁野叶资

者则无可能性袁也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袁更不要奢谈

本论曳作为耶史书爷袁立足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袁彰显

于叶资本论曳在说明所有制问题时袁采用的是西欧的

耶开放的历史爷为导向的多学科对话提供可能袁驱使

野中国化的叶资本论曳冶了袁其不可能的原因似乎就在

社会阶段发展形态史观袁 这与中国的史实不符袁例
如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典型的奴隶制社会的袁归根
结底袁叶资本论曳架构不适合用来解释中国社会遥 这
里面就有一个如何正确看待野叶资本论曳原理冶属性
的问题遥 犹如王亚南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袁野学习叶资

耶事的科学爷规定性遥冶同时需要指出袁野这一研究为以
我们必然依据民族历史之内涵和耶史书意蕴爷的研究
方法袁以具体化对象和研究对象规定性遥冶[2]以野史书冶

对接中华典籍及其史学著作和马克思 叶资本论曳袁使
得叶资本论曳中国化与中国化叶资本论曳的统一关系在
理解上获得了可能遥

收稿日期院2016-11-24
基金项目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渊15YJA790073冤
作者简介院许光伟渊1971-冤袁男袁安徽滁州人袁江西财经大学研究员袁主要从事叶资本论曳与中国经济学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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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指的是叶资本论曳野如何来到中国冶袁

地解释了现实世界的危机与指导走出危机的可能曰

以至于它在中国生根发芽和发育壮大袁这是思想史

第二袁叶资本论曳的中国化是中国经济与改革实践的

传播意蕴的袁是野叶资本论曳在中国冶的意蕴之一遥

理论升华袁是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政治经济学冶的

野叶资本论曳在中国冶意蕴之二则指示了中国特色社

内在诉求袁因而不仅仅是一种范围上的界定袁或者

会主义产生发展的理论依据院揭示叶资本论曳与中国

说是对于叶资本论曳的一种因地制宜的转化袁就理论

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血脉联系袁从历史的逻辑和史

创新实质而言袁是回归野原创冶袁要求重新检视和阐

实两方面雄辩地说明了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

述已有理论袁对原创性方法进行野民族寻根冶遥 在此

国现代化冶袁 中国在确保社会主义力量占据优势地

种工作意蕴上袁用中国语言简明阐述马克思叶资本

位的前提下袁通过不断克服资本主义危机过程以逐
步地克服野经济必然性冶袁生成具有历史开放性结构
和生长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遥 由此可以说袁中
国道路乃是野叶资本论曳的伟大续篇冶遥

淤

论曳及其中国化内涵逻辑要要
要达成野叶资本论曳的中
国化冶袁再通过双重运用中国思维传统和叶资本论曳

理论本体及实践运用内涵要要
要达成野本体论批判的

中华资本论冶与野认识论批判的中华资本论冶互动交

第二个问题指向野中华资本论冶的内在意蕴遥 所

融的野中国化的叶资本论曳冶理论发展新境界袁对上述

谓中华资本论袁盖指中华有限资本主义之特殊社会

两者予以实践土壤中的规定结合和叠加袁就是政治

存在与历史生长体制袁换言之袁就是需要梳理野中国

经济学方法论整体运用与建构意义上的野中国经济

资本范畴冶的特殊成长路径袁例如中华商品生产和

学冶遥 总之袁这是同一问题的两个面袁不能说成是两

中国民营经济遥 王亚南先生的叶中国经济原论曳把视

个彼此割裂的范畴袁而应该是相辅相成尧相互促进

界锁定在野一个由诸种特殊基本经济运动法则所确

的袁深一步而言袁其突出了野阶级主体冶和野研究主

定了的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冶袁 试图由中

体冶的统一性特质遥 因为野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必

华历史和叶资本论曳原理两方面的构成因素来阐发

须有自己的主权袁要成为现代化富强的大国袁中国

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理论袁遂得到这样的批判性认

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袁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有

识院野他们很直观的袁 把构成中国总经济形态的商

自己的主题遥 这个主题不是依照苏联政治经济学的

品尧价值尧利润尧工资尧货币尧资本等基本范畴袁与他

主题袁更不是照搬美国政治经济学的主题袁而是中

们从经济学教本中袁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袁所习

国政治经济学主义的展开袁是对中国现实经济矛盾

得的同名目的诸基本概念袁看为同一的东西袁迨其
所定立的方案在实行上遇到障碍袁他们再回过头来

系统的规定遥 冶[5]

由于有了两个问题的讨论作为基础袁叶资本论曳

叹说中国社会的技术条件不够袁而迄未反省到他们

研究得以广大化袁推广为新世纪条件下的野中国政

的计划或立案袁根本就未顾及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社

治经济学冶建构行动袁概言之袁其不独为政治经济学

会的技术水准遥 过去是如此袁现在亦然遥 冶 其实袁我
[3]

们的目光还可以进一步放大袁于中华历史和世界历

的 野在中国冶袁 抑或经济学分支意蕴的中国理论运

用袁或任何现代西方理论流派的野在中国冶袁其工作

史的互动域整体思考这一问题袁例如认识到院中学

宗旨是清晰说明经济学方法论袁尤其政治经济学方

西渐带给欧洲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袁而西学东渐则

法论袁凸显整史路径的研究与批判遥 导致我们从中

带给中国千年变局和马克思主义遥 一方面袁我们需要

国化叶资本论曳的野新原理冶出发袁就有可能系统思考

考量这样的议题院野崭新的西方语汇融会在中国传
统的思维方式之中袁 产生出一个中国版本的马克思
主义辩证法遥而这个中国版本如果要寻找它的思想源
头袁可以一直追溯到叶易经曳那里去遥 冶 另一方面袁我
[4]

们需要注意这样的洞见院叶资本论曳原理的中国化与
叶资本论曳的中国化是矛盾体的两面遥 为什么这么说

这些问题院渊1冤叶资本论曳为什么要中国化钥 渊2冤叶资本
论曳为什么可以中国化钥 渊3冤叶资本论曳如何中国化钥

中国工作本位性从中得以彰显遥 对上述问题的总结
如下院马克思叶资本论曳致力于野商品批判要要
要资本
批判冶的史的结构梳理袁又以野财产关系批判冶为中
介袁整理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野一分为三冶渊资本主

呢钥 第一袁叶资本论曳的中国化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

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冤结构袁以之为依托袁进行政

原理在中国的具体应用与实践的一个集中性代表袁

治经济学批判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袁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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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此之外袁中华体系中客观存有

野产品批判要要
要联合劳动批判冶的史的结构袁它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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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历史排斥运动中相互依存遥 显然袁这是从野叶资
本论曳的艺术高度要要
要社会客观批判冶学科属性上

治经济学不过就是对不同历史形态的耶生产关系和
交往关系爷进行研究遥 从而根据马克思的阐述袁政治

看待的袁即认识到院野叶资本论曳既是理论著作袁也是

经济学的对象是生产关系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具有辩证叙述要求的一部史书袁归根结底袁是耶书写

是耶一定历史发展形态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

历史爷的社会客观批判的工作体系遥 冶所以袁我们需

的社会生产关系和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爷遥 并且顺

要进一步认识到袁野人类迄今为止的经济形态包括

推下去袁 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言袁

产品社会和商品社会两种构造院一者遵循耶产品批

按照马克思的说话方式袁则是社会主义生产运动以

判寅劳动批判爷路径袁一者遵循耶商品批判寅资本批
判爷路径曰一者是立足人的身份本位的劳动过程文
明规划袁一者则是立足劳动本位的对耶物的世界爷的
构建与超越遥 冶[7]因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是野现

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合作交往关系遥 冶[7]这样
也才促使我们深刻理解院 中国历史资本前进乏力曰

而在当下袁有效利用国际和国内资本乃是摆在中国

代劳动者冶袁我们又可以把野劳动批判冶强调为野联合

现实经济发展面前的一个迫切性任务遥 野因此袁如何

劳动批判冶袁以突出野身份关系批判冶的历史中介性

展的态势袁我们必须从叶资本论曳中寻求智慧袁更好

和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内在指向性遥 从后一意义
看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古老袁如此方能坚持
历史视角的野劳动者主体冶袁也使我们突出认识到袁

进一步充分发挥资本的动力作用袁保持我国经济发
地认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遥 冶[9]整体看袁这是
野资本批判冶历史辩证法域内的一个工作要求遥

二尧论题的内涵深意院所有制历史结构要要
要产

野集权官僚制和小农经济曾使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

品所有制和商品所有制

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演进遥 冶[5]野人的身份冶的批判运动

抑或英国的袁诸如此类袁是离开史学家的妄谈遥 所

领先于世冶袁但为什么在现代文明中野却阻滞了农业
联合了产品经济形态的诸范畴袁创造性地说明家有

制尧国有制的成对范畴何以成为野私有制要公有制冶
分析链条上的必要的补充袁乃至可以是中华所有制
体系的基本工作逻辑形式渊关于这一点袁下文将要
详细论证冤遥 从而唯有如此袁方能突出地说明野中国
资本冶 工作历史现象之异常复杂性和具有特殊性
质院既具有高的历史发展水准袁同时又内在地缺乏
体系特征和发展动力遥 如就如何野书写历史冶而论袁

关于叶资本论曳是何国属性的问题要要
要德国的

以袁我们必须暂时撇开那些逻辑学家的任务袁而把
考察重点放到叶资本论曳工作逻辑实质性指向之上遥
毫不夸张地说袁叶资本论曳是伟大的全景式史书遥 这
部史书不一般的地方即在于锁定野所有制冶的历史
规定遥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概念钥 盖因原始共同体与
其说是野无所有制冶的人类组织袁毋宁说是处于所有
制的生成阶段遥 为此袁叶资本论曳着重梳理的历史逻

中国知识分子难以避免地集体陷入一种尴尬境域院

辑关系是野共同体形成要要
要所有制发展要要
要共同体

适用的概念来书写自己的历史袁此举既非西方殖民

原始产品尧产品和商品这一组历史概念遥 使用价值

野中国的史学家从西方资本主义的论述中引进了不
主义的单纯产物袁也非中国人思想上无安全感的佐
证曰而是他们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陲知识分子

重建冶的发展架构遥 简明起见袁我们区分自然物品尧

渊有用物品或供人使用的属性冤 把这一组概念统一
起来袁在此基础上袁将第一者和后三者区别开来的

之经验的结果遥 冶以至于需要指明这一点院野资本主

是野劳动产物冶的概念内涵袁即原始产品显然是原始

主义间多重样貌关系中的一小面相而已袁而且与其

野共同体劳动冶相对立尧分别按照不同道路发展起来

义在中国历史理论中所占的地位袁只是中国与资本
说是它揭示了中国与资本主义之间广泛的真实互
动袁毋宁说它反映了中国暴露在资本主义下所产生

共同体劳动的产物袁 产品和商品则应当看成是与

的劳动产物形式遥 其中袁产品是特殊身份关系下的
劳动产物袁相对而言袁商品是一定历史财产关系下

的思想上的影响遥 冶[8]

的劳动产物渊经由交换关系而实现冤遥 狭义上的野所

归根结底袁 中国知识分子要走出尴尬境地袁正

有制冶指的是野身份关系冶和野财产关系冶的运动构造

确书写自己的近现代历史袁就要把书写人类整史的

的统一遥 这里所衍生的结论是院产品经济形态和商

任务摆放在首位袁后者的工作条件又以书写野中华
民族整史冶的任务居先遥 如此方能深切认识到袁野政

品经济形态得以划开的一个标准就是 野身份关系冶
和野财产关系冶的彼此对立和发展上的分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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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些分析性准备袁我们来进一步剖析原始

系冶袁或至少说袁这里不存在有它们的运动遥 从另一

共同体的解体过程遥 现在的问题是院原始共同体在

角度说袁野身份关系冶和野财产关系冶在最初发展阶段

最初的规定中天然含有野商品关系冶构造因素或成

是蒙昧的尧素朴的袁野人类素朴天真地把土地当作共

分吗钥 如果没有袁那么产品关系呢钥 答案均是不可能

同体的财产袁而且是在活劳动中生产并再生产自身

有遥 原始共同体的野身份关系冶和野财产关系冶是浑然

的共同体的财产遥 每一个单个的人袁只有作为这个

一体的袁即作为共同体成员的统一关系遥 这就把问

共同体的一个肢体袁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袁才能

题推向对野经济形态渊社会冤冶的思考之上遥 按照野事冶
和野过程推理冶的理路袁我们还原叶资本论曳之逻辑袁
简括资本之行动规定袁即院生产行动寅再生产行动

渊第一卷冤曰再生产行动寅流通行动渊第二卷冤曰流通

行动寅社会生活行动渊第三卷冤曰社会生活行动寅经
济认识行动渊第四卷冤遥

[10]

这个资本行动需要野前史冶

与之衔接袁推演出历史行程院经济形态社会的基本
形成寅简单的流通行动渊交换冤产生寅生产和再生
产相互接续的社会行动遥 也就可以推定院与商品经
济形态野相生相克冶之产品经济形态始终定位在生

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遥 冶[11]渊P466冤因此袁毋宁说共
同体本身乃是人类社会的形成之初遥 经济形态的形

成以生产力系统的自然构造为条件袁又进一步巩固
了社会的生成运动噎噎袁如此反复进行袁总体看袁这
是人类社会形成的标志遥 商品关系显然不是人类社
会形成之初和形成标志遥 因为在人类社会之初袁交
换仅仅是在共同体之间得以开展的遥 野商品交换是
在共同体的尽头袁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
触的地方开始的遥 冶[12]

在经济形态社会中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作用

产和再生产野行动冶之上遥 两相对照院一为社会的连

频繁化尧互动化袁并且以系统层级的结构形态进行袁

续的再生产趋向袁 一为局部的断续的再生产趋向曰

自此袁野社会冶第一次有了范围上的实在意义袁开始

一者以外部分工条件为设施基础袁一者以内部分工

作为时空结合体的发展形式袁又必然以产品经济形

为条件和自然前提遥 尽管存在这些不同袁但是它们

态和商品经济形态的相生相克的互系作用作为基

均以共同体的存在性为依归院无论在以自由市民为

础遥 例如说袁野在东方专制制度下以及那里从法律上

基础的小土地所有制当中还是在以东方公社为基

看似乎并不存在财产的情况下袁这种部落的或公社

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当中袁野在这两种形式中袁劳动

的财产事实上是作为基础而存在的袁这种财产大部

者把自己劳动的客观条件当作自己的财产曰这是劳

分是在小公社范围内通过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而

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噎噎在这两种形

创造出来的袁因此袁这种公社完全能够自给自足袁而

式中袁各个个人都不是把自己当作劳动者袁而是把

且在自身中包 含着再生 产和扩大生 产的一切 条

自己当作 所有者和 同时也进行 劳动的共 同体 成
员遥冶[11]渊P465-466冤这说明共同体的解体是相对的袁而不是

件遥 冶[11]渊P467冤

与商品所有者规定了商品关系要要
要商品被视

绝对的曰解体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袁是产品经济形

为关于野使用价值冶和野价值冶的二重因素的构造统

态和商品经济形态作为共生演化物的规定被提出

一体相对应袁产品所有制规定了产品关系袁把产品

来的漫长历史分化发展过程遥 同时袁这是人类社会

视为使用价值与特定身份关系的结合和统一袁把

最初的类生产的经济形式院有意识地组织再生产行
动袁而导致真正意义的野社会冶的诞生遥 产品经济形

野使用价值冶渊有用物的规定冤和野人的身份冶渊劳动者
的身份冤作为产品的二重构造因素袁即既然人类最

态孕育经济必然性规定的潜在形式袁商品经济形态

初的类生产的经济形态是经常态的再生产规定袁那

直接显露了经济必然性的规定袁这些是所有制问题

么其萌芽态的规定性只能归结为野产品经济形态冶遥

存在性的历史发展根据遥
产品所有制是第一个工作术语遥 作为野类生产冶

8

第 15 卷 第 1 期

产品经济形态 I 可说成是以相对成熟类型的直接生

产启动野极其简单的社会再生产冶的类生产规定袁即

形式袁 原始共同体只是经常形态的直接生产规定袁

产品经济形态的初级发展形态遥亦即是说袁野初级商品

相比之下袁再生产规定在这里仅仅是偶然的经济形

社会的发展表明了直接产品和劳动产品渊或价值本

式袁就实质而言袁它把自然形成的关系当作野社会关

身冤依然是它的两个中心内容袁在发生史上它并未

系冶遥 这种原始共和形态不可能把自然物品同时看

脱离产品社会袁实存的规定是产品共同体发育遥 据

成可分割的乃至明晰可辨的野身份关系冶或野财产关

此袁也就可以把初始发展的经济社会在形态上认作

许光伟：
论中华所有制问题

耶初级形态社会爷遥 初级形态内袁 商品和产品相互依

耶准财产关系的所有制类型爷袁并且这一点自然就意

在这里袁作为野新术语冶的家有制需要立即被引

有制即代表了公有制和私有制历史转换关系的潜

存袁主导位置仍然由产品社会本身据有遥 冶

[13]渊P335冤

味着主体关系的耶非独立性爷遥 冶从另外的角度看袁家

入袁因为上述的母子推演关系符合史实遥 这促成恩

在形态的中华发展院因为野中国二字的本义即耶家爷遥

格斯的叶家庭尧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曳把野婚姻家庭

由经济形态所酝酿的中华所有制渊主导形态冤是中

的产生冶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院它和私有制共

华生产方式所特有的耶家有制爷和耶国有制爷遥 很显

同促成了野暴力国家冶的起源袁同时袁婚姻家庭的历
史产生又意味着野共有社会冶变成了野私有社会冶袁而

然袁这个耶国爷是耶家爷的最高发展形态遥 冶[2]

根据以上的阐述袁所有制显然是政治经济学的

后者就是私有制的直接起源遥 恩格斯确认院野一定历

核心范畴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绕不过去的

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

一个核心的分析性规定袁 因此所有制理论的中国

度袁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院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
段的制约曰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噎噎
摩尔根的伟大功绩袁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

恢复了我们成文历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遥 冶 就东方
[14]

社会而言袁马克思指出袁野部落体内部的共同性还可
能这样表现出来院统一体或是由部落中一个家庭的

化要要
要直至确立中华所有制理论袁乃是建立总体政

治经济学研究的第一步工作遥 全部要义就在于对野财
产关系的总和袁不是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
志关系来把握袁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上即作为生

产关系来把握遥 冶[15]正如财产关系构成了商品生产关
系的野定义域冶袁 [6]作为内置在客观生产关系中的工

首领来代表袁 或是表现为各个家长彼此间的联系遥

作逻辑和发展规定袁所有制毋宁说就是野生产关系

与此相应袁 这种共同体的形式就或是较为专制的袁

一般冶意义的经济形态袁乃至是生产关系的野历史思

或是较为民主的噎噎在这里袁 与这些乡村并存袁真

维形式冶遥 其锁定了生成规定与内容规定之统一遥

正的城市只是在特别适宜于对外贸易的地方才形

最后我们来看经典作家初步总结在叶德意志意

成起来袁或者只是在国家首脑及其地方总督把自己

识形态曳 当中的重要论述院渊1冤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

的收入渊剩余产品冤同劳动相交换袁把收入作为劳动

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尧分工和内部交往

基金来花费的地方才形成起来遥 冶此外袁野在这种情

的发展程度遥 这个原理是公认的遥 然而不仅一个民

况下袁那些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共同的条件噎噎就

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袁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

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袁即凌驾于各小公社之上的专

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

制政府的事业遥 冶

[11]渊P468冤

在中国袁家同家庭两个概念向来野和而不同冶遥

的交往的发展程度遥 冶所以袁野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

阶段袁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遥 这就是

并且在这里袁我们还要指出院家袁作为古代中国逐渐

说袁 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尧

野农村共同体冶和野城市共同体冶袁其范畴语义和工作

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遥 冶渊3冤野第二种所有制

形成和定格化了的一个经济社会的基本单位要要
要
内涵已远超野婚姻家庭冶遥 据之袁野我们需要一个广义
和总体的耶家爷概念遥 冶此术语需要能够综合考量野婚
姻关系冶尧野身份关系冶尧野财产关系冶这三重向度的社
会关系袁野而耶家爷则可以广泛地指代类似于家庭生

产与组织方式的一切社会单位与经济组织遥 冶更进

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遥 冶渊2冤野第一
形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遥 冶渊4冤

野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遥 冶但是袁野这
种所有制像部落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一样袁也是以

一种共同体为基础的遥 冶渊5冤野由此可见袁事情是这样

的院 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袁发

一步看袁野家有制代表了原始共同体的并非彻底解

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遥冶[16]渊P68-71冤这是马克思尧

体的另一种发展类型袁即通过自我分化和不断重组

恩格斯对资本主义以前有别于资本主义所有制的

的过程而在历史中形成的有序更新和缓慢进化的

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一个历史鸟瞰遥 其理论目的在于

连续性文明的转型形态遥 冶当其这样说袁是全面看待
了上述三种类型关系在中国的结合体式遥 所以袁野新
术语冶之新在于凸显野家冶和野所有制冶的中华结合
性袁野蕴涵家国治理模式的耶中华所有制爷袁本质上是

克服费尔巴哈抽象地尧非历史地考察人袁而贯彻野人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冶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遥 叶德
意志意识形态曳由此开创了一门崭新内涵的历史学
科要要
要所有制记述尧分类比较与民族综合的科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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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冤状态随着商业尧奢侈尧货币尧交换价值的发展而
没落下去袁 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

从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需要出发袁有学者恰
当地指出院野从横向角度来看袁马克思尧恩格斯根据
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重大差别而

来遥 冶[11]渊P107-108冤这就是野叶资本论曳首篇三章工作内容的
真实话语冶袁野反映的是实际的历史发展遥 冶[10]

简言之袁根据以上阐述袁从生产能力累积与发

把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大体划

展的系统意义上看袁关系与能力的结合体式之历史线

分为两种社会生产方式袁即以奴隶制尧封建制与资

性替换关系是客观存有的袁 但从东方的历史实际看袁

本主义等三大奴役形式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生产方

第一形式和第二形式的并存乃是中华最初经济形

式袁 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代表的东方社会生产方

态的一个特质遥 由此可以理解了院野孕育中国封建制的

式遥 因此袁从空间的地域定位来说袁中国是一个以亚
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东方大国袁这就决定了中国
政治经济学必然是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其历史
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曰 从时间上的历史地位来说袁中
国历史悠久尧经历不同历史阶段且始终是一个前现
代的亚细亚国家袁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
必然是研究如何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历史基础上
实现现代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学遥 冶[17]

胎盘袁不是奴隶制袁而是原始的氏族共同体遥 冶[1]渊P1245冤
野换言之袁 即我们所发现的累进的历史序列或历史
阶段袁并不是由任何一个民族发展史单独提供出了
一个完整的标本袁而是由特定诸国家诸民族之历史
而独立化而抽象化的一般的公式遥 冶[1]渊P1251冤现在袁我们

尝试把依赖关系和独立关系合并袁统一的考察范畴
是野生产关系要交往关系冶遥 其依据是院政治经济学
研究对象在构造上要突出对于野行动图型冶的生产袁

因此袁马克思原理的核心是什么钥 在中华体系

从中取出行动化的认识构图袁因为野它抵御并消除

中各种概念尧理论尧范畴之间的衔接是否无缝可击钥

了科斯和哈贝马斯来自不同路线渊分别是经济学和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反复深入思考的遥 如果说野原理

哲学冤的对于生产关系研究的刻意忽略袁通过研究

无法中国化冶袁但是中国可以野创造原理冶袁产生中国
化的原理遥 这些工作规定显然是为了突出野国史冶尧
野天下史冶尧野世界史冶的学科研究意义上的统一性遥

具象出耶实践态的历史唯物主义爷遥 冶[6]

这样我们判定院第一形式是强制合作型交往关

[2]

系袁相对而言袁第二形式是自由型非合作交往关系曰

为了使抽象问题历史现实化袁这里我们设定产品所

第一形式的逻辑作用链条是野强制要平等渊强制下

有制即代表着内在的财产关系 渊人的身份关系冤之

的内部平等关系冤要强制冶袁相反袁第二形式的逻辑

发展袁代表野人的占有渊关系冤冶和野物的占有渊关系冤冶

作用链条则是野平等要强制渊真实的社会不平等关

之统一维度曰相反袁商品所有制表征外在的财产关

系冤要平等冶遥 换言之袁第一形式是以野劳动自由冶掩

表了人的占有和对物的占有关系相互对立之分离

渊即野身份自由冶冤掩盖了真实不平等关系袁实质状态

系要要
要物的异己力量渊商品拜物教关系冤之发展袁代
的维度遥 显然袁前者是人的关系本身和社会权力的

盖了真实的强制关系袁 第二形式则是以 野非强制冶

是野劳动不自由冶遥 因此袁在第一形式下袁产品所有制

统一袁在这里袁财产关系和身份关系没有相互分立曰

居于绝对主导的社会地位袁使得商品所有制处于零

但后者是通过野物的形式才取得和证明自己的社会

星状态和社会孤立曰 在第二形式及其发展形态下袁

权力冶袁 或者说 野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

地位关系被颠倒过来院围绕商品生产的所有制形态

力冶遥 这样袁如果站在资产阶级社会所有制关系的历

居主导袁与之相反袁产品所有制形式反倒像可有可

史发生的立场上袁就需要对商品替换产品的历史过

无的野一个社会助手冶袁是一个野羁绊石冶遥 在这个意

程进行全景式描绘袁所谓院野人的依赖关系渊起初完

义上袁我们才能够说野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

全是自然发生的冤袁是最初的社会形式袁在这种形式

造条件冶袁 并且袁野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

下袁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

的尧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

点上发展着遥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袁
是第二大形式袁在这种形式下袁才形成普遍的社会
物质变换尧全面的关系尧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
能力的体系遥 冶野因此袁家长制的袁古代的渊以及封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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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袁是第三个阶段遥 冶[11]渊P107-108冤

第一形式和第二形式分别有延伸的发展形态遥

例如袁第二形式及其延伸的发展形态乃构成叶资本
论曳的直接分析对象和考察重点遥 但尽管如此袁叶资

许光伟：
论中华所有制问题

本论曳也必须始终联系其他两个阶段进行阐述遥 如
马克思补述的话语院野一切劳动产品尧能力和活动进
行私人交换袁 既同以个人之间的统治和从属关系

渊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的冤为基础的分配相对立渊不
管这种统治和从属的性质是家长制的尧古代的或是
封建的冤渊在这种情况下袁真正的交换只是附带进行

体或共同体那里袁正好相反袁是不基于劳动的所有袁

是基于所有的劳动遥 冶因此针对野劳动和所有的同一
性冶渊即基于劳动的所有冤袁野并不是 耶马克思不变的

世界史认识爷袁而恰恰是市民社会的特殊规律袁是资
产阶级社会的法权形式和意识形态遥 冶[19]

抽象劳动作为野类劳动冶袁是市民身份下的社会

的袁或者大体说来袁并未触及整个共同体的生活袁不

劳动袁所谓野市民身份冶袁即市民财产关系和身份关

如说只发生在不同共同体之间袁决没有征服全部生

訛
系的合一袁因而成为了特殊类型的劳动财产遥 譻
这种

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冤袁 又同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

特殊理论即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袁集中体现为叶资

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所进行的自由

本论曳首篇野商品章的逻辑冶遥 [20]因而如果将原始共同

交换相对立遥 冶请注意袁马克思于此处强调院野这种联
合不是任意的事情袁它以物质和精神条件的发展为
前提袁这一点在这里就不进一步论述了遥 冶[11]渊P108-109冤

毫无疑问袁所谓野第二个阶段冶袁也是不独立的遥

恩格斯确认院野随着家长制家庭的出现袁我们便进入
成文史的领域冶袁所以野对这一点袁马克思补充说院
耶现代家庭在萌芽时袁不仅包含着奴隶制渊Servitus冤袁
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袁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野

耕作的劳役有关的遥 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
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遥 爷冶

体和市民社会连通起来看袁那么直接通向第二阶段
的野第一个阶段冶对应的是共同体之瓦解历史阶段袁
或者说袁野第二大形式冶 本身即共同体的不断分化尧
瓦解和最后崩溃过程袁这样才有叶资本论曳野重建个
人所有制冶之结论遥 野整个来说袁哪里出现了资本家
和工人袁哪里的行会制度尧师傅和帮工就消失了遥 冶

野不言而喻袁要要
要而且在更详细考察这里所谈到的
历史时代时袁 就可以看到袁要要
要以前的生产方式以

及劳动者对劳动客观条件的关系的以前方式的解

[18]渊P70冤

体时期袁无疑同时就是这样一个时期袁这时一方面

中国社会无疑大大拓展了此种规定性遥 问题的核心

货币财富已经发展到一定的广度袁另一方面袁由于

就聚焦在野家有制冶上遥 通过探讨中国历史上从部落

有加速这种解体的同一环境袁货币财富迅速地增长

到氏族尧家族尧私有家庭袁再到个人和国家的演变发

和扩大起来遥冶[11]渊P500-501冤可见袁重建个人所有制是方法

展过程袁鸟瞰野家天下冶的二元发展格局及其演进袁

论和史学构造的双重统一的论述院 就前者而言袁其

以此视角分析就能够内在把握与辨别中华所有关

突出了市民批判主体的历史一贯性袁说到底袁这是

成冤尧野非恒名冶渊名之变冤遥 这其实做的依然是马克思

品生产方式的整史构造予以全面梳理袁以支持从实

系的规律院 所有制的 野名冶渊名之初冤尧野可名冶渊名之
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遥

野社会客观批判冶意蕴的曰[7]就后者而言袁它要求对商
践中贯彻野普遍的公有制冶遥

[21]

我们来系统整理马克思的工作思路遥 马克思阐

与价值规律的突变的发生和历史扬弃关系的

述野小私有制社会冶渊作为经济形态之市民社会和组

发展相对的是野家社会冶形态之发展遥 由于家社会形

织冤的理论构造是野一种社会要素模型冶遥 也就是说袁

态同样把社会生产条件固定为相对同质的野一种社

野所谓耶一种社会要素爷袁指的是生产因与分配因同

一的规定袁生产同时亦是分配袁耶我们的生产同样是
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爷遥 冶

[13]渊P621冤

会要素冶袁因此在允许出现抽象劳动的条件下袁它就
严格限制了自身的历史发展遥 这样在共同体和野第

马克思以这个野理想

二个阶段冶之间袁我们找到了新的连通渠道院共同体

典型冶为工作出发点袁盖因他的论述的着重点是历

的野未解体状态冶及其发展遥 它意味着院野第一个阶

史替换关系遥 因此袁为了突显野商品经济形态冶的自

段冶考察的问题应当是第一形式和第二形式的总体

组织演变规律袁叶资本论曳的批判的起点就是商品遥

发生袁以及相应地袁为什么是野第一形式冶具有绝对

依据野一种社会要素冶袁马克思提炼出抽象劳动

概念袁 规定它是由社会角度看待的 野一般人类劳
动冶遥 显然袁这是表征野市民社会冶生成性之规定遥

訛
譺

野就是说袁马克思认为袁基于劳动的所有权恰恰仅仅

是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的所有权规律袁在前资本主

历史地位的问题遥 它锁定院完整经济形态的考察要
求乃是历史并存关系与历史替换关系并重遥 不仅第
一形式与共同体野解体状态冶和野未解体状态冶的发
展一同构筑了野第一个阶段冶袁而且野第二个阶段冶本
身也可能包含有野未解体状态冶的进一步发展或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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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转型的形式遥 野家冶渊身份本位或者说野家本位冶冤作

发展袁相反地从属于共同体要要
要具有共同体之道之

规定性袁其历史内涵就在于承接野共同体的未解体

关系建立为野彼此依赖的冶行动建构型的社会交往遥

状态冶袁 并且未解体型和解体型社会关系的发展也

通过此项意义袁家有制的历史内涵得到充实并不断

是历史状态依存的遥 马克思举例说袁野货币财富本身

转化遥 因此袁从发展要义看袁野经济形态冶的家有制毋

同时就是这种解体的动因之一袁而这种解体又是货

宁说是各种形式的共同体非解体状态类型社会的

币财富转化为资本的条件遥 可是袁仅仅有了货币财

私人所有制基础的一个野关系原型冶遥 其进一步的发

富袁甚至它取得某种统治地位袁还不足以使它转化

展规定则可以说是野家本位冶的总括形态遥 在这当

为资本遥 否则袁古代罗马尧拜占庭等等就会以自由劳

中袁尤其要提及野奴隶冶尧野封建冶所有制袁必须要对它

动和资本而告终了袁或者确切些说袁从此就会开始

们和家有制的关系予以说明遥 奴隶主是从氏族尧氏

新的历史了遥 在那里袁旧的所有制关系的解体袁也是

族联合体和部落尧部落联盟的动态演化链条中脱颖

为与野市民冶渊财产本位或者说野个人本位冶冤相对的

与货币财富要要
要商业等等要要
要的发展相联系的遥 但
是袁这种解体事实上不是导致工业的发展袁而是导
致乡村对城市的统治遥 冶

[11]渊P501冤

最终的追溯点仍然是共同体这一规定遥 人类的

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由这一规定开始遥 从而汇总起来
看袁家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关系是把握经济形态社会
历史发生的一个枢纽问题遥 而这又可以归结为产品

德遥 其界定野生产关系要依赖关系冶的方式是把交往

而出的野极化型家长冶遥 最初这种形式野是积极公民
的一种共同私有制袁他们面对着奴隶不得不保存这
种自然形成的联合方式遥 冶后来袁随着野公民和奴隶
之间的阶级关系已经充分发展冶袁 历史上第一次产
生了一种野极化的家有制形式冶遥 正是这种形式使得
家有制要要
要最早是氏族共有社会定格于野私有制的
性质冶袁因为通过这一性质袁其自身能够获得历史充

所有制和商品所有制之历史发生及其关系问题遥 如

分的发展遥 正所谓氏族社会或共同体一旦实行野内

此看来袁马克思确认野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

部分家冶袁即产生和形成野私有社会冶袁但当其面临外

有制冶袁某种意义上是在探讨家有制的历史起源遥 从

来的强敌时袁 依然要结成直接的军事同盟或共同

所有关系的属性看袁 原始共同体是非经济形态的

体遥 而这种形式的前身袁则可以视为野古典古代的公

野共有社会冶遥 这里所说的野非经济形态冶袁指的是生
产与分配的绝对同一性关系遥 因此袁非经济形态是

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冶遥

[16]渊P69冤

这同时表明袁最初含义的野国家冶乃是军事制国

野经济形态冶在发展上的根源袁或者说袁后者正是通

家遥 军事制国家是家有制起源发展时期的私有制最

过不断挣脱前者的规定获得了历史的发展遥 但是袁

高形式袁如上所述袁其促成家有制作为野家私有制冶遥

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形态上的绝对的市民社会化袁因

这种极端的家私有制的最高形式在限制野市民所有

为野家有制冶同样是对非经济形态规定的否定遥 野家

制冶的同时袁也严重限制自身发展袁而与市民社会发
訛
譾

有制冶获得发展的方式是强制合作下直接社会劳动

育发展的内在要求相冲突遥

的产生袁这可以看作是对直接劳动力进行野家形式冶

了军事国家这一有效的替代形式遥 在这个漫长的时

訛
譼

的社会统治遥 于是袁实施此生产方式的整个社会系
统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统一有序的野家组织系统冶遥 社
会统治的基层单位是野家生产机构冶或野家组织冶袁其
投入和产出分别是直接占有生产条件的野准服役式
的劳动力冶和野家产品冶遥 这样袁野家产品冶和作为野商

历史解决办法是找到

空里袁欧洲和中国分获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遥 欧
洲人由于农业生产方式远落后于中国袁于公元 5 世
纪方始实行教皇领导下的封建领主制度袁它标志着

野宗教国家冶历史统治时期的开始遥 宗教制国家是对
军事制国家的外在的扬弃院野各部落之间的联盟是

品冶的社会产品是可以混杂的袁并且前者正是从后

相当松散的袁相互争斗时有发生袁为了争霸袁那些有

者那里获得了量的规定性袁后者实际又是从前者规

作为的领主率先在本部落实行变革袁一是削弱内部

定性上予以起步袁通过与之实现经济上的相对分立

贵族势力袁强化集权曰二是鼓励尧支持商业袁实行重

而进一步实现野产品变商品冶之历史运动遥

訛
譽

四尧野家有制冶向野国有制冶的历史形态过渡
可见袁家有生产制度是强制协作生产关系的历
史起步遥 从本质上看袁它不属于共同体解体关系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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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主义袁增加财政和军事力量遥 这样袁导致城市和市
民社会的形成遥 冶[22]

与之相反袁中华民族的先民们由于创造了极为

发达和成熟的农业文明袁使之可能对军事国家实施

许光伟：
论中华所有制问题

一种内在意义的野自我扬弃行动冶遥 这就是中华政治
国家的创立遥

訛
譿

二是在地主经济中租佃制是地主土地与劳动者相

因此袁它既促成了封建制的建立袁也

结合的主要方式袁主要收取实物地租袁农民对地主

促成其不断转型尧流变尧转化袁出现一轮轮的封建制

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松弛袁第三袁除佃农外袁还存在

度架构重设与国家统治秩序野再巩固冶之历史发展

数量可观的自耕农袁细小的分散化的个体自耕农和

奇观遥 于是历史上出现了这样的国家演进序列院军

佃农构成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袁第四袁这种地主制

事国家要宗教国家袁以及与之对峙的野军事国家要

经济与耶商品经济比领主制社会有较大发展爷相联

政治国家冶遥 后者即是中华大地上的古代两千余年
的封建地主尧官僚及宗法之社会文明史缩影遥 以中
华建制为核心内容的行政制度是历史发展一贯的

野官僚制冶袁其组织架构和治理形态往往被西方人习

惯地称为野东方专制主义冶遥 但严格来说袁此制度作

为中华体系的很重要的实存关系应作为 野中介范

畴冶看待袁是中华家国身份治理的过程尧中介尧机制
的一个对应袁是实际发挥作用的东西遥 简言之袁封建

系遥 冶[23]再如袁野中国是一个有集权封建传统的国家遥

惟其如此袁欧洲及其他各地的封建势力袁大抵都分
散在农村袁而中国的封建势力者袁历来差不多都是
集中在都市遥 这事实袁遂使中国都市具有三种有连
带关系的性质院一是政治的袁一是消费的袁一是商业
的曰而其中点缀着若干官民手工制造业袁在那种都
市中袁只是演着极其有限的副次作用遥 冶[1]渊P1097冤

以上说明院尽管中国古代社会具有了资本主义

地主官僚制度和家私有制的巩固是内在相关的院如

生产发展所需要的初步的物质条件和具备一些实

上指出袁 其制度属性一面使劳动自主性更为加强袁

质的社会因素袁然而野前资本主义冶毕竟不能自动转

直接提高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袁一面又促成野市民所
有制冶袁 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和使市民社会的经济独
立职能得到发展遥 以此看来袁目前在我国学术界争
议的领主制和地主制之间具有严格的区别袁把领主

化为资本主义社会遥 野要之袁中国的专制官僚政体是
随中国的封建的地主经济的产生而出现的袁它主要
是建立在那种经济基础上的遥 冶[24]野如就中国来说袁中
国历史发展过程中虽然也经历了奴隶尧封建以及当

制度和地主制度用同一个封建社会形态来概括不

前这样的变形资本阶段袁但就中国都市对农村的关

能成立的讨论袁按照我们的规定袁就可以用野国家所

系而言袁却不像是耶钟摆式爷袁而是耶一面倒的爷袁即无

有制冶的发育状况与完善程度予以解决了遥 例如李

论在这当中的哪一社会阶段袁仿佛都是在对农村行

根蟠指出袁野讨论地主制经济的机制和作用袁可以把

使着剥削与支配遥 我们的王权袁我们的官僚政治形

地主制经济区分为三个层次院一是地主自身的或自

态袁我们的专制主义袁似乎当许多现代国家还在经

营的经济袁可称之为耶地主经济爷曰二是地主经济与

历着封建前一社会阶段的都市对农村的支配关系

佃农的相结合的经济袁可称之为耶地主制经济爷曰三

的时候袁我们就已经在开始着封建后一社会阶段的

是包括地主经济尧农民经济和国家经济这三种相互

都市对农村的支配关系遥 于是袁从一个观点去看袁我

依存的主要经济成分的经济体系袁可称之为耶地主

们是没有历史发展的耶空间的国家爷遥 而从另一个观点

制经济体系爷袁或广义的地主制经济遥 我们把战国以

去看袁我们是一开始就发达得很够高度的国家遥冶[1]渊P1096冤

后的封建经济称作地主制类型的经济袁主要就是指

在近世社会的历史时代中袁相比之下袁中华则显示出

地主制经济体系而言的遥 冶另外袁野地主土地所有制区

完全不同的社会发展状况与轨迹遥

訛
讁

另外一方面袁小

别于领主土地所有制的主要特点院一是民间土地买

规模的粗陋的土地耕作是和欧洲低劣水准的农业

卖袁二是庶民可以成为地主袁三是土地所有权和政

生产方式内在相关的袁并且总起来说袁欧洲的历史

治统治权的分离袁三者是不可分割的遥 冶 这后一项
[23]

内容实际就是建立野政治社会冶的先行条件和基础遥

实际是院农业的落后致使家私有制不能获得充分的
訛
輮
发展遥 輥
与之不同袁中国古代社会具有使家有制获得

此是一方面袁另外从世界历史格局看袁野军事国

巨大发展之历史空间袁并使得野政治国家冶成为家私

家要宗教国家冶以及野军事国家要政治国家冶的发展

有制的最高政治形态和最终实现的现实形式遥 两相

訛
讀

又是混成的遥 二者共同构成野前资本主义冶史遥 这一

对照显示出中华家有制的完善来遥 这是中国古代文

点进一步从商品生产的更大的历史复杂性中可以

明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袁一直于世界民族之林昂然屹

看出来遥 如较为公认的我国地主制经济的特点袁归

立袁阔步走在始终保持领先地位的发展道路上的内

纳为如下几点院野一是地主土地私有制占主导地位袁

部原因遥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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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亦揭明历史上的中国决计不会走上

品经济形态的经济活动全体相对立的遥 如果说过渡

资本主义道路的缘由袁并且野到现在为止袁我们已有

的迟滞可从野中国历史资本冶的前进乏力相应资本

理由袁已有根据袁把历史看作一个统一的尧有规律

主义在中国历史上不能获得有效发展这一现象得

的尧异常多方面和矛盾性极复杂的过程遥 冶

[1]渊P1247冤

总而

到说明袁 那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将大为加剧过渡进

言之袁对西方科学而言袁中国是野一块科学的新的国

程袁 这同时也反过来说明了内部过渡的必然优先

土冶渊黑格尔语冤遥 深度思考这个判断袁是要我们察觉

性遥

到院野把中国现在社会经济状态看为耶谜爷袁看为经济

财产关系社会回归袁于是在这里袁强制协作的生产

发达研究上之耶例外爷的袁并不限于西欧学者袁即使

关系为直接合作的劳动协作关系所更换遥 即立足在

我们生于此时此地的中国人袁又何尝噎噎不是把中

产品经济域的扬弃行动袁劳动者主体属性第一次被

国当前的社会经济事象袁当作耶谜爷来猜度呢钥 以中

全面显露了袁可见对商品经济形态渊而且是整个的

国人而不理解中国社会经济的实相袁那在许多原因
之中袁至少有一个重要原因袁是噎噎对于过去中国
社会经济发达的事实袁过于无知遥 冶[1]渊P1235冤例如野家冶形

式的经济占有主体和 野国冶 形式的经济占有主体遥
野不但如此袁 作为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之内在原因的

訛
輯
輥

过渡的目的是使得外在的财产关系向内在的

商品经济形态冤来说袁乃是内在的扬弃浴 野这种历史
观就在于院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

生产过程袁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尧它所产生
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
整个历史的基础噎噎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噎噎这

中国封建制对西欧封建制的诸般特质袁更使一些不

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袁它不是在每个时

能明确把握历史法则之真髓的人袁难免不因为误解

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袁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

中国的封建体制袁更进而误解中国社会的全盘发展

上袁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袁而是从物质实践

历程遥 冶

[1]渊P1258冤

因此袁以后者而论袁是要认识到院野公经

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袁 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院

济差不多是在一切历史时代都有过的袁但任一历史

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

时代的公经济袁 与其他任一历史时代的公经济袁差

来消灭的噎噎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

不多在内容尧范围和性质上都不相同遥 我们处在多

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袁才能把它们

重过渡转型的大时代袁很容易看到各种形态的公经

消灭曰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尧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

济袁而忘怀其历史基础袁以为公经济的建树袁全是技
术问题袁是人的问题袁可以随意创建出自己理想的
模样遥 冶

[1]渊P1263-1264冤

的动力是革命袁而不是批判遥 冶[16]渊P92冤

同时借助马克思缔造的研究术语袁我们亦可以

说袁野生产关系要依赖关系冶体制与野生产关系要交

这里集中讨论产品经济形态占有主体的过渡遥

换关系冶体制在社会野合流冶了袁并且是在社会交往

过渡形式有内部的过渡和外部的过渡袁前者是过渡

活动层面实现的互融袁产生新型合作交往关系遥 从

的实质和经济内容的转化袁后者是所有制形式的社

合作形态看袁似乎依旧导源于野旧式分工冶袁然而内

调整尧转化袁后者是野历史的规定冶遥 野可见袁国家决不

直接依赖关系冶为它的历史过渡形态所置换院一方

会转化遥 相比前者要要
要社会权利治理与运作结构的
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遥 冶

[18]渊P189冤

此外袁尽管

前者 渊即家有制的内部转换机制得以全面社会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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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上已经大变袁它是野非强制的合作冶遥 野生产关系要
面取决于历史过渡的本体袁取决于依赖关系本身能
否具备发展转化的社会能力曰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它

行冤最终有赖于野社会主义国有制冶渊历史上开始出

的对立面袁 取决于对立面对它的社会瓦解作用袁从

现的具有真正意义之社会公有制冤 的保驾护航袁但

而取决于交换关系能否得到较大的社会发展遥 所

后者本身是前一运动不断社会深入的产物袁从而以

以袁这个过渡的完成就是依赖关系渊包括直接型依

前者的活动的始终存在性为条件和出发点遥 鉴于

赖关系和间接型依赖关系冤和交换关系的发展的合

此袁我们需要优先讨论前者的规定性遥

力作用结果袁产物是野生产关系要合作交往关系冶遥

内部的过渡院 家私有制向家公有制的历史过

从完成了的过渡看袁社会公有制成为了自我批

渡遥 其写就了经济形态的公有制历史萌发时期的所

判着的历史现实遥 社会主义公有制在这种历史过渡

有制实践活动遥 过渡首先发生在产品经济形态领域

中诞生袁并由坚实的所有制实践活动所锁定遥 在中

内袁既然如此袁过渡本身是和私有制经济袁尤其是商

国袁后者可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及其领导下

许光伟：
论中华所有制问题

的集体所有制及一切的合作制经济遥 由此可见袁社
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经济的内核成分即公有制和产
品经济形态双重规定下的野国有制冶遥

訛
輰
輥

其区别于一

般意义的国家所有制的地方在于对 野政治社会冶的

一起成长起来的规定遥 冶[13]渊P335冤更多的缘由可能存在
于产品经济形态 I 和形态 II 的质性区别袁要要
要产品
经济形态 II 作为产品经济形态的高级发展阶段可

说成是以野成熟态的再生产规定冶再次启动社会生

寻求与确立遥 如前所论袁国家所有制产生于暴力机

产袁就实质而言袁这是对商品流通关系渊它的全部规

构和阶级对抗关系袁又从军事制国家概念中衍生出

定冤在兼容基础上的扬弃遥 以至于人们乐意把前者

来袁在这当中有了两个变种院以欧洲历史国家为代

径直称为野自然经济渊体制冤冶袁对应地把后者称为

表的野宗教国家制度冶袁以及与之对峙的中华社会的

野计划经济 渊体制冤冶遥 似乎是刻意造成一种历史错

也都是阶级国家与行政国家的统一袁其在一般性上

的要要
要尽管是被动意义的袁而产品经济形态 II 作为

野政治国家制度冶遥 但无论怎样不同袁这些历史国家
抑制着野政治社会冶的产生与发展遥 与之相反袁现代
国家谋求建立政治社会与公民社会遥 社会主义国家

觉院 产 品 经 济 形 态 I 是 天 然 排 斥 商 品 流 通 关 系
野成熟态冶袁要转野天然排斥冶为野社会主动排斥冶浴 但
是袁这种野非商品经济冶的属性毫无疑问地是被理论

所有制的历史确立锁定了阶级国家与政治社会的

家们所特写化了袁某种程度上是被人为地历史放大

统一袁也迫使自身在规定性上与野资产阶级国有制冶

了遥 错处在哪里呢钥 在于没有认识到袁简单再生产关

原则地区分开来遥 资产阶级国家是阶级国家和公民
社会的直接统一遥 如此一来袁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
和野资产阶级国有制冶在实质内容上相区别的规定
亦就指向了所有制性质的分殊院一为公有制袁一为
私有制袁它们分别锁定和主导的是不同的社会所有
制经济遥

系始终是开端袁即对于产品经济形态 I 而言袁直接的

简单的再生产关系是开端袁但对产品经济形态 II 这
个更高的发达历史阶段而言袁再生产社会运动关系

是开端浴 产品经济形态 II 体现了对全部的流通关系

的历史兼容性的地方袁在于将自身定格在野运动冶之
上袁实质上袁这就是野计划冶的成长史和完结史遥 这些

由此袁从完成了的过渡看袁外部进行的过渡事

历史是对流通关系的扬弃运动的始航遥

实上是完成了野商品私有制冶向野产品公有制冶的过

五尧中国经济学建构展望及思维和语言特性

渡袁即私有制的商品经济向公有制的产品经济的全

以辩证法为例袁野表面看来袁似乎叶现代汉语词

面历史过渡的实现与完成过程遥 这是历史形态的

典曳也是将辩证法与耶dialectics爷等同划一了遥 但是由

野一次整体搬迁冶袁领导力量仍然是野社会主义国有

于在汉语中没有西方形而上学尧本体论和宇宙论设

制冶袁 出发点是家有制及其拱卫自身的社会实践活

想的哲学结构沉淀袁也由于与西方辩论不休的哲学

动遥 过程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不断得到夯实和

论战毫无瓜葛噎噎最终的结果是袁崭新的西方语汇

体系不断得到自我完善遥 至于私有制自身的发展袁以

融会在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之中袁产生出一个中国

及资产阶级国家的发生发展等等活动袁皆是其中内

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遥 而这个中国版本如果要

在的规定遥 因为如上所论袁这实际上是双向运动过

寻找它的思想源头袁可以一直追溯到叶易经曳那里

程院 作为奠定历史制度基础的国私有制寅国公有
制袁以及与之呼应的扬弃运动院家私有制寅家公有

去遥 冶[4]可见袁理论创新终归是原创袁即对历史知识的
不断深化的认知遥 对中国人而言袁野所有制冶似乎始

制遥 如此来看袁家有制向国有制之转化和跃迁乃是

终是外来词遥 但就所有制的实质内容构成了特定生

整体化的历史制度变迁运动袁是私有制向公有制的

产关系类型的野思维形式冶渊我们用它表征野历史的

由内而外的全方位的历史过渡活动遥 其奠立了公有

内在工作逻辑冶这种涵义冤这一点而言袁野所有制冶同

制社会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基础袁并可能启动整全意

样是中华生产关系的一个内在属性和行动的表达遥

义国有制的历史自我扬弃之全面经济改造步伐遥

换言之袁所有制和中华生产关系不能须臾分开遥 正

要之袁野历史的发展袁 在各特定的民族或国家

如价值形式构成了商品所有制的野语言冶袁而商品所

中袁并不是采取千篇一律的途径袁也不是表现为千

有制正是商品生产关系的社会历史的思维形式袁正

篇一律的形相遥 冶

[1]渊P1096冤

故而回头看袁可以排除错识袁

所谓野在已有财产关系用语的情势下袁复名生产关

即认为商品社会和产品社会可以分段野历史接续冶袁

系袁乃是为了求其母曰在生产关系之外袁复名生产

而直接否认 野商品社会和产品社会总是彼此约束尧

力袁亦是为求母之规定遥 母者袁即对发生关系的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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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遥 所谓首要生产袁其次生产力袁其次生产关系袁其
次财产关系袁生产力尧生产关系母子相扣于历史对
象袁生产关系尧财产关系母子相扣于社会对象遥 从工
作命名角度将生产关系批判地确定为对象袁是为了
根本禁止社会生产研究上的物象化遥 冶

[13]渊P284冤

际遥 冶[13]渊P321-322冤就后者而论袁需要加强对野中华有限资

本主义冶的研究探索袁从而切实对接野中学欧渐冶和
野西学东渐冶的关系袁例如形成野中学欧渐冶寅野欧学
西化冶寅野西学东渐冶这样的工作线路和顺序袁以进
一步支持中国经济学和叶资本论曳的语言对接遥

既有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研究就实质而言袁确

訛
輱
輥

整体看袁 这是走出了 野中国资本拓论冶渊叶资本

实是有关于野客体渊态冤财产冶的物象化表述体系袁便

论曳在中国的研究与实践尧叶资本论曳在中国的拓展

注定此狭义经济学的庸俗性袁不能够引导自身进入

与创新尧叶资本论曳 在中国的创新与实践冤袁 转而以

以刻画历史主体运动为主要内容的广义体系中遥 这
是野物的科学冶弊端所致遥 相反袁野事的科学冶以总体

野中华资本论冶指导建构中国渊政治冤经济学的根据

和工作路径遥 其基点是运用中国思维与语言将马克

政治经济学渊建构冤为研究的出发点袁野这决定耶经济

思叶资本论曳系统地野重新阐述一遍冶袁实现中国思维

形态本身爷而不仅仅是商品经济形态袁应当提升作

传统和马克思叶资本论曳理论思维内在结合意义的

为政治经济学之耶分析对象爷遥 而这样一来袁耶叶资本
论曳的中国化爷被进一步推进为关于耶中国化的叶资
本论曳爷的探求遥 冶[25]就此而论袁产品所有制同样是产

野资本论曳的中国化冶遥 但这只是第一步袁第二步是

野中国化的叶资本论曳冶的创立遥 如本文反复论证强调
的袁后者的实质涵义是在叶资本论曳中国化基础上构

品生产关系的社会历史的思维形式遥 需要以此为据

建野中国政治经济学冶遥 显然袁中国政治经济学袁特别

寻求不同于商品所有制的野我们冶的产品所有制的

是理论经济学形态的野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学冶袁又是

野语言冶浴 并且总体来说袁通过对完整形态的历史经
济运动进行的梳理可以发现袁中华民族对于生产关
系的所有制野思维冶及其野语言冶的表达确有殊异之
处袁但和叶资本论曳工作逻辑仍内在连通遥 这是野中华

资本论冶理论出场的依据遥 野从而能达到这一效果院

具体指导中国经济学建构的野第一推手冶袁是它的进
一步行动的组织实施力量遥 我们必须在时刻强化

叶资本论曳之理论领导地位的前提下袁着力发掘民族
文化特性的野新思维冶和野新语言冶袁同时蕴涵民族历
史渊发展冤规定遥 唯有如此袁才能以中国经济学之建

因为不从纯粹的政治语词出发袁从历史生产生活和

构行动彰显理论创新之实质目的袁确保以思维的回

所有制关系的运动性质当中袁人们立刻寻觅到了本

历史和语言的回家尧回中国深度回应当代社会主义

该属于它们自身工作规定的认识遥 冶 总的依据是院
野整个过程中袁 产品社会和商品社会无论是发展规
定或在工作关系上袁 都是相生相克的遥 冶

[13]渊P284-285冤

例

如袁如果以野生产关系要交往关系冶构造为尺度来全
面系统地考察各种形态的生产关系袁 询问它们的
野历史如何来冶尧社会状况的野为什么冶以及实际状况
的野是什么冶袁就能够促使我们把研究问题的侧重点

伟大实践袁并深度响应马克思主义野中国化冶尧野大众
化冶之时代理论心声遥
总之袁发生的同时亦是批判的袁锁定了中华语

言特色要要
要对处于生成状态的运动和构造予以全

体描述袁而并非局限于认识的局部遥 野这是史书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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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牢牢放置在野产品经济形态冶与野商品经济形态冶的

形式袁是结果袁而不是前提遥 所以无论如何袁它们不

相互关系的变动之上袁从中识别出中国范畴遥

会是耶带有支点的演绎爷工作要求的出发点规定袁不

立足身份制批判的野准财产冶语言是一个可行
的选择遥 这要求我们重新梳理中华货币史和中华资
本史遥 就前者而论袁需要克服这一点院野人们习惯于
直接套用黑格尔否定观的辩证逻辑来观看历史的
发展道路袁忘记了逻辑的前提是历史本身袁即历史
自身的发展内容遥 冶从而认识到院野无论何种矛盾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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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是任何的逻辑演绎意义的起点或终点袁即耶公理
假设爷知识遥 冶[25]野中华资本论冶贵在求野所有制之道冶尧

野所有制之德冶曰相比之下袁古代的中国经济学研究
更多关注野产品私有制冶袁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治经
济学研究更多关注的是野产品公有制冶遥 这就迫切要
求中国经济学研究整体上跳出野广义冶尧野狭义冶概念

定袁前提当然是生成的运动袁所以在相生相克的架

的非此即彼的无谓争执袁向野广义要狭义要总体冶运

构下具体运用矛盾发展逻辑袁乃是锁定总体发展的

动回归袁使野中华家国冶研究一贯化遥 一言以蔽之袁历

规定袁尊重了经济形态社会这个最大的客观发展实

史是矛盾性的复杂进化过程袁那种只注重公式而忽

许光伟：
论中华所有制问题

略具体事实的看法和研究方法袁必不能察觉到中国
早被视为是一块野科学的新国土冶遥 政治经济学批判

的任务则迫使我们有必要澄清 野资产阶级经济学冶
渊狭义冤尧野中国政治经济学冶渊广义而总体冤和野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冶渊总体而广义冤工作逻辑的联系和分
野袁同时针对叶资本论曳的研究实际袁更多结合中国
历史袁添加中国养料袁聆听中国声音袁以适时地将各
种野新思维冶尧野新语言冶熔于一炉遥 这是统一化的历
史科学的学科建设之路遥
注

释院

淤 详尽的讨论可参看上海财经大学鲁品越教授的新著院叶鲜

其不是对阶级国家概念的颠覆袁而是补充之遥 该政治国家
的内核规定是集权制与文官行政制度的相互拱卫性遥
余 关于野前资本主义冶袁有一种说法院资本主义的定义是工业
革命以后的市场经济袁与之对照袁前资本主义的定义是工

业革命以前的市场经济遥 姑且不论此种说法的错误性袁其
提出的一个问题是院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中袁世界
各国各民族普遍存在野商品经济冶不同程度的发展遥
俞 陈独秀用另类的视角和话语解明了野中国封建国家冶之统
治性内涵遥 参阅叶民族野心曳袁1938 年 7 月 16 日陈独秀文
章袁转引自院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henduxiu/mi鄄
a-chinese-chen-19380716.htm遥

逾 关于欧洲封建制袁 马克思倾向于这么认为院野封建时代的
所有制的主要形式袁 一方面是土地所有制和束缚于土地

活的资本论曳渊上海人民出版社袁2015冤遥 在第二版渊2016冤

所有制的农奴劳动袁 另一方面是拥有少量资本并支配着

中袁其锁定了野从叶资本论曳到中国道路冶的副标题遥 这应当

帮工劳动的自身劳动遥 这两种所有制的结构都是由狭隘

可以看作为方法论的转向院 从解释学立场主义转向发生

的生产关系要要
要小规模的粗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业式的

学建构袁深层次的考量是院中国化的叶资本论曳既是对客观
过程和实践的一个对应袁也是理论发展的道路遥

工业要要
要决定的遥 冶参见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曳渊第 1 卷冤人
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9 页遥

于 具体论述参阅许光伟的专著 叶保卫<资本论>要要
要经济形态

訛 马克思关于这一点的描绘可参见叶资本论曳渊第 3 卷冤人民
輯
輥

盂 抽象劳动蕴涵的本质上的关系是身份关系对于财产关系

訛 插入一个评议遥 产品经济形态作为贯穿历史的发展形态袁
輰
輥

野家庭共同占有冶实施变革的结果遥 参见许光伟院叶生产关

要求把野经济形态本身冶渊非商品经济形态冤视为具有整体

域内的道名学说和生长论曳袁 载于 叶当代经济研究曳2016

形式袁 实体方面的要求则是说明产品生产和商品生产的

榆 叶资本论曳中亦有类似的看法遥 参见马克思叶资本论曳渊第 1

这一传统认识将会怎样变化呢钥 它的两头被合并袁中间被

虞 与商品的两个能动元素是野使用价值冶和野价值冶不同袁产

并驾齐驱的历史发展逻辑遥

社会理论大纲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十九章遥

的内在隶属性遥 这就是个人财产制遥 恩格斯认为袁这是对
系的三层次解读关系及其意蕴要要
要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99 页遥

是在经济形态社会中始终存有的实质因素遥 从反面看袁其
构造的野社会冶遥 但需要注意的是袁经济形态终归还是社会

年第 10 期第 5-13 页遥

历史的内在关系遥 那么袁自然经济要商品经济要产品经济

卷冤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95-96 页遥

分解遥 以至于必须坚持野产品经济形态要商品经济形态冶

品的两个能动元素是野使用价值冶和野身份冶遥 因此袁野身份冶

变野价值冶的结果在于财产关系和身份关系的相互隶属性

訛 我们这里仅把问题提出来遥 我国史学界关于此问题的理
輱
輥
论讨论更多一些袁 这导源于对东方商品经济性质的自觉

的颠倒袁 财产关系由直接隶属于一定身份的构造一跃成

性认识袁以至于试图打破市场经济的野欧洲中心论冶遥 政治

为独立运动元素遥

经济学研究方面袁仅举出两例遥 第一例院共产主义研究路

愚 家所有制和市民所有制最初的合流就是野私有制冶遥 但是袁

向的托洛茨基派乐于直接称中国古代为 野资本主义社

体状况的发展袁 这是它们的对立之处遥 一个显著的例子

资本主义的定义范围袁 前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在生

是袁 未解体的共同体状态并不严格区分生产资料和生活

产关系上确实没有区别的遥 参见彭述之院叶评毛泽东的野新

资料的职能遥 这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未区分即家庭

民主主义冶曳袁1950 年 1 月袁转引自院http://marxists.anu.edu.

一者代表共同体未解体状况的发展袁 一者代表共同体解

社会职能渊如单位制的经济职能冤的存在袁宣告着共同体
的未曾消亡袁保持了和市民的对立遥
舆 依照传统的说法袁强势皇权是保证中国经济繁荣尧政治局
面稳定尧不断获得野超稳固冶制度与文化架构的一个根本

会冶袁其理由是袁如果确实把生产力上的工业革命排除出

au/chinese/pengshuzhi/marxist.org -chinese -peng -195001.

htm遥 第二例院归因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成就袁转而
认同 野我国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创始国和社会

科学研究学术规范的创始国冶主张袁藉以历史打破资产阶

条件遥 所谓天下分合尧朝代更迭袁乃是中国封建秩序的固

级斯密经济学的体系性束缚遥 参见林元杉叶我国是古典政

有的野轮回冶遥 其实袁这些特征性表象显示的是野中华政治

治经济学的创始国曳袁载于叶政治经济学评论曳2015 年第 6

国家冶持续性的历史存在遥 政治国家是行政国家的概念遥

期第 68-105 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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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roblem of the Ownership of Chinese System
要Discussion of "Das Kapital" Chinese and Chinese of "Das Kapital" Relationship in the Domain
要要
XU Guang-wei

渊School of Economics,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Jiangxi 330013, China冤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blems of ownership which include connotation, evolution route and realistic meaning
of "home ownership" and "state ownership". Its context comes from the genesi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hich indicates the
implication of "being Chinese" based on Das Kapital. First,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based on original style is required to
carry forward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economics. Secondly, ownership is taken as general historical thinking mode of
"relation of production". Finall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Chinese science of things. The paper argues that we should unify the
analytical categories of "home ownership", "state ownership", "private ownership" and "public ownership" in the research.
Key words: Das Kapital; Sinicization; ownership; home ownership; state ownership; Chinese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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