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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序言

晓光要我为他的《从否证到创新———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初探》一

书的再版本写“序言”，我是犹豫了许久才答应的。

从书名看，这是一部纯粹的哲学著作，但作者郝晓光不是一名专业的哲

学工作者。他是中国科学院的博士，而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他的

工作单位是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而不是哪个专业的哲学研

究机构。他正式的研究领域是大地测量学、地球物理学，而不是哲学，更不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因新编世界地图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贡献和藏南

地名补白研究而享誉全国。

我与他相识于他受葛剑雄教授邀请，在复旦大学所作的关于新编世界

地图的讲座上。所有这一切都告诉我，他对哲学的爱好是一种“业余”的爱

好。为一名“业余”的哲学爱好者的著作作序，不能不使我产生犹豫，但转念

一想，爱好的“业余”，并不意味着水平的“业余”。“业余”哲学工作者比专

业哲学工作者水平高很普遍，也很正常。从某种意义上说，弘扬、推崇一个

“业余”的哲学爱好者的理论成果更是我应当做的事。我的第一个犹豫就这

样被打消了。

我的第二个犹豫来自于晓光对自己的这一著作的“定位”。他的这一著

作的宗旨是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加以哲学探讨，他称之为“马克思主义

剩余价值哲学”。问题在于，他认为从《资本论》一至四卷的基本结构上不难

看出，剩余价值学说在建立系统和完整的哲学逻辑方面并没有得到专门的

论述，所以有着极大的发展空间。他实际上是在做马克思的“未竟”之事，即

构建以哲学逻辑为基本内容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后续”著作。他甚至打

算把他的这一著作定名为“资本论第五卷”。把自己的著作与马克思的《资



本论》并列在一起，定名为“资本论第五卷”，这确实是够自信和大胆的了。

我们能这样做吗？为这样一种定位的著作作序，我内心当然是不踏实的。

但是我马上想到，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一部著作，仅仅是揭示和分析

了当今世界的两极分化现象，居然以《２１世纪资本论》的书名推出。那么我

们中国学者基于对自己的著作的基本内容和产生影响的考虑，为什么就不

能这样做呢？

当然，最主要的犹豫还是对晓光的这一著作究竟有多大“分量”还无法

把握。于是我花了功夫追踪了晓光的哲学探究之路，研读了他的主要理论

成果。

实际上，早在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期，他就开始发表自己的哲学论文。

１９８６年，他就因发表《对所谓马克思主义普遍价值概念“定义”的否证》的

“处女作”，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之后，他从未停止过对哲学，特别是对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三十多年来，他一直活跃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界，并越来越集中于对“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的探讨。２０１１年，他出版

了《从否证到创新———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初探》一书，这一著作的出

版，使他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一颗光耀照人的“新星”。２０１１年后，他

更加发愤地研究，接连推出了七篇相关论文。它们是：①《在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实践中去认识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湖北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

第５期），②《构建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的历史观———唯物史观的继承

与发展》（《湖北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１０期），③《剩余价值哲学对社会基本

矛盾的解读———是“人与物的矛盾”还是“人与人的矛盾”》（《湖北社会科

学》，２０１５年第５期），④《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的基本范畴———试论人

性范畴与物性范畴的哲学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第二辑，２０１６年），

⑤《试论剩余价值哲学的范畴体系》（《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第八辑，２０１５

年），⑥《按需分配：从“不劳而获”向“人性范畴”的转化———剩余价值哲学

“按需分配”概念的经济学与哲学含义辨析》（《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４～５期），⑦《马克思主义“１２３”与“３４５”———对“什

么是历史”的两点认识》（《湖北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现在，他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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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篇论文集合在一起，与原先出版的《从否证到创新》一书的内容有机地组

合成一个体系，重新推出。

对晓光所有这些理论成果之内容，我也仔细地研读了一遍，感到我们确

实应当高度重视晓光所作出的理论创新。他对“劳动力价值不等于劳动力

消耗品价值”“不变资本的可变性”“剩余价值范畴的二重性”“剩余价值概

念与按需分配概念的哲学关系”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哲学难

题的探讨，充满着创见。

最精彩的是晓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范畴的研究。大家知道，关于

这项带有根本性的基础研究，列宁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唯物论的反映

论”（试图把“人”往“物”里面放），卢卡奇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

本体论”（试图把“物”往“人”里面放）。晓光博士站在这两位哲学巨人的肩

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物性范畴与人性范畴不能“融合”而必须“分开”的哲学

思想，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相互独立，又对立统一的物性范畴与人性范

畴，进而建立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的本体论。他认为，这为《资

本论》的哲学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性范畴和人的基本矛盾的确立，为新时期马克思主

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奠定了强大基石，开辟了广阔前景。从来没有一种哲

学能够同时确立“物性范畴”和“人性范畴”，只有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

做到了；也从来没有一种哲学能够同时确立“社会基本矛盾”和“人的基本矛

盾”，也只有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做到了。不仅做到了，而且马克思主

义剩余价值哲学的“物性范畴”和“人性范畴”是高度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剩

余价值哲学的“社会基本矛盾”和“人的基本矛盾”也是高度统一的。晓光的

这一著作，对此作出了清楚、明快、深刻的论述，读后令人眼睛一亮。

晓光在本书的“再版后记”中这样说道：“建立剩余价值哲学是一项宏大

的哲学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为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奋斗，结合当代中国社会

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研究建立马

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的完整体系，续写出《资本论》未完成的辉煌篇章。”

３再版序言　



这是晓光的宏愿，也是他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初心”。我为他

的宏愿叫好，也被他的“初心”感动。基于此，我乐意为本书作序，并呼吁与

恳请中国的学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关注与支持晓光的研究。

是为序！

陈学明

于复旦大学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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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后记

《资本论》第一卷于１８６７年出版后，马克思继续对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手

稿进行反复修改，但由于国际工人协会活动占用了马克思大量的时间和他

自己身体状况的恶化，第二卷和第三卷未能及时出版，他就逝世了。恩格斯

继承马克思未竟的事业，整理出《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并分别于１８８５

年和１８９４年出版。恩格斯在世时，曾打算整理出版《资本论》第四卷（理论

史），可惜他未能实现这个愿望，后来由考茨基整理并于１９０４年、１９０５年、

１９１０年分三册出版，现在已作为《资本论》第四卷编入《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

《资本论》以剩余价值为中心贯穿全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第一

卷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这是暂时撇开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来研究资本的

生产过程，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第二卷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

这是在资本生产过程的基础上来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是资本的生产过程

和流通过程的统一，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第三卷研究资本主

义生产总过程，研究资本的各种具体形式（如商业资本、生息资本等）和剩余

价值的各种具体形式（如商业利润、利息、地租等），这是资本的生产过程、流

通过程和分配过程的统一，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第四卷系统

地分析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说，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学说史。

从《资本论》一至四卷的基本结构上不难看出，剩余价值学说在建立系

统和完整的哲学逻辑方面并没有进行专门的论述，所以有着极大的发展空

间，完全有可能以哲学逻辑为内容形成《资本论》的第五卷，即剩余价值

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性范畴和人的基本矛盾的确立，为新时期马克思主

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奠定了强大基石，开辟了广阔前景。从来没有一种哲

学能够同时确立“物性范畴”和“人性范畴”，只有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

做到了。从来没有一种哲学能够同时确立“社会基本矛盾”和“人的基本矛

盾”，也只有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做到了。不仅做到了，而且马克思主

义剩余价值哲学的“物性范畴”和“人性范畴”是高度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剩

余价值哲学的“社会基本矛盾”和“人的基本矛盾”也是高度统一的，如此优

美的哲学本体论构架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建立剩余价值哲学是一项宏大的哲学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

的。为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该团

结起来共同奋斗，结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继承和发展马克

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研究建立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的完整体系，续

写出《资本论》未完成的辉煌篇章。

本书是人民出版社于２０１１年６月出版的《否证与创新———马克思主义

剩余价值哲学初探》的再版，并增加了以下７篇论文：

１．郝晓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去认识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

哲学》，《湖北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２．郝晓光：《构建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的历史观———唯物史观的继

承与发展》，《湖北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１０期；

３．郝晓光：《剩余价值哲学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解读———是“人与物的矛

盾”还是“人与人的矛盾”》，《湖北社会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４．郝晓光：《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的基本范畴———试论人性范畴与

物性范畴的哲学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第二辑），西北师范大学，

２０１６年；

５．郝晓光：《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的范畴体系》，《哲学基础理论研

究》（第八辑），吉林大学，２０１５年；

６．郝晓光、张海燕：《按需分配：从“不劳而获”向“人性范畴”的转化———

剩余价值哲学“按需分配”概念的经济学与哲学含义辨析》，《郑州轻工业学

００３ 　《资本论》（哲学卷）手稿———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提纲



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４～５期；

７．郝晓光、齐晓明：《马克思主义的“１２３”与“３４５”———对“什么是历史”

的两点认识》，《湖北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自１９８６年对我国哲学界长期误用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概念”

进行彻底否证———揭开研究建立剩余价值哲学的序幕，到２００８年破解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两大难题———初步建立剩余价值哲学的本体论，再到２０１１年

《从否证到创新———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初探》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又

到２０１６年共五期“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研究专题”的刊出，马克思主义剩余

价值哲学的研究与建立走过了整整三十年，而本书的出版距《资本论》第一

卷的首次出版则过了整整一百五十年。不难看出，《资本论》这部鸿篇巨作

的“后来者”已经初见端倪。《资本论》的前三卷为政治经济学，第四卷为史

学，唯独还缺第五卷———哲学，让我们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不懈努力吧！

郝晓光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０日于武昌

１０３再版后记　



附录：《否证》发表三十周年回顾与评述
———剩余价值哲学的十个创新学术观点

一、引言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一篇题为“对所谓马克思主义普遍价值概念‘定

义’的否证”（以下简称《否证》）的论文横空出世，先是在中国社会科学《未

定稿》内部发表、而后又在《光明日报》（哲学版）公开发表。① 《否证》的发

表，震撼了当时在我国刚刚兴起的价值哲学研究，王玉睴先生更是称其为国

内关于价值本质研究的开拓者。② 最近，张建云研究员和鲁品越教授分别发

表论文，对《否证》给予了高度关注。③ 那么一篇论文，为什么在发表三十年

后仍得到，或者说才得到学界的认可呢？《否证》为什么具有如此强大的生

命力呢？

乍一看，《否证》的观点简直太不可思议了，竟然否定“需要”。“需要”

这个人人都需要的概念，怎么能够否定呢？这是任何人都无法理解，也都无

法接受的。然而《否证》却严密地论证了在价值论上对“需要”进行“哲学否

定”的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本人。这就使人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否定需

要”这个看似“离奇”的观点，背后似乎蕴藏着深刻的哲学内涵。

①

②

③

郝晓光：《对所谓马克思主义普遍价值概念“定义”的否证》，中国社会科学《未定稿》，１９８６
年第１７期；《光明日报》，１９８７年１月５日。

王玉睴：《２０年来我国价值哲学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张建云：《马克思“价值”范畴的深层解读》，《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９期；鲁品越：《再

论马克思的“价值定义”与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之重建》，《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显然，《否证》只是“破”，而后应该开始“立”了。

立？立什么？怎么立？不破不立，否定之后往往紧跟着就要进行建立。

那么“否定需要”之后，我们要建立什么呢？或者说，我们能够建立什么呢？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宝贵遗产。但是揭示早期资本主义社会

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学说是否能揭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和现代资本主

义社会生产方式？该如何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呢？实际

上，仅从政治经济学而不是从哲学上去研究和发展剩余价值学说，是无法继

承剩余价值学说真谛的，要想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没有

捷径可走，必须下大功夫研究建立完整的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剩余价

值哲学。①

如果说《否证》只是建立“剩余价值哲学”的“导火索”，那么研究建立剩

余价值哲学的“突破点”又在哪里呢？

二、两个突破点（两个“二重性”）

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一回事，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则又是另一回事。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重点在于学习和理解，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点则在于突破

和超越。当然，这里所说的突破和超越，并不是脱离和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的突破和超越，而是遵循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突破和超越。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种静

止和僵化的理论，而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发展的真理。所以即便是马克

思本人的观点，也要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一）第一个突破是关于“劳动力价值等于生活资料价值”的观点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劳动力的价值，等同于维持劳动力所消耗

的物品的价值。马克思写道：“劳动力的价值，实际就是维持一个有劳动力

的人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②这种观点，在当时的社会生产方式下，显

３０３附录：《否证》发表三十周年回顾与评述　

①

②

郝晓光、郝孚逸：《从否证到创新———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初探》，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第１６１页。



然是对的。因为在生产力发展的初期，雇工从事着简单的劳动，并不需要太

高的劳动技能，所换来的也只是简单的食物和简陋的生活资料，劳动者之间

没有太大的区别，所得到的报酬也没有太大区别。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生

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产的分工越来越细，对劳动者技能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不同劳动者技能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这种劳动技能的差距，必

然会拉大劳动报酬的差距。再说，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不再只是满足“一

日三餐”的追求，而是更多地注重生活的品质、文化以及精神的追求。这时

劳动力的价值，不再是一种“物的价值”（生活资料），而成了一种“人的

价值”。

所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劳动力价值“二重性”概念，即相对

于生产力的劳动力价值和相对于生产关系的“劳动力价值”。前者是由劳动

力再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后者是由生活资料再生产的社会必

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前者是生产劳动力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后者是维持劳

动力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前者是凝结在劳动力中的抽象的人类社会劳动，

是劳动力价值，是劳动力交换的尺度，后者是资本维持与劳动力的雇佣关系

的手段，是劳动力报酬，是劳动力买卖的尺度。①

（二）第二个突破是关于“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观点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是商品价值所能采

取的两种不同的和完全对立的形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劳动过程

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它的对象和它的手段”，“劳动力

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② 也就是说，劳动工具只是劳动力这个创造价值的

“可变资本”和劳动对象的中介，只“参与”劳动不“属于”劳动的劳动工具，

仅仅是一种只能“转移”自身的价值不能创造新的价值的“不变资本”。这种

观点，在当时的社会生产方式下，显然是对的。因为在生产力发展的初期，

劳动工具十分简陋，劳动工具磨损（折旧）的程度，就等于它所加工产品的增

４０３ 　《资本论》（哲学卷）手稿———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提纲

①

②

郝晓光：《论商品价值与劳动力价值的关系》，《湖北社会科学》，１９８９年第９期。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第１７１、１７２页。



值量。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劳动工具也发生

了质的发展，那些电子化的劳动工具几乎没有磨损、“不知疲倦地”在创造着

新的价值。

所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剩余价值“二重性”概念，即相对于

生产力的剩余价值概念和相对于生产关系的剩余价值概念。在生产力发展

的初级阶段，劳动力是唯一的“可变资本”，而简陋的劳动手段（生产资料）则

是“只折旧不创新”的“不变资本”，这时剩余价值等于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与

劳动力生活资料的价值之差。在这个历史阶段，剩余价值的性质主要是由

生产关系来决定的，是一种“相对于生产关系的剩余价值”，这种性质的剩余

价值是早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然而在生

产力发展的高级阶段，不仅劳动力创造价值，先进的劳动手段也能创造大于

自身价值的价值，劳动力和劳动手段都是“可变资本”，这时剩余价值等于劳

动力和劳动手段创造的总价值与劳动力和劳动手段自身的总价值之差。在

这个历史阶段，剩余价值的性质主要是由生产力来决定的，是一种“相对于

生产力的剩余价值”。这种性质的剩余价值是现代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的

产物，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①

三、两位哲学巨人的思想方法

什么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一般的说法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如

果把这个说法引申一下，哲学的基本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物”的问题，一个

是“人”的问题。围绕着这两个哲学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如何展开的呢？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

证唯物主义主要是围绕着“物的问题”展开的，而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围绕

着“人的问题”展开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和“人”是相互孤立的，

还是相互融合的呢？随着现代社会的进步，该如何继承和发展辩证唯物主

５０３附录：《否证》发表三十周年回顾与评述　

① 郝晓光：《剩余价值概念从相对生产关系向相对生产力的转化》，《湖北社会科学》，２００８年
第７期。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呢？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巨人有两位，一位是

列宁，另一位就是卢卡奇。

（一）列宁采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将“人”往“物”里融合（以“物”

为主）

马克思主义哲学“物质范畴”的经典论述是列宁给出的：“物质是标志客

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

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①这就是著名的唯物论的反映

论。在“反映论”中，列宁突破性地把“人的反映”写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物质范畴，也就是说，物质范畴中不仅有“物”，也有“人”。列宁在《哲学笔

记》中写道：“开始是最简单的、普通的、常见的、直接的存在：个别的商品（政

治经济学中的存在）。”②可见，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将“商品”定义为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存在”，这充分说明了列宁将“人”往“物”里面融合的

哲学思想，因为“商品”不是“纯粹的物质”，“商品”是人生产的，“商品”这个

“物”包含“人的因素”在其中。

（二）卢卡奇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物”往“人”里融合（以“人”

为主）

列宁提出的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而卢卡奇提出的是“社会存在本体

论”。卢卡奇是最先读到《手稿》（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

所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人的问题”特别关注。卢卡奇把“人的物化”

（类似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异化”）自觉地与《资本论》联系起来。他说：“工

人的劳动力跟他的人格分裂，劳动力变成了物品。”③“这种人的机能转变为

商品，彻底揭示了商品关系的这种社会已经非人化的和正在非人化的功

能。”④可见，卢卡奇关于“劳动力”转变成了“物品”的认识，充分说明了卢卡

６０３ 　《资本论》（哲学卷）手稿———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提纲

①

②

③

④

《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１２８页。
《列宁全集》（第３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第３５７页。
《物化和无产阶级的意识》，《西方学者论〈１８４４年经济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

年，第２９６页。
同上，第２８７页。



奇将“物”往“人”里面融合的哲学思想，因为“劳动力”不是“纯粹的人”，“劳

动力”是商品的“生产者”，“劳动力”这个“人”包含“物的因素”在其中。

四、两个基本范畴

列宁采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将“人”往“物”里融合，卢卡奇采用历史

唯物主义的方法将“物”往“人”里融合，这种将“人”与“物”互相交融的思想

方法极大地启发了剩余价值哲学的研究路线：既要有“物”的哲学范畴，也要

有“人”的哲学范畴。终于，延续列宁和卢卡奇这两位哲学巨人的思想方法，

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确立了自己的两个基本哲学范畴。

（一）剩余价值哲学的“物性范畴”

除了列宁将“商品”确立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存在”外，著名马

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认为：“社会存在”是一种“具有价值特征的存在和意

识的统一体”。① 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认为：“不可以把物质作为它

本身来考察，而必须作为社会地、历史地为生产组织起来的东西来考察。”②

仔细分析一下以上观点描述的概念：“政治经济学的存在”（列宁）、“具

有价值特征的存在和意识的统一体”（卢卡奇）、“社会地和历史地为生产组

织起来的东西”（葛兰西），这些既模糊又清晰的概念明明白白地指向了一种

人人都熟悉的“社会存在”———商品！所以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扬弃了

传统的“物质本体论”，将“商品”确立为“物性范畴”。③

（二）剩余价值哲学的“人性范畴”

马克思有一个关于“人的本质”（人性范畴）的著名论断：“人的本质并

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④然而马

克思另一个关于“人的本质”的著名的论断是：“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

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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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①这个论断强调人的“自由

发展”。

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第二个论断中不难看出，人的“自由发展”

这个哲学概念是与“否定分工”这个经济学概念相对应的。那么“社会关系

总和”这个哲学概念又与什么样的经济学概念相对应呢？人的“自由发展”

讲的是人的“社会个性”，人的“社会关系总和”讲的是人的“社会共性”。如

果说体现人的社会个性的是劳动的分工，体现人的社会共性的则是劳动的

分配。

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分工将被消灭（否定分工），人的

“自由发展”或人的社会个性将彻底实现；马克思还预见，在共产主义社会，

将实现“按需分配”，这实际上也就相当于是“消灭分配”（否定分配）。这

时，人的“社会关系总和”或人的社会共性将彻底实现。其实，马克思并不是

要否定分工与分配，而是用“否定”分工与分配的方式来阐述“人的本质”。

所以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扬弃了传统的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总和”与

“自由发展”的哲学矛盾，将“二分”（分工与分配）确立为“人性范畴”。②

五、两对基本矛盾

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中，发现了马克思对“分工与分配”进

行“哲学否定”的深刻思想，在此基础上，只要对“否定分工与分配”的哲学思

想再进行一次“哲学否定”，就会得到“分工与分配矛盾”（简称“二分矛盾”）

的哲学思想。③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二生矛盾”）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二生矛盾”）

推动社会发展，当一种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就会产

生社会变革。总的来说，“二生矛盾”是社会“质变发展”的动力，是促进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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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形态发展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对于同一种社会形态“内部”

的发展，也就是社会的“量变发展”来说，“二生矛盾”并不起主要的作用。因

此，不妨将“二生矛盾”称为促进社会发展的“质变矛盾”。

（二）分工与分配的矛盾（“二分矛盾”）

从哲学的一般性来说，“二生矛盾”是一对“社会基本矛盾”，而“二分矛

盾”则是一对“人的基本矛盾”。对于社会中的人来说，一旦“二生矛盾”基

本缓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再体现为一种社会形态与另一种社会形态

的“阶级关系”，而是体现为同一种社会形态内的“人的关系”。这时，按照矛

盾运动的法则，原先蕴含在“二生矛盾”中的“社会动能”就会转化为社会中

的“人的动能”，并以“二分矛盾”的形式释放出来推动社会发展。总的来说，

和“二生矛盾”一样，“二分矛盾”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促进同一种社会形

态内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对于同一种社会形态“内部”的“量变发展”

来说，“二分矛盾”起主要作用；为此，不妨将“二分矛盾”称为促进社会发展

的“量变矛盾”。①

六、两个基本特点（本体论和范畴体系）

建立一种哲学，没有本体论和范畴体系是不行的，这是一种“观点”能够

成为一种“哲学”所必须具备的两个基本特点。之所以把三十年来的研究成

果称为“剩余价值哲学”，就是因为“剩余价值哲学”存在着规范的本体论和

范畴体系。

（一）剩余价值哲学的本体论

本体论（Ｏｎｔｏｌｏｇｙ）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意为关于存在的学说，即存在所

具有的本性和规定的学说，学者们现在已经把本体论概念引申为“一种哲学

的基础理论”。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们不断质疑唯物主义

的“物质本体论”，提出了“实践本体论”“劳动本体论”“生存本体论”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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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本体论”等研究线索。① 俞吾金教授提出，应该扬弃马克思主义哲学物质

本体论，建立“实践—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②

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的物性范畴是“商品”，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

哲学的人性范畴是“分工与分配”，从中不难看出，“商品”和“分工与分配”

二者是不能各自独立存在的。“商品”不能离开“分工与分配”，“分工与分

配”也不能离开“商品”。所以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的“物性范畴”和

“人性范畴”是不可分割的，“物性范畴”与“人性范畴”的统一，是马克思主

义剩余价值哲学的第一个基本特点。同样，在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中，

“二生矛盾”和“二分矛盾”是不能各自独立存在的；如果分工与分配不存在

了，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也就不存在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也就不存

在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的这两对“基本矛盾”是不可分割的；

“二生矛盾”不能离开“二分矛盾”，“二分矛盾”也不能离开“二生矛盾”，二

者此起彼伏、量变质变地共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二生矛盾”与“二分矛

盾”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的第二个基本特点。可以这样说，

“物性范畴”与“人性范畴”这两个“基本范畴”的统一，以及“社会基本矛盾”

与“人的基本矛盾”这两对“基本矛盾”的统一，就如同一座金字塔两侧的斜

边一样，优美和完美地构成了剩余价值哲学的整体框架和本体论特征。也

就是说，剩余价值哲学的本体论是“基本范畴的统一”和“基本矛盾的统一”

这“两个统一”的统一。③

（二）剩余价值哲学的范畴体系

要想建立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体系，必须首先建立该体系

完整的“范畴体系”。大家知道，斯宾诺莎的哲学体系就是建立在由八个哲

学范畴所构成的“范畴体系”之上的。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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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哲学的范畴体系由五个哲学范畴构成：物性范畴、人性范畴、

价值范畴、劳动力价值范畴和剩余价值范畴。剩余价值哲学的物性范畴是

“商品”，而人性范畴则是“分工与分配”，从中不难看出，“商品”不能离开

“分工与分配”，“分工与分配”也不能离开“商品”，剩余价值哲学的“物性范

畴”和“人性范畴”是不可分割的“对立统一体”，这两个哲学范畴是剩余价

值哲学“范畴体系”中的“基本范畴”。① 而其他三个哲学范畴，价值范畴即

商品价值②、劳动力价值范畴即劳动力价值的二重性③、剩余价值范畴即剩余

价值的二重性④，三者是从属于“基本范畴”的“价值范畴”。⑤

七、十个创新学术观点

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的研究已经历了持续不断的三十年（１９８６—

２０１６年），提出了以下十个创新学术观点：

（１）否证了所谓“马克思主义普遍价值概念定义”，彻底否定了我国价值

哲学研究一直误用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普遍价值概念定义”，揭开了研究建

立“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的序幕。⑥

（２）提出了“劳动力价值二重性”的概念，扬弃了“劳动力价值等同于生

活资料价值”的传统观点，提出了劳动力价值的“二重性”，即“相对于生产关

系的劳动力价值”和“相对于生产力的劳动力价值”。⑦

（３）提出了“剩余价值二重性”的概念，扬弃了“劳动手段永远是不变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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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传统观点，提出了剩余价值的“二重性”，即“相对于生产关系的剩余价

值”和“相对于生产力的剩余价值”。①

（４）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物性范畴”的概念，继承了“唯物

论的反映论”（列宁）和“社会存在本体论”（卢卡奇）的思想方法，提出了马

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的“物性范畴”：商品。②

（５）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人性范畴”的概念，继承了马克思

关于“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总和”和“人的自由发展”的观点，提出了马克

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的“人性范畴”：分工与分配。③

（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分工与分配基本矛盾”的概念，继

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观点，提出了马克思主义

剩余价值哲学“人的基本矛盾”：分工与分配的矛盾。④

（７）提出了剩余价值哲学“剩余价值与按需分配哲学关系”的概念，继承

了马克思在哲学上“否定分配”的思想，提出了剩余价值概念与按需分配概

念在哲学上“互逆”的观点（剩余价值：社会对人的占有。按需分配：人对社

会的占有）。⑤

（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历史观”的概念，继承了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唯物史观，提出了“二生矛盾”与“二分矛盾”推动历史发展的“剩

余价值哲学历史观”。⑥

（９）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的本体论和范畴体系，建立了马克

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本体论：基本范畴的统一”和“基本矛盾的统一”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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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统一”的统一。① 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范畴体系：物性范畴和

人性范畴为“基本范畴”，商品价值范畴、劳动力价值范畴和剩余价值范畴为

“价值范畴”。②

（１０）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１２３和３４５”的概念，继承了马克思主义

“两大发现”和“三个来源”的观点。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１２３”：一个

任务（社会发展规律）、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三个来源（德

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古典政治学）；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３４５”：三个“性质决定”（建立剩余价值哲学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

定的、是中国共产党政党的性质决定的、是《资本论》文本的性质决定的），四

个“离不开”（中国离不开共产党、共产党离不开马克思、马克思离不开剩余

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离不开剩余价值哲学），剩余价值哲学最终形成《资

本论》第五卷。③

八、结 语

建立“剩余价值哲学”进行了长达三十年（１９８７—２０１７年）的持续研究，

在这一时期，《湖北社会科学》一直是“剩余价值哲学研究”系列论文的主要

编发者。２００８年３月，《湖北社会科学》编辑部参与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剩余

价值哲学研究小型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④ 自２０１４年起，《湖北社会科

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研究专题”，并已在２０１４年第１０期、２０１５

年第５期、２０１６年第２期、２０１６年第９期和２０１７年第５期，连续刊出了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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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中央党校胡为雄教授①、上海财经大学鲁品越教授②、复旦大学陈学

明教授③等著名学者纷纷为“专题”撰稿，并吸引一批年轻学者参加了

进来。④

原载《湖北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１０期

（本文作者：唐伟、郝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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