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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和公共性的双重变奏:马克思
财富思想的内在意蕴〔∗〕

王洪波

(首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８)

〔摘　 要〕财富思想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内容ꎬ它是在批判继承国民经济学家“财富”思想的基础上渐进生

成的ꎮ 核心主旨包括财富起源、财富本质和财富分配等三个方面ꎬ马克思财富思想不仅内蕴着显在的主体性ꎬ还
存在着隐性的公共性意蕴ꎮ 这种主体性与公共性双重变奏意蕴的现代延展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马克思哲学的当

代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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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的财富思想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过

程中渐进生成的ꎮ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度推进ꎬ
对马克思财富思想的研究成为近年来的学术热

点ꎮ 本文意在回归国民经济学、马克思哲学的经

典文本ꎬ在逻辑与历史的推演逻辑下把握马克思

财富思想的核心主旨ꎬ接续财富思想的客观性、
主体性研究ꎬ深度探究财富思想的公共性意蕴ꎮ
回归现实ꎬ马克思的财富思想仍具现代价值ꎮ

一、马克思财富思想的历史性生成

财富问题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理论和

实践问题ꎮ 在西方ꎬ对财富问题的探讨可追溯到

古希腊时期ꎬ色诺芬的重农主义、柏拉图的分工

理论、亚里士多德的货币学说等都蕴含着丰富的

财富思想ꎮ 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圣西门的“实业

制度”、傅里叶的“法郎吉制度”、欧文的“合作公

社组织”等也内蕴着财富内容ꎮ 正是基于对古希

腊、空想社会主义等财富思想的历史性考察、批
判性继承ꎬ马克思的财富思想得以渐进生成ꎮ

从生成论的逻辑视角看ꎬ马克思的财富思想

主要是在批判继承国民经济学家“财富”思想的

过程中渐进生成的ꎮ 依据经典文本ꎬ马克思的财

富思想核心主旨包括财富起源、财富本质和财富

分配等三个层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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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ꎬ劳动创造财富ꎮ “劳动创造财富”思

想并非马克思首创ꎬ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

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对此问题有着较

为深入的研究ꎮ 配第提出社会财富的真正来源

是土地和劳动ꎬ即“劳动是财富之父ꎬ土地是财富

之母”的重要观点ꎬ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从流通

领域转向生产领域ꎮ 斯密是经济学科学化的第

一人ꎬ他对财富产生问题给出了更为科学的阐

释ꎬ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的开篇

中论到:“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ꎬ本来就是供给他

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ꎮ
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ꎬ或是本国劳动的直

接产物ꎬ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

品ꎮ” 〔１〕斯密认为“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等财富

形式是劳动的直接产物或间接产物ꎬ来源于劳

动ꎬ明确阐发了“劳动创造财富”的思想ꎮ 可见ꎬ
在财富来源上ꎬ斯密与早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

重农主义认为财富来源于土地、重商主义认为财

富来源于货币和流通的观点有着本质的区别ꎮ
承继斯密的观点ꎬ李嘉图更深入地阐述了劳动总

量与商品价值的关系ꎮ “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交换

价值与投在它们生产上的劳动成比例ꎬ这里所谓

劳动不仅是指在商品的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ꎬ
而且也包括投在实现该种劳动所需要的一切器

具或机器上的劳动ꎮ” 〔２〕可见ꎬ李嘉图指认劳动量

与商品交换价值量的正比关系ꎬ劳动决定商品的

交换价值ꎬ这里的劳动主要包括直接劳动和间接

劳动两部分ꎮ 对比分析ꎬ斯密与李嘉图的论述主

要区别在于:斯密是在宏观整体上指认劳动量与

商品的对应关系ꎬ而李嘉图则深入到指认劳动量

与商品之交换价值的对应关系ꎮ 由此可见ꎬ斯密

和李嘉图的财富思想中主要关涉劳动与商品、劳
动与交换价值的对应关系ꎬ劳动多指“具体劳

动”ꎬ马克思意义上的“抽象劳动”尚未进入他们

的理论视野ꎬ因此尚未萌发“劳动二重性”思想ꎮ
马克思首先充分肯定了古典经济学家关于

“劳动创造财富”(把抽象性劳动提升为原则)的
观点ꎮ 在«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ꎬ马克思

引用贝魁尔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
中的重要观点ꎬ“材料要素如果没有劳动要素就

根本不能创造财富” 〔３〕ꎬ表明马克思对古典经济

学所阐发思想的充分肯定:只有材料而没有劳动

要素ꎬ没有材料要素和劳动要素的结合ꎬ财富就

根本无法被创造出来ꎮ 同时ꎬ马克思还通过对农

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进行对比性研究ꎬ尤其是对工

业社会财富的形成过程进行深入的考察ꎬ认为

“一切财富都成了工业的财富ꎬ成了劳动的财富ꎬ
而工业是完成了的劳动” 〔４〕ꎮ 在此基础上ꎬ马克

思阐发了“劳动二重性”思想:“一切劳动ꎬ一方

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ꎻ就相同

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ꎬ它形成商品

价值ꎮ 一切劳动ꎬ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

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ꎻ就具体的有用的

劳动这个属性来说ꎬ它生产使用价值ꎮ” 〔５〕以此为

理论基础ꎬ马克思批判古典经济学家抽象地、狭
隘地阐释“劳动创造财富”这一思想ꎬ提出是具

体劳动而非抽象的一般劳动创造财富的使用价

值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ꎬ“具体劳动创造财富的

使用价值”中的“财富”主要指涉财富的物质内

容ꎮ 马克思认为ꎬ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ꎬ
在肉体上必须依靠天然产品或劳动产品才能生

活ꎬ这些“天然产品”和“劳动产品”被“自然”(自
然即天然)地需求和利用ꎬ构成为财富的物质内

容ꎮ 这是财富的本源性内涵ꎬ即“客体性”ꎬ“它
体现在人作为主体与之相对立的那种物即物质

产品中ꎮ” 〔６〕沿着这一路向ꎬ马克思找到了财富产

生的直接来源———具体性的生产劳动ꎬ而生产劳

动的主体则为现实的人ꎮ 可见ꎬ马克思这里对

“劳动”的阐释已经深化到“劳动主体”层面ꎬ即
“人类劳动力”创造了财富的使用价值ꎮ 在此基

础上ꎬ马克思揭示工业社会更注重人的专业能力

和创造性天赋ꎬ是创造工业财富的真正源泉ꎮ
进一步ꎬ马克思扩展了古典经济学财富创造

思想的哲学内涵和理论视域ꎮ 通过对劳动的社

会性进行分析ꎬ马克思认为ꎬ既然生产交换价值

的劳动表现为“物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ꎬ那么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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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就是“隐藏在物的外壳之下的关系” 〔７〕ꎬ“人
为了能够生活ꎬ必须进行物质实践ꎬ实现人和自

然的物质变换ꎻ为了实现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ꎬ
人和人之间必然交换其活动ꎬ结成一定的社会关

系ꎮ” 〔８〕 随着社会的发展ꎬ“交往摆脱了地域、狭
窄社会关系和功利目的ꎬ特别是自身发展的自然

必然性的限制ꎬ成为基于人本身需要的交往ꎮ” 〔９〕

即“社会生产关系”ꎮ〔１０〕可见ꎬ马克思对财富的分

析已超越了国民经济学家仅仅把财富看作“特殊

社会形式”的观点ꎮ “迄今为止的一切交往都只

是在一定条件下个人的交往ꎬ而不是作为个人的

个人的交往ꎮ 这些条件可以归结为两点:积累起

来的劳动ꎬ或者说私有制ꎬ以及现实的劳动ꎮ” 〔１１〕

“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
种生产ꎬ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ꎬ它哪

怕只中断一年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

变化ꎬ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

力ꎬ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ꎮ” 〔１２〕

把“劳动创造财富”这一思想扩展到人类社会发

展领域ꎬ并置其于国家、民族发展之基础本原位

置ꎬ从劳动视域探讨交往和社会历史发展ꎬ与马

克思的唯物史观一脉相应ꎮ 清晰可见ꎬ马克思对

财富起源问题的阐释逻辑可以简单概括为:从具

体劳动到劳动主体ꎬ再到社会历史ꎮ 而对人与财

富关系所进行的深度揭示ꎬ使马克思的财富创造

思想深入到财富本质问题ꎮ
其次ꎬ财富的本质在于财富的主体存在ꎮ 关

于财富的本质ꎬ古典经济学家斯密认为ꎬ“劳动的

全部生产物ꎬ未必都属于劳动者还须在一定

程度上由另一个因素决定ꎬ那就是对那劳动垫付

工资并提供材料的资本的利润ꎮ” 〔１３〕 李嘉图提出

“每一个国家的全部土地和劳动产品都要分成三

部分ꎬ其中一部分归于工资ꎬ一部分归于利润ꎬ另
一部分归于地租ꎮ” 〔１４〕 可见ꎬ斯密和李嘉图都认

为ꎬ劳动者所创造的“生产物”“土地”和“劳动产

品”中ꎬ只有一小部分作为工资归属于劳动者ꎬ而
绝大多数归于资本家和地产所有者ꎮ 客观分析ꎬ
这种认识已经接触到劳动生产者与其劳动产品

的关系问题ꎬ富有创建性ꎮ 但囿于社会和认识的

局限性ꎬ古典经济学家们在人与财富的关系问题

上并未有进一步的深入阐发ꎮ 古典经济学家们

更多坚持的还是“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本质”这一

观点ꎬ即劳动是财富的来源ꎬ也是财富的唯一本

质ꎮ 未能从财富来源问题深化到财富本质问题ꎬ
而是简单归二为一ꎮ 对此ꎬ马克思批评说:“以劳

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ꎬ毋宁说ꎬ
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ꎮ”国民经济学

“在排斥人这方面比他们的先驱者走得更

远” 〔１５〕ꎮ 国民经济学在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

与财富的关系上ꎬ只是在抽象的、物的层面进行

论述ꎬ而没有关涉或不愿意关涉劳动的主体

(人)ꎬ表面上承认人等同于彻底否定人ꎬ甚至走

得更远ꎮ 与国民经济学不同ꎬ马克思则认为ꎬ虽
然财富首先是以具有“客体性”的使用价值、物
的方式存在ꎬ但财富的本质并非是物或劳动ꎬ而
是物或劳动背后的主体存在ꎮ 马克思认为ꎬ只有

人才是财富的主体和主人ꎬ财富是个人的发达生

产力ꎬ财富创造的终极目的是人的自由和发展ꎬ
而不是成为财富(商品、货币等)的奴隶ꎮ 进而ꎬ
马克思得出“财富的本质不是某种特定的劳动ꎬ
不是与某种特殊要素结合在一起的、某种特殊的

劳动表现ꎬ而是财富的主体存在” 〔１６〕这一深刻的

结论ꎮ 可见ꎬ马克思是从财富的“主体存在”高

度理解财富的本质ꎮ 与国民经济学家相比ꎬ马克

思更多的是从财富的主体存在、从财富与劳动、
劳动者的有机统一视角看待财富ꎬ这为劳动者回

归自身“人”的本来意义ꎬ进而为人的存在、发展

和解放廓清了道路ꎮ 也就是说ꎬ工人的劳动创造

了财富ꎬ但创造财富本身并非工人劳动的排他目

的ꎬ财富的创造与本质在于其为人的主体性存在

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设时空条件ꎮ 可见ꎬ财富

的“客体性”虽然是首要的、第一性的ꎬ但它却不

是唯一的、本质性的ꎮ 马克思认为ꎬ作为特殊要

素ꎬ财富还是“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

要的物” 〔１７〕ꎬ这里的“人”不指少数的资本家ꎬ而
是指财富的创造主体———绝大多数的劳动者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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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马克思财富思想的本质所在ꎮ
再次ꎬ财富分配问题即财富命运问题ꎮ 从财

富创造到财富本质ꎬ再到财富分配ꎬ这是马克思

财富思想的推演逻辑ꎮ 关于财富分配问题ꎬ斯密

认为:“每个不同工业部门的不同产品汇集成共

同的资源ꎬ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从中购买

别人的劳动产品的一部分ꎮ” 〔１８〕 斯密认为ꎬ工人

依据自身的需求和能力从“共同的资源”中购买

通过自己的劳动生产的劳动产品ꎮ 李嘉图认为:
“总而言之ꎬ地租、工资与利润这几个大问题必须

以全部产品在地主、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

比例来解释ꎮ” 〔１９〕他认为工人自己的劳动产品必

须要分配给地主和资本家ꎬ而且地主、资本家具

有分配的优先性ꎮ 也就是说ꎬ国民经济学家们认

为劳动者自己要购买自己生产的劳动产品ꎬ劳动

者对自己生产的劳动产品没有支配权ꎬ支配权归

属地主和资本家ꎬ因为他们拥有资本ꎬ控制资本

对劳动的剥削关系ꎮ 继承并批判国民经济学家

的思想ꎬ马克思则强调ꎬ应以“各尽所能、按劳分

配”的原则分配财富ꎮ 也就是说ꎬ当社会尚不具

备“按需分配”的条件时ꎬ应以“劳动者的不同等

的个人天赋ꎬ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为基础进

行“按劳分配”ꎬ即“每一个生产者ꎬ在作了各项

扣除以后ꎬ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

一切ꎮ 他所给予社会的ꎬ就是他个人的劳动

量ꎮ” 〔２０〕这里内涵着财富分配中应体现公平和正

义ꎮ 在此基础上ꎬ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家和空想

社会主义者们进行批评ꎬ认为他们过分强调“生
产财富”过程的绝对真理性ꎬ把生产和分配相割

裂ꎬ而只强调从分配领域出发做出细小的努力和

改革ꎬ这是不成熟的、非辩证的ꎬ因为“消费资料

的任何一种分配ꎬ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

结果”ꎮ〔２１〕与国民经济学家不同ꎬ马克思则坚持

从生产与分配的辩证关系中理解财富的分配问

题ꎬ触及到财富分配问题的关键环节———生产条

件本身的分配ꎮ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物质财富的

极大丰富ꎬ到了理想的“自由人联合体”社会即

共产主义社会ꎬ人的“自由个性”成了现实ꎬ在生

产和分配领域ꎬ个人与其劳动、劳动产品ꎬ甚至社

会关系都不再是“异化”的关系ꎬ而是体现为真

正有机统一关系下的公平、正义分配ꎮ

二、财富意蕴:从主体性走向公共性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性生活ꎮ “公
共性”即可共享性ꎬ是相对于“私人性”而言的ꎮ
公共性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相互

依赖的一种共在、共建、共处和共享的生活状态ꎬ
是自我在确认自己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为他

的属性ꎮ 依此分析ꎬ马克思的财富思想中不仅内

蕴着显在的主体性ꎬ而且也内蕴着隐在的公共

性ꎬ且后者更具本质意涵ꎮ 关于财富的 “主体

性”意蕴ꎬ学界多有论述ꎬ在此不作赘述ꎮ
首先ꎬ马克思的劳动创造财富思想中蕴含着

公共性ꎮ 作为一种类存在物ꎬ人的生命表现形式

大多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共在的、公共性的

活动方式ꎮ 正因“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

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ꎬ〔２２〕 “社会化的人ꎬ
联合起来的生产者ꎬ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

间的物质变换ꎬ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

下ꎮ” 〔２３〕并进行共在性、公共性的生产活动ꎬ即以

个人彼此之间交往ꎬ并结成为社会关系为前提的

生产ꎬ社会财富才能源源不断地被“类存在物”
创造出来ꎮ 就资本而言ꎬ马克思说:“资本是集体

的产物ꎬ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

动才能运动起来ꎮ 因此ꎬ资本不是一种个人

力量ꎬ而是一种社会力量ꎮ” 〔２４〕可见ꎬ马克思认为

资本是社会成员共同活动、共同创造的“集体”
产物ꎬ资本是一种更具社会性、公共性的共在力

量ꎮ 关于“劳动创造财富”问题ꎬ马克思摒弃了

古典经济学家对“劳动”的抽象性界定ꎬ实现了

在财富创造问题上的转向:从人的“劳动”到劳

动的“人”ꎬ后者的“人”不是抽象的ꎬ而是具体

的、“共在”的人ꎮ 共在的人即公共性的存在生

产、创造着社会财富ꎬ离开社会ꎬ离群索居的孤立

个人无法进行财富的生产和创造ꎮ 这里需要指

出的是ꎬ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虽然是共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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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ꎬ但却是非平等性的、畸形的共在ꎮ 马克思对

此给以批评:“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ꎬ客观

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ꎬ是资本主义生产

过程事实上的基础或起点ꎮ” 〔２５〕工人虽然是财富

的人身源泉ꎬ但却被剥夺了客观劳动条件ꎬ造成

了因目的和手段的颠倒而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矛盾ꎮ 随着分工深化ꎬ推动了生产力的进

一步发展ꎬ如马克思所说:“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

展的水平ꎬ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

度”ꎬ〔２６〕也即分工的精细化程度与民族生产力的

发展呈正相关的关系ꎮ 而且ꎬ对个人存在的公共

性和分工推进的自觉程度越高ꎬ社会财富的质和

量都会相应地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ꎮ 随着机器

大生产时代的到来ꎬ不论愿意与否ꎬ每个工人都

不得不进入社会的分工体系ꎬ加入到公共性的、
共同的社会劳动生活中ꎮ 在共同的、公共性的劳

动过程中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共

在关系被加强ꎮ 个人间开始结成一定的关系群

体ꎬ每个人都为关系体中的一部分ꎬ个人的“得与

失”与他人、关系体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ꎮ
其次ꎬ马克思的财富本质思想中蕴含着公共

性ꎮ 马克思认为ꎬ财富的本质在于财富的主体存

在ꎮ 马克思的“财富”多被学界指认为“社会财

富”ꎬ个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本身为财富的本

质和终极指向ꎮ〔２７〕因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

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

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２８〕ꎮ “个人的

全面发展ꎬ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

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ꎬ
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ꎬ这也正是共产主义者

所向往的ꎮ” 〔２９〕客观分析ꎬ马克思的“社会财富”
包含“个人全面发展”和“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

力”两个维度ꎬ前者为主体性ꎬ后者为公共性ꎮ 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经济学手稿»中ꎬ马克思分析说:
“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ꎬ那么ꎬ财富不就

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
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 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

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ꎬ又是人本身

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 财富不就

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 这种发挥ꎬ除了

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ꎬ而先前

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ꎬ即不以旧有的尺

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

本身ꎮ” 〔３０〕人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也不断在更新

自身ꎮ 这里ꎬ马克思以三个“不就是”的反问方

式ꎬ揭示了财富本质的深层意涵:普遍性的个人

需要、才能、享用和生产力ꎻ人对自然力统治的充

分发展ꎻ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ꎮ 一般分析ꎬ
上文的主要观点是突出强调财富的主体性本质ꎬ
但不止于此ꎬ对个人需要、才能、享用和生产力之

“普遍性”的强调具有公共性意蕴ꎮ 依据上文分

析ꎬ马克思同时也指出“先前的历史发展”是人

的全面发展这一目的的前提基础ꎬ这就标示出马

克思是在人与社会历史的“关系”视野中阐释其

财富思想ꎮ 基此分析ꎬ马克思对财富本质的揭示

不只是“财富的主体存在”这一维度ꎬ还包括“财
富的社会历史存在”ꎬ即人与社会历史的历时性

共在ꎬ即公共性维度ꎮ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ꎬ因为

每个人不受制于分工的限制ꎬ没有限定性的特殊

活动范围ꎬ自由个性的社会将会生成为现实ꎮ 即

便如此ꎬ那时的“自由”并不是绝对的“自由”ꎬ也
并非纯粹的消遣ꎬ而是指每个人拥有更多的自由

闲暇时间ꎬ并在“自由时间”里进行更为自由的

科学研究、艺术创作等活动ꎬ这种活动也是具有

科学性、社会性的活动ꎮ 与前共产主义社会相

比ꎬ这种活动所生产的社会财富中ꎬ精神财富的

比重会大大增加ꎮ 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即公

共主义社会里ꎬ“社会生产活动”体现为人与人、
人与物、人与社会、生产与分配等等关系的高度

和谐ꎬ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ꎬ每个人的自由发

展也就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ꎬ主体性是以社会公

共性为前提的充分主体性ꎬ社会公共性是以人的

主体性充分发展的真正公共性ꎮ
再次ꎬ马克思的财富分配思想中蕴含着公共

性ꎮ 人类创造财富的首要目的是满足人的物质

生活需要ꎬ这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ꎬ是一切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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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第一个前提ꎮ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ꎬ
必须能够生活ꎮ 但是为了生活ꎬ首先就需要吃喝

住穿以及其他一切东西ꎮ 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

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ꎬ即生产物质生活

本身ꎮ” 〔３１〕财富创造的接续问题即为财富的分配

问题ꎮ 马克思认为ꎬ在社会尚未达到 “按需分

配”的条件ꎬ即“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

的情形已经消失ꎬ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

立也随之消失之后ꎬ在劳动不仅仅是谋生的手

段ꎬ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ꎬ在随着

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ꎬ而集体财富

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ꎮ〔３２〕个人只能依据

其自身的天赋、能力和贡献从事社会劳动ꎬ采取

“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公平的分配ꎮ 马克思深

刻地指出ꎬ在资本主义社会决不能离开生产条

件、生产要素和生产方式ꎬ把劳动和分配相割裂ꎬ
而只设想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ꎮ “如果物质的生

产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ꎬ那末同样要产

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ꎮ” 〔３３〕 “在
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

里ꎬ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ꎻ耗费在产品上

的劳动ꎬ在这里也并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ꎬ
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ꎬ因为这是

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ꎮ” 〔３４〕 可见ꎬ马克思认为财

富分配正义的前提条件为财富变为劳动者自己

掌控的集体财产即公共性财产ꎬ这充分凸显马克

思财富分配思想的公共性意蕴ꎮ 而且ꎬ依据马克

思的社会历史发展的三形态理论ꎬ在第三个阶段

即“自由个性”阶段ꎬ“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

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

富” 〔３５〕是马克思财富思想的核心主旨ꎬ文中的

“社会财富”归属于“他们”而非“他”来支配ꎮ 而

且ꎬ除了个人的全面发展外ꎬ共产主义的社会财

富思想中内涵着重视生产能力的意蕴ꎬ而且ꎬ“生
产能力”并非只指个人的能力ꎬ而是指人与人之

间共在的、公共性的生产能力ꎮ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即自由人联合体阶段ꎬ随

着私有制消灭ꎬ财富的主体变为“自由人的联合

体”ꎬ财富的分配不再以资本、权力为尺度ꎬ而是

人们共享ꎮ “各尽所能ꎬ按需分配”是共产主义

社会的财富分配方式ꎮ 那时财富才真正为所有

人共享ꎬ财富的公共性意涵才会更充分彰显ꎮ 列

宁说:“什么是共产主义者呢? 共产主义社

会就意味着土地、工厂都是公共的ꎬ实行共同劳

动———这就是共产主义ꎮ” 〔３６〕 土地、工厂等财富

都是公共的ꎬ这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实质所在ꎮ 从

这个意义上讲ꎬ共产主义社会即公共主义社会ꎮ
而且ꎬ在自由人联合体社会ꎬ个人创造的社会财

富已经不只是单纯为了满足个人自身的需要、实
现自身的个人价值ꎬ而且通过自觉满足他人和社

会的需要ꎬ实现公共性的社会价值ꎮ 在这一阶

段ꎬ“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ꎬ我直接证实和实现

了我的真正的本质ꎬ即我的人的本质ꎬ我的社会

的本质ꎮ” 〔３７〕人在表现个人生命的过程中ꎬ直接

实现了人的真正本质ꎬ人与人相互创造、相互证

实ꎬ实现了人之为人的真正的、公共性的类本质ꎮ

三、马克思财富思想之现代延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ꎬ而对人的发展的关

注又是马克思财富思想的核心维度ꎬ它们之间存

在着深层的内在关联性和契合性ꎮ 客观分析ꎬ马
克思的财富思想生成于其所属的时代ꎬ但其价值

决不止于其时代而必然具有现代性ꎮ
首先ꎬ马克思认为ꎬ人的劳动创造了具有使

用价值的物质财富ꎬ而财富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

展的前提和基础ꎮ 唯物史观的经典命题是“社会

存在决定社会意识”ꎬ“社会存在”是社会生活的

物质方面ꎬ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ꎮ 而为了维

持和推动历史发展ꎬ必须“生产物质生活”即创

造实体性财富ꎮ 因此ꎬ在社会生产体系中ꎬ创造

实体性而非虚拟的物质财富一定是置于首位的ꎬ
即保持“经济建设”的引领地位、基础地位和中

心地位ꎻ同时ꎬ在分工体系中ꎬ必须在生产、流通、
交换和分配领域构建起尊重劳动、重视劳动和鼓

励劳动的制度和机制ꎮ 在很大程度上ꎬ没有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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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ꎬ就没有社会ꎬ没有历史ꎮ
其次ꎬ马克思的“劳动”并非抽象的概念和

范畴ꎬ而指具体的、现实的“人”的劳动ꎬ财富的

本质是人的主体存在ꎮ 基此分析ꎬ既然现实的劳

动者是生产、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ꎬ因此国家社

会层面必须创设条件ꎬ为劳动者的天赋、能力的

发展搭建平台、拓展空间ꎮ 在生产领域ꎬ必须充

分尊重一线劳动者的创造性贡献ꎻ在分配领域ꎬ
必须通过体制、机制的构建ꎬ尊重劳动者的主体

地位ꎬ使劳动者充分共享劳动发展成果ꎮ 现实中

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ꎬ对劳动主体尤

其是一线劳动者的实质尊重更多在“理念”层

面ꎬ从“理念”到现实落地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ꎮ
再次ꎬ在社会历史观层面ꎬ马克思的理论逻

辑为ꎬ从财富到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ꎮ 也即是

说ꎬ其财富思想不是局限于狭隘的国民经济学层

面ꎬ而是社会历史领域的“财富—人的发展—社

会发展”的多维互动ꎮ 财富是通向理想的共产主

义社会的物质基础ꎬ财富累积的目的在于为个人

全面自由发展创设条件ꎬ这是马克思财富思想之

核心要义ꎮ 当然ꎬ在马克思的相关文本中ꎬ有关

“财富”的共创、共建和共享等公共性思想也以

或隐或显的方式存在着ꎮ 而财富思想之“公共

性”意蕴的现实化可能预示着理想社会之切近ꎮ
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ꎬ“共享”发展理念

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强力的政治和社会引领力ꎮ
“共享”以共在、共建为前提和基础ꎬ共在、共建

之目标指向在于“共享”ꎮ 回归经典文本ꎬ可把

握马克思财富思想的文本表达和深层公共性意

蕴ꎮ 回归现实ꎬ马克思财富思想的“公共性”价

值已然现实化于当今世界的某些场域ꎬ虽然实践

层面的整体性的“公共性”场景并未完全生成ꎮ

注释:
〔１〕〔１３〕〔１８〕〔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

研究»ꎬ郭大力、王亚南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１、４３、
２３８ 页ꎮ

〔２〕〔１４〕〔英〕彼罗斯拉法、〔英〕Ｍ. Ｈ. 多布:«大卫李

嘉图全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ꎬ郭大力、王亚南译ꎬ北京:商
务印书馆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１７、３４７ 页ꎮ

〔３〕〔４〕 〔１５〕 〔１６〕 〔３７〕 马克思:«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０ 年ꎬ第 ３１、７７、７３ － ７４、７６、１８４ 页ꎮ
〔５〕马克思:«资本论» (第 １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４

年ꎬ第 ６０ 页ꎮ
〔６〕〔２８〕〔３０〕〔３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０ 卷)ꎬ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５ 年ꎬ第 ４７９、４７９ － ４８０、１０７ － １０８、１０７ － １０８ 页ꎮ
〔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３１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８ 年ꎬ第 ４２６ 页ꎮ
〔８〕杨耕:«为马克思辩护»ꎬ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４ 年ꎬ第 １７ 页ꎮ
〔９〕郭湛:«社会公共性研究»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

第 ４３ 页ꎮ
〔１０〕意大利经济学家斐迪南加利阿尼在«货币论»中提

出“财富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这一观点ꎬ马克思在此引用ꎮ
〔１１〕〔１２〕〔２４〕〔３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 卷)ꎬ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２０７、１５７、４１５、１５８ 页ꎮ
〔１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４４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１ 年ꎬ第 ４７ 页ꎮ
〔１９〕〔英〕彼罗斯拉法:«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 ８

卷)ꎬ寿勉成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１１ 年ꎬ第 １９４ 页ꎮ
〔２０〕〔２１〕〔３２〕〔３３〕〔３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９ 卷)ꎬ

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年ꎬ第 ２１、２３、２２ － ２３、２３、２０ 页ꎮ
〔２２〕〔２６〕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ꎬ北京:人民

出版社ꎬ２００３ 年ꎬ第 ２８、１２ 页ꎮ
〔２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２５ 卷下)ꎬ北京:人民出版

社ꎬ２００１ 年ꎬ第 ９２６ 页ꎮ
〔２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５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６５８ 页ꎮ
〔２７〕颜军在 « 马克思财富思想的人学意蕴:幸福  发

展生活»一文中认为ꎬ马克思的财富本质包括财富的“主体存

在”、人的全面发展的对象存在、人的生命活动的外化存在等三

个层面ꎮ 笔者认为ꎬ上述三个层面不是平行并列的ꎬ第二和第三

个层面包括在第一个层面中ꎬ是第一个层面的具体展开ꎮ
〔２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３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８ 年ꎬ第 ３３０ 页ꎮ
〔３６〕«列宁选集»(第 ４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２９３ 页ꎮ

〔责任编辑:汪家耀〕

—５７—

主体性和公共性的双重变奏:马克思财富思想的内在意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