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袁 我国的分

配理论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袁 与此同时分配制度

也发生了重大变革袁 其中分配理论的创新为分配

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袁 而分配制度的变革

又为创新的分配理论提供了经验验证遥 本文拟首

先阐述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的创立和发展袁
然后回顾我国从按劳分配向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

的转变袁 最后进一步强调坚持按生产要素贡献分

配对于保护私人财产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重大

意义遥

一尧单一的按劳分配原则
与现实的矛盾

我国流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渊社会主义部

分冤 一直都把按劳分配界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

征和唯一的分配原则袁改革开放初期袁从 1977 年

到 1983 年的五次全国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袁也主

要是围绕着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展开的[1]遥
然而袁随着中共十三大渊1987冤[2]确立了以公有

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中共十四大渊1992冤[3]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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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素所有者参与分配的法律依据袁而收入的份额则取决于要素贡献的大小遥 只要其要素所有者的收入

份额是以其要素贡献为基础的袁就不能认定为剥削收入袁而是其要素应得的报酬袁是对非劳动要素贡献

的补偿遥 即从初次分配的角度看袁只要各种要素的收入与各种要素对价值渊社会财富冤创造所做的贡献相

一致袁这种分配就是公平合理而有效的袁这就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私有财产保护提供了理论依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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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袁 有关按劳分配的讨论

也开始不仅涉及按劳分配如何与市场经济对接尧
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是否为商品以及是否存在

劳动力市场尧 按劳分配与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关

系譹訛袁而且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按劳分配是否

作为唯一的分配原则也受到质疑[4]遥

渊一冤按劳分配原则的特定内涵及实现条件

根据我们的研究袁在各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袁
单纯以劳动作为唯一分配尺度从来都没有实现

过遥 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年设想的未

来社会的按劳分配原则有特定内涵袁 这就是社会

总产品在做了各项必要扣除后袁 以劳动为惟一尺

度在社会全体成员之间进行分配[5-6]渊P96冤遥 而这一

原则的实现至少要以下述条件为前提遥
首先袁生产资料由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占有遥 由

于生产资料的质量不同袁即使是同质尧同量的劳动

与不同质量的等量生产资料相结合袁 也会产生不

同的收益遥 因此袁要完全实行按劳分配袁必须以全

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前提袁 从而使各个自由

人联合体由于使用较优等的生产资料获得的级差

收益全部归社会袁在完成各项必要扣除之后袁社会

再把剩余产品按照每个成员提供的具有一定质量

的劳动量进行分配遥
其次袁劳动者的劳动必须具有直接的社会性遥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院野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

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袁 每一

个人的劳动袁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袁从一

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冶袁野不需要著名的耶价
值爷插手其间冶[7]遥

再次袁 复杂劳动折算为简单劳动必须简单易

行袁具有可操作性遥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袁按劳分配

是以简单劳动作为计量单位的袁 复杂劳动要按照

一定的倍数折算为简单劳动袁 这种折算是在生产

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6]渊P58冤遥 然而袁不仅马克

思本人没有建立这种折算可供完成的理论模型袁
而且迄今为止也尚未没找到能被人们普遍接受的

任何折算方法遥 退一步说袁即使建立起有关复杂劳

动与简单劳动相互折算的理论模型袁 具体折算的

方式和实现的机制也必须是简单明了具有可操作

性的遥
最后袁 一个经济体的生产资料禀赋必须足以

保证该经济体全体成员能够各尽所能遥 相对于该

经济体的劳动禀赋来说袁 生产资料的禀赋至少要

保证劳动的边际收益大于零曰 或者相对于有限的

生产资料来说袁 劳动的供给量至少保证劳动的边

际收益大于零遥 在生产资料数量相对有限的条件

下袁劳动的投入在超过一定点以后袁多劳反而少得

或不得袁甚至得到的报酬为负遥 所以说袁要完全实

现按劳分配袁 生产资料的数量至少要足以保证劳

动的边际收益大于零[8]渊P85冤遥

渊二冤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不具备按劳

分配借以实现的条件

首先袁 即使在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也没

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袁
而是采用了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公

有制袁因此袁按劳分配也就不可能在全社会范围作

为唯一的分配原则加以实现遥
其次袁即使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中袁生产资料数

量也是有限的袁质量是不等的袁从而不足以保证每

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各尽所能袁实现充分的就业袁因
而也就不能完全按劳分配遥

再次袁 由于计划经济本身存在着信息不完全

和不对称袁因此袁劳动者的劳动并不具有直接社会

性袁对于大量无效劳动是不可能按劳分配的遥
最后袁由于劳动资源由国家统一计划分配袁劳

动者不能在不同地区尧 行业和工作岗位之间流动

和转换袁 因而也就不存在马克思所谓复杂劳动折

算为简单劳动的社会过程袁 按劳分配也就失去了

客观依据[8]渊P84-98冤遥

渊三冤单一的按劳分配原则与混合所有制结构

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矛盾

首先袁 我国已由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混

合所有制经济袁在这种情况下袁脱离了现实经济条

件而强制贯彻单一的按劳分配原则就不仅会否定

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正当性袁 而且会否定由于使

用生产资料的差别而获得差别收入的合理性袁甚
至会扼杀全民所有制企业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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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袁必然是大家共享平均主义野大锅饭冶遥 计划

经济体制下对集体财产的平调尧 全民所有制企业

统一的工资标准和统负盈亏的管理制度所产生的

弊端就是贯彻这种分配原则必然的结果遥 在这种

分配制度下袁 连个体经济成分与合作经济组织都

被当作野资本主义的尾巴冶割掉了袁私人经济就更

没有生存的空间了遥
其次袁我国已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袁单

一的按劳分配原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是矛

盾的遥 按照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袁投入等量联合劳

动所创造的价值也并不一定相等袁 要全面贯彻按

劳分配袁 保证不同企业的工人至少能在总体上等

量劳动换取等量报酬袁 然而这也就否定了全民所

有制企业作为自负盈亏尧 自主经营的商品生产者

和经营者的地位袁既不利于混合经济的发展袁也不

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遥
最后袁按劳分配方式与利息尧股息尧红利等非

收入分配形式是存在矛盾的遥 单纯只强调按劳分

配袁 必然会否定上述非劳动收入的合理性与合法

性袁促使人们只关注眼前利益和现实消费袁把全部

收入吃光用光袁或者效法高老头譺訛袁做一个守财权遥
这显然不利于社会集资尧 融资和各种资源的有效

利用遥
总之袁一味地坚持单一的按劳分配袁最终只能

导致平均主义分配和效率降低袁 这是所有传统社

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的历史所充分证明了的[4][9]遥

二尧按生产要素贡献
分配理论的创立

渊一冤理论的提出

1988 年我与谷书堂教授合作撰写了 叶按贡献

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曳遥 该论文作

为中共中央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0 周年理

论研讨会入选论文袁受到了中宣部尧中央党校和中

国社会科学院的联名嘉奖遥 该文分别发表在叶理论

纵横曳上篇渊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冤和叶经济

学家曳1989 年第 2 期遥该论文首次阐述了按生产要

素贡献分配理论袁 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次分

配原则应该是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袁 其中包括劳

动贡献和非劳动要素贡献袁工资尧利息尧地租和利

润是根据劳动尧资本尧土地和企业家才能对财富的

创造所做的贡献应得的报酬袁 其数量是由要素市

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遥 该理论认为袁劳动生产力是

由劳动尧资本尧技术尧管理和土地等多种因素决定

的袁从部门内部来看袁劳动生产力较高的企业在单

位时间创造的价值高于劳动生产力较低的企业袁
所以袁 价值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命题本

身就承认了非劳动要素参与价值决定[10-11]遥

渊二冤引发的争论

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提出后袁 在学术界

引起激烈的争论遥 许多学者赞同按生产要素贡献

分配袁 认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是对传统的

按劳分配理论的突破袁 是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的创

新[12-16]曰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袁该理论否定了按劳

分配原则袁是反马克思主义的[17-18]遥 在 1989 年野六
四冶之后袁这一理论还被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

受到批判[19]遥 邓小平野南巡讲话冶发表后袁为了进一

步从理论上拨乱反正袁谷书堂教授应叶改革曳杂志

主编吴敬琏教授邀请袁又为叶改革曳杂志撰写了叶对
野按贡献分配冶的再探讨曳一文袁回答了理论界的各

种批评袁 进一步阐述了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思

想[20]遥 此后袁笔者又围绕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

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并先后出版了两部学术专著[21]遥
围绕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争论的焦点是

非劳动要素是否创造价值袁 这关系到如何看待非

劳动要素参与分配以及如何认识剥削和非公有制

经济的属性院一种观点依据劳动价值论袁认为活劳

动是价值的惟一源泉袁利润尧利息尧地租等非劳动

收入就是剥削收入袁 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是

萨伊三位一体公式和新古典边际生产力价值论的

翻版[22-23]曰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袁非劳动要素同样参

与价值创造袁 只要由此获得的非劳动收入与非劳

动要素对价值创造所做的贡献保持一致袁 就不能

再认定是剥削收入[24-28]遥

渊三冤广义价值论为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提供

了价值基础

毋庸置疑袁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思想袁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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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袁萨伊[29]和克拉克[30]分别在 1803
年和 1899 年就已经提出过这样的论点袁 新古典经

济学的经典教科书还对这一理论做了数理论证[31-33]遥
问题在于袁 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以什么样的价值

理论为基础钥
劳动价值论显然不能作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

配理论的基础袁因为正是该理论否定了土地尧资本

等非劳动要素对价值决定的作用袁所以袁凡是基于

劳动价值论的分配理论在分析各种非劳动收入时

都是从所有权关系袁 而不是从非劳动要素对价值

创造的贡献去论证非劳动收入的合理性遥 而仅仅

从所有权关系出发袁 当然不能揭示各种收入来源

及其量的规定遥 国内许多学者也正是从劳动价值

论出发袁 把价值的创造与价值的分配完全割裂开

来袁一方面认为价值是惟一地由活劳动创造的袁另
一方面又承认价值的分配可以依据生产要素的所

有权袁 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解释不了各种生产要

素的贡献到底是如何确定的遥
至于新古典边际生产力价值论袁 则缺乏严密

的逻辑一致性遥 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琼窑罗宾逊早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指出了新古典价值和分配理

论存在的逻辑悖论[34]袁由此引发了著名的野两个剑

桥之争冶或野资本争论冶[35-39]遥 而面对新剑桥学派的

批评袁 新古典学派的代表萨缪尔森也不得不承认

基于边际生产力价值论的新古典分配理论仍然是

一个寓言[40]遥
新剑桥学派的另一个著名经济学家斯拉法在

批判新古典价值理论的基础上袁 建立了一个生产

技术既定条件下产品价值和工资-利润率同时决

定的价值模型[41]遥斯拉法价值论无疑是对新古典价

值论的有力反击遥 然而袁由于这一理论一方面排除

了需求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袁 另一方面又把工资

或利润任何一方看作是外生给定的袁 似乎既不能

融入现代主流经济学袁 也难免受到教条化的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家诟病遥
正因为如此袁 笔者在和谷书堂教授创立按生

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的前后袁 潜心研究 30 余年袁
创立了一个既不同于劳动价值论也有别于新古典

价值论和斯拉法价值论的新价值理论要要要广义价

值论袁 从而为揭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价值基

础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遥 如果就同一部门内不同

的生产者而言袁马克思的野价值决定于社会必要劳

动时间冶以及野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成正比冶的原

理本身就已经确定了非劳动生产要素在价值决定

过程中所起的作用[24]袁那么袁就不同部门而言袁根据

广义价值决定的基本原理袁 部门的比较生产力与

部门价值总量成正比袁 而不同部门的比较生产力

水平袁 同样是由包括非劳动要素在内的多种因素

决定的袁因此袁各种生产要素都参与了价值创造袁
这就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理论提供了逻

辑上前后一致的价值论基础[42]遥

三尧四十年来我国分配制度的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袁 伴随着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

所有制结构的形成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

立袁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也发生了深刻变革袁即从

主张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原则逐步建立起按生产

要素贡献分配的制度遥

渊一冤从单一按劳分配到按劳分配为主体尧多
种分配方式并存

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袁 按劳分配作

为公有制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袁 一向被视为社会

主义的唯一分配原则袁谁否定按劳分配袁谁就是否

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遥 所以袁伴随着 1956 年

野三大改造冶完成和全国单一公有制的建立袁单一

的按劳分配原则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遥
但是袁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多元

所有制结构的形成袁 在分配领域必然出现多种分

配方式院 除了公有制经济中还保留着形式上的按

劳分配实质上是平均主义分配以外袁 个体劳动者

通过合法经营既获得劳动收入袁 又得到一定的资

产和经营收入曰债券所有者凭债权取得利息曰股票

持有者凭借股权获得股息并参与利润分红曰 企业

经营者收入中包含了正常利润和风险补偿遥 所有

这些分配形式袁概括起来袁不外乎劳动收入和非劳

动收入两种袁 前者既包括公有制经济中的按劳分

配袁 又包括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中的雇佣劳动

者的收入袁 还包括经营管理者作为劳动者所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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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收入曰后者表现为企业家收入渊利润冤尧利息

渊含存款利息尧股息和债息冤和地租渊包括国有土地

出让金收入尧 企业土地使用权出租收入和农地转

包金收入冤袁它们本质上都是各种非劳动要素所有

者凭借着要素所有权所得到的非劳动收入遥 正是

在这种情况下袁中共十三大渊1987冤提出袁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尧 多种分配方式并

存遥 虽然这还仅仅是对现实分配关系的一种现象

性描述袁 但至少在政策层面否定了单一按劳分配

原则袁 承认了非劳动要素参与分配的合理性与合

法性[2]遥

渊二冤从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到

确立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原则

时隔 10 年之后袁中共十五大渊1997冤又进一步

提出袁野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冶[43]遥
这一提法与中共十三大相比譻訛袁认为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分配关系应是两种分配原则有机的结合袁
而经济学界在按生产要素分配问题上袁 也基本取

得了共识遥 但究竟是按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分配袁还
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袁 经济学界仍存在着两

种对立的观点遥 不仅如此袁如果承认按劳分配中的

野劳冶 与按生产要素分配中的劳动要素是同一个

野劳冶袁显然后者已经包括了前者袁单独列出前者是

多余的曰如果认为两个野劳冶不同一袁前者是指活劳

动袁后者是指劳动力渊传统政治经济学通常都是这

样理解的冤袁那么袁按劳分配适用于公有制经济袁按
生产要素分配适用于非公有制经济袁 二者最多也

就是并存袁而不可能结合譼訛遥
中共十三大提出的野按劳分配为主尧多种分配

方式并存冶 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现象

的一个总体描述袁而中共十五大野按劳分配与按生

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冶的论断虽然试图对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分配关系做出理论概括袁但又引发了不能

自圆其说的矛盾遥 为了把上述两种分配原则有机地

统一起来袁中共十六大渊2002冤确立了劳动尧资本尧技
术尧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44]遥中共

十六大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各种分配方式概括

为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袁 则科学

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关系的本质规

定袁既摆脱中共十三大的现象描述袁又克服了中共

十五大提法中的矛盾袁 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政

策意义譽訛遥

渊三冤从健全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制度到完善

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

继中共十六大确立了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

配的原则之后袁中共十七大渊2007冤进一步提出院
野要健全劳动尧资本尧技术尧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

参与分配的制度冶[45]遥 为了贯彻按生产要素贡献分

配原则袁健全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制度袁自中共十

七大以后袁 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的会议和文件袁都
反复强调完善由要素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按贡献

分配的机制遥 中共十八大渊2012冤首次提出要完善劳

动尧资本尧技术尧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

初次分配机制[46]遥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渊2013冤进一

步强调袁要健全资本尧知识尧技术尧管理等由要素市

场决定的报酬机制[47]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渊2015冤
则更加明确地指出袁要优化劳动力尧资本尧土地尧技
术尧管理等要素配置袁完善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按

贡献分配的机制遥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袁在此前

劳动尧资本尧技术尧管理等四种要素基础上袁中共十

八届五中全会又加上了土地这一基本的生产要

素袁 这意味着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所有资源都将

采取市场化配置[48]遥

渊四冤中共十九大并未改变中共十六大以来的

一贯提法

中共十九大报告渊2017冤在提到野完善按要素

分配机制冶时袁要素后面没有野贡献冶二字袁一向反

对野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冶的学者据此认为中共十

九大否定了野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冶遥 这显然是一

种误解遥
首先袁 中共十九大报告并没有再专门具体阐

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袁 只是在报

告的第三部分 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基本方略冶 中原则性地指出院野必须坚持和完善我

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冶[49]遥 既然中

共十九大报告没有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和分配制度做出新的解释尧补充或修正袁那么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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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强调必须坚持和完善的 野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

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冶 就只能理解为仍然是自中共

十三大以来一贯坚持的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

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

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及自中共十六大以来

依次强调的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原则尧 制度和

机制遥 这应该是顺理成章合乎逻辑的理解遥
其次袁中共十九大报告只是在第八部分野提高

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冶中提

到院野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袁 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

机制冶遥 这里单独强调野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冶和野完
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冶 实际上与中共十三大

以来强调野按劳分配为主尧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冶的
精神相一致袁而不能误解为袁似乎不再坚持其他分

配原则了遥
最后袁野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冶与野完善按要素分

配的体制机制冶显然并不是同一层次的问题遥 一般

而言袁 一定的体制机制总是和特定的原则相联系

的院若野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冶袁紧接着应该强调的是

野完善按劳分配的体制机制冶曰而若强调野完善按要

素分配的体制机制冶袁首先是以野坚持按要素分配

原则冶为前提的遥

四尧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
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确立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原则尧 健全按生产

要素贡献分配制度和完善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机

制袁对于正确认识剥削和私有制的关系袁对于保护

私有财产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袁 具有重要理论意

义和现实意义遥

渊一冤重新认识剥削和私有制的关系

批评者通常指责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否

定了剥削遥 看来这里有必要对剥削概念做一番探

讨袁在此基础上重新认识剥削与私有制的关系遥
1.关于剥削的定义

中文的野剥削冶一词通常与英文 exploit渊v.冤或
exploitation渊n.冤相对应袁而 exploit 作为动词袁有两

种含义院一是贬义的院为牟取个人利益或利润而不

公正地利用渊他人冤渊to use(esp.a person)unfairly for
one爷s own profit or advantage冤曰二是中性的院充分

地开发利用以获取利润渊to use or develop(a thing)
fully so as to get profit冤[50]遥其中贬义的用法袁与汉语

叶辞海曳中剥削的词义基本相同遥
在马克思看来袁 剥削是资本家凭借着资本所

有权对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 [6]

渊P243冤遥 琼窑罗宾逊则认为袁剥削是垄断厂商获取的

劳动的边际成本与劳动的边际收益产品或边际产

值之间的差额[51]遥 综合不同定义袁我们可以抽象出

剥削的一般定义院所谓剥削袁就是在利用渊开发冤他
人拥有的生产要素时所付报酬低于其贡献袁 其实

质是对他人要素贡献的无偿占有遥 因此袁从上述定

义来看袁 马克思的剥削概念与本文关于剥削的一

般定义没有本质的差别遥 问题在于马克思的剥削

概念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袁根据这一理论袁任
何非劳动收入都来自对雇佣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

值的无偿占有袁因而是剥削收入遥 然而劳动并非剩

余价值的唯一源泉遥 土地是财富之母袁劳动是财富

之父袁 资本则是财富的助产婆和催化剂遥 假如劳

动尧 土地和资本等各种生产要素都参与了剩余价

值创造袁 并且根据各自所做的贡献得到了相应的

报酬袁那就增加了分析野剥削冶的复杂性遥 如果资本

和土地所得超过了各自的贡献袁 超过的部分就是

无偿占有的劳动创造的财富袁是对劳动的剥削曰反
过来袁如果劳动所得超过了劳动的贡献袁同样会造

成对资本或土地所有者的剥削[24]遥这或者是由于劳

动力的供过于求袁 或者是由于劳动力市场信息不

完全或信息不对称袁 或者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买

方垄断或产品市场的卖方垄断造成的遥 马克思一

百多年前在叶资本论曳中所揭示的资本家对工人的

残酷剥削袁 可以被视为资本主义早期存在的特定

历史现象遥
2.非劳动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不等于剥削

根据笔者创立的广义价值论和本文上述关于

剥削的定义及判断剥削的尺度袁 非劳动要素所有

权仅仅是要素所有者参与分配的法律依据袁 而收

入的份额则取决于要素贡献的大小遥 只要其要素

所有者的收入份额是以其要素贡献为基础的袁就
不能认定为剥削收入袁而是其要素应得的报酬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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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劳动要素贡献的补偿遥 所谓生产要素按贡献

参与分配袁 本质上是按各种生产要素对社会财富

即价值的贡献进行分配袁 严格地按生产要素贡献

进行分配袁恰恰是对剥削关系的否定遥 从这个意义

上说袁 批评者对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的指责

是对的袁 但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所否定的是

要素报酬与要素贡献相脱节的剥削袁 而强调以要

素贡献为基础的非劳动收入不等于剥削[25]遥
3.剥削与野私有制冶没有必然的联系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袁 剥削在某种意义上仍

然可能存在袁但是袁不能一概认为凡是私营企业或

私有经济就一定会存在剥削遥 在非公有制经济中袁
如果按照市场价格付给工人工资袁 工人对劳动所

得感到满意袁就不能说他在遭受剥削遥 当然袁也不

能完全否认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存有剥削袁 但这种

剥削不一定是私有制本身造成的[8]渊P84-98冤遥 我们

也不能断言公有制企业中的劳动者就一定不受剥

削袁除非他们的劳动报酬等于他们的劳动贡献遥
4.消灭剥削并不一定要消灭野私有制冶
既然野私有制冶和剥削可以分开袁野私有制冶不

等于剥削袁它可能有剥削袁也可能没有剥削袁不能

把两者划等号袁那么袁消灭剥削并不意味着一定要

消灭野私有制冶遥
有些人以为消灭私有制是目的袁 搞计划经济

就是目的袁搞按劳分配就是目的袁搞公有制就是目

的袁其实这些都是手段遥 马克思主义认为袁人类最

终的目的是要进入大同世界袁 是人的解放和全面

发展遥 实际上袁私有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完

善袁它也在不断地否定之否定遥 现在的私有制已不

是 100 多年前的私有制袁更不是原始社会尧奴隶社

会的私有制遥 公有制也在不断完善袁现在的公有制

也不是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公有制遥 因此袁我们仍

然要把消灭剥削尧 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

作为奋斗目标袁但是袁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袁手段

可能是多样的袁 公有制可能是可供选择的一个手

段袁但不一定是惟一的[52]遥

渊二冤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是保护私有财产和

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理论依据

在改革开放前袁 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是作为

革命对象袁 中共十三大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

制经济的必要补充曰 中共十五大将其作为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纳入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基本经济制度袁 中共十六大时将非公有制经济

与公有制并列袁成为毫不动摇地鼓励尧支持和引导

的对象袁 公民合法的非劳动收入获得与合法的劳

动收入同等的保护曰从 1982 年的宪法只承认个体

经济的合法地位袁到 2004 年的宪法修正案确认包

括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在内的整个非公有制经济

的合法地位袁 明确提出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

侵犯袁应该说袁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已经消

除了政治上和法律上的障碍遥
但是袁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中袁仍然比较普遍

地面临着登记创业难尧融资难尧诉讼难的野三难冶和
乱审批尧乱许可尧乱检查尧乱罚款尧乱收费尧乱摊派

等野六乱冶问题的困扰遥 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主要

原因在于认为野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冶袁野恐私尧怕私尧
惧私冶的传统观念还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头脑中遥 追

根溯源袁 正是传统的剥削理论构成了非公有制经

济进一步发展的理论障碍[8]渊P84-98冤遥
显然袁 只要我们全面地把握按生产要素贡献

分配的思想袁 把价值的创造和价值的分配统一起

来袁把非劳动收入和剥削区分开来袁把剥削与私有

制区分开来袁 保护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与保护私有

财产就会顺理成章袁 消灭剥削和发展非公有制经

济就会并行不悖袁 我们就能够打破传统观念和思

维模式对人们的束缚袁 使保护合法私有财产逐步

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袁 从而为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

步发展扫清思想上尧理论上的障碍[53]遥

注院
譹訛 卫兴华教授不同意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是商品的

说法袁 具体参见卫兴华. 简评社会主义劳动力商品论

[N].光明日报袁1986-09-27曰而张问敏尧何伟尧韩志国等

人则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袁劳动力成为商品具有必

然性袁让劳动力作为商品自由流动袁不但不违反按劳

分配原则袁恰恰相反袁它正是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

配借以实现的条件和形式遥具体参见张问敏.关于按劳

分配理论的思考[J].经济研究袁1987袁(2)曰何伟袁韩志国.
试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方位开放[J].中国社

会科学袁1986袁(2)曰笔者在 1986 年也论述了社会主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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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必然性遥具体参见蔡继明.计划

商品经济与劳动力商品[J].河北学刊袁1986袁(6).
譺訛 高老头是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小说叶高老头曳主人公袁只

知道拼命赚钱袁为人极其吝啬袁在他眼里袁女儿妻子还

不如他的一枚零币袁是守财奴的代表遥
譻訛 中共十四大在经济体制方面有重大突破要要要确立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袁但在对分配

关系的认识上袁并没有超越中共十三大遥
譼訛 关于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之间的关系以及是

按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还是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

讨论袁具体参见卢嘉瑞.论按生产要素分配[J].经济学动

态袁1998袁(4)曰钱世明.按劳分配市场化[J].上海经济研

究袁1998袁(12)曰王珏.劳者有其股与收入分配[J].中国工

业经济袁2000袁(2)曰蔡继明.按劳分配为主尧多种分配形式

并存的实质是按贡献分配[J].经济学动态袁1998袁(6)曰黄泰

岩.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的突破与重构[J].经济纵横袁1998袁
(11).

譽訛 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观点被中共十六大肯定后袁围
绕着生产要素贡献到底是对物质财富 渊使用价值冤的
贡献还是对社会财富渊价值冤的贡献袁学术界又展开了

争论院一派观点以苏星尧卫兴华尧吴易风尧沈思等学者

为代表曰具体参见苏星.劳动价值论一元论[J].中国社会

科学袁1992袁(6)曰卫兴华.深化劳动价值理论研究要有科学

的态度和思维方式[J].高教理论战线袁2002袁(3)曰卫兴华.
我国现阶段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问题[J].中国流通经济

(第 17 卷)袁2003袁(12)曰卫兴华.按贡献参与分配的贡献是

什么[J].政治课教学袁2003袁(5)曰沈思.如何理解生产要素

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袁2004袁(2)曰
吴易风.价值理论野新见解冶辨析[J].当代经济研究袁1995袁
(4)曰另一派观点以蔡继明尧晏智杰尧钱伯海等学者为代

表遥具体参见蔡继明.非劳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价值

基础[J].经济研究袁2001袁渊12冤曰蔡继明.非劳动生产要素

参与分配不等于剥削[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袁2003曰钱伯

海.社会劳动创造价值之我见[J].经济学家袁1994袁渊2冤曰晏
智杰.劳动价值学说新探[M].北京院北京大学出版社袁
2001曰晏智杰.灯火集要要要劳动价值学说研究论文集[M].
北京院北京大学出版社袁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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