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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和《共产党宣言》发表 170 周年的背景下，2018 年国外《资本论》研究在深度

和广度方面都达到了新的水平，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这些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对《资本论》时代

价值的思考，对《资本论》逻辑和方法的辩护与超越，对《资本论》经典理论的重新阐释，以及对《资本论》与当

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分析。虽然大部分研究都继承和扩展了马克思的分析，但也有研究违背甚至曲解了马克

思的本意，因此需要辩证看待。系统梳理和客观评价国外《资本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在此基础上把握国外最

新研究动向并积极开展理论对话，是推动国内《资本论》研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

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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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于《资本论》第一卷出版 150 周年之际，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掀起了一股研究《资本论》的

热潮。在 2018 年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和《共产党宣言》发表 170 周年之际，国外学者延续了这一波研究

热潮，在《资本论》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各国纷纷召开学术研讨会来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

年。2018 年 5 月 5 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SOAS) 召开了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会议

由伦敦马克思纪念图书馆组织; 2018 年 5 月 12 日，莫斯科召开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对世界发展的影

响”国际研讨会，俄共领导人根纳季·久加诺夫( Gennady Zyuganov) 出席了开幕式并发表讲话，有 37 个

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和民族解放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日本法政大学在 2018 年 12 月 22 日至 23 日

召开了“马克思在 21 世纪”国际研讨会，伊藤·诚( Makoto Itoh) 、弗雷德·莫斯利( Fred Moseley) 和大卫

·科茨( David M． Kotz) 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此外，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澳
大利亚、古巴等国都举行了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的学术研讨会。

一、《资本论》的时代价值

安东尼奥·奈格里( Antonio Negri) 发表了《从马克思重新开始》一文，他认为，在今天向马克思学习

并与马克思进行对话仍然十分重要，这是由于三个方面的原因。［1］第一个是政治上的原因。马克思向我

们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神秘面纱，揭露了其对抗性特征。奈格里指出，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尽

管工人的生存条件不断恶化，但马克思告诉我们工人一直都具有强大的力量，工人的每一次斗争都将自

己不屈和敌对的形象展现给了它的敌人。第二个原因是我们不能放弃马克思的批判。奈格里认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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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的批判视角使我们有可能循着资本主义的周期，理解它的发展与危机，帮助我们理解变化中的劳资

关系，描述受压迫工人阶级的剥削性关系的“技术构成”( technical composition) ，最终帮助我们从反抗与

革命的角度组织它的“政治构成”( political composition) 。第三个原因是马克思的理论贡献使我们有可

能理解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化及其双重形式，从中识别充分的阶级对抗的出现以及组织反抗殖民主义和

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奈格里认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通过批判性地分析商品流通和劳动剥削的

社会化，预见了“共同性”( the common) 概念的出现。马克思分析了社会对资本的实际隶属，表明社会化

劳动如何不只从形式上隶属于资本，更是从实际上隶属于资本。社会对资本从形式隶属到实际隶属的

转变，所产生的基本后果是资本主义对劳动的专制从工厂扩张到了整个社会。
调节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博耶( Ｒobert Boyer) 认为，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宣告新古典宏观经

济学彻底失败的背景下，通过阅读《资本论》，可以为构建一个替代性的经济学科提供富有启发意义的出

发点。［2］博耶认为《资本论》从以下七个方面深化了我们对资本主义的理解: 第一，货币经济的内在不稳

定性。马克思认为，货币的出现，特别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产生了重要的不确定性，货币被转化

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后进一步增加了这个风险。第二，《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揭示了两

种基本的社会关系，而非只分析市场经济。《资本论》的第一个支柱是对劳资关系的分析，第二个支柱是

对竞争成为资本主义动力机制的分析。第三，积累是资本主义的强制规律。积累是这个社会经济体制

的典型模式，但这个过程不是自动进行的，而是资本家在竞争的压力下有意识推动的。第四，矛盾如何

周期性引发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三个主要特征。货币成为交易的媒介，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相互

作用，以及竞争使积累作为强制规律进行。博耶认为第一个特征使危机具有了可能性，第二个特征则使

危机具有了必然性。第五，《资本论》对金融危机的分析非常深刻，2008 年金融危机再次证明马克思的

分析对今天仍然适用。第六，资本主义开始了现代社会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运动。第七，社会与政治运动

及其对经济分析的影响。博耶认为将《资本论》中的概念与马克思对社会和政治运动的分析结合起来，

可以为理解 19 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转变开辟道路，而这正是调节理论的主要关切之一。

在马克思诞生两百年后的今天，他的资本批判理论仍然影响深远，并在当代得到了复兴。约翰·贝

拉米·福斯特( John Bellamy Foster) 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之所以充满了生命力，是因为它作为一种开放式

科学研究形式的内在逻辑。［3］与主流意识形态试图将马克思描绘为一个僵化、教条和封闭的思想家相

反，正是对现存一切事物进行无情批判所形成的开放性使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了持久生命力。这种开放

性表现在马克思主义能够通过扩张经验和理论内容而不断改造自身，从而能够将更多的历史现实纳入

进来。马克思的思想没有最终的边界，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内在的不完全性。福斯特认为马克思

的著作有三个层面的不完全性: 《资本论》本身的不完全性; 他的总体批判的不完全性，《资本论》只是

“六册计划”的一部分; 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外的整个历史写作计划的不完全性。马克思的研究在科学上

是开放的，即使他从严密的基础出发。福斯特指出，马克思著作的不完全性恰恰成为它的优势所在，为

创新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提供了启发和灵感，使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与以往相比更加明显。马克思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开放性推动了当代各个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的革命，包括价值形式分析、社会再生产

理论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资本论》是一座丰富的理论宝库，在诞生一百多年后仍不断为不同领域的学者提供理论养分，例如

它对福柯权力技术方法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福柯经常扮演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角色，这是

因为人们普遍忽视了他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注。详细考察他的主要著作《规训与惩罚》就会

发现，福柯认真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亚历克斯·费尔德曼( Alex J． Feldman) 利用福柯的讲座内

容说明了他在《规训与惩罚》中对《资本论》的解读。［4］费尔德曼指出，福柯特别关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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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对劳动过程的管理的论述，在其中发现了他自己的权力方法的种子。反过来，福柯极大丰富了马克思

对劳动力成为商品和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的论述，帮助我们重新思考了马克思的生产力和劳动力概

念。福柯对马克思劳动对资本的隶属问题尤其关注。在《规训与惩罚》和《惩罚的社会》中，福柯提供了

一个劳动力( Arbeitskraft) 和生产力( Produktivkraft) 的形式的谱系分析，试图穿透生产力单纯的技术方

面，或者用他的话说就是表明它们依赖于权力技术。福柯所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理解劳动力如何被

转变为生产力，以及在此之前能够恰当地承担和处置自己的劳动力的生产主体是如何形成的。费尔德

曼认为《规训与惩罚》与《资本论》之间存在深刻的对话，福柯在 1970 ～ 1975 年间并未抛弃马克思，反而

增强了与他的联系。1976 年，福柯在巴西的一篇会议论文《权力的网结》中提到，他从《资本论》中得到

了一种权力技术方法。福柯对《资本论》的解读与当前一些解读马克思的流派产生了共鸣，这些流派试

图重新将生产力概念政治化，而且为主体的形成提供一个马克思主义解释。
英戈·施密特( Ingo Schmidt) 和卡洛·法内利( Carlo Fanelli) 在 2017 年编辑出版了《在今天阅读〈资

本论〉: 150 年后的马克思》一书。2018 年，施密特发表了《将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一种组织工具》一

文，讨论了今天应如何发挥《资本论》将工人组织起来的作用。［5］在这一点上施密特指出，《资本论》并未

提供能够应用于实践的理论解决方案，而是提供了将资本主义现实的不同方面、它们所造成的不满以及

围绕它们进行的反抗运动联系起来的出发点。如果不同运动的活动家一起阅读《资本论》，他们就会发

现，他们面对的就是同一个剥削性和压迫性的制度。《资本论》能帮助活动家将特定的斗争置于更广阔

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图景之中，在此基础上可以充实共同的策略与目标。活动家阅读《资本论》的要点不

是推测马克思实际上想说什么，而是将文本作为探索他们现在生活、工作和斗争的世界的平台。这种阅

读群体的参加者能够透过马克思的抽象棱镜观察到个体经验背后的社会关系。同时，通过分享彼此的

经验，这些群体能够将鲜活的生活世界置于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之中，从而丰富对资本主义现实的理解，

包括那些有可能被打破的薄弱环节。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重新唤起了学界对马克思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兴趣。实际上每当资

本主义出现问题的时候，人们都会向马克思求助。但这一次人们对《资本论》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国

外成立了许多阅读小组，尝试从不同角度解读《资本论》。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 Alex Callinicos) 主张

从政治的角度阅读《资本论》，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复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事实，它在合适的环

境下可以为社会主义政治运动创造广泛的群众基础。［6］卡利尼科斯认为，当前人们主要关注的是作为资

本主义批判者和作为《资本论》创作者的马克思。虽然卡利尼科斯承认这一点非常重要，但他认为人们

倾向于忘记了作为革命者和政治活动家的马克思。其结果是加强了作为学者的马克思的形象，甚至认

为他是一位不切实际的梦想家，远离了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斗争。马克思不只是一名经济学家，也是一名

政治学家，一开始就沉浸在政治学中。《资本论》是一本深刻的政治著作，整个第一卷的都围绕着资本与

劳动之间的对立。作为一名政治领导者，马克思积极领导了工人斗争，并从经验中学习。马克思的政治

思想在今天仍未过时。

对于马克思包括《资本论》在内的著作在今天有没有过时的问题，大卫·费森菲斯特( David Fasen-
fest) 认为我们应该将视线从资本主义核心区域转移到全球南方，用马克思的主要概念考察这些地区的

当代发展。［7］费森菲斯特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进行了说明。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不同，

中国并没有榨取和剥削工人，而是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用于扶贫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民福利。通

过基础设施投资，中国正在创造一个不会再生产出剥削性关系的全球网络，这不同于欧洲资本主义的扩

张，也不同于全球南方与北方的殖民和后殖民关系。在这方面，马克思包括《资本论》在内的著作能为我

们批判性地理解全球南方与北方的关系提供指导。费森菲斯特认为，马克思的两个突出贡献可以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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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提供借鉴。第一个贡献是他的方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使我们能够考察收入和财富创造的

政治与经济维度之间的冲突与依赖，鼓励我们认真对待全球南方的历史与文化特殊性。第二个贡献是

他详细描绘了不受限制的商品化给人际关系、社会和环境所造成的危害，其环境代价已越来越明显。马

克思的著作能从这两个方面帮助我们理解南方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同样，对于如何创造一个完全不受

资本主义社会和生产关系支配的全球政治经济安排，它也能为我们提供指导。

二、《资本论》的逻辑和方法:辩护与超越

《重思历史唯物主义》杂志 2018 年第一期发表了阿尔都塞为热拉尔·杜梅尼尔( Gérard Duménil)
1978 年出版的《〈资本论〉中的经济规律概念》一书所写的序言。［8］阿尔都塞的这篇序言第一次以英文发

表，反映了他在《读〈资本论〉》之后对《资本论》认识的变化。在这篇序言里，阿尔都塞认为《资本论》明

显具有一个主要的叙述顺序: 从价值到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直到第三卷的“具体”范畴。这个叙

述顺序是明显、统一和同质的。然而《资本论》也有其他叙述顺序，频繁地打断和插入主要的叙述顺序，

提供了“完全不同”的分析。出于便利的考虑，这些内容通常被称为“具体”和“历史”的内容，以与主要

叙述顺序的真正的“理论”分析相区分。阿尔都塞认为，我们不能满足于这样的区分，因为这些分析也具

有“理论”价值，即使它们与主要叙述顺序的统一性存在问题。我们必须接受这种多样性及其含义，否则

的话我们就会陷入理论为自己划的圈子里，陷入它的“界限”( limits) 以内。阿尔都塞认为，“工作日”“机

器的作用”“原始积累”等章节充当了主要叙述顺序的概念的“外部”( exterior) ，每个主要叙述顺序的概

念都位于这个外部所设定的界限之内。这些“外部”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事业不可或缺的理论要素。此

外，由这个外部所设定的界限本身不能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推论出来，相反它们改造了这些范畴，揭示

了它们视情况而定的性质。阿尔都塞认为，这种视情况而定的性质促使我们不断结合时代背景重新思

考马克思的思想。

法比奥·布鲁斯基( Fabio Bruschi) 认为，阿尔都塞在这篇序言里改变了他在《保卫马克思》和《读

〈资本论〉》中提出的《资本论》具有革命性的科学性形式的概念。［9］根据这两部著作，《资本论》的科学性

形式基于其叙述顺序的系统性。这种系统性保证了通过理论实践能够产生摆脱主导意识形态的效果，

然而，阿尔都塞在这篇序言里指出，这种摆脱可以通过其他叙述顺序对《资本论》主要叙述顺序的干预来

实现，那些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识形态所阻止的现实与思想能通过其他叙述顺序以概念的形式呈

现出来。布鲁斯基认为，这种理论的政治性概念的转变，对阿尔都塞设想的理论实践与政治实践联合的

方式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近年来，弗雷德·莫斯利( Fred Moseley) 《货币与总体: 对马克思〈资本论〉逻辑的一个宏观 － 货币解

读及“转形”问题的终结》一书的出版引发了学界的普遍关注，许多学者发表文章与莫斯利进行商榷。吉

尔伯特·斯基尔曼( Gilbert L． Skillman) 高度评价了莫斯利的“宏观 － 货币”解释，认为这本书是莫斯利

二十年来对马克思文本深入挖掘和持续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对马克思的价值与剥削理论进行了深入分

析，特别是莫斯利详细考察了马克思的许多之前未发表的经济学著作。［10］然而，斯基尔曼认为，莫斯利并

未有效驳倒对马克思理论的标准解释( standard interpretation) ，正是后者指责马克思的论述存在逻辑上

的不一致性。斯基尔曼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说明: 第一，莫斯利的宏观 － 货币方法是对马克思价值与剩余

价值理论的修改，而非解释。斯基尔曼指出，莫斯利区分的“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和“简单商品”的价值

－ 价格与马克思的论述并不一致，这个解释的必然含义是资本主义商品价值不只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决定。第二，斯基尔曼认为，莫斯利对马克思存在“两个抽象层次”的描述是错误的，这两个抽象层次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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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致，而且莫斯利的这个表述与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从两个方面描述单一体系的观点也不一致。第

三，斯基尔曼质疑了莫斯利的数学推导，认为莫斯利的分析建立在没有经过证明和可疑的假设之上，也

就是商品价值在他所考虑的环境中能很好地确定并能唯一地决定。莫斯利回应了斯基尔曼的批评。［11］

莫斯利认为，斯基尔曼对其著作提出的最重要的批评是认为他误解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商品

价值概念，莫斯利强调了“简单商品”和“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之间的差别，认为马克思关于由资本生产

的商品，它是所有商品的总价格，等于货币资本循环之初预付的实际不变资本和劳动在当前时期生产的

新价值之和。莫斯利指出，斯基尔曼以标准的方式理解商品价值，但这个简单的标准版本的劳动价值论

并没有准确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更加复杂的价值理论。作为对斯基尔曼的回应，莫斯利指出

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六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理论中的价值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包含三个相互联系的

方面———价值的质、价值的量和价值的必要表现形式。第二，马克思在第一卷中的价值理论是一个关于

经济总体生产的总价值和总剩余价值的宏观经济理论，而非一个关于个别商品价值或价格的微观经济

理论。马克思的理论分为剩余价值的生产理论( 第一卷) 与分配理论( 第二卷) 两个抽象层面。第三，马

克思在第一卷中的总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框架是资本循环。第四，货币资本循环中的货币资本的数量

原则上指的是在实际的资本主义经济中预付与收回的货币资本的实际数量，不是之后需要转形到货币

资本的实际数量的一个假定的“价值经济”中的假定数量。第五，根据劳动价值论，为了解释货币资本循

环结束时的实际总△M，循环开始时实际的初始 M 被看作是给定的。第六，马克思区分了他所称作的

“简单商品”和“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这两者的主要差别在于价值中不变资本部分的决定方式不同，马

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的价值理论关于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从这个对《资本论》第一卷中作为资本产

品的商品价值的“宏观 － 货币”解读可以得出，马克思第三卷中的生产价格理论并不存在“转形问题”。
大卫·莱伯曼( David Laibman) 质疑了弗雷德·莫斯利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宏观货币解释”，认为

其本质上是自相矛盾和不连贯的，因此既不能作为对马克思的适当解释，也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研

究在政治经济学中的适当基础。［12］莱伯曼认为他本人提出的“理论上的时间 /一致结构解释”( TT /CSI)

是替代性选择，但被莫斯利称为“标准解释”并加以拒绝，这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带入了一个经不

起逻辑考验的死胡同，使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能够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研究。莱伯曼认为我们最好

不要把“马克思的方法”视为一个无懈可击的堡垒，而前进的方向在于避开那些对马克思所进行的基于

文本的正统辩护，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尽可能利用现代经济理论和社会科学的工具与方法，重新

考察马克思的主要观点。莫斯利回应了莱伯曼的批评，指责了莱伯曼的以下观点: 由于转形问题，马克

思的理论在逻辑上是不连贯的，而斯拉法的理论是关于价格和收入分配的唯一连贯的理论，因此应该将

斯拉法的理论作为批判性经济学家的“前进之路”。［13］莫斯利首先强调了马克思逻辑方法的宏观经济学

和货币两个方面，在此基础上阐述了马克思对《资本论》第一卷中总剩余价值决定和第三卷中给定的预

付货币资本单个生产价格确定的两阶段解释。莫斯利指出，莱伯曼实际上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自相矛

盾的，但他自己的解释已经证明所谓的转形问题并不存在。与莱伯曼的观点相反，莫斯利认为马克思的

理论在逻辑上是连贯的，而且马克思的理论比斯拉法的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因此批判性经济学家的

“前进之路”仍然是马克思的理论。

霍华德和金( M． C． Howard ＆ J． E． King) 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有两条主要线索: 从价

值理论出发解释价格和剥削，以及详细说明了使资本主义最终灭亡的各种矛盾。［14］霍华德和金认为马克思

的价值理论有三个缺陷: 第一，在将各种各样的劳动转化为统一的价值尺度方面存在很多困难; 第二，在处

理非竞争性市场以及将不可再生投入品用于生产过程时出现了更多问题; 第三，包括服务业在内的一些经

济活动存在很多问题，包括确定它们生产了什么以及如何测算产出。在联合生产的一些情形中，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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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为零或负值，而利润则为正值，这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定理不再成立。这一结果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是灾

难性的。然而，霍华德和金认为，可以将马克思最本质的观点拯救出来，从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和历史唯物

主义就能推导出他的剥削概念，而不用诉诸于价值和剩余价值分析。简言之，他们认为，劳动价值论对马克

思主义来说是多余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矛盾的分析比其价值理论更为重要。
马塞罗·默斯托( Marcello Musto) 在最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 2 版( MEGA2)

的基础上，详细说明了《资本论》的创作过程及结构。［15］默斯托详细考察了马克思在不同时期为《资本

论》创作的各个手稿。第一个时期是 1857 年到 1859 年，包括《1857 － 1858 年经济学手稿》和 1859 年出

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默斯托强调了马克思在 1857 年 10 月至 1858 年 2 月创作的《危机笔

记》的重要性，认为它可以改变人们通常认为的马克思从黑格尔《逻辑学》那里获得了 1857 ～ 1858 年手

稿的灵感的看法。第二个时期是 1861 年 8 月到 1863 年 6 月，马克思批判性地分析了剩余价值理论。这

一时期马克思形成了 23 个笔记本，默斯托详细考察了每一本笔记本所涉及的主要内容，以及这一时期

他的健康状况、经济状况和写作计划的变化过程。第三个时期是 1863 年夏天到 1865 年 12 月，这是三卷

《资本论》的写作过程。马克思依次准备了第一卷的草稿，第三卷的大部分草稿，以及第二卷的一个初始

版本。第四个时期从 1866 年初一直到《资本论》第一卷的最终出版。在恩格斯的劝说下，马克思决定先

将第一卷出版，最终形成了三卷四册的出版计划。最后一个时期是第一卷出版后，不断将之完善。虽然

马克思一再试图进行第二卷的写作，但健康状况已不允许他这么做。除了健康的原因，还有理论方面的

原因: 马克思决定追踪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并且为了了解俄国状况而开始学习俄语。同时，马克思对

第一卷作了大量的修订工作，不仅重写了第一章，也修改了整体的结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 2 版( MEGA2) 的出版无疑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卡利尼科斯认

为，除了回应一些学者质疑恩格斯对《资本论》做了过度的修改以外，MEGA2 的出版还有以下重要意

义。［16］第一，在这些手稿的基础上，我们能更好地评价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我们不仅能从数量上

把握马克思的所有著作，更重要的是能够追踪其内容扩张和概念重塑的复杂过程。第二，这个版本的

1864 ～ 1865 年手稿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它的翻译者是本·福克斯( Ben Fowkes) ，大卫·费恩巴赫( Da-
vid Fernbach) 所翻译的《资本论》第二、三两卷时常被指责为对马克思经常使用的黑格尔的术语不敏感。
福克斯在翻译这版 1864 ～ 1865 年手稿时更加关注这些词汇。卡利尼科斯举例说明了由于概念翻译所

造成的理解偏差。马克思添加的德语副标题是“总过程的形式或形态”( Die Gestaltungen des Gesammt-
processes) ，恩格斯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来代替。莫斯利曾指责恩格斯的做法引起了对《资本论》

三卷结构理解的偏差，卡利尼科斯认为莫斯利对恩格斯的批评是恰当的。马克思的观点处于不断变化

之中，因此关于其所造成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争论肯定会继续进行下去。

三、《资本论》经典理论的重新阐释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里卡多·贝拉弗尔( Ｒiccardo Bellofiore) 认

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独特贡献是与货币分析相一致，在分析价值的时候一开始就将货币纳入进

来。［17］简而言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宏观货币理论。贝拉弗尔从五个方面考察

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第一，它是一个货币价值理论。货币与价值不可分割，《资本论》第一卷开篇就

明确说明了这一点: 从交换价值到价值，从价值到货币，再从货币到劳动。第二，它是一个剥削理论。贝

拉弗尔认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有两重含义: 首先，通过将工作日分为必要和剩余部分来剥削工人; 其

次，还有一种更基本的剥削，其形式是对工人劳动力的“使用”，这个“生产性”剥削概念的数量方面指的

74

国外《资本论》研究最新进展与启示



是增加的新价值的形成，而非分配，它包括整个工作日。第三，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宏观货币理论，将资

本主义经济过程描述为一个宏观货币循环。第四，它是一个个体价格理论。根据这个理论，价值增殖的

宏观分析优先于个体价格的微观决定，后者是单个企业之间的交换关系。第五，它是一个危机理论。作

为一个货币经济结构，资本主义的不稳定倾向已经很明显。《资本论》第二卷表明独立于消费水平的平

衡增长只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同时，马克思也试图从资本主义阶级关系本身揭示危机的必然性。对

马克思危机理论的重新解读将利润率趋于下降作为危机的“元理论”，可以将不同的危机形式纳入进来。

本·法因和和阿尔弗雷多·萨德 － 费洛( Ben Fine ＆ Alfredo Saad － Filhoa) 发表了《马克思诞辰两百

年: 劳动价值论的持久生命力》一文，讨论了劳动价值论及相关的一系列问题。［18］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劳

动价值论包含丰富的内容，不能仅仅将其视为基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数量的价格理论，相反马克思的价

值理论试图揭示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劳动时间如何采取了市场形式及其所产生的影响。马克思在经济、

社会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的复杂背景下讨论了价值，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从理想或一般的

范畴出发分析经济。新古典主义或斯拉法主义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解读为理想的( 均衡) 价格理论是根

本错误的。斯拉法主义指出，作为一个均衡价格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存在缺陷，但其本身并没

有提出替代性方案，因为它的推导建立在和主流经济学一样不切实际的假设之上。马克思对资本积累

动力的分析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更加关注剩余价值是如何创造的及其对经济和社会再生产产生

了什么影响。因此，将价值放在均衡的背景下分析是不恰当的。此外，他们也讨论了劳动力价值决定的

一些问题与争论，如劳动力价值的两种界定方式———使用价值角度与价值角度———之间的冲突，莱博维

奇的解读及其缺陷，与劳动力价值决定相关的社会规范产生与变化的复杂性，等等。

帕迪·奎克( Paddy Quick) 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阐述的劳动力价值的决定存在不一致

性。［19］这是因为劳动力的生产必须将其再生产包括在内，除了消费购买的商品外，也需要家务劳动的作

用。因此，工资劳动只是资本所支配的总劳动的一部分，有必要从两个方面修正马克思的理论: 第一是

决定总劳动的哪一部分采取工资劳动的形式，第二是决定工资的数量。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承认

家庭生产存在的条件下试图通过多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难题，奎克指出了这些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

一个替代性的解决办法。奎克认为，我们可以将家庭生产所创造的使用价值看作是劳动力商品生产的

“中间”产品，因此它们并没有交换价值; 劳动力商品的生产过程与其他商品一样，也力求缩短总必要劳

动时间; 劳动力的价值被看作是劳动力生产所需的“实际”必要劳动，它在每个时间点上都是确定的数

量，包括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商品价值和生产劳动力这个最终产品所需要的商品价值。奎克认为，这个方

法建立在马克思的剥削概念基础上，区别于以商品概念为起点的方法，并且为工资的确定奠定了理论基

础。这个方法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妇女的家庭生产，以及生产关系和性别关系的相互作用。

复杂劳动还原为简单劳动的问题一直备受争议，约瑟夫·库纳拉( Joseph Choonara) 试图在雅克·比

岱( Jacques Bidet) 的方法基础上提供一个新的解决思路。［20］比岱的方法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基础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更具体的分析。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资本主义

生产不是由孤立生产者进行的，而是由联合劳动者进行的，许多劳动只是“专业化”( specialism) 而非“技

能”( skill) 劳动，并没有理由给专业化劳动更大的价值份额; 比岱论证的第二个阶段是通过考察劳动生

产力来处理那些技能更高的劳动形式，他指出，尽管专业化工人的生产力可能更高，但马克思并没有具

体考察由这个技能劳动可能产生的更多价值。库纳拉认为，虽然比岱的分析限制了复杂劳动的范围，解

决了价值理论的许多问题，但并没有使这个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库纳拉认为，复杂劳动和各种各样的

专业化简单劳动形式存在区别，大部分劳动只能被看作是简单劳动，没有更强的价值创造潜力，无论它

们具有哪种技术。复杂劳动本身在给定时间内能创造更多价值，简单劳动则不能，即使它们与其他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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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结合起来卷入生产力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劳动过程。复杂劳动只存在于劳动对资本实际隶属的物

质基础还不具备的领域。从这个角度看，当代资本主义中的复杂劳动虽然处于边缘，但是真实的现象;

通过重组劳动过程和改变劳动力的再生产，它频繁地被资本主义制度消除又重新创造出来。
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段”中指出，劳动资料在加入资本的生产过程后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最

后发展到了自动的机器体系的阶段，工人仅仅沦为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23］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同样考察了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本·特罗特( Ben Trott) 对马克思《1857 － 1858 年经济学

手稿》中的“机器论片段”提出了质疑。［24］特罗特首先考察了意大利工人主义( Operaismo) 马克思主义传

统对这个文本的接受和使用，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对它的批评。工人主义理论家接受了马克思的“机

器论片段”，但他们的观点与马克思的原始文本有两个主要差别: 第一，他们宣称马克思所描述的趋势在

后福特主义时代已经成为现实，其结果是导致了全方位的社会生活本身的生产，以及使价值不再用劳动

时间来衡量; 第二，马克思只使用过一次的“一般智力”概念被他们赋予了重要意义。与工人主义的观点

相反，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即使在后福特主义时代价值仍然要用劳动时间来衡量，马克思的核

心概念( 如抽象劳动) 仍然成立。特罗特认为围绕社会关系组织和后福特主义剥削展开的争论偏离了关

键的政治问题。特罗特指出我们应当从政治角度阅读“机器论片段”。要实现这一目的，可能需要反直

觉的阅读———不是将之作为“科学”，而是作为“科学幻想”来阅读。我们不能仅从学术贡献评价“机器

论片段”，也要考虑其作为科学幻想将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它的“作用”问题上的功能。《资本论》和“机

器论片段”有不同的功能，前者是一部严谨的科学研究著作，后者则有所不同。作为科学幻想的“机器论

片段”提出了重要政治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于我们理解工人反抗的可能场所来说，资本日益依赖

工作时间与场所以外的关系、知识形式和感情意味着什么。

马特·维达尔( Matt Vidal) 考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掘墓人”观点。［25］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

宣言》中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出自身的掘墓人的观点，被普遍理解为资本主义的客观条件会生产出一个

革命的工人阶级，后者最终会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然而，许多受马克思影响的学者，甚至许多马克思主

义者都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些学者主要从劳动过程理论出发，从工人的去技能化和“制造同意”

的角度反驳这个观点，或者宣称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的分析犯了根本性错误。维达尔认为，在马克思成熟

的科学著作中，几乎完全找不到掘墓人的观点; 在三卷《资本论》中，马克思仅仅用三页篇幅讨论这个问

题，总结《共产党宣言》中用超过六页纸概述的内容; 掘墓人观点并不是马克思的历史资本主义理论的基

本组成部分，实际上这样一个机械论的观点与他的历史分析和对资本主义成熟、深刻的分析并不一致。
维达尔认为，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一贯地主张，或用理论系统概括资本主义会自动产生一个具有革命阶级

意识的工人阶级的观点。他所称的“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仅仅是一种修辞性描述，目的是

振奋工人阶级的精神。马克思的掘墓人观点更应该被理解为对无产阶级的热切恳求。

马克·沃雷尔和丹·克里尔( Mark P． Worrell ＆ Dan Krier) 认为，马克思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论

述有一个重要缺陷，即缺乏对后资本主义中介的逻辑和与异化的客体形式相对应的主体模式( subjective
modalities) 的描述，马克思没有看到他所构造的共产主义反映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主体精神( subjective
spirit) 。［26］沃雷尔和克里尔认为，后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中介物质( mediating substance) ，人与人之间的

一切社会关系都不存在中介。克里斯蒂安·洛茨( Christian Lotz) 批评了他们对马克思的错误解读，认为

根据马克思的哲学观点，社会关系本质上是由人类生产行为的结果所中介的，而且尽管社会主义不再由

资本中介，但并不能认为这些关系不会采取法律、道德和政治的形式。［27］相反，这些中介形式将会非常普

遍，“抽象地”中介着一切社会关系。洛茨认为，直接性并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石。
正如阿尔都塞所指出的，即便共产主义社会也基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和再生产方式。洛茨也批评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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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马克思异化概念的误读，认为这源于他们的“使用价值拜物教”。使用价值拜物教基于对《资本论》
第一卷第一章非辩证的误读，认为后资本主义社会将抛弃资本的异化外壳，回到纯粹的人类劳动或非异

化的劳动形式上来。托尼·史密斯( Tony Smith) 也批评了沃雷尔和克里尔的观点，认为虽然马克思关于

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述十分有限，但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而沃雷尔和克里尔并未提供令人满意的

替代性方案。［28］针对他们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地方找到的论据，史密斯逐

一进行了分析，指出他们脱离了上下文和整个文本片面地理解了马克思这几段话的意思。

四、《资本论》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主要集中于工资劳动，虽然提到了家务劳动等形式但没有展开。许多马克思

主义者认为，劳动价值论仅适用于工资劳动的形式，对其他形式并不适用。然而资本主义不只从工资劳

动那里榨取剩余产品，21 世纪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资本日益依赖榨取剩余的其他方法。在此背景下，伊

娃·斯威德勒( Eva Swidler) 认为，我们应当扩展《资本论》中的分析，发展一个将资本主义中具有共同剥

削基础的各种榨取关系囊括在内的理论。［29］在工资形式之外，马克思本人分析了资本主义对工人的两种

榨取模式:“所谓原始积累”和再生产劳动。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流派考察了通过原始积累、奴隶

制和家务劳动等形式，无偿劳动在为资本家创造利润中发挥的作用。然而在大部分情形中，马克思主义

者仍然将工资劳动置于对资本主义剥削进行分析的中心，将其他劳动形式排除在外。斯威德勒指出，在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原始积累、奴隶制和家务劳动并没有被工资劳动所取代，它们继续存在甚至进

一步扩张，而且产生了更多非工资形式的剥削形式。斯威德勒总结了这些新的榨取形式，包括独立承包

商、实习生、影子工作和寄生性的金融榨取机制等。斯威德勒指出这些变化为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新的

要求，我们需要揭示似乎毫不相关的剥削模式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复兴的和联合的工人阶级运动奠定知

识基础。

在另一篇文章中，斯威德勒认为，马克思主义主要从狭义的角度理解经济，将经济领域界定为社会

中被货币所渗透的部分，这与其对资本主义的界定密切相关，即马克思主义一直将工资劳动作为资本主

义劳动关系的主要形式。［30］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女性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理论等非正统经济学对其提出

了挑战，指出资本主义剥削和价值榨取发生在许多场所，不只存在于货币经济中，甚至不只存在于劳动

和生产关系之中。这些非正统经济学者讨论了通过家务劳动榨取的价值，通过工资以外的债务和不平

等交换榨取的价值，以及通过将一些工作说成是非工作而掩盖的剥削。斯威德勒指出这些非正统学者

并未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应当综合现有的研究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转换。我们需

要扩展资本主义的定义，而工资劳动重要性的下降和新型不稳定劳动关系的出现能够使我们打破对经

济的狭义理解。一个更加综合的经济学概念需要在工资劳动之外，揭示许多劳动形式中的价值生产和

物质剥削，为看似不相干的运动和支持者搭建一个理论平台。从这种范式转变中可以得到关于资本主

义本质属性和变革可能性的新见解，将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和身份政治中的许多问题统一到同

一旗帜之下，在重新理解剥削概念的基础上开启新的反资本主义运动。
2017 年时，克里斯蒂安·富克斯( Christian Fuchs) 发表了《信息时代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文，

提出要从媒体和传播的视角理解《资本论》。2018 年富克斯分析了对于剥削与压迫之间关系的理解如

何能够启发数字劳动和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31］为了分析数字劳动，富克斯将关于资本主义、父权制、奴
隶制和种族主义的分析结合起来，提供了一个工资劳动、奴隶劳动、再生产劳动和 Facebook 劳动之间的

差异与共性的类型学。富克斯表明电子数据商品既被性别化( gendered) ，也被种族化( racialized) 了。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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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斯分析了阶级、父权制、奴隶制和种族主义如何在数字资本主义领域彼此联系在一起。在马克思主义

女权主义中，父权制不仅被视为一种性别压迫形式，也被视为资本主义对家庭工人的剥削。数字资本主

义世界产生了新的无偿劳动的形式，如对 Facebook 的使用或众包( crowdsourced) 劳动。有学者指出不是

媒体工人，而是受众生产出了受广告资助的媒体的商品。这些媒体被当作礼物提供给了使用者，受众的

注意力被当作一种商品卖给了广告商。在 Facebook、YouTube 和 Google 等社会媒体平台进行的基于定向

广告的资本积累模式下，富克斯发现用户劳动( user － labour) 生产出了一个数据商品和注意力商品，这种

用户劳动是资本主义新的无偿劳动形式。
过去二十年，原始积累和剥夺等概念重新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之中，但大部分研究都没有进行充

分的理论论证。丹尼尔·宾( Daniel Bin) 试图进一步从理论上区分这些概念。［32］宾首先讨论了古典原始

积累概念及其在今天的延续。原始积累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夜，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前提，但许多

学者认为不能将这个概念限制在特定的时间与地点。这些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化导致了原始积

累的复兴，也有学者认为原始积累从未消失过。宾认为，这些分析思路的主要问题是忽视了实际积累的

进行需要将直接生产者转变为无产阶级。宣称原始积累继续存在的大部分研究方法都不清楚这种剥夺

是否为资本积累创造了条件，即导致了无产阶级化和资本化。当代的许多剥夺方式既没有导致无产阶

级化，也没有导致资本化。这些过程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但并没有和古典原始积累起到相同的

作用。宾用再分配剥夺( redistributive dispossession) 表示这些过程，指出它们并没有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创

造任何条件，只是涉及对已经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再分配。宾接着提出了扩张性剥夺( expanding dispos-
session) 的概念，分为扩张性资本化剥夺( expanding capitalizing dispossession) 与扩张性商品化剥夺( ex-
panding commodifying dispossession) 两种形式。扩张性剥夺首先是与无产阶级化联系在一起的剥夺，从

而为剥削更多的劳动创造了条件。伴随着无产阶级化，资本化构成了扩张性资本化剥夺。除了资本化

之外，有另外一种方式能够降低不变资本的成本，宾将之称为扩张性商品化剥夺，涉及到将生活资料商

品化。这两种扩张性剥夺方式都促进了无产阶级化，从而与古典原始积累类似，但不再是为资本积累创

造前提条件，而是通过剥夺扩大这些条件。

杰米·摩根( Jamie Morgan) 分析了马克思著作中更具人道主义的方面———类存在和异化，认为这些

概念仍然能为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提供启发。［33］这些概念是马克思理论研究和批判资本主

义的组成部分，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一些社会实体可能会受到伤害，另一些则可能繁荣发展。在预期

会发生重大社会和经济变革的 21 世纪，类存在概念能为我们提供有用的见解。最近机器学习、人工智

能、机器人、云计算和 3D 打印等技术突破引发了人们对未来工作的思考，但现有的集中于新资本主义的

研究主要关注技术带来的机会及其是否会取代我们的工作，很少有人关注这些变化如何影响我们的存

在。类存在的概念提醒我们必定会有人因此得益或受损，但资本主义一般并不关心人类的幸福。因此，

重要的是关注资本主义的发展可能会产生不利后果和导致异化的方式。过去 30 年中，关于工作的谈论

充斥了新自由主义原则，强调个人责任，并为个体提供了选择、自主和灵活的前景。所谓的幸福概念被

放到了次要位置，成为一种理想化的自我实现，需要依靠个体选择职业道路来实现。

马丁·达尼卢克( Martin Danyluk) 用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和地理学思想考察了物流革命的深远影

响。［34］在过去半个世纪，物流已经成为数万亿美元的行业，在全球经济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行

业的迅速扩张对资本主义生产、分配和售卖商品的方式产生了影响深远的重组。这个转变被人们称为

物流革命，它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几乎改变了商业的每个方面。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

资本主义的历史以交通和通信手段的周期性变革为特征。因此，要全面理解物流革命，需要识别出迫使

资本主义企业投资于流通领域的系统性力量。达尼卢克认为，资本主义竞争与积累中的迫切需要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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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 20 世纪下半叶将注意力转移到商品流通上去，物流的兴起是一个更长的时空压缩历史中的一个

小片段。根据马克思的地理学思想，达尼卢克认为，过去五十年的物流转向从多个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

长期的过度积累问题的“空间修复”。通过重塑流通以及生产、消费和剥夺的地理，这个“空间修复”在促

进 21 世纪的资本积累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论点对我们理解

全球化有深刻的含义。通过提高商品资本及生产过程本身的运动速度，物流的发展成为二十世纪七十

年代以来全球经济整合的一个必要条件。
21 世纪人类所面对的生态危机推动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福斯特和布雷特·克拉克( John

Bellamy Foster ＆ Brett Clark) 深入挖掘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物质变换思想。［36］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

卷“机器和大工业”一章中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

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37］579福斯特和克拉克认为，掠夺工人指的是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掠夺土地指的

则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物质变换裂缝理论。马克思对这个理论的论述遍布《资本论》三卷之中，如第三

卷指出大土地所有制对物质变换过程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社会 － 物

质变换再生产的自然 － 物质或生态方面置于分析的前沿，试图理解资本主义掠夺体系的各个方面及其

对自然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资本主义社会对自然的掠夺有其对应物，即对人类肉

体的掠夺。自然 － 物质变换中的掠夺和裂缝同样是人的物质变换中的掠夺与裂缝。福斯特和克拉克进

一步指出，要理解马克思的生态批判，需要理解居于其整个理论体系核心的自然 － 物质使用价值和经济

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物质变换与商品的经济价值形式之

间的矛盾的基础上。交换价值的流通最终依赖于包含自然 － 物质使用价值的商品的生产与交换。因

此，资本主义增殖过程永远无法摆脱“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条件。任何企图摆脱这些束缚的努

力都产生了一个物质变换裂缝，一个社会 － 物质变换再生产的危机。

在另一篇文章中，福斯特和克拉克回应了对马克思是物种歧视主义者的指责。［38］许多左翼动物权利

学者，包括一些生态社会主义者宣称，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是一名物种歧视主义者，为一个剥削性和

工具主义的人类 － 动物关系方法提供了正当理由。福斯特和克拉克认为这些指责只从马克思的一两本

著作中挑出几段话，而完全无视马克思的整体著作与观点。马克思主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的

角度讨论了动物问题，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动物的社会地位的分析并不涉及道德哲学问题，但是针对

他们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这一点上。总的来说，马克思对人类 － 动物辩证关系的考察，受到与不同生产模

式联系在一起的人类 － 动物关系历史特殊性概念的影响。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使马克思能够看到资本主

义的发展如何转变了动物的关系，创造了一个异化物种歧视主义( alienated speciesism) ，并给动物造成了

广泛的痛苦。在马克思看来，笛卡尔对动物成为机器的描述体现了动物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的地位。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描述了人类和家畜之间的动态关系，说明了两者的近似之处和相互依赖。同时，

马克思集中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如何使动物只是沦为工具和原材料的地位，“动物和植物通常被看作

自然的产物，实际上它们不仅可能是上年度劳动的产品，而且它们现在的形式也是经过许多世代、在人

的控制下、通过人的劳动不断发生变化的产物”。［37］212福斯特和克拉克认为，马克思从没有失去与伊壁鸠

鲁唯物主义的联系，后者认为动物的痛苦和人的痛苦类似，因为二者都是自然存在物。革命斗争必须超

越资本主义所造成的自然的异化，马克思明确承认将异化物种歧视主义连根拔起是这项斗争的一部分。
过去 20 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迅速发展，但也引起了许多内部争论，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些学者

试图解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将所有事物都纳入商品逻辑。这些学者复制了许多自由主义环保人

士的做法，推销“自然资本”的概念，将商品价格归因于“生态系统服务”。这些学者认为资本主义中不只

是人能创造价值，自然、动物和能源都能创造价值。如杰森·摩尔( Jason W． Moore) 批评了马克思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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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价值论，提出了多个价值创造的来源。福斯特和保罗·伯克特( John Bellamy Foster ＆ Paul Burkett) 发

表了《不是什么东西都创造价值》一文，对这些批评进行了回应。［39］福斯特和伯克特将这些观点称为“价

值的万物理论”( everything theory of value) ，指出这些批评完全没有理解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理论地位。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试图解释清楚价值关系，其最终目的是超越这些关系，而不是捍卫资本主义的价值

关系，更不用说通过将其扩展到其他领域而将之一般化。马克思区分了“自然形式”和价值形式。前者

为包含使用价值的现实财富，后者是价值或交换价值。福斯特和伯克特认为，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

换裂缝源于资本主义生产中的“自然形式”和价值形式之间的矛盾。我们今天需要的不是对自然进行重

新估价，而是革命性的生态和社会转变，由联合生产者理性调控自然和社会之间的物质变换。

全球气候快速变化为人类生存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而现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无力应对，促使

人们绝望地寻找技术修复手段。地球工程是人类大规模干预和控制全球气候的技术的总称。福斯特分

析了碳移除( carbon dioxide removal，CDＲ) 、太阳辐射管理( solar radiation management，SＲM) 、碳捕获与封

存( carbon capture and sequestration，CCS) 等技术及其各自的缺陷。［40］福斯特认为如果将地球工程作为应

对全球变暖的主要策略，而将结束资本积累放在次要位置，那么人类将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这类行动

会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带来巨大的负担，对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现存物种造成巨大的威胁。因此，唯一理

性的选择是进行长期的生态革命，以尽可能快地减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为目标，努力恢复

全球生态系统。同时需要进行广泛的社会重构，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彻底变革人类与地球以及人类之

间的关系，强调作为自然和社会存在的人类的整体需要。

五、总结与评价

在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和《共产党宣言》发表 170 周年的背景下，2018 年国外《资本论》研究不仅延

续了由 2017 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 150 周年所引发的研究热潮，而且在研究深度和广度方面都达到了

新的水平。［41］概括起来，2018 年国外《资本论》研究有以下特点: 第一，在《资本论》的逻辑和方法方面，

由莫斯利《货币与总体: 对马克思〈资本论〉逻辑的一个宏观 － 货币解读及“转形”问题的终结》一书的出

版所激发，围绕《资本论》的逻辑结构、研究方法和转形问题的讨论逐渐走向深处，并启发了对历史唯物

主义研究方法的重新认识。第二，在经典理论研究方面，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再次成为分析的焦点，国

外学者从多个角度进一步深化和扩展了马克思的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与马克思 200 周年诞辰的大背

景相关。第三，将《资本论》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结合起来，扩展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忽视或没有

展开的分析领域，如分析了无偿劳动、家务劳动和当代原始积累等问题，特别是推动了生态学马克思主

义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于《资本论》时代价值的思考，不仅强调了《资本论》的持久生命力和不断加强研究的必

要性，也启发我们从全新的角度( 如政治的角度) 或跨学科视角( 如福柯的权力方法) 阅读《资本论》。
《资本论》的生命力在于它能持续为不同时代的学者提供理论养分，如阿尔都塞从哲学角度阅读《资本

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资本论》的逻辑和方法研究方面，一方面，国外学者对转形问题的研究有助

于回应对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矛盾的攻击; 另一方面，国外一些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方

法的阐释未必符合马克思的本意，如霍华德和金主张抛弃劳动价值论的观点是对马克思的曲解，而阿尔

都塞指出的问题不过是马克思著作中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和历史分析之间的冲突，后者是前者的补充，但

并不构成与前者并列的叙述顺序。在经典理论研究方面，需要辩证看待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一些学

者对劳动价值论及相关理论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基本符合马克思的本意，如贝拉弗尔、法因和奎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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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另一些学者则既有超越又有曲解马克思的地方，如库纳拉对当代复杂劳动的界定能说明一些

新现象，但从隶属而非技术角度界定复杂劳动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 特罗特将“机器论片段”理解为“科

学幻想”，虽然启发我们从政治角度解读这个文本，但显然忽视了其重要的理论价值。还有一些学者的

研究完全违背了马克思的本意，如维达尔认为马克思的掘墓人观点是机械论的观点，他没有看到实际上

《资本论》整本书都在论证这个观点，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必然结论。从整体上看，国外学者关

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研究继承和扩展了《资本论》的分析，增强了《资本论》的现实解释力。福斯特

在吸收《资本论》中的生态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有解释力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然而对

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型劳动形式、家务劳动和剥夺性积累的分析，目前尚缺乏一个普遍接受的分析框架，

在这方面《资本论》仍能不断为我们提供理论养分。
不可否认，2018 年国外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在许多方面都领先于国内研究。国内的相关研究成

果数量虽多，但真正有分量的成果较少。系统梳理和客观评价国外《资本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在此基础

上把握国外最新研究动向并积极开展理论对话，是推动国内《资本论》研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题中应有之义。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脉相承，需要继承和发展《资本论》的理论、逻辑与方法，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能为我们提供借鉴。另

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直面改革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在这方面国外

学者运用《资本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现实问题的研究能为我们提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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