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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服务业资本 Ξ
———马克思“资本论”
体系的一个扩展
○胡景北

ΞΞ

( 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 上海 200433)

〔作者的话〕
本文追求的是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逻辑体系的一致 。对可能得出的结
论 ,对可能与马克思某些话的不协调 ,不予重视 。
本文假定 ,读者已经看过卡尔·
马克思的《资本论》
第一卷 、
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前四篇 :
一
在马克思的研究进程中 ,现在 ,一方面 ,工人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从资本家手里得到
了一个代表他的劳动力价值的货币额 ; 同时 ,资本家通过对工人劳动力的消费 ,不但收回了预
付出去的资本 ,而且还取得了一个余额 —
——剩余价值 。另一方面 ,包含有剩余价值的商品已
经生产出来 。这些商品 ,一部分作为生产资料 ,经过或不经过商业资本家的中间作用 ,在产业
资本家之间实现交换 ,重新作为生产的物的要素进入生产过程 ; 另一部分作为消费资料 ,产业
资本家以成本加产业利润的价格出售给商业资本家 ,再经过若干批发商人之手 ,最后带着加
上了商业费用和商业利润的价格出现在零售商人的货架上 。这些消费资料 ,包括生活必需品
和奢侈品 ,将由获得剩余价值的资本家阶级和领取劳动力价值的雇佣工人阶级来购买 ,并进
入最终消费过程 。
在考察最终消费过程的时候 , 我们把资本家阶级的消费撇开 。这是因为他们的消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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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只是他们在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中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 而剩余价值产生的秘
密 ,现在已经揭示得一清二楚 。至于他们的消费 ,在我们搞清了工人阶级的消费之后 ,也会变
得一清二楚 。另外 ,由于商业工人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作用不同于产业工人 ,我们也把它撇
开 ,以便在纯粹的形式上来研究工人阶级的消费 。
除了自身的劳动力之外丧失了一切生存条件的无产者 ,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卖给资
本家 。在直接生产过程中 ,资本家把代表着不变资本的生产资料和代表着可变资本的劳动力
相结合 ,生产地消费了它们 。其结果 ,一方面生产出了新的物质产品 ; 一方面 ,在转移了不变
资本价值的同时 ,又生产出了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和剩余价值 。因此 ,劳动本身表现为生产
劳动 。现在 ,资本家结束了对劳动力的消费 ,工人拿着资本家支付给他的相当于劳动力价值
的工资走出了生产过程 。如果说 ,在他尾随着资本家走进生产过程的时候 ,他是战战兢兢 ,畏
缩不前的 ,这时 ,他则是筋疲力尽 ,几乎一步也走不动了 。尽管他拿到了出卖劳动力所得的价
值 ,但他的劳动力使用价值没有了 。要能够到劳动力市场上再一次出卖他所拥有的这唯一商
品 ,他必须把自己劳动力的使用价值重新生产出来 。资本的增殖需要市场上有源源不断的生
产资料供应 ,同样 ,它也需要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应 ,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 ,就为资本
增殖所需要的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准备好了条件 。当雇佣工人手里拿着代表他的劳动力
价值的货币工资额走出生产过程的时候 ,在他的对面 ,商品市场已在物质形态上为他准备好
了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各种生活资料 。雇佣工人再次来到流通过程 ,把手中的货币额分解成
大小不同的若干部分 ,分别用来购买各种必需的消费品 ,从而进入本来意义上的消费过程即
生产劳动力的过程 。
工人生产自己劳动力所需要的消费资料 ,在物质形态上可以分为两大类 : 个人消费资料
和公共消费资料 。前者一般只适于个人或家庭个别地消费 ,后者一般只适于集体地消费 。那
些既适合于个人消费又适合于公共消费的商品 ,将按它们的实际用途分别归入这两类 。与此
相应 ,工人的消费过程也就分成两部分 : 个人消费过程和公共消费过程 。就个人消费过程来
说 ,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在其表面呈现出的万花筒式的幻影已经消失了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 ,
工人还要对他购得的某些商品进行若干加工 ,付出一定的劳动 ,但只要这些劳动还不具有社
会的意义 ,还历史地属于个人消费的领域 ,在我们的研究中就可以抽象掉 。我们只要知道 ,个
人消费过程的结果是消费资料商品价值的消灭和使用价值转化为人就足够了 。另一方面 ,公
共消费过程则处于服务业资本的统治之下 。服务业即直接生产劳动力使用价值的社会劳动
部门 ,也就是公共消费部门 。在我们所考察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上 ,产业工人的整个劳动力
使用价值 ,是由个人消费过程和服务业即公共消费过程共同生产出来的 。并且 ,服务业对于
劳动力再生产的意义 ,正日益增大 。
社会化地进行的服务业劳动 ,属于社会总劳动的范畴 ,是资本支配下的又一种劳动 ,而支
配服务业劳动并在公共消费过程中运动的服务业资本 ,属于生产剩余价值的社会总资本的范
畴 。这样 ,到目前为止 ,读者已经知道的社会总资本 ,便分成了产业资本 、
商业资本和服务业
资本 。我们的研究目的 ,是说明服务业资本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作用 。
服务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一样 ,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只被看成产业资本的一部分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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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也被看成社会生产过程的一部分 。但是 ,只要我们深入分析一下 ,就会发现实际情况完
全不是那样 。服务过程 ,从服务劳动的接受者 ,服务劳动的对象或客体来看 ,是劳动力的生产
过程 ,是劳动和劳动产品转化为人的过程 ,是消费过程 ; 从服务劳动的发生者 ,服务劳动的主
体来看 ,是劳动力的消费过程 ,是生产过程 。从一般的意义上说 ,服务过程就是劳动力的生产
过程和劳动力的消费过程的统一 ,是消费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 。这是一个辩证的统一 ,正
如在原来意义的生产过程中 ,劳动力的支出和劳动力的增进 ( 本文抽象了生产过程对生产劳
动力使用价值的巨大作用) 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一样 。另一方面 ,在服务过程中 ,劳动产品同进
入个人消费过程的产品一样 ,已经永远地被排斥于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过程之外 。作为劳动产
品 ,它是被消灭了 ,并且正是由于这种消灭 ,才使人的劳动力得到再生和发展 。因此 ,处在服
务过程中的劳动产品 ,只属于消费资料一类 。把这些劳动产品施加于人身上的劳动 ,也只属
于消费性劳动一类 。服务业劳动 ,只是社会化地进行的消费性劳动 。服务业劳动的直接目的
和结果 ,是劳动力即人的再生产 ,而生产性劳动的直接目的和结果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 。显
然 ,在服务过程这一对立统一体中 ,劳动力本身的生产过程即社会的消费过程居于主导的地
位 ,因此 ,服务过程只是社会消费过程的一部分 ,服务业资本也是社会总资本中一个与产业资
本不同 ,也与商业资本不同的特殊种类资本 。
消费过程的实质和内容 ,是劳动产品的人化 ,是劳动力的生产过程 。生产过程的实质和
内容 ,是人的劳动物化 ,是物质产品的生产过程 。它们之间的这种区别 ,正是在经济学研究中
把人们的经济活动分成生产和消费两大类的客观根据 。须知 ,把服务过程看成社会生产过程
的资产阶级经济学 ,也有生产和消费的分类 。
我们要考察的 ,是纯粹的消费过程 ,劳动产品在这一过程中处在直接的消费状态上 。当
然 ,产品不会自动地跑到人身上 ,变成人的有形机体和无形精力 。如果没有人的劳动施加其
上 ,消费资料产品就不能实现现实的消费 。消费资料在自然过程中的耗损和不时发生的人为
破坏 ,虽然也使它丧失了劳动产品的性质 ,但它没有转移到人身上 ,没有转化成劳动力 ,因此
不能称为消费 。可见 ,不但产品的生产需要活劳动与物的结合 ,产品的消费也同样需要活劳
动与物的结合 。这里的区别仅在于 ,前者结合的产物是物 ,后者是人 。前者的活劳动是生产
性劳动 ,物是生产资料 ; 后者的活劳动是消费性劳动 ,物是消费资料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
治的社会中 ,人的劳动已成为资本占有的对象 。可是 ,只有物质化了的劳动 ,即能够脱离劳动
者而独立存在的劳动 ,才有可能被占有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排除了人身占有的一般可能 ,因
此 ,人化了的消费性劳动 ,不可能被资本所占有 ,也不可能凝结为价值以及作为价值一部分的
剩余价值 。同样 ,当一部分消费性劳动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而独立为服务性劳动时 ,这种由
服务业资本所支配的服务业劳动 ,也不可能为其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 。
这样 ,服务业资本由于它本身的活动不涉及物质产品的生产过程 ,由于它不直接生产剩
余价值 ,它就只能和商业资本一样 ,属于产业资本以外的不生产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社会资
本 。当然 ,我们必须撇开在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生活中 , 服务业资本所进行的一些次要的和
附带的其它活动 ,这些活动 ,不属于它的本来职能 。从资本支配的劳动来看 ,服务业劳动是一
种直接支出在人身上的劳动 ,这种劳动的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是同一而不可分离的 。它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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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过程中大量发生的生产性劳动的区别就在于 ,后者总是可以分解为若干个转化在物中的
劳动过程 ,所以 ,它的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总是可以加以区分的 ,并且 ,生产和消费愈发展 ,它
们愈可能在实践中被分开 。另外 ,在消费过程中还存在着某些本来属于社会流通过程的商业
性劳动 ,这种劳动属于商业资本的统治范围 ,它与服务业资本所支配的消费性劳动的区别 ,就
在于它不是直接把商品施加于人的劳动 ,而是实现商品价值形态的劳动 。我们知道 ,消费性
劳动恰恰是消费商品价值形态的劳动 ! 消费过程中存在着的一些生产劳动和商业劳动 ,在服
务过程中也可能存在 ,为了纯粹地考察服务业资本 ,它们都必须被抽象掉 。从资本主义经济
的现实运动中抽象出服务业资本的特定职能 ,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科学工作 ,也是资产阶
级经济学家无法完成的 。
二
我们已经知道 ,服务业资本不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 ,反之 ,已经生产出来的一部分消费资
料商品的价值 ,还将在服务业资本的运动中归于消灭 。那么 ,在以剩余价值生产为最高目的
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中 ,服务业资本起着什么作用呢 ? 回答这个问题 ,必须从剩余价值和劳
动力价值的关系开始 。在撇开资本家阶级消费的情况下 ,进入服务过程的价值 ,属于劳动力
价值的范畴 。劳动力价值连同它的物质形态产品 , 在这个过程中全部丧失了自己原有的属
性 。其结果 ,虽然生产出了劳动力 ,并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赋予这个劳动力商品形式 ,但这
一商品为工人所有 ,资本家必须与之等价地交换才能得到 。因此 ,作为价值消灭过程的消费
过程 ,便和作为价值增殖过程的生产过程 ,处于直接对抗的状态 。我们知道 ,剩余价值和劳动
力价值是生产过程中新创造出来的价值总量的两个组成部分 。在总价值量一定时 ,剩余价值
的多少 ,就取决于劳动力价值的量 。在这里劳动力价值的变动是原因 ,资本能够占有的 ,只是
劳动者在补偿自身消耗后的余额 。这样 ,工人需要消费的劳动力价值越多 ,资本能够占有的
剩余价值便越少 ; 反之 ,剩余价值便越多 。因此 ,资本在竭力扩大价值总量生产的同时 ,必然
要设法降低劳动力的价值量 。
资本降低劳动力价值方法可谓是五花八门 ,多种多样 。但是在这里 ,我们不研究资本在
劳动力市场上和在商品市场上欺骗工人的种种手法 ,尽管在现实中这些现象不断地发生 。和
马克思在《资本论》
中的研究一样 ,我们始终假定工人出卖劳动力所得的工资额等于他的劳动
力价值 。
劳动力价值由生产和再生产一个正常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量构成 。那么 ,降
低劳动力价值的途径也只有两条 : 其一是降低凝结在单位生活资料中的物化劳动量 ,即降低
生活资料的价值量 ; 其二是降低生产一个正常劳动力所必须的生活资料量 。对于第一条途
径 ,马克思在我们读过的《资本论》
里已经作了详尽的阐述 。现在我们只研究第二条途径 。这
时 ,生活资料已经生产出来 ,它所凝结的物化劳动量亦即它的价值量已经决定 ,资本所能做到
的 ,便只是降低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的量 。在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等价交换的前提下 ,资
本进行这种努力的场所 ,只能是社会的消费过程 。实际进行这一努力的资本 ,就是处在社会
消费过程中的服务业资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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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 ,为剩余产品占有者进行人身服务的事业在历史上早已出现 ,但服务业资本的真正
历史 ,却必须从产业资本的增殖运动出发去理解 。产业资本是社会总资本的基本形式 ,它是
唯一的一种不但占有剩余价值而且也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形式 。其它一切资本 ,不管其历史
较之产业资本是更悠久还是更年轻 ,在我们考察的历史阶段上都只能理解为产业资本的派生
形式 。服务业资本也不例外 。产业资本的运动过程 ,虽然不涉及社会的消费领域 ,但由于一
方面产业资本生产出来的一部分价值在消费领域中被消灭 ,另一方面 ,产业资本所需要的劳
动力又必须经过消费领域生产出来 。为了既减少在消费领域里消失的价值又能生产出适应
剩余价值生产的劳动力 ,产业资本必然要把自己的统治范围扩大到消费领域 ,从而 ,一部分产
业资本从原先的资本形式中分化出来 ,成为直接统治消费领域的服务业资本 。
例如 ,燃料的集中使用 ,要比分散使用时的热效率高得多 。煤矿主也许是首先把这一浅
显的技术原理用到可变资本 ( 在工人手上是劳动力价值) 的节约上 。洗浴是煤矿工人劳动力
再生产的必要环节 ,所以 ,用于洗浴的消费资料价值是煤矿工人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 。然而 ,
煤矿资本家若是不把这部分价值支付给工人 ,而用它在矿区办一个浴室 ,则工人洗浴所需要
的煤等消费资料 ,就会比单个家庭独立地进行洗浴时少得多 ,两者相差的消费资料的价值量 ,
就会给煤矿资本家带来一个余额 。这个余额当然地成为被他占有的剩余价值 。消费资料集
中使用带来的用于一定目的的消费资料量的减少从而劳动力价值的降低 , 是资本作用的结
果 ,当然也要加入资本的果实之中 。这样 ,从消费领域里节约下来的一部分价值 ,就成了已有
的剩余价值的增加量 。同时 ,资本家还可以把这样一个可变资本的余额 ,按新的资本有机构
成再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两个部分投入生产过程 。这样 ,资本就不但能使剩余价值在新
生产的价值总量一定的情况下 ,由于劳动力价值的缩小而扩大 ,而且还会由于运用节约下来
的可变资本进行再投资所造成的新价值总量的增加而扩大 。可见 ,这是剩余价值二次方的扩
大。
在这个例子里 ,煤矿资本家用于浴室的所有费用 ,包括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 ,在他的总资
本构成中全都属于可变资本部分 ,即属于原先应当用来购买劳动力的那一部分资本 。这一部
分实物或货币形式上的资本 ,之所以没有直接地在市场上支付给工人 ,而采取附着在浴室设
施、
人员 、
材料之上的形式 ,是因为这样一种形式 ,可以在劳动力价值就其质的意义来说没有
变化的情况下 ,降低劳动力价值的量 。
其次 ,使用在浴室这样一类服务事业上的资本 ,由于它是以一种特殊形式支付的劳动力
价值 ,这一资本的价值 ,便和直接支付给劳动力所有者的价值一样 ,处在绝对的消费过程中 。
就是说 ,这样一类资本 ,已经脱离了产业资本不断增殖的运动路线 ,它的价值 ,既不能转移到
任何可能成为资本实在形态的物上 ,也不能在现在的物质承担者消耗的同时独自存留下来 :
这笔价值被工人消费了 。因此 ,用在浴室一类服务事业上的资本 ,虽然它与直接形式上的可
变资本相分离 ,提高了包括它在内的总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 ,但剩余价值即利润 ,以及补
偿它本身的价值 ,却不是它自己的产物 。
但是 ,服务业资本要想独立地执行自己的职能 ,就不能附属于单个产业资本 。和商业资
本类似 ,它也必须成为由特殊种类的资本家 —
——服务业资本家 —
——予付的独立于个别产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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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特殊资本 。换言之 ,它必须和从产业资本中已经分离出来的商业资本一样 ,成为社会总
资本的一个独立部分 。依附于单个产业资本的服务业资本 ,或者单个产业资本为着自身增殖
而兴办的服务业 ,只是一种中间状态的 , 或者说还没有完全脱胎出来的服务业资本 。随着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 ,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同时 ,资本技术构成以更加快得多的速
度在提高 ,单个工人处理的生产资料量有了巨大的增长 ,生产过程对正常劳动力提出的标准
也因此而愈来愈高 ,具有较高质量的劳动力在生产中的作用愈益增大 ,并且成为资本竞争的
对象 ,劳动力的再生产对于资本增殖的重要意义 ,变得更加明显了 ;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深入到
社会的每一角落 ,社会一切经济活动的资本主义化 ,使来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外的劳动力
供应日趋减少 ,从而 ,劳动力的再生产 ,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必要环节 ; 全国人口的
大部分被抛入雇佣劳动者的行列 ,雇佣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和他们的联合斗争 ,可能迫使资
本家和他们达成正常出卖劳动力的契约 : 这样 ,劳动力价值规律 ,工人本身的再生产 ,便可能
逐渐地取得它在整个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中的正常地位 。而劳动力价值在消
费领域里的降低 ,对于资本增殖的意义也就愈来愈大 。就消费领域来说 ,劳动力价值在整个
社会内绝对地和相对地降低 ,不管在理论上 ,还是在实践上 ,都只能由独立化的发达的服务业
资本来实现 。一些原先就已存在的服务事业转向资本主义化经营 ,一些过去为剩余产品占有
者所专用的服务事业不断扩大自己的营业对象 ,数量不大的单个货币资本所有者也加入了最
低投资额较小的服务事业 ,等等 ,它们和从产业资本中分离出来的服务业资本一起 ,组成了社
会总资本的这一独立部分 。
我们在上面所作的关于单个产业资本家个别地使用自己的一部分可变资本价值去兴办
服务业的论述 ,也完全适用于这一价值额社会化地使用的情况 。诚然 ,各个产业资本家总是
把他自己兴办的服务项目以及其它企业福利 、
技术教育等等当作对他属下的工人的“关心”
而
大肆宣传 ,并甚至于把它作为提高企业信誉 、
击败竞争对手的重要方法 。现在 ,资产阶级经济
学家也把社会化的服务事业说成是总资本对工人的“关心”。倘若没有服务业 ,资本家支付出
去的可变资本即劳动力价值就会有一个明显的降低 ,所以 ,服务业的产生增大了劳动力价值 ,
改善了工人的生活 。这种理论完全颠倒了事实 。如果社会总资本不分出一部分来经营服务
业 ,也不再把这一部分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支付给工人 ,剩余价值当然会增加得更多 。工人
的生活必然会更加恶化 。但这样一来 ,就只有设想工人的消费过程不必存在 。资本家及其附
属于他们的经济学家 ,也许总在幻想不要消费过程就能取得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力 ,但是幻
想总是幻想 。在资本主义的现实经济运动中 ,资本所能攫取的 , 只能是新创造的价值中超过
劳动力价值的余额 。资本增殖所必需的一定质量的劳动力 ,如果不在个人消费过程和服务业
中共同生产 ,而由个人消费过程单独地进行生产 ,劳动力价值就不但会比资本现在所支付的
量大得多 ,而且 ,所需要的劳动力可能根本就无法全面地生产出来 。因此 ,如果硬要说使用在
服务事业上的资本给劳动力价值带来了一个增量 ,那么 ,这个增量也只能是负数 ,相反 ,它为
剩余价值带来的增量倒是正数 。
处在社会消费领域内的服务业资本 ,其物质形态 ,是消费资料商品 ; 其价值形态 ,是社会
总可变资本的一部分 。一部分可变资本 ,通过服务业资本的形式 ,退出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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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动过程 ,转化为工人阶级的消费基金 ,连同它的物质体现者 —
——消费资料 ,在服务过程中
全都被绝对地消费了 。
所以 ,服务业资本的运动形式是下面这样的公式
G - W ……O

首先 ,服务业资本家要预付货币资本 ,假定消费资料销售职能全部由商业资本家承担 ,服
务业资本家就用货币从商业资本家那里购买社会意义上的消费资料商品 。这个过程 ,对商业
资本家来说 ,是 W - G。通过这个过程 ,商业资本家便完成了自己的职能 ,收回了预付的资本
和取得了应归其所有的剩余价值 。服务业资本家还要用另一部分货币到劳动力市场上去购
买 。通过这两次购买 ,服务业资本就完成了其运动的第一阶段 , G - W ,服务业资本家也就能
够进入对他来说是生产的过程了 ,而这种生产过程即是社会的消费过程 ,也是他的资本价值
额消灭的过程 。横线上面虚点表示消费过程 ,后面的 O 表示经过消费过程以后 ,服务业资本
原先的价值额没有了 ,永远地从社会资本的总价值量中消失了 。服务业资本的这一特殊运动
形式 ,突出地表明了社会资本增殖与工人消费过程的尖锐对立 ,在这里则具体表现为服务业
资本与工人消费过程的矛盾 ,这样 ,降低劳动力的价值 ,便从对个别产业资本来说还是相对次
要一些的事情 ,变成对服务业资本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情了 。服务业资本的独立化 ,一方面 ,
使产业资本家能够更为集中地注意剩余价值的生产 ,另一方面 ,又使在消费领域里降低劳动
力价值 ,从而扩大剩余价值的职能 ,成为服务业资本的专门职能 。
显然 ,只要服务业资本的量 ,在社会总资本的构成中 ,没有超出一定的比例 ,即不是过多
的 ,它就能够通过减少劳动力价值的量 ,把产业资本生产出来的价值总量的一个较大部分变
成剩余价值 。一部分资本从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职能资本中脱离出来 ,从事于服务业 ,大大
地提高了职能资本生产剩余价值即利润的能力 ,从而提高了包括服务业资本在内的社会总资
本的利润率 。消费资料的集中使用 ,消费性劳动的协作 、
分工 ,机器作为一种大型消费资料在
服务业中的运用 ,最后 ,消费的社会组织形式 ,这一切 ,都从消费领域中为社会财富带来了巨
大的节约 。而服务业资本在消费领域里的活动 ,则使节约下来的社会财富表现为资本运动的
结果 ,表现为资本本身的节约 ,也就是说 ,在生产的社会价值总量一定时 ,由于资本在消费领
域中的作用 ,减少了必须被消费掉的价值量 ,从而 ,增大了保存下来的价值量 。这一保存下来
的价值增量 ,就成为社会总资本的一部分剩余价值 ,并且为资本家所有 ,从而 ,服务业资本通
过自身的运动 ,间接地生产了剩余价值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承继的消费形式 ,是建立在自给自足基础上的一家一户个别地进行的
消费形式 。这种消费形式由生产的狭隘性和落后性所造成 ,又反过来加剧了生产的狭隘和落
后 。它极大地限制了生产能力和社会财富的增长 ,并且使劳动者在补偿自身消耗后 ,只能提
供极少量的剩余产品 。从这样一种状态上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仅仅依靠生产过程
中的变革来扩大剩余价值是绝对不够的 ,即使剥夺劳动者的一部分生存资料来扩大剩余产品
量 ,也还是不够的 。况且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又对生产的主体 —
——生产的人身材料提出了
越来越高的要求 ,从而这个人身材料的生产也需要越来越多的物质产品 ,资本对工人生存资
料的剥夺不但更加困难 ,而且还由于这种剥夺更大地损害了剩余价值生产本身而使它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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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几乎变得毫无意义 。不管资本如何在生产过程中提高物质产品和价值的生产能力 ,旧的消
费方式不改变 ,生产出来的价值与必须消费的价值之间的差额就难以迅速扩大 ,以获取这一
差额即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难以迅速发展 。因此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 ,必
然导致旧的一家一户的狭隘的消费方式即生产劳动力的方式的崩溃 ,起而代之的是与生产的
社会化相适应的消费的社会化 ,即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化 。这样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不但
占据了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 ,而且也占据了消费领域 。资本在使消费活动社会化的同时 ,开
始敲响了几千年来的古老的家庭关系的丧钟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消费单位 ,消费资料的家
庭即个人所有制 ,虽然从属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 ,但它本身却是一般私有制的最深厚的
基础 。随着生产力的巨大进步 ,生产资料越来越只能社会地使用 ,生产活动越来越成为人们
的共同活动 。人类所达到的领域越广大 ,人类自身的生产就越重要 。人的全面发展 ,已经成
为生产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消费资料的私有制和家庭消费形式 ,越来越成为生产发展和社会
进步的障碍 ,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障碍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愈是发展 ,社会活动的领域愈是
扩大 ,物质资料再生产和劳动者自身再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愈是提高 ,劳动产品的一般私有制
就愈是不能存在 。因此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 ,不但造成了使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不能再存在的物和人的基础 ,同时也造成了使一般私有关系不能再存在的物和人的
基础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末日 ,就是几千年的人类社会一般私有制的最终末日 。
三
从产业资本分离出来运动在消费领域的服务业资本 ,和产业资本 、
商业资本一样 ,都是社
会总资本的必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对产业资本 、
商业资本的分析 ,以及我在前面对服务业资
本的分析 ,都已经证明了 ,社会总资本如果只表现为产业资本的形态 ,商业资本 、
服务业资本
如果不从产业资本中分离出来 ,社会总资本如果不以一定的比例分解成这三个同时并存的部
分 ,产业资本从而社会总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就会大大降低 ,社会总资本本身的价值量
就难于迅速增大 ,剩余价值的生产就会受到严重限制 。因此 ,从社会总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
角度看 ,产业资本 、
商业资本 、
服务业资本都是必不可少的 。社会总资本各个部分所得到的剩
余价值总额 ,虽然作为价值总量的一部分 , 最初是由产业资本一家生产的 , 但产业资本只有
处在社会总资本的运动过程中 ,只有作为社会总资本的一部分 ,才能把一定量的这些价值生
产出来 。这样 ,在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运动中 ,剩余价值总量 ,又表现为社会总资本三个组成
部分的共同果实 ,是它们互相协同生产出来的 ,并且与社会总资本的价值量相比 ,形成社会总
资本的利润和利润率 。产业资本 、
商业资本 、
服务业资本便根据这一利润率 ,按照各自在总资
本中占有的份额来取得剩余价值 ,也就是取得社会总资本的平均利润 。
在考察服务业资本的利润时 ,首先 ,我们要撇开商业资本的作用 ,因为商业资本和服务业
资本一样 ,在探索剩余价值来源的时候 ,都必须被视为不生产资本 。所有新价值 ,从而剩余价
值 ,作为对象化客体化了的人类劳动 ,全部是由产业资本生产出来的 。服务业资本不生产任
何价值和剩余价值 ,这些业已得到充分的说明 。那么 ,作为一个逻辑的结论 ,服务业资本占有
的剩余价值 ,便只能来自于产业资本 。剩余价值从产业资本到服务业资本的这一转移过程 ,

— 43

—

学术界 2000. 5·
学术探索

内在地由资本的平等权利决定 ,外在地由资本的特殊效用决定 。可是 ,在资本主义经济活动
的表面现象上 ,呈现出来的 ,却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状况 ,这种状况 ,导致各个特殊种类的资本
家 ,以及附属于他们的经济学家 ,都相信他们各自得到的剩余价值 ,是由他们自己的资本生产
出来的 ,甚至于有着自吹自擂偏好的产业资本家也笃信这一点 。马克思在《资本论》
第三卷第
二篇第九章“一般利润率 ( 平均利润率) 的形成及商品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
中 ,已经分析了
产业资本的平均利润如何掩盖了剩余价值的真实来源 。然而 ,当各个产业资本家把自己所获
得的利润等同于自己生产的剩余价值时 ,在他们的认识中毕竟还有符合科学的方面 ,即他们
的资本确是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 。现在 , 当社会总资本的平均利润形成以后 , 利润的本质
—
——剩余价值则进一步地被完全掩盖起来 ,完全看不到了 。一个资本 ,不管它的运动过程是
否包括直接生产过程 ,它都呈现为产业资本的形式 ,都可以分成购买物质资料的不变资本和
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 ,都是靠对劳动力使用价值的消费 —
——对劳动力的剥削 ,并且用在资
本的竞争中取得的利润来证明它的生产性 。劳动是否生产出利润 ,在这里是个完全无关的问
题 。当一个资本家走进劳动力市场的时候 ,他只知道 ,没有劳动 ,他就不能取得利润 ,而这和
没有资本 ,他也不能取得利润是一样的规定性 。凡是能为资本家带来利润的劳动 ,在他看来 ,
都是生产劳动 。至于带来的这一利润的价值是否早已生产出来并存在于世 ,这是一个极端滑
稽可笑的问题 。在科学还没有找到剩余价值的概念 ,从而还没有揭示出利润的真实本质的时
候 ,这个问题也还根本不存在 。反过来 ,如果我们不能说明服务业资本获取利润的机制 ,我们
关于利润价值最终来源于产业资本的论述 , 进一步 , 我们的剩余价值理论 , 至少也是不全面
的。
对于服务业资本家来说 ,他是把自己的货币当作资本投放在服务事业上的 ,根据资本的
平等权利 ,他必须取得利润 。在他的予付资本额还很小的情况下 ,他也许只能个人独立地经
营 ,他自己就是他唯一的工人 ,他的劳动成果当然全部属于他本人 ,这时 ,他还算不上一个资
本家 。但是 ,劳动对象的增加和消费资料的集中使用 ,会使他的经营发展起来 。这个人可能
走上劳动力市场 ,靠剥削购买来的工人的无酬劳动发财致富 。这样 ,他的货币就成了资本 ,他
本人就成了资本家 ,资本增殖即获取利润 ,对他就成了一件生死存亡的大事 ,并导致他采用马
克思在《资本论》
中分析的产业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一切方法 ,特别是延长工作日的方法 。
但是 ,不管服务业资本家怎样竭尽全力 ,他的资本的利润 ,只能间接地来自产业资本在直接生
产过程中创造的价值总量 ,直接地来自于 —
——通过对服务业劳动的统治 —
——产业雇佣工人手
中的劳动力价值 。
独立的服务业资本家 ,把他的予付资本分成不变和可变两个部分 ,分别用来在商品市场
上和劳动力市场上进行购买 。这里 ,劳动力市场上的所有卖者 ,都被当作社会标准的简单劳
动力 ,而资本消费劳动力商品的权利 ,正如他们占有利润的权利一样 ,对于各个个别资本来说
都是平等的 。
服务业资本从货币形态变成物质资料商品和劳动力商品的形态后 ,就开始进入对它的所
有者来说是生产的过程了 。这里 ,我们假定服务业资本的不变部分全都一次予付 ,一次补偿 。
产业工人作为服务业的劳动对象 , 消费了服务业资本家的不变资本价值 。对此 ,产业工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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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出已经在他手中的一部分劳动力价值货币额 。因为 ,如果产业工人个人独自地消费 ,他
仍然要为他所消费的这些商品支付一定的货币 ,并且 ,由于这一部分商品的消费对他的劳动
力再生产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这一部分商品的价值额 ,便是他的劳动力价值总额的一个构成
部分 ,并在出卖劳动力时从产业资本家手中取得相应的货币 。现在 ,服务业资本家又把这一
部分价值转移到了自己手上 ,以补偿消费了的他的不变资本价值 。这样 ,服务业资本的不变
部分 ,又重新处在货币资本的形态上 ,可以进行新的一轮预付了 。
但服务业不变资本的消费 ,必须通过服务业资本家对他购买的另一种商品 —
——劳动力的
使用价值的消费才能实现 。代表服务业资本可变部分的劳动力在它劳动的过程中 ,同时使代
表服务业资本不变部分的社会的消费资料转化到产业劳动力身上 ,实现了产业劳动力的再生
产 。服务业劳动 ,有一部分 —
——特别是有关体力再生产的部分 ,产业工人可以在个人消费过
程中自行完成 ,但具有一定熟练程度和强度的服务业劳动 ,可以提高这一部分劳动生产劳动
力的能力 ,从而既可以为产业工人生产出更多的出卖劳动力的时间 ,也可以为产业工人生产
出更多的劳动能力 ( 包括体力和脑力) 。而对于产业资本的剩余价值生产 ,这两者都是必不可
少的 。服务业劳动还有一部分是产业工人无法在个人消费过程中进行的 ,例如为提高产业工
人劳动力质量而进行的许多劳动 。所以 ,服务业资本支配下的劳动 ,总的说来 ,对于生产作为
生产剩余价值的人的要素 —
——劳动力 ,从而对于剩余价值生产本身来说 ,都是必需的 。所以 ,
服务业劳动力的存在 ,是产业劳动力存在的必要条件 ,也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必要条件 。因此 ,
在产业资本家支付给产业工人的劳动力价值中 , 就有一部分是服务业工人的生活资料价值
量。
对于产业资本家来说 ,他并没有给予产业工人超过劳动力价值以上的价值量 。在流通过
程中 ,就象在他直接管理下的生产过程中一样 ,他总是小心提防着他所购买的这一有自我意
识的商品的任何“狡诈”
行为 。同样 ,产业资本家也不可能把自己的一部分利润白白地送给服
务业资本家 ,因为对方是一个更直接的竞争对手 。产业资本家和服务业资本家之间的关系 ,
只能看作是不同的私有者在市场上发生的等价交换的买卖关系 。产业资本家之所以把服务
业工人生产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量 ,计入产业工人的劳动力价值之中 ,是因
为缺少服务业工人施加于产业工人人身之上的劳动力支出 ,产业资本所需要的具有完整使用
价值的劳动力就无法生产出来 。所以 ,服务业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 ,与产业劳动力的生产
和再生产一样 ,都是资本增殖运动正常运行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这种情况 ,类似于工
人和他的家庭同资本的关系 。工人的劳动力价值 ,不管在资本家的意识中 ,还是在劳动力购
买的实践中 ,指的都是生产和再生产一个工人的家庭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因此 ,工人
的家庭成员更多地参加社会劳动 , 便可以降低资本支付给单个工人的劳动力价值 。众所周
知 ,一部分服务业劳动 ,过去正是由不参加社会劳动的工人家庭的其它成员承担的 。这种情
况现在依然存在 。那么 ,当工人的原来借助于家庭其它成员进行的劳动力再生产部分 ,改为
社会地进行时 ,服务业就成了这种劳动力再生产社会化的最好形式 。从产业资本家的角度
讲 ,这种社会化形式 ,一方面使原先从事家庭消费性劳动的许多人 ,变成从事社会劳动的雇佣
劳动者 ,甚至直接成为产业劳动力 ,从而增加了劳动力的供应 ,又有利于劳动力价值的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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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 ,使生产一定质量劳动力所需要的价值量大大减少 , 并使工人和他的家庭成员有更
多的时间来发展自己 ,这种发展 ,又会提高产业工人劳动的生产率 ,增加剩余价值 。因此 ,对
产业资本家来说 ,和产业工人的劳动力价值必须包括他的其它家庭成员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
一样 ,产业工人的劳动力价值包括服务业工人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 ,是十分自然的 。
现在 ,服务业资本的可变部分 ,也重新处在货币资本的形态上 。服务业资本家收回了他
预付的东西 。可是 ,服务业资本家更关心的 ,是他的予付资本的增殖额即利润 。服务业工人
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了产业工人劳动力价值中应当属于他的那一份 。可是他走不掉 。和产
业工人一样 ,他也是服务业资本家所买的一个商品 。商品所有者对于自己的商品有完全的消
费权 。服务业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还没有消费完 ,工人还可以继续劳动 。服务业资本家根据资
本驱使劳动力的平等权利 ,对工作日长度的规定决不会低于产业资本家 ,并且在现实生活中 ,
几乎总是大于产业资本家的规定 。于是 ,正如产业工人必须为产业资本家提供一定量的无酬
劳动一样 ,服务业工人也必须为服务业资本家提供一定量的无酬劳动 。这一无酬劳动从产业
工人手里转移来的超过服务业工人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的部分 , 就成为服务业资本家的利
润。
因此 ,服务业工人同产业工人一样 ,由于他的劳动力支出即劳动所需的物质条件 —
——消
费资料商品 ; 对服务业资本家来说是生产资料 —
——掌握在服务业资本家手中 ,他的劳动力 ,除
了能从产业工人手中转移过来补偿服务业资本不变和可变部分的那些劳动力价值外 ,还必须
通过增加劳动对象以转移更多的劳动力价值即为服务业资本家提供利润 ,只有这样 ,才能为
服务业资本家所购买 。分工造成的劳动熟练程度和服务业资本家造成的劳动强度 ,使服务业
劳动力在从事某一特殊的消费性劳动时 ,其劳动效率要比在单个家庭里高得多 。这样 ,服务
业工人的劳动就可以区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 ,也就是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 。而随着服务
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无酬劳动部分在工作日长度中的比重也会提高 。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
越高 ,其一定工作日处理的劳动对象 —
——产业工人也就越多 ,转移过来的劳动力价值总和起
来 ,除了补偿服务业的予付资本外 ,存留下来作为利润的量也就越大 ,服务业资本的利润率也
就越高 。较高的利润率是各个服务业资本之间以及服务业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进行竞争的
基础和目的 。不言而喻 ,这些竞争 ,又进一步掩盖了服务业资本利润的真实来源 。
一部分劳动力价值转化为服务业资本的利润 ,并且会由于服务业资本和产业资本间的竞
争和互相转移 ,实际上也转化成社会总资本的利润 ,其原因 ,就是服务业资本家对他支配的劳
动力的无偿使用 。从这个意义上 ,似乎可以说 ,这一部分利润即剩余价值是由服务业资本生
产出来的 。因为 ,没有服务业资本 ,这一部分价值就不会存留下来 ,并被社会总资本占有为剩
余价值 ,它只能被消费掉 。可是 ,从剩余价值的实体 —
——物化劳动 ,从剩余价值是物质资料商
品价值的一个部分来说 ,剩余价值又只能由产业资本生产出来 。服务业资本所生产的那一部
分剩余价值 ,是早就由产业资本生产出来的总价值的一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 ,我们应当说 ,服
务业资本的利润即剩余价值 ,是从产业资本手里转移过去的 。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商品是当作资本的产品来交换 ,货币是当作资本来使用 。资本的所
有权规律 ,内在地决定了每个作为资本投放在任何事业上的货币 ,其价值都将在自身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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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取得增殖 。竞争又使得这种增殖 ,成了单个资本存在的外部条件 。然而 ,离开了劳动 ,任何
资本 ,不管它是否直接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 ,都无法得到增殖 。所以 ,资本的所有权 ,到处又
表现为对雇佣工人无酬劳动的占有权 。社会总资本的任何部分 ,都是通过对它支配的工人的
剥削 ,才取得属于他的那一部分利润 。剥削的程度越高 ,占有的利润就越多 。社会总资本的
平均利润率 ,不是利润平均化过程的起点 ,而是这一过程的结果 。显然 ,这个平均利润率 ,不
是取决于产业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对产业工人的直接剥削 , —
——虽然全部利润即剩余价值的实
体都是在生产过程中最初形成的 —
——,而是取决于全社会资本的各个部分对他们雇佣的工人
的剥削 。所以 ,产业资本家 、
商业资本家 、
服务业资本家 , 在剥削工人这一点上 , 是完全一致
的 。他们组成了一个在根本上与工人对立的社会集团 —
——资本家阶级 。在这种情况下 ,雇佣
工人也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和他们对抗 。所有的工人 ,不管是从事生产性劳动 ,从事商业性
劳动 ,从事消费性劳动 ,由于他们都是被资本家作为商品加入劳动过程的 , 在这个过程中只
是作为可变资本发挥作用 ; 由于他们都有一部分劳动被资本家无偿占有 ,而他们自己得到的 ,
只是劳动力价值 ,所以 ,他们处于同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 ,都属于雇佣工人阶级的范畴 。
他们的力量 ,取决于他们的联合 。在两个阶级的这场斗争中 ,很明显 ,雇佣工人的要求已经不
限于生产资料 ,消费资料也被包括进来了 ,他们的口号将是“一般劳动产品的社会占有”。
最后 ,我们还要指出 ,再生产产业工人劳动力的商品交换形式 ,之所以又把服务业工人的
劳动在表面现象上变成商品 ,只是因为服务业工人的劳动成了资本支配下的劳动 ,只是资本
关系在这里的反射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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