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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基于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枠历史考证版第 ２版（简称 ＭＥＧＡ２ ）文本的研究，海因里希宣称马克思不仅已经
放弃了利润率下降理论，而且实际上没能建立起完整的危机理论。 海因里希的文章在国际上引起了激烈争论。 相
关争论说明，过分夸大恩格斯对马克思的修改，甚至宣称恩格斯背离了马克思，是不负责任的。 马克思并没有放弃
利润率趋于下降理论，无论在理论还是经验上，都可以证明马克思的利润率趋于下降理论的正确性。 马克思基本
已经完成了危机一般理论的建构，结合现实发展一个具体的危机理论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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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率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利润率决定并且影响了资本主义积累的条件，利润
率不仅可以分析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也可以阐释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１］古典经济学学者已经

关注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利润率趋于下降的经验事实。 斯密认为，利润率下降是由资本积累引起竞争加
剧导致的工资上涨和商品价格下降引起的；［２］李嘉图认为，人口增长和土地边际收益递减引起了工资增加，
进而导致了利润率的下降；［３］约翰· 穆勒认为，商业风潮、生产改良、低廉必需品与工具的输入以及资本输
出这几种因素是阻碍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因素，但他也首次将利润率下降与经济危机（“商业风潮”）联系起
来。［４］马克思指出，竞争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发挥作用的结果，而非原因。 不同部门之间的竞争是引起利润
率平均化从而形成一般利润率的原因，但是竞争不会导致一般利润率的下降。［５］２７１

在由恩格斯编辑完成的枟资本论枠第三卷中，马克思指出，“一般利润率日益下降的趋势，只是劳动的社
会生产力的日益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特有的表现”。［６］２３７马克思提出一个著名的理论：竞争使得资
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获得价值增殖，促使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导致利润率趋于下降。 在长期，利润率的
降低将破坏资本积累的基础，并且会使得作为一种历史制度的资本主义制度加速灭亡。 在枟资本论枠第三卷
出版后，许多对利润率的研究都是从理论与经验的正确性方面来评价马克思的这一理论的。 相关争论主要
围绕两条线索展开。 第一条线索集中在逻辑上，即理论本身是否成立。 其一是从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的
关系出发，对该理论持否定态度；其二是基于斯拉法生产价格体系的数理模型上的“置盐定理”，即所有降低
成本的技术必然使利润率上升。 第二条线索则偏重于探究利润率下降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关系。 ２０ 世
纪 ３０年代大萧条后，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将有机构成上升作为危机理论的出发点；２０世纪 ７０ 年代，曼德
尔指出，牵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增长速度长期波动的核心问题是资本积累过程中利润率的长期变化趋势，他
的研究开辟了随后大量的经验研究。［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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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 ８月，经过德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国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多年努力，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枠历史
考证版第 ２版即 ＭＥＧＡ２ 的第Ⅱ部分（枟资本论枠及其准备著作）已经全部出齐了。 ＭＥＧＡ２ ＩＩ 发表的材料激
起国际学术界的强烈兴趣，一些学者开始发文阐释新的解读，引起了新一轮的争论。 迈克尔· 海因里希教授
在美刊枟每月评论枠上撰文，宣称对 ＭＥＧＡ２ 文本的最新解读得出，马克思不仅“未能证明”利润率下降趋势，
而且始终对该论断抱有怀疑。 枟资本论枠第三卷所呈现出来的基于利润率下降的危机理论，只不过是恩格斯
裁剪的结果，而马克思本人根本没有完整的危机理论。［８］海因里希的文章立刻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反响，
一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很快都参与到了这场讨论当中。 例如，迈克尔· 罗伯茨发表的批评海因里
希的博客，不长时间内便收到来自各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 ８０余篇长篇评论。［９］

一、 “马克思放弃了利润率下降理论”：海因里希的新论点

海因里希是德国柏林工业与经济学院经济学的教授，其主要研究领域是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和政治经
济学学说史，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他为枟资本论枠三卷本撰写的导读，２０１２ 年由枟每月评论枠出版社翻
译出版。［１０］基于 ＭＥＧＡ文本的阅读，他最基本看法是始终将枟资本论枠当作一部未完成的著作。 那么，海因
里希又是如何解读马克思的利润率趋于下降理论的呢？

１．马克思变化的“分析框架”
海因里希一开始就提出，马克思“没有对危机理论做最终表述”，［８］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不仅在表述上不

够清晰，而且在理论建构上根本没有完成，因为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始终是飘忽不定的。 其主要依据是：
（１）马克思对危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在 １８４８年出版的枟共产党宣言枠中，经济危机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
的直接威胁。 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年危机爆发。 马克思密切关注形势并做了大量研究，形成了枟政治经济学批判大
纲枠。 然而，这场危机很快便过去了，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出现社会和政治的剧烈震荡。 “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 年之
后，马克思不再坚持资本主义经济会有一场最终的总崩溃的理论，也不再把危机与革命直接联系起来。”［８］

（２）马克思使用的概念和范畴发生了变化。 例如，在枟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枠中，马克思还没有对“抽象劳
动”和“具体劳动”作出区分，而后又强调劳动的二重性理论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关键”。 又如，马克思原本
打算将“资本一般”和“竞争中的资本”严格区分开来论述，但 １８６３年以后他不再提及“资本一般”这个概念。
（３）马克思的写作计划发生了变化。 在 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年所作的枟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枠的序言中，马克思
宣布了著名的“六册计划”（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而 １８６１ ～１８６３ 年，他
发现六册计划过于庞杂以至于不可能全部完成，于是宣布将他的研究限制在资本这一册。 由此，海因里希主
张，过去公认的将枟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 年经济学手稿枠、枟１８６１ －１８６３ 年经济学手稿枠和枟１８６３ －１８６５ 年经济学手
稿枠合称为枟资本论枠的三个原稿的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这种说法“暗示马克思的研究思路具有连续性，
从而掩盖了马克思理论分析框架的转换。”［８］应当以 １８６３ 年为界，将马克思的一系列手稿视为两部独立著
作的原稿：１８５７ ～１８６３年，是 ６册的枟政治经济学批判枠；１８６３ ～１８８３年，是 ４册的枟资本论枠。［８］

２．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失灵”
对于马克思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海因里希的诠释是：“在长期中，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利润率一定会

下降。” ［８］基于这样一种绝对化的认识，海因里希开始了他的批评。
首先，用经验研究来检验利润率下降趋势是行不通的。 他说：“马克思从这个‘规律’推出了一系列假

说，而这些假说在理论上既不可能被证明，也不可能被证伪。 ‘规律’宣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的
发展会导致利润率下降。 即便过去的利润率下降了，也构不成支持该理论的证据———因为规律旨在描述未
来，而从过去的事实得不出任何关于未来的结论；即便过去的利润率上升了，也构不成反驳———因为规律本
身不要求利润率永远下降，只要求存在一个下降的‘趋势’，而将来还是可能发生的。”［８］

其次，海因里希从利润率公式质疑马克思的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 利润率可以用公式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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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ｓ／ｖ
１ ＋ｃ／ｖ （１）

其中，ｓ表示剩余价值，ｃ表示不变资本，ｖ表示可变资本，ｐ表示利润率。 显然，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率ｓ／ｖ
同向变化，与有机构成 ｃ／ｖ反向变化。 如果假设有机构成不断上升，同时剩余价值不变，那么利润率就自会
下降。 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本身”。 尽管存在一系列“起反作用的因素”，但马克思
认为，从长期来看这些反作用因素不足以逆转利润率下降的趋势。 海因里希认为，问题不在于“规律本身”
是否一定能够压过所有“起反作用的因素”，而在于“规律本身”在逻辑上就不成立。 他认为，资本积累一方
面导致有机构成提高，另一方面又导致剩余价值率上升，而这可能抵消利润率的下降。 他强调，马克思得出
的结论是建立在分子不变假设的基础上的，但剩余价值率不是不变的。 马克思曾经阐述过相对剩余价值生
产的机制：生产力发展表现为以节约劳动为主要特征的技术进步，工资品变得更便宜；在实际工资和工作日
长度不变的情况下，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剩余劳动时间延长。 因此，技术进步虽然导致有机构成提高
（分母增大），但同时也导致剩余价值率提高（分子增大）。 既然“没有证据表明何者变动更快”，我们也就无
法确定利润率最终会朝哪个方向变动。 海因里希说，马克思始终不能得出最终结论，于是就翻来覆去地断言
利润率会下降，而越重复，他自己的怀疑也就越来越“明显”。
再次，马克思曾指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导致剩余价值率提高，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有机构成上升

造成的利润率下降，但这种补偿是有一定限度的。 “两个每天劳动 １２小时的工人，即使可以只靠空气生活，
根本不必为自己劳动，他们所提供的剩余价值的量也不能和 ２４个每天只劳动 ２小时的工人所提供的剩余价
值量相等。 因此，就这方面来说，靠提高劳动剥削程度来补偿工人人数的减少，有某些不可逾越的界限；所
以，这种补偿能够阻碍利润率下降，但是不能制止它下降。” ［６］２７６海因里希认为这一证明是无效的：“只有当
现在雇２个工人所必需的预付资本（ｃ＋ｖ）至少和过去雇２４个工人所需的预付资本一样多时，马克思的结论
才是对的。” ［８］他认为在公式 ｐ＝ｓ／（ｃ＋ｖ）中，马克思只说明分子上的剩余价值 ｓ可能下降，但马克思没有考
虑到处于分母上的预付资本（ｃ＋ｖ）的贬值。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可变资本的价值 ｖ 下降，这一下降不一定
能为不变资本的价值 ｃ的上升所弥补，所以分母不一定会增加；而一旦分母和分子都减小，那么整个式子的
变化也就不确定了。 简言之，海因里希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变得更加便宜，因此资
本家需要投入的预付资本可能缩小，从而利润率可能升高。

３．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还是恩格斯的？
海因里希认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只是散布在作品各处的零星火花，缺乏一个完整的体系。 在马克思的

手稿中，有关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这部分手稿原本并没有划分章节，也没有小标题；所有的章节划分和小标题
的添加，都是恩格斯做的。 “恩格斯大幅度地修改了马克思留下的材料，拼凑出一个基于该‘规律’的第三章
来。 恩格斯对这些材料加以浓缩、删减、订正，并分为四部分。 这就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马克思已经有了一
个基本完成的危机理论了。” ［８］

海因里希认为，马克思在许多地方强调过工人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个消费不足论
者，但至少表明他认为完整的危机理论必须包括对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分析；马克思也并未打算以利润率
下降趋势作为基础，构建一个完全不涉及价值实现的危机理论。 可是，马克思还没有完成对信用、国家银行
等对象的研究就去世了。 继承了遗留手稿的恩格斯非但没有沿着马克思的方向走下去，反而按照自己的理
解“拼凑”出了一个仅仅基于有机构成提高和利润率下降的危机理论，对人们产生了极大的误导。 所以，过
去公认的第三卷中比较“系统”的危机理论，实际上是恩格斯意见的产物。

４．马克思在 １８７０年代的研究：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
进一步，海因里希提出了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观点：马克思自己就对利润率下降趋势有所怀疑，而且实

际上已经承认自己无法完成枟资本论枠。
首先，海因里希声称马克思对利润率下降趋势存有怀疑：“对于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的怀疑，想必使

马克思大伤脑筋。”［８］他在文中举出了两个证据：（１）１８７５年的题为枟剩余价值和利润率的数学分析枠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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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马克思列举了一些利润率上升的数值例子。 他说，马克思本来“试图通过大量的数学计算和多种条件分
析，从数学上澄清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之间的关系，证明‘利润率变动’的‘规律’。 然而结果表明，利润率的
各种变化都可能出现。”［８］ （２）马克思在他自用的枟资本论枠第一卷（第二版）上加了一个批注，这个批注后来
被恩格斯作为脚注保留在了枟资本论枠第一卷的第三、四版中：“为了以后备考，这里应当指出：如果扩大只是
量上的扩大，那么同一生产部门中，较大的和较小的资本利润都同预付资本的量成比例。 如果量的扩大引起
了质的变化，那么较大资本的利润就会同时提高。”［１１］７２５

其次，海因里希宣称，马克思已经承认无法完成枟资本论枠的创作———不仅是语言表述，还包括理论构
建。 他提出的唯一证据是 １８７９年马克思致丹尼尔逊的信，说马克思在这封信中“终于写道，自己无法完成
第二卷（包括枟资本论枠第二卷和第三卷）”。［８］海因里希认为，这再一次表明马克思本人没有完整的危机理
论，因为马克思本人希望建立的是一个包括了信用、国家、世界市场的危机理论，并且确信只有包括了这些范
畴的危机理论才是正确的。 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在晚年开始研究信用和美国、俄国的情况，甚至开始自学俄
语。 马克思之所以在生前没有出版枟资本论枠第三卷，是因为他自己觉得理论建构尚未完成。 海因里希的意
思是：如果马克思本人实际上都对这个规律有所怀疑，而且终其一生都不能证明其成立，那么利润率趋于下
降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危机理论的正确性，也就不言自明了。

二、是否要“取消马克思”：对海因里希的反驳

海因里希的文章在英语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激起了强烈反响。 安德鲁· 克里曼和阿兰· 弗里曼
等五位分别来自英国、美国和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联合撰文，反驳海因里希。 他们指出，海因里希
的这篇文章是严重错误的，因为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对马克思理论的质疑、否定、补充，而是要凭不确切的证
据直接“取消”马克思的理论。［１２］

１．“稻草人靶子”：海因里希歪曲了马克思的本意
克里曼等人指出，海因里希全部批判的前提，即他对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的理解，从一开始便是错误

的。 海因里希在将马克思的理论解说成利润率“一定”（ｍｕｓｔ）会下降时，并没有给出直接的引文。 然而，马
克思的表述完全不同：“所以，这个规律只是作为一种趋势发挥作用；它的作用，只有在一定情况下，并且经
过一个长的时期，才会清楚地显示出来。” ［６］２６６比较接近海因里希说法的文字仅有两处。 一处是：“我们已经
看到，实际上利润率从长远来说会下降。” ［６］２５５可是，这里的“会”（ｗｉｌｌ）和海因里希所说的“一定”（ｍｕｓｔ）明
显不同。 另一处是：“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的这种逐渐增加，就必然会有这样的结果：在剩余价值率不
变或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的情况下，一般利润率会逐渐下降。”［６］２３６但这里马克思是在讨论“规律本
身”，此处他假定剩余价值率不变，则利润率的下降就是一个数学上的直接结论。
可见，马克思的本意是：利润率在长期中会起决定性作用，不排除特定条件下发生下降的可能性。 海因

里希则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歪曲，他认为马克思想证明的是：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利润率都一定会下降。
他先把马克思的“趋势”偷换成一种对未来的绝对的、必然的“预言”，然后加以批判。 海因里希全部错误的
根源，实际上都在于这种绝对的、机械的错误理解。 克里曼等人文章中的一个类比非常生动地阐释了这一
点。 他说：“我们来考虑另一个解释现象的规律———万有引力定律。 它解释的是物体为什么以及如何倾向
于相互靠近。 但如果海因里希是一位物理学家，他会在枟每月物理评论枠上发文（前面还要附上编辑的溢美
之词），说万有引力定律断言，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两个物体一定会相互靠近。 他会要求证明这一定律，接着
把月亮绕地球运行而没有撞上地球的事实，当作证伪万有引力定律的证据。 然后他会得意洋洋地宣布：万有
引力定律失效了。” ［１２］实际上，这不是海因里希第一次使用这种手法。 典型的例子便是系统体现他思想的
枟马克思枙资本论枛三卷本导读枠。 虽然从书名看，这只是对马克思理论的一个介绍，但海因里希基本上是在
批判或者“改造”马克思的理论。 他常常自己构造一个“马克思的理论”，指出其“缺陷”，然后代之以自己的
理论。 问题是，他所批判的“理论”实际上往往根本就不是马克思要表达的意思。 这就好像树立一个“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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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靶子”然后进行戳刺，目的只是使自己的理论显得更加有说服力。
究竟该如何正确地理解马克思所说的“趋势”？ 克里曼等人认为，马克思与斯密、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

济学家一样，只是试图解释当时被公认为事实的利润率下降。 马克思说：“尽管这个规律经过上述说明显得
如此简单，但是我们在以后的一篇中将会看到，以往的一切经济学都没有能把它揭示出来。 经济学看到了这
种现象，并且在各种自相矛盾的尝试中绞尽脑汁地去解释它。 由于这个规律对资本主义生产极其重要，因此
可以说，它是一个秘密，亚当· 斯密以来的全部政治经济学一直围绕着揭开这个秘密兜圈子，而且亚当· 斯
密以来的各种学派之间的区别，也就在于为揭开这个秘密进行不同的尝试⋯⋯它们从来不能解开这个
谜。”［６］２３７ ～２３８所以，马克思的意思是：“如果观测到利润率的长期下降，那么根本的原因是有机构成提高。” ［１２］

２．需从长期趁势来看剩余价值率提高及其补偿作用
怎样证明长期中有机构成上升一定超过其他因素，从而利润率确实存在下降的趋势呢？ 克里曼等人指

出，要证明这一点，我们还是要回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积累的基本假设上来。 马克思认为，
资本是不断追求增殖的价值，因而资本的不断积累就成为一个自发的、原初的动力；同时，技术的进步最主要
的特征，便是节约人类的劳动。 假定人口、工作日和劳动强度不变，社会在一个周期内提供的活劳动是一定
的，但这些活劳动却被日复一日堆积起来的、越来越庞大的不变资本所摊薄，结果必然是利润率的下降。 这
是因为，活劳动即使全部转化为剩余价值（这代表了生产力高度发达，工资品极为廉价，以至于工资可以忽
略不计），总量也是有限的，而资本积累是无限的。 因此，马克思就用极限的思想证明了他的观点：在长期
中，利润率最终将不可避免地趋向于下降。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在他本人亲自修订、增补过的枟资本论枠第一卷中，也表达过类似的思想。 “从两个

工人身上榨不出从 ２４ 个工人身上同样多的剩余价值。 ２４ 个工人每人只要在 １２ 小时劳动中提供一小时剩
余劳动，总共就提供 ２４ 小时剩余劳动，而两个工人的全部劳动只不过是 ２４ 小时。 可见，利用机器生产剩余
价值包含着一个内在的矛盾：在一定量资本所提供的剩余价值的两个因素中，机器要提高一个因素，要提高
剩余价值率，就只有减少另一个因素，减少工人人数。”［１１］７０２

海因里希对公式（１）的批判，其问题在于：（１）假如海因里希这里谈论的是 ｓ和（ｃ＋ｖ）的绝对量，那么（ｃ
＋ｖ）的减少说明社会的预付资本总量减少。 这意味着资本积累出现了“逆转”，而这显然违背了马克思的前
提假设。 “要证明雇佣劳动的减少永远可以由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所弥补，从而利润率永远可以上升，海因里
希假定而且必须假定资本没有积累（ｄｉｓ－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２］ （２）假如海因里希谈论的 ｓ／（ｃ＋ｖ）只是一个比
值，即使不变资本的价值趋近于 ０，从而全部劳动都转化为剩余价值，那么利润率 ｐ＝ｓ／ｃ也会因为技术进步
而下降。 根据马克思的前提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发展表现为采用了节约劳动的技术，等量劳
动使用的资本量不断上升，也就是剩余价值和预付资本的比值 ｓ／ｃ下降。

３．马克思已完成了他的危机理论
海因里希说马克思在致丹尼尔逊的信中承认自己无法完成枟资本论枠。 但事实上马克思说了些什么呢？

“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决不出版第二卷。 这一次的现象是十分特殊的，在很多方
面都和以往的现象不同，完全撇开其他各种正在变化着的情况不谈，这是很容易用下列事实来解释的：在英
国的危机发生以前，在美国、南美洲、德国和奥地利等地就出现这样严重的、几乎持续五年之久的危机，还是
从来没有过的事。 因此，必须注视事件的目前进程，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
上’，我的意思是‘理论上’” ［１３］３４５显然，这封信只说明马克思希望等待最新的材料来检验和丰富枟资本论枠，
这恰恰反映了马克思作为一名科学家的严谨态度，而不能用来说明马克思“承认自己无法完成第二卷”。［１２］

克里曼等列举大量事实表明，马克思确信枟资本论枠在理论建构上已经完成了。 早在１８６５ 年７ 月３１日，
马克思就致信恩格斯说：“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前三册）。 然后还得写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
对我来说这是最容易的一部分，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在前三册中解决了，最后这一册大半是以历史的形式重述
一遍。 但是我不能下决心在一个完整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 不论我的著作有什
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 ［１４］１３５可见，马克思认为理论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

５２

马克思放弃利润率趋于下降理论了吗　



１８６６ 年 ２月 １３日，马克思致信恩格斯说：“手稿虽已完成，但它现在的篇幅十分庞大，除我以外，任何人甚至
连你在内都不能编纂出版。 我正好于 １月 １日开始誊写和润色，工作进展得非常迅速，因为经过这么长的产
痛以后，我自然乐于舐净这孩子。”［１４］１８１马克思认为包含理论内容的手稿已经完成，所需要的仅仅是整理和
“润色”，使之更加易读。 １８６７ 年 ４月 ３０日，马克思致信迈耶尔说：“我希望全部著作能够在明年这个时候出
版。 第二卷是理论部分的续篇和结尾，第三卷是十七世纪中叶以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史。”［１４］５４３也就是说，
马克思在此时认为枟资本论枠的第二卷即将臻于可以付梓的境地。 假如马克思对自己的理论有所怀疑，甚至
根本没有完成危机理论的构建的话，以马克思一贯的态度，是不可能说出这番话的。 １８７７ 年 １１ 月 ３ 日，马
克思致信肖特说：“实际上，我开始写枟资本论枠的顺序同读者将要看到的顺序恰恰是相反的（即从第三部
分———历史部分开始写），只不过是我最后着手写的第一卷当即做好了付印的准备，而其他两卷仍然处于一
切研究工作最初阶段所具有的那种初稿形式。”［１３］３８５这里，马克思说他是先大体完成了第三卷和第二卷，再
回过头去写第一卷的。 尽管第三卷的完成只是理论意义上的，而形式上仍停留在“初稿”的阶段。

４．马克思并未放弃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
海因里希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列举的一些利润率上升的情况，说明马克思无法证明自己的理论而感到

困惑。 克里曼等人指出，这种看法还是建立在错误的理解基础上的：如果马克思真的是想证明利润率在任何
情况下都必然下降，那么每次马克思举出利润率上升的例子，自然就成了马克思“怀疑”和“不能证明”利润
率下降趋势的证据了。［１２］事实上，如果阅读一下枟资本论枠第三卷第三篇，那么我们马上就会明白，这正是马
克思进行研究的思路：首先假定大部分变量不变，再逐个放开。 因此，马克思举出的数学例子只是他自然的
研究过程而已，并不是什么“大伤脑筋”的表现。
就马克思在自用本旁边批注中的“提高”，应该如何理解，克里曼等人指出，这里的“提高”更可能只是单

纯的笔误。 因为联系这个脚注的上下文，不难看出，马克思在此处要阐述的是“规律本身”，也就是如果暂不
考虑剩余价值率变化，有机构成上升会导致利润率下降这样一个自然结果。 而“提高”完全是与上下文意思
相反的。 如果马克思本来要批注“提高”，那就好比伽利略轻描淡写地在自己的著作上写了一句“待考：地球
是静止的”一样，令人匪夷所思———因为这是足以颠覆其整个体系的问题。［１２］

三、如何认识这场争论

我们可以看出，海因里希的所谓批判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特别新颖的见解（他甚至完全避开了关于置盐
定理的争论），不过是在重复着杜冈—巴拉诺夫等人早在 １９世纪末就提出过的诘难而已。 在大部分研究者
不熟悉德语且尚未对 ＭＥＧＡ２ 进行仔细研究的情况下，作为为数不多的熟悉 ＭＥＧＡ２ 原始文稿同时又能以英

语写作的专家，海因里希的观点似乎具有某种特殊的可信度。 一时间，问题似乎已经不在于趋于利润率下降
理论是否正确，而在于马克思到底是否打算坚持这个理论本身。 克里曼等人已经针对其每一个论点做了精
辟反驳。 下面，我们结合 ＭＥＧＡ２ＩＩ版本编辑和马克思手稿的相关论述，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

１．恩格斯“背叛”了马克思吗？
自恩格斯编辑出版枟资本论枠第二卷以来，怀疑他曲解了马克思的意思，使马克思的作品变得平庸了的

观点就始终存在。 马克思遗留下来多份手稿的不完整性和其思想一直处于发展过程的不连贯性，给恩格斯
的编辑工作带来远比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困难要大。 为了提供一本可读的书，恩格斯给马克思原始手稿安
排了相对系统完整的结构，在内容上做了大范围的重新调整，改变了部分概念和观念，增加了一些新的内
容。［１５］例如，基于 ＭＥＧＡ２ ＩＩ文本的比对研究表明，就枟资本论枠第三卷第三篇来说，恩格斯将马克思原始手稿
中的第三章改为他编辑的书中的第三篇，将 ２００多页的实例浓缩为 ２０ 多页，划分三章并给所有强调的内容
增加了标题，在第十三章增加了补充说明预付资本的利润率和成本价格利润率，第十五章将马克思的 “结
束”（Ｋｌａｐｐｅｎ）（“这个过程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束”，“Ｄｉｅｓｅｒ Ｐｒｏｃｅ？ ｗüｒｄｅ ｂａｌｄ ｄｉ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 ｚｕｍ Ｋｌａｐｐｅｎ ｂｒｉｎｇｅｎ，．．．”）替换成“崩溃”（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ｂｒｕｃｈ）“这个过程很快就会使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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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并将这句话移到该段的结尾。［１６］

正如克劳斯· 穆勒在比照 ＭＥＧＡ２ ＩＩ的 ４畅３分卷后指出的，“恩格斯对马克思拟就的草稿进行谨慎而连
贯的编辑⋯⋯恩格斯采用了马克思原文的结构和所有核心内容，⋯⋯使整体有一个更加清晰的样式，⋯⋯所
拟的标题精确地符合马克思原文的内容”。［１６］如果我们比照马克思的其他手稿，我们会发现，恩格斯的改动
是符合马克思的本意的。 “表现为利润的剩余价值同预先存在的资本之比的减少。 ⋯⋯这些矛盾会导致爆
发，灾变，危机，这时，劳动暂时中断，很大一部分资本被消灭，这样就以暴力方式使资本回复到它能够继续发
挥职能的水平。 当然，这些矛盾会导致爆发，危机，⋯⋯这些定期发生的灾难会导致灾难以更大的规模重复
发生，而最终将导致用暴力推翻资本。” ［５］２６９恩格斯上述改动的那句话有一个限定句，“如果没有相反的趋势
总是在向心力之旁又起离心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说资本主义的消亡会因为利润率的下降而自动
来临。 因此，海因里希指责恩格斯强调了资本主义自动走向危机的观点更是站不住脚的。 他也并没有任何
证据证明，恩格斯严重地改动了或者违背了马克思的思想；而且他自己也承认，１９ 世纪的编辑享有的自由要
高于当代。 事实上，对于散乱的马克思手稿，这些“浓缩、删减、订正”的工作恰恰是一名合格的编辑应该做
的工作。 “在恩格斯的版本中没有任何一句关于危机的陈述是马克思的草稿里没有包含的。” ［１６］恩格斯所

能做的只是将马克思已经存在的危机理论加以整理，使之更加清晰易读。 过分夸大恩格斯对马克思的修改，
渲染两人的分歧，甚至宣称恩格斯背离了马克思，都是不负责任的。

２．马克思放弃了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理论了吗？
马克思在 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年手稿中认为利润率的下降是“从每一个方面来说都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要

的规律”。［５］２６７他在 １８６１ ～１８６３年手稿中进一步指出，“利润率在资本主义生产进程中有下降趋势。” ［１７］２９３克劳

斯· 穆勒指出，“即使在现在发表和更晚写的文稿中，也没有一点线索表明，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还摇摆不定。”
［１８］实际上马克思所分析的利润率下降是指预付资本的利润率下降 ，本意是指，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资本主义
生产会遇到它自身的限制，这种限制本身只能通过其进一步创新来克服。 “引起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同一些原
因，又会产生反作用，阻碍、延缓并且部分地抵消这种下降。 这些原因不会取消这个规律，但是会减弱它的作
用。 ⋯⋯它的作用，只有在一定情况下，并且经过一个长的时期，才会清楚地显示出来。” ［６］２６６

从理论上看，即使存在一系列使利润率上升的因素，马克思也丝毫没有怀疑这一规律。 在 １８６１ ～１８６３
年手稿中，马克思放弃了剩余价值率不变的假定，指出“利润率下降———虽然剩余价值率这时保持不变或提
高———是因为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减少了。 因此，利润率下降不是因为劳动生
产率降低了，而是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１９］４９８在大纲中，他给出一个精妙的证明， “如果工作日中原来代
表必要劳动的部分是 ０畅００１，生产力提高为 １０００ 倍，那么资本的价值［剩余价值］就不是增加到 １０００ 倍，而
是还增加不到 ０畅００１工作日；资本的价值增加了 ０畅００１ ～０畅０００００１，即 ０畅０００９９９工作日。” ［２０］

从经验研究来看，也证明了马克思利润率下降理论的正确性。 按照海因里希的观点，一切自然科学的规
律都无法证明———因为即便第一万次重复实验的结果与理论相符，还是不能保证第一万零一次实验的结果
不违背理论。 马克思说的是在长期中有机构成的上升必将压倒其他因素，从而利润率一定会呈现下降的趋
势。 如果长期中观察到了利润率的下降，那么马克思的理论就得到了证明。 巴苏等研究了美国 １８６９ ～１９９２
年的利润率变动，认为长期内利润率呈现随机游走的“长波”变动，一旦控制了“反作用因素”的影响，则利润
率确实存在随时间推移逐渐下降的趋势。［２１］李民骐等研究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自从 １９ 世纪中期开始的利
润率及资本积累率的变化，从已经经历过的四个长波来看，利润率有下降的趋势。［２２］考克肖特等人研究了英

国不同产业的利润率，发现尽管高有机构成的部门的剩余价值率也明显更高，但利润率和有机构成仍然显著
负相关。［２３］这表明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不足以抵消有机构成提高引起的利润率下降趋势。

３．如何看待马克思的危机理论
与克里曼等人的观点不同的是，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马克思从不同角度涉及危机

的片段性论述，他确实没有提出一个逻辑一致的危机理论。 马克思的对危机的论述，其目的是指向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本身。 但是，正如马克思本人所指出的，“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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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引出”。［１９］５８５在论述危机的相关分析中，马克思为什么主要着眼于资本主义生产呢？ 马克思本人指出了这
样做的缘由：“这就是危机的两种形式上的可能性。 ⋯⋯在没有信用的情况下，在没有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
职能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危机。 但是，在没有第一种可能性的情况下，即在没有买和卖彼此分离的情况下，
却不可能出现第二种可能性。” ［１９］５８７ “因此，如果说危机的发生是由于买和卖的彼此分离，那末，一旦货币执
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危机就会发展为货币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出现了危机的第一种形式，危机的这第二
种形式就自然而然地要出现。 因此，在研究为什么危机的一般可能性会变为现实性时，在研究危机的条件
时，过分注意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发展中产生的危机的形式，是完全多余的。” ［１９］５８７ ～５８８

利润率的波动是资本积累的内在限制的松紧程度的表现，而利润率的下降是资本主义所内在的多重社会经济
矛盾加剧的集中体现。 与利润率下降相联系的矛盾成为了马克思论述的中心。 随着利润率趋于下降，伴随着的直
接剥削的条件与实现之间的矛盾、在对抗性的分配关系的基础上社会生产力与社会消费力之间的矛盾、价值增殖
目标与实现增殖手段之间的矛盾、资本过剩和人口过剩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发展和与受到限制的资本积累之间的
矛盾，共同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的产物。 因此，马克思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危机理论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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