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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统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途径是实践的构图，把方法论也看作是“世界观”，
进行“改造世界”
“理解世界”
“解释世界”，最终落脚于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规定的统一。
在这一构图中，“思维学”处于理解与联系的中心位置，从而可用以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建设，从中发掘方法论品性的机理探究及其工作规定。具体做法：一是
必须按照生产一般与资本一般的机理关系，考订对象到研究对象的研究叙述关系，阐述全
体规定的方法论工作内涵，从中“本土寻根”与寻求“辩证的表达”；二是在马克思主义
思维科学框架下，把握“本质对现象的关系”
（规定），回答时代问题与实践问题。方法论
上的唯物主义意义在于建立方法规定对经济认识的辩证理解关系，而指涉内在关系的“深
层机理探究”将揭示《资本论》体系结构如何诞生，说明解决之道始终在于历史的“重新
开始”与工作“再出发”。总体看，这是对从《资本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理论进程的方法论视野下的实践解读，富有民族工作底蕴，并启动“生产一般思维学”之
时代研究进程。
【本文为作者向察网的投稿，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转载请注
明来自察网(www.cwzg.cn)，微信公众号转载请与我们联系。】
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何将“思维学”置于中心位置
从本质上看，解释学是一种脱离客观的“主观逻辑”，其遵从“思维学＝逻辑学＝知识
论”工作路线，并且往往是从“求知识”的立场倒过来“求逻辑”和“求思维”，然则颠倒了
主客观性的判断标准。为了显示这种方法论上的路线斗争，我们特别制作图示之一，突出发生
学的工作规定：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工作领导的思维学、逻辑学、知识论三者的有机统一。
与之相反，从发展和批判规定出发，发生学逻辑坚持“思维学≠逻辑学≠知识论”工作
路线，求的是“客观逻辑”，从而创造性统一了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衔接了政治经济学批判
工作的“上游”（作为行动主义规定的思维学）和“下游”（作为客观知识规定的知识论）。
于是，这个方法论必须被视为实践的工作构造，就像列宁说的，“行动、实践是逻辑的‘推理’，
逻辑的格”，然则，“这里，列宁非常准确地把握了逻辑（形式逻辑以及辩证逻辑）的实质：
逻辑在形式上是主观的，但不是先验的； 实践不是逻辑的‘异在’，恰恰相反，逻辑是实践
的产物（一种与思维形式相关的‘心理积淀’）；没有主客二分的黑格尔式的‘主观逻辑’与
‘客观逻辑’，也不存在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颠倒过来的主客二分的‘主观逻辑’与‘客观逻
辑’，只有一个逻辑即超越主客二分的‘实践逻辑’。”【注：鲁克俭等.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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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体系的早期建构及其反思[J]. 哲学动态，2017（7）: 20-29.】据此，我们继续给出图
示之二，以判明马克思“改变世界”方法论观的系统发生学。

【图 1 注：总的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规范属于思维科学的学科范畴，而且是既“古老”又“新兴”
的学科方法和工具。按体系构成而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包括主体批判和客体批判，例如，《资本论》执行的是以
“客体批判”为工作领衔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维科学展开体系，它的实质在于寻求“客观逻辑”对“主观逻辑”
的工作批判关系。这样，所谓客观逻辑，指的是发展逻辑——社会客观批判，相应的社会主观批判则是指与之相
适合的“认识逻辑”或认识论的工作批判。以首章为例，“对商品章的逻辑解析所得到的结果是：主观逻辑和客
观逻辑具有发展的一致性。马克思客观提取和再现了这个过程，而揭露出‘理论’创生和发展的基本轨迹：‘商
品的存在（批判）’——‘商品的本质（批判）’——‘商品的概念（批判）’——‘商品的精神现象（批判）’。”
（参见许光伟：《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思想史再发掘——兼析<资本论>结构发生的秘密》，《东南学术》2017 年第 2 期）】

【图 2 注：图中无独立之哲学名目，盖将其设为学科工作规定，如古希腊的哲学通常就
可分解为物理学、伦理学、逻辑学三科的研究规定，马克思以“研究”和“叙述”实现对方法
论工作内涵的分置，亦有此义。具体而言，本图持广义哲学的语义，即哲学流派、方法论及其
立场主张之总称，而狭义之哲学即“西洋所谓哲学，与中国魏晋人所谓玄学，宋明人所谓道学，
及清人所谓义理之学，其所研究之对象，颇可约略相当。”（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
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5 页）】
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研究域内的方法论理解规定的全息图景：既立足自
然科学，又立足人文社会科学，同时突出了行动主义路线和唯物主义路线的“工作对话”。需
要说明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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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按照唯物史观的工作总要求，研究方法的规定性在于以实践逻辑工作寻求“本质
对现象的关系”。这里又分成两个阶段的工作规定：（1）调查法——这是历史研究层面的规
定；【注：调查的是质对量的关系、内容对形式的关系、本质对现象的关系以及对象的各种发
展形式。】（2）发生学工作逻辑——思维学层面的机理探究。【注：突出了联系的观点和发
展的观点的统一。】两个阶段合成起来构成“现象返归本质”和“从本质到现象”的完整性的
工作路线。然则，“在这种情势下，研究方法即是说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遵循‘历史学规律的
方法’，即全部的研究必须是历史感和实践态的。”【注：许光伟. 论《资本论》的研究方法
与叙述方法——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8（5）: 33-44.】这里
突出体现的是“马克思关于历史科学研究的构图”，突出的是“规律的方法”；亦即是说，“历
史是实践与科学的内在统一，从而生成科学的系列过程：哲学、辩证法……具体科学（知识）、
方法；后者作为作用中介，同时驱动认识论和逻辑乃至理论和方法论之间的互动过程。”【注：
许光伟. 论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构图[J]. 江汉论坛，2011（1）: 26-32.】而“所谓研究规范指
政治经济学的‘内容’，相应，所谓叙述规范指政治经济学的‘形式’”，“内容决定形式，
内容生成了自己的形式，由此产生‘方法论→理论’的生长规范。”【注：许光伟. 论马克思
企业理论的构图[J]. 江汉论坛，2011（1）: 26-32.】
第二，在方法论规定上，研究过程是“实践逻辑启动批判逻辑”，继之的叙述过程则是
“批判逻辑内在启动理论叙述”。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对物象经济学范畴的批判，并且也是
关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体系批判。 显然，科学抽象法不应当是解释世界意蕴的，它的重建方
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行动；【注：“于是科学抽象法被总结为‘具体→抽象→具体’是满
足了‘体系辩证法’和唯物主义逻辑学的要求，立足的是‘逻辑自洽’的解释。其实如果立足
思维学的话，那么马克思说的研究方法依《道德经》的用语而言，应该是‘道→物→象’：以
自然科学的研究而论是‘物质→物质技术方式→生产力’，以社会科学的研究而论是‘生产力
→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相应，叙述方法是‘取象比类’。”“而归根结底，研究方法和叙
述方法是统一的，在具体应用环节又是‘两位一体’乃至‘一体不离’的。”（参见许光伟：
《论生产一般的思维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启示》，《湖北经济学院学
报》2019 年第 1 期）】也因此，同时是对理论体系的叙述和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
这是“范畴的方法”对于“规律的方法”的工作接续。亦即，它要求全部贯彻这样的认识论上
的知识生产任务：“批判的知识理论生产所要求的‘研究’是抽象型和具体型的结合，不在于
把握抽象规律，相反在于把握各种具体规律，把握规律的总体性。”【注：许光伟. 论《资本
论》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8（5）:
33-44.】工作的基本规定是批判，这是由研究过程内生的科学叙述规定。然则，叙述过程的工
作实质在于以“本质对现象的关系”规定“抽象对具体的关系”。相应，叙述方法的规定性可
以说就在于以“本质对现象的关系”（研究内容）进一步规定“抽象对具体的关系”（认识形
式）。
第三，对《资本论》的工作体系而言，其之所以将思维科学作为“联系的中心（规定）”，
在于“研究”对“叙述”的工作规定的内在化，而与“叙述”完全落在了逻辑学和知识论的领
域内不同，“研究”本质上属于“思维学”的规定。然则，政治经济学批判必须作为贯穿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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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线索”，它统一了思维学与逻辑学的规定，相应也就统一了研究过程和叙述过程。基
于此种意义，“在整体逻辑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可归纳为知识逻辑的‘四象’——
‘历史实践批判’‘社会总体批判’‘内在理论批判’‘全面认识批判’。”【注：许光伟. 政
治经济学批判的多重规定与研究意蕴——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J]. 当代经济研究，2018
（11）: 5-14.】批判既作为“研究”，也作为“叙述”，以致引出发生学机理的“四象”：
历史发生学、系统发生学、现象发生学以及与之相适合的认识发生学。【注：对于政治经济学
的学科方法在“知识论”的意义上是什么、形成其体系的工作逻辑究竟是什么、尤其是究竟采
用何种恰当的表达方式等问题，尽管众说纷纭，甚至可以说，各种意见和解说方案的分歧是很
大的，但“有件事必须谨记：《资本论》既是经济学，也是政治经济学，同时也是政治经济学
批判。”（参见杨照：《资本主义浩劫时聆听马克思》，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年，第 70
页）】显然，统一它们的仍然是“辩证法”。【注：一些读者肯定要抱怨这里做出的这一“文
化预设前提”。但就“历史辩证法”而言，正如有读者可能从政治角度对儒家文化并不看好，
尽管如此，《资本论》中也可能同样包含了“孔子和马克思的共同面”，因为，“《资本论》
是以人逐渐远离原初真实的顺序安排的。从‘使用价值’堕落到以‘交换价值’定义商品，再
堕落到将自己的欲望让渡给‘拜物’（fetishism）冲动，再堕落到以金钱涵盖一切价值，再
堕落到金钱又从交易计算工具上升为主宰，也就是‘资本’的出现。”而以“发展观”看问题，
可能视角会完全地不同。“金钱本来是人用来购买物品的，变成‘资本’之后便倒过来，变成
以金钱来购买人，将人化为‘物’，为换取更多‘资本’而服务。‘资本’是主人，人反而成
了服务‘资本’的奴仆。”这可不就是“物性”（生产力）的彻底胜利吗？可见，文化类型不
同，理亦相通；政治观相左，但思维原理是一样的。所谓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行动规定的
中国人”而言则是这样的：“这是‘失乐园’的故事。人从原初的天堂被邪恶的力量诱惑，离
开了天堂，然后就一步步堕落，距天堂越来越远。像宗教的‘失乐园’论述形式一样，马克思
不仅整理出了人一路堕落的过程，还鼓励大家寻回乐园之路，指引大家一条通往救赎的办法。
这就是马克思想要改变世界，让世界回归‘异化’前原初状态的庞大计划。多数人都已经习惯
了‘异化’后的堕落人间，马克思却拒绝接受，也拒绝遗忘在堕落人间之外，其实还有种更纯
粹的存在方式。”（参见杨照：《资本主义浩劫时聆听马克思》，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年，第 91-92 页）】而进一步从本质上看，如上指出，辩证法应作为思维学的“全体思维形式
（规定）”。
第四，在既成的工作困境中，“思维科学”始终是教科书体系难以逾越的学科领域。盖
因政治经济学批判没有被作为“特殊思维学”对待，所以，对于“辩证法”须要认识到，它确
实是一个全体方法的规定。【注：这是王亚南《资本论》方法的核心观点。也就是说，“把辩
证方法看为总的方法、基本的方法，其他一切的方法，总是从属于辩证方法的，在辩证方法的
指导下，对所研究的总的对象的某些方面、某些场合，作着较为具体的处理的。”按照王亚南
的认识，“马克思应用于《资本论》中的这些逻辑方法只能说是‘从属’于辩证方法的方法，
因而是具有‘局限性和片面性’的方法。”（参见林京耀等：《对王亚南同志<再论资本论的
方法>一文的商榷》，《哲学研究》1963 年第 4 期）】也是因为对这个工作规定有了肯定，马
克思坚持把《资本论》视为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成功的运用。思维科学是从辩证法中
生发出来的，但不限于认识论本身，主旨是建立全面系统而开放的方法论研究，这可以说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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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确的学科内涵定位。迄今为止，逻辑学是思维科学中唯一比较成熟、成系统并面向实证科
学领域的一门科学，尽管如此，必须看到：“列宁所强调的‘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
论’，它们不必要是三个词，从统一性来说，‘它们是同一个东西’。这里的‘同一个东西’
应该指的就是‘理论思维科学’工作规定。”【注：许光伟. 论生产一般的思维学——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启示[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9（1）: 5-21.】因为，通
过有效的工作取得三者内涵的一致性乃是思维科学的“题中之义”。而在当中，首先是辩证法
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内在结合，必须切实体认到，“唯有秉持这种批判学科的认识论，方能贯
彻列宁所说的：作为‘同一个东西’的‘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它们都应用于
同一门科学。”【注：许光伟.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多重规定与研究意蕴——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J]. 当代经济研究，2018（11）: 5-14.】社会历史领域内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规定从
内部工作机制上实现内在性结合，在方向上是实现“辩证的认识论”；所谓：“辩证法也是马
克思主义认识论”，“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本质。” 【注：列宁. 哲学
笔记[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410.】然则，“列宁所强调的‘问题的本质’，指的是
不能把辩证法‘当作实例的总和’，而必须从‘认识的规律（以及客观世界的规律）’去理解
辩证法，也就是从作为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去理解辩证法。”【注：
孙正聿. 列宁的“三者一致”的辩证法——《逻辑学》与《资本论》双重语境中的《哲学笔记》
[J]. 中国社会科学，2012（9）: 4-27.】扼要而言，成果就是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批
判工作方法”。所以必须理解到，“马克思《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不
是‘政治经济学’。这也就是说，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并不仅是‘提出一种全新的、
独特的经济理论’，更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
义上阐释《资本论》的‘科学性’，论述它如何迥异并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注：庄忠
正. 《资本论》的“科学性”[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2-22.】
第五，思维学的起点是批判起点的规定。然则，“马克思《大纲》中批判本体论的出发
点是关于生产一般的本体论。最具体意义上的生产总是历史的特定生产，也就是说，总是社会
发展特定阶段的生产。尽管如此，对这些特定方式的理解会导致一种更为一般和抽象的构想，
也就是关于‘生产过程一般’的构想，‘它是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也就是没有历史性’。”
【注：默斯托. 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 周年[M]. 闫月梅等译. 北
京：人民出版社，2016: 140.】这样的起点规定有利于“主体批判”与“客体批判”规定性的
熔炉。然则，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唯生产力论的区别在于：唯生产力论只是试图从物质生产力
上解释人类发展，把社会存在只理解为物质存在，而忽略卢卡奇强调的“社会存在的本体特性”
研究。这种思维方式与费尔巴哈的物质自然客体观有着一致性，在社会观上则归属于客观唯心
主义的思维方式。从而，“实践态的辩证法从批判工作出发，解决了起点规定之‘形而上’问
题”，说到底，“批判的起点、发展的起点、历史的起点——三者的统一性，意在消弭‘纯逻
辑起点’之理论假说。”【注：许光伟. 论《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纪念马克思
诞辰 200 周年[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8（5）: 33-44.】所谓：“马克思对其考察对象的
历史特性的强调与他的批判分析的出发点问题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而可以认定，“包括
马克思的主张在内没有任何主张具有普遍的、超历史的意义。”“因此，不能按照笛卡尔的方
式将批判分析的出发点建立为在一种据称毋庸置疑的、适合于一切历史时代的真理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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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反，这种分析的出发点必须是历史的、具体的，必须是对作为这种分析的背景的特定历史
形态（而言）的一种特定的历史分析的核心。”【注：默斯托. 马克思的《大纲》——《政治
经济学批判大纲》150 周年[M]. 闫月梅等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79-180.】
第六，必须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批判说到底是一种科学研究规范，它是使社会历史领域
内的“唯物辩证法”成为根本的研究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学科规范”。这使它得以从一般意义
的辩证法体系中“工作游离”出来，在社会历史研究领域保持了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成为
“特殊思维学”的规定和工作批判方法。这样的学科位置和中华《道德经》（作为“一般思维
学”的规定）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地位诚然是一致的。然则，《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
判在工作线索上所执行的任务，也就是促成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逻辑的结合。所以恩
格斯强调：一旦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科规范从唯物史观域内的唯物辩证法体系中单独出来，
“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
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造成一种结果，“现
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注：马克
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57.】这里，恩
格斯所谓独立于实证科学的“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指的即是“批判的知识理论（逻辑）”。
【注：“所以，马克思使用的‘Wissenschaft’强调实现概念、本质、存在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与以形式逻辑为思维方式的‘science’有质的区别。”它着眼于“真正的实证科学”，所以，
“虽然‘Wissenschaft’具有了实证性，但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实证科学或实证主义，它‘批
判地分析既成事实’，是一种批判的实证主义。”（参见庄忠正：《<资本论>的“科学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 年 2 月 22 日）】《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实际是对该种
工作典范的一个锤炼，也就是确认，“劳动二重性的发生学结构——特殊和一般、‘个别’上
升到‘一般’、发生的批判的规定、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性质，亦即所谓的第 I 结构、第
II 结构、第 III 结构和第 IV 结构，乃是构成了《资本论》创作的直接结构形式、总和结构形
式、一般结构形式和历史辩证法的形式。”【注：许光伟. 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思想史再发
掘——兼析《资本论》结构发生的秘密[J]. 东南学术，2017（2）: 49-59.】亦即，政治经济
学的方法可确定为以“批判”为工作领衔的学科方法运用体系以及以“发生学”为工作逻辑
展开的知识体系。从实践逻辑到发生学研究，复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思维学研究，所贯彻者，
是把“生产关系”同样作为研究方法的规定来看待。表明：真正的逻辑亦是超越“神秘主义”
的，然则，对于中国人而言，唯物史观究竟如何理论描绘呢？一言以蔽之，走出“思维的神秘”，
走出“逻辑学的建构”，乃至走出哲学构图的“体系辩证法”，向历史实践索要“抽象力”规
定，以“认识的解密（行动）”完成对知识论或存在论之完美一击，——此为实践研究方法导
向的“生产一般之思维学构图”。
二、对象思维形式：马克思从黑格尔《逻辑学》批判性继承的遗产
一般而言，思维形式的研究是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盖因黑格尔确定“绝对的东
西是纯粹存在”，强调：“纯粹存在构成开端，因为它既是纯粹的思想，也是单纯直接的东西，
而最初的开端不可能是什么经过中介的和进一步得到规定的。”【注：黑格尔. 哲学科学全书
纲要[M]. 薛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3.】这或许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
6

“生产一般”的思想根据，又或许是新古典“理性人假设”最终的思想凭靠。因此往深处思考，
黑格尔的《逻辑学》其实就是旨在将思维过程神秘化，方便于为“绝对理念的上帝说”提供理
解地基。可以说，“《逻辑学》整体是从客观到主观（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从主观到
客观（概念论内部）这样的双重结构所构成，最后在终极理念上达到主客观的统一。前面从客
观到主观的过程是由上帝产生自然，然后创造人类。后半部分是从主观到客观，最后达到理念，
人类从自然史诞生，在人类史中逐渐产生自己的神。”【注：内田弘. 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
大纲》的研究[M]. 王青等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6-27.】据此，黑格尔确
定和强调：“逻辑学是研究纯粹理念的科学”，盖因“所谓纯粹理念就是思维的最抽象的要素
所形成的理念”，又可进一步推论：“逻辑学是研究思维、思维的规定和规律的科学。”黑格
尔是这样系统地阐述这门科学的：“只有思维本身才构成使得理念成为逻辑的理念的普遍规定
性或要素。理念并不是形式的思维，而是思维的特有规定和规律自身发展而成的全体，这些规
定和规律，乃是思维自身给予的，决不是已经存在于外面的现成的事物。”【注：黑格尔. 小
逻辑[M]. 贺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63.】
黑格尔的“一般”概念具有形而上学和道德哲学的双重含义，马克思替代以对象思维形
式。【注：那就是“通过改造和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试图要揭示价值获得客观性的前
提是什么，并寻找扬弃价值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一般’是获得了自身全部规定性的概念，相
应地，‘资本一般’指的是实现了自身所有规定性的资本。”（参见王嘉：《“资本一般”与
马克思对辩证法的改造——基于“1861-1863 年手稿”的再研究》，《西部学刊》2017 年第 8
期）“围绕‘资本一般’概念的提出和消失过程，可以简单结论如下：（1）尽管马克思自称
在价值理论一章中卖弄黑格尔的表达方式，但从‘资本’的‘一般性’、‘特殊性’、‘个别
性’的讨论来看，马克思是在加工整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验材料过程中‘重新发现’
辩证法的。（2）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结构计划调整中，最终放弃‘资本一般’的提法并用‘三
卷四册’计划来代替‘六册计划’，也蕴含着辩证叙述方法的调整，或者说对‘资本主义生产
过程’从抽象到具体辩证展开的新的理解。”（参见周嘉昕：《从<大纲>到<资本论>——基于
马克思创作过程的当代理论分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 年第 6 期）】
这解释了资本一般的“提出”和“消失”。【注：对象思维形式——资本的对象思维形
式，从而生产对交换的关系、生产对分配的关系、生产对消费的关系，必须视为资本一般的内
部运动构造关系，以致，资本总公式必须作为“思维学”的理解事件，作为对象思维的合成，
从中内生客观知识“W=c+v+m”。因此，“要准确地理解‘资本一般’概念在马克思政治经济
学批判中的地位，必须摆脱以往将‘资本一般’概念思辨化、抽象化的倾向。”“综上所述，
‘资本一般’概念包含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完整逻辑和唯物辩证法的完整运用，是马克
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和完善。”（参见王嘉：《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资本一般”概
念——基于“1861-1863 年手稿”的再研究》，《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4 期）】
然则，“思维的特有规定和规律自身发展而成的全体”又是什么呢？众所周知，《资本
论》是以“商品的两个因素”为工作开端的，这是黑格尔眼中的“思维本身”，但在马克思看
来，它们是思维的全体规定【注：既是分析与综合、分类与比较，也是归纳与演绎、抽象与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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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是这些思维过程的全体规定。】，同时也是“社会历史本身”（辩证法的规定）。对于商
品社会而言，这是总体的历史世界的存在和总体的思维存在。分析经济形式必须用“抽象力”，
这个规定即指“对象思维形式”。于是可以说，“抽象力言明了‘思维本体’”，“然则，‘思
维本体’也就在于指示‘思维与存在同一’的思维规定性，即客观思维的规定性。”【注：许
光伟等. 马克思“抽象力”理论规定本根与溯源——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J]. 东南学术，
2018（4）: 12-25.】马克思在“生产一般”体系中找到了“商品的两个因素”的思维对应
物——劳动一般和资本一般；它们反过来确证“两因素的运动和构造”乃是生产对象的一个工
作侧面，体现生产一般的历史实践态的性质。
【注：“生产一般”用《道德经》工作术语表达，即“道生一”的规定，然则有“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无独有偶，马克思强调的正是这样的思维模式：“如果没有生产一
般，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生产总是一个个特殊的生产部门——如农业、畜收业、制造业等，
或者生产是总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4 页）关于
这层意思，冯友兰先生是这样解读的：“所谓义理之天，常含有道德的惟心的意义，特非主持
道德律之有人格的上帝耳。《老子》则直谓‘天地不仁’，不但取消天之道德的意义，且取消
其惟心的意义。以为天地万物之生，必有其所以生之总原理，此总原理名之曰道。”“由此而
言，道乃万物所以生之原理，与天地万物之为事物者不同。事物可名曰有；道非事物，只可谓
为无。然道能生天地万物，故又可称为有。故道兼有无而言；无言其体，有言其用。”所谓“此
二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此二者’，即有无也。有无同出于道，盖即道之两方面
也。”更有后来《庄子·天下篇》云：“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然则，“常无常有，
道之两方面也。太一当即‘道生一’之一。”（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03-104 页）】
从而往深处讲，“商品的两个因素”本身即是思维形式，是作为全体规定之思维形式。
充分表明：对象的思维形式规定——把对象作为思维来把握，同样是客观的，具有“客观实在
性”，决不是神秘的纯粹理念，是具有现实性内涵的社会历史存在，是认识规定的“化身”。
进一步，如果说黑格尔的逻辑学研究表明了思维的抽象特质和思维形式最终呈现为“思想具体”
的特点，那么，必须认识到思维又是一种特定的存在，是特定的历史过程的规定和大写字母意
义的认识存在形式，——在这一点上，应当坚持将对象思维规定和一般的逻辑思维规定区分开
来。【注：逻辑是单纯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如上指出，逻辑思维总是和具体思维的形式和
过程联系在一起。对象思维则是坚持具体思维形式和思维方法的合对象性，是思维的总体运用
方式，是主观思维对客观思维的关系，因此，具体思维形式相对于对象思维而言，是使自身获
得客观总体性，即相当于马克思说的“从个别上升到一般”。】“这正是思维学的特征……政
治经济学批判的思维体式是‘道·象·识’。”【注：许光伟. 论生产一般的思维学——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启示[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9（1）: 5-21.】
但是资产阶级评论家根本不了解这些，“当然大叫什么黑格尔的诡辩”，认定：“研究
方法是严格的实在论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注：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0.】黑格尔通过“逻辑学”把思维带向神秘。马克思的
工作做法是与之相反。马克思以“商品”为开端，目的是和抽象力的研究规定结合，目的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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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本身同样视为客观思维和总体思维的规定。这一工作结果是执行“六册计划”的产物，而
“六册计划”本质上是历史科学的工作线路，所谓：“《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和《资本
论》四卷总结构，在工作上实际就是历史向度的‘科学取象’的关系”，而如此一来，可以说，
“《资本论》建立了‘物的科学’批判与‘事的科学’批判的伟大统一，这就使我们能够从过
程规定上来理解‘历史对象’。”【注：许光伟.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多重规定与研究意蕴——
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J]. 当代经济研究，2018（11）: 5-14.】因此，“两因素说”是客
观针对了长期以来流行于资产阶级理论家意识中的一种辩护性解释：“所谓‘价值’，只不过
是人们的某种符合自己的社会共同活动被物象化作为客观的某种东西假象性地呈现出来的东
西而已。”【注：广松涉. 物象化论的构图[M]. 彭曦等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45.】
针对此“物的解释学”，马克思却要大声地说：“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是具有客观真
实性的理论形式”，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考察其它的生产形式，我们就会看到，在当前
时期使劳动产品模糊不清的一切神秘性都立即消失了。”所以在这一点上，劳动二重性形成对
于资产阶级物象观的历史实践批判，从中崛起“科学高峰”。也因为“它们反映着现实的社会
关系，不过这些关系只属于商品生产成为社会生产方式的这个一定的历史时期”，所以，“仅
仅对于这种特殊的生产形式即商品生产来说，下述情况才是合理的：极不相同的劳动的社会性
质就在于它们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并且这种特殊的社会性质采取一种客体的形式”，即
“劳动产品的价值的形式”。然则必须认识到，这种形式决没有消除劳动在社会表现上的物的
外观：“没有消除使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物的性质、产品本身的性质的幻象。”自然规律于
是强制性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可以说，“价值量由劳动的持续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价值
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这个秘密的发现表明，价值量并不像表面上可以看到的那样是偶然决
定的，但是，这一发现并没有消除那种把这个量表现为物与物之间、劳动产品本身之间的量的
关系的形式。”【注：马克思. 资本论（法文版）[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54-56.】
对象思维的财产学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象特点——由商品生产商品——所决定，然
则，起点规定必须由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科规定来解析。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线索考察商
品社会，得到的写作题目其实是“资本一般——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范畴和体系的批判”，换言
之，就是“客观批判”和“主观批判”以及它们的工作统一。
【注：以“客观对象”为思维，这是对“思维起点——批判”进行意义解析的唯一正确
途径，根本不同于把“阶级意识”作为思维规定，进而当作分析起点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做
法。但同时也要避免过度倚仗黑格尔的“逻辑学”，而把思维带向神秘，因为实际上以中国人
观点看，起点规定即“太极”（始源的运动规定）。这样在工作内容上，《资本论》必须判定
为进行“实践地历史批判”、“总体地辩证批判”、“内在地理论批判”以及“全面地认识批
判”的一个系统批判的科学。所谓“思维即在于揭示出对象的真理”，乃是在于肯定“批判”
的起点规定，一言以蔽之，作为对“科学的开端”的寻求，批判是认识起点，把握“一般的抽
象”思维形式。从而作为“辩证法工具”，“批判即需要一种普通意义的反思……在这种方式
下，思辨哲学的理念自将固执在抽象的定义里。”因为，“人们总以为一个定义必然是自身明
白的、固定的，并且是只有根据它的前提才可以规定和证明的”，但是，“一个定义的意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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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必然证明只在于它的发展里，这就是说，定义只是从发展过程里产生出来的结果。”（参
见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贺麟译，1980 年，第二版序言，第 7-8 页）】
因此，当内田弘提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导言相当于《逻辑学》的概念论”时，
委实指示《导言》对“主观逻辑对客观逻辑的工作关系”的高度重视，而非就是《导言》直接
提供了概念形式和知识形式。总之是说：“从结论来说，马克思在《大纲》中，对黑格尔《逻
辑学》做了系统性的活用。”【注：内田弘. 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M]. 王青
等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2.】马克思以“商品”为工作开端，是确立科学
研究的开端，从中找出分析起始的规定、历史起始的规定、逻辑起始的规定在批判工作上的一
致性。因为单单涉及“前史”，资料浩瀚，就难以穷尽，而唯有“全体规定的思维起点”才能
根本解决问题，简略而言，就是寻求贯穿全程的“发展规定”。它所内生的学科规定就是要求
以这个“全体规定的思维起点”为起始，并内在对接“前史”和“资本的正在发生史”；换言
之，这个整全意义的起点规定乃批判学科所独有的“商品批判（规定）”。
【注：“人类迄今为止的经济形态包括产品社会和商品社会两种构造：一者遵循‘产品
批判→劳动批判’路径，一者遵循‘商品批判→资本批判’路径；一者是立足人的身份本位的
劳动过程文明规划，一者则是立足劳动本位的对‘物的世界’的构建与超越。因此，如果有人
要问《资本论》的对象是什么，那么，我们显然回答的是‘商品生产关系’，即它不是以一切
人类经济形态社会的生产关系为对象，而仅仅是锁定在商品经济形态的对象上。”（参见许光
伟：《<资本论>的艺术高度：社会客观批判——关于“商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历史辩证
法》，《当代经济研究》2016 年第 1 期）】
然则，从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就实现在政治经济学中了。在商品的两个因素当
中，价值自然不是首先作为“知识和概念”的形式的，而毋宁说是作为“批判学科”的基础规
定而提出的；它描绘了“实践态”的辩证法概念，政治经济学批判据之判定为“学科方法”与
“工作逻辑”规定性的合成。
这样看来，和通俗阅读作品仍旧不同，《资本论》直接面对的不是事实现象，乃是透过
“政治经济学批判”整理出来的立在事实背后的“真”“假”逻辑；从而也就与通常所说的教
科书不同，所提供的不是直接应用的概念知识，而是“历史知识”。一般而言，正是由于把《资
本论》实体内容认定为“抽象上升到具体”，满足了一种“逻辑必然性”：“逻辑必然性就在
于事物的存在即是它的概念这一性质里。只有逻辑的必然性才是合理的东西，才是有机整体的
节奏；它是内容的知识，正如内容是概念和本质一样，——换句话说，只有它才是思辨的东
西。——具体形象在使自己运动的同时使自己变成为单纯的规定性；从而把自己提高为逻辑的
形式，并存在于它自己的本质性之中，形态的实际存在仅仅就是这个运动，并且直接就是逻辑
的实际存在。因此，根本不需要给具体的内容外加上一个形式主义；具体内容本身就是向形式
主义的过渡，不过这里，形式主义不再是那种外在的形式主义了，因为形式就是具体内容自身
所本有的形成过程。”【注：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上卷）[M]. 贺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 38-39.】与之相反，马克思的“商品的两个因素”乃是对思维客观总体规定的还原，是
力图以一定的工作程式使逻辑形式（思维方法或具体思维形式）上升为总体思维形式。换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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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科学开端的问题上采用的是“实践的态度”——发生学路径和批判工作逻辑。这就是
他反复强调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然
则，唯有在实践中人才能证明自己思维的历史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
维的此岸性”，而“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注：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5.】
和实践活动历史地结合一体的思维规定，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保持思维的客观性。
也因此，以“商品”为科学开端，就是建立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的“历史对话”。于是，黑格
尔解构康德之处是以“存在”置换“知识”。要之，是认识到：“对康德而言，认识的根据根
本取决于在进行认识活动的主体，这样，认识对象就会被有效限定在认识条件所选定的范围内，
认识什么、不认识什么全由认识者决定。”【注：许光伟. 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
理论大纲（修订版）[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23.】对此，黑格尔提出“批判
哲学”的革命性任务：“哲学的任务只在于使人类自古以来所相信于思维的性质能得到显明的
自觉而已”，“所以思维即在于揭示出对象的真理。”【注：黑格尔. 小逻辑[M]. 贺麟译. 北
京：商务印书馆，1980: 78.】正是借助这一思辨性认知活动，黑格尔成功解构了“历史”，
赋予“绝对的抽象（规定）”崇高之理论地位。同时必须肯定，“这是一种综合思维的历史行
动力。”【注：许光伟等. 马克思“抽象力”理论规定本根与溯源——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J]. 东南学术，2018（4）: 12-25.】并且也可以说借助辩证法的认识工具，黑格尔同样
解构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替换以“纯粹存在批判”的工作路径，因为，“康德与黑格
尔毕竟不同：后者实际致力于使抽象上升到具体，前者仅仅试图从抽象推出具体”，——以至
于，“如果说黑格尔的理性是纯存在的规定，康德的理性则是纯知识的规定。”【注：许光伟.
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45.】
马克思解构黑格尔的理论目的是回归“历史实践活动”。其意味着马克思将开展的政治
经济学批判研究活动决不是什么范畴的“演绎法”，相反，它将导引向决定范畴的那些质性规
定的历史材料的研究。“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
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
“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而后者
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因此，“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
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如果这个被遗忘了的辩证
法从‘纯粹思维’的观点出发就已经得出这样的结果，而且，如果它轻而易举地就结束了过去
的全部逻辑学和形而上学，那么，在它里面除了诡辩和烦琐言辞之外一定还有别的东西。”【注：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531.】
马克思的进一步工作是——“事实上，‘抽象存在’是黑格尔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合
流’的产物，马克思正是通过批判黑格尔的抽象存在’，实现了辩证法对形而上学的无情地批
判和彻底地终结。”【注：高岭. 论作为《资本论》逻辑起点的商品的性质——兼与罗雄飞教
授商榷[J]. 当代经济研究，2015（7）: 36-43.】同样从总体上看，这正是马克思对于黑格尔
的“工作解构”。马克思由此果断终结了康德尚未走完的基于纯粹理性批判的“知识构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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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盖因固执于资产阶级理论科学话语，康德势必产生理想的知识论工作诉求，试图背离存
在与认识统一，其结果是丢弃真实的存在者（规定）。所以，《资本论》首章确定的是关键性
历史的“若干工作条目”，以满足对“道（客观规定）·象（总体规定）·识（认识批判）”
一体性规定进行工作浓缩的需要。从而，如果“把简单商品生产看作是外在于资本主义商品生
产，就是否认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这个生命有机体是从其他生命有机体发展而来的，否认人类历
史是一个从低级的社会形态向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进化发展，这就错了。”“这是潜在地将
‘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对立起来，割裂了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
产的内在联系。”【注：高岭. 论作为《资本论》逻辑起点的商品的性质——兼与罗雄飞教授
商榷[J]. 当代经济研究，2015（7）: 36-43.】这诚然是批判工作所需。同时说明唯有将上述
二者视为同属于相同类型历史有机体之“社会生产规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规定才会
得到圆满性的诠释，总领该种规定的又恰恰是“历史地批判”和“辩证地批判”。
据此，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确立为以“批判”为领衔的学科方法工作体系，而又必
然以“发生学”的总体性逻辑为知识维度展开。总之，这是一开放型的历史构筑体系。“藉此，
资本的‘多维’面相得以呈现出来。”“资本的逻辑（规定性）”从中突显出来，资本逻辑成
为资本主义的“绝对精神”，它试图“预设和安排着世间的一切”，“按照自己的意图创造着
世界”，而又“可以说，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副标题的《资本论》即是一部资本批判的著
作。”从中不难看出，“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由资本逻辑在管控的社会”，“由此，马克思
的‘资本批判’实则是对资本的‘资本主义应用’的批判，而非字面所示的对资本的批判。”
【注：付文军. 资本、资本逻辑与资本拜物教——兼论《资本论》研究的逻辑主线[J]. 当代
经济研究，2016（2）:19-27.】并且总起来说，“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
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
【注：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532.】
三、“生产一般”为什么是《导言》的总架构
一般而言，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科学”包含了两个工作组成部分：通常所说的“经济
学原理”以及应用逻辑基础。然则了解上述以后，我们清楚地知道，“生产一般”为什么可以
是《导言》的总架构和总安排了，盖因所针对的是“原理”的生产；而由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学
科按其本性来说是确保历史科学和思维科学的工作合一，于是，《导言》必然是由政治经济学
批判的学科规定出发的。换言之，《导言》所采用的指导思想不是“哲学”，而是“政治经济
学批判”，所以，它一步就跨向了以批判的规定为方法论学科基础的思维科学研究领地。从物
质生产实践活动追问思维形式，而不是黑格尔的逻辑学语义，盖因马克思所面对的不是既定的
现实的世界，而是一个历史世界，是一个不断发展和不断进行自我批判的历史世界的工作规定。
以此观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科规定实际就是实现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结合的内在的中
介。这样，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马克思必须坚持“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去努力抓取历史实践
活动的一以贯之的工作线索，作为批判工作始源的规定。盖因毋庸置疑，“知识社会和历史的
特性的经常被‘事实形式’所掩盖，就像‘价值形式’掩盖劳动的社会性质一样。古典政治经
济学自然的原子论化的事实是劳动异化形式的最佳同伴。”【注：布朗等. 批判实在论与马克
思主义[M]. 陈静等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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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导言》第一节的分析确实发现了资本形式的严重的被认识曲解和误读的问题。
背后的逻辑冲突是“批判规定的对象思维形式”和“非批判的对象思维形式（规定）”之间的
工作对抗，如发生在马克思提到的“生产一般”和资产阶级经济学所推出的“个人一般”或
“生产的一般条件”之间的那种情形。为了根本克服这种冲突，个别现象及其总和必须被提升
到“总体现象”高度予以考察，而且必须是依据总体现象来对客观性的内涵做出判断。这样，
第一节的分析中有一个重要的结论：生产一般本质上是“世界历史”和“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
的生产”两重规定的统一。“然则，所谓思维学，就在于确定对象思维规定，那么对历史唯物
主义的涵义而言，对象思维是探究物质资料生产‘必由之出发点’规定。这样就可从物质生产
中以批判的方式引导出生产关系，实现对其客观规定的全体性把握。”【注：许光伟. 论生产
一般的思维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启示[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9
（1）: 5-21.】亦说明即便局限在第一节的分析，资本的对象思维形式的规定也已经锚定在生
产一般规定中了，一言以蔽之，生产一般不是直接的知识，不是概念形式，甚至不是形式逻辑
的规定。
如果把《导言》第二节内容和《资本论》第二卷进行对照，则可以发现，构成生产一般
总体性的思维规定恰恰就是“社会再生产”，而在商品社会中，实际上唯有资本一般能胜任这
一角色。这迫使第三节的分析中，马克思必须更多从正面来探讨“资本一般”的思维价值和逻
辑思考的特性。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方法的特质是以“思想总体”【注：也即思维总体
和思维具体，或可以称为“思维形式总体”，是对象思维形式按照批判组织起来的客观总体的
规定——辩证的认识和批判的知识，是对客观发展规定和社会总体机制进行思维加工的结果，
因此可以说，它是对象规定以批判为线索中介与思维形式结合的产物。】再现“生产总体”和
“具体总体”，“换而言之，这是一种主体和客体、历史和逻辑、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以
及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相一致的方法。”【注：颜鹏飞等.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经济学提纲”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J].当代财经，2011（1）: 14-22.】所以在生产一般的
规定中更多地强调“资本一般”的因素，如“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工作线索规定），
有利于实现对“范畴的方法”的解析。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在对象思维形式上“资本一般”将
要完全取代“生产一般”呢？马克思的《导言》完整的设计思想根本否决了上述想法，因为在
他看来，第四节在内容上恰好是向“生产一般的对象思维形式”回归，以根本实现“从个别上
升到一般”，而且对象在思维上的总体规定最终也必须由这一节内容所内含的学科基础的客观
性所决定。
因此，《导言》第四节也可以说是旨在提供客观性依据，其实质是实现对主观与客观关
系的全面解答。第 1-3 节的内容都是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而且也可这样把握“五篇计划”的研
究思路：
I．

对象思维形式：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历史对思维的关系——研究过程的规定）

II． 对象思维形式总体：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思维对语言的关系及理论与
实践展开——叙述过程的规定）
III． 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之一：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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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之二：生产的国际关系
V．

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之三：世界市场和危机

叙述方法一般被视为是“体系构筑的方法”，但是，马克思恰恰在这里提供了“实践态
的思维模式”。因此如上指出，它不能仅仅被看作是“思维的结构”，而毋宁说成“对象的规
定”和“思维的结构”的统一；所谓“道中有象，象中有物”（有象有物），然则，《道德经》
将这种象下有物（客观事物）的思维原则界定为“道象一体，象物不离。”
【注：思想总体最终表现为一定的逻辑顺序，但它不是以逻辑顺序为先决条件的；同样，
它表现为“思维的结构”也不是形式上的，是工作内涵上的批判的结果，是运用对象思维形式
进行批判性思考的结果。从而，全面地涉及到对象的产生、发展及其各种变动与社会构造的过
程和形式，产生规律的认识（批判方法）和范畴的方法（工作组织方法）。对象→对象（天）
与思维（人）的工作合一（天人合一），总之一句话，道和象、历史和认识在这里是高度规定
统一的。】
“设计”是大象无形的，第一篇旨在以思维把握对象，落实客观的规定（道）和规律的
方法；第二篇旨在以思维总体把握研究对象，落实总体的规定（象）以及在思维中把握资产阶
级经济社会“客体存在”的范畴的方法，同时解决“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
生产形式的关系”问题；3-5 篇，阐述“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其中主要是关注资
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经济生活系统中是如何生成“对象的思维形式”规定的。归根结底，“整个
思维学在机制上表现为‘生产一般的展开’：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从而资产阶级
经济制度的特殊规定性被彻底把握住了，也可以说，‘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作为辩证认识论
是从生产对象的客观思维规定中被‘认识’提前的，整个过程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主观
逻辑（认识的发展）与客观逻辑（世界史的形成）的工作统一。”【注：许光伟. 论生产一般
的思维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启示[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9（1）:
5-21.】“这种新型的‘知识的意义态’帮助马克思寻求到了思维活动的‘本体’（历史——
总体思维），寻求到了思维形式的运动和构造（总体思维——具体思维形式），而这又是走出
‘思维派系主义’的总根据。”【注：许光伟. 论《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纪念
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8（5）: 33-44.】
然则，这是主观形式与客观内容的高度性合一，运用辩证法组织结合的三种形态：“史
书形态→逻辑形态→知识形态”，乃是完成从规律到范畴的方法上的架构性建制（因为工作条
目结合的体裁就有利于凸显“规律的方法”及其和“范畴的方法”的结合），——后来的“六
册工作计划”无疑是更加强化了这一点。“现在的问题是，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契合的工作体例
和著作形式是什么呢？应该就是条目体。这种体式遵循的是史书体裁，强调通史或断代史意义
的‘纪事本末’，在记述上努力实现‘纵不断线、横不缺项’。”这是对“事”的综合反映，
“由此可见，《资本论》是兼容了章节体和条目体的综合类著述，创造性地保留了形式逻辑。
在学科定位上，马克思更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解释力’。表现在：对前者马克思把握以
‘唯物主义反映论’，对后者则以‘辩证记述’统领。如第一卷中，凡涉及对‘知识逻辑运动’
的安排，马克思一般均采用‘质→量→形式→规律’的叙述体式，即先以‘质’和‘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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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内容规定的阐述，继以‘形式规定’的解析与讨论，最后从事物运动和发展过程方面引出
规律性认识。”【注：许光伟. 《资本论》与条目体——兼析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规范[J]. 经
济学动态，2017（12）: 34-48.】
《导言》全体内容在工作上应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向的“生产一般的发生学”，生
产一般盖言思维形式，乃思维学意义的“名”，包括全体概念——道·象·识。据此，第一节
可命名为“对象——生产一般之道”，第二节可命名为“对象进到研究对象——生产一般之
象”，第三节可命名为“研究对象——生产一般作为道和象规定的方法”，第四节可命名为
“生产一般的各种规定和概念”。然则，在一般意义上，“道”是指客观的历史发展（规定），
“象”是指社会有机体（规定），“识”是指两者的合成规定或者说是它们的认识形式。
【注：总之，导言是处在“事的科学”工作境界上了，“《导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真
正的工作出场”：表现在创设“有历史的”思维形式规定，“一言以蔽之，通过整合‘研究对
象的历史’和‘研究对象的结构’，马克思从而找到了对‘对象’进行有效研究的历史路径和
科学路径，最终确立‘统一的历史’作为理论认识形式和语言，总之一切经济范畴和理论范畴
‘生产’的客观依据，以及确立‘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工作规定。”
（参见许光伟：《<导言>的革命：事的科学和研究对象的确立——兼析“科学抽象法”的反思
问题》，《江汉论坛》2015 年第 9 期）】
四、从“生产一般”到“资本一般”——《资本论》体系结构的诞生
《导言》写作阶段，马克思的思维科学思想大体已经提出，因为他的“五篇工作计划”
就是关于“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的研究探求，并且深入
探究了“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因此综上所说，马克思在当时主要是着力解决“生
产一般”思维和“资本一般”思维的工作关系问题，而这一问题也是悬留在《导言》中的一个
未解决的问题。尽管没有彻底解决，但马克思总体留下了“道·象·识”的叙述工作体式，——
其中，第二节可看作整体处于“道”向“象”转化的中间状态。突破性的工作是《剩余价值理
论》的写作。“《资本论》从‘商品’开始写起，到了第三章讨论‘剩余价值’，马克思认定
这个概念极其重要，就在原本的书稿之外另行写了一份笔记，全面地思考‘剩余价值’。这份
笔记一写就是 3000 页。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本论》第三章所谈的‘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
值’‘绝对剩余价值’等，其实不过是一个再简化不过的摘要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对于《资
本论》究竟是三册或四册，会有不同说法的原因。”【注：杨照. 资本主义浩劫时聆听马克思
[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143.】
其实，关于认识批判，马克思给它的界定是关于“道和象”之合成规定，从而，它的工
作产物实际就是“思维的对象规定”。比如，《导言》第四节展示的就是生产一般在认识过程
中的历史，又同时是对象的思维形式（规律的方法）和对象的思维形式总体（范畴的方法）合
成起来的规定在认识过程中的历史，从而，马克思在那里需要全面把握这样一个结构——“生
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
交往关系的关系”“法的关系”“家庭关系”等等。换言之，这是认识史上的“思维对象形式”
的生产。这里的生产一般和理论部分所探讨的“生产一般”是同一个概念。回顾马克思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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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程，其实，《剩余价值理论》所完成的写作正是在于揭示“价值一般”和“剩余价值一般”
认识形式的规定，而最终找到生产一般体系内“劳动一般”和“资本一般”的内在关系的连通，
从思维学上终止了黑格尔逻辑学的神秘，统一了“历史对思维的关系”和“思维对语言的关
系”。
道（客观规定的寻求）——象（总体规定的寻求）——识（全面的认识批判），“整个
著作体系看起来是一个完整逻辑链条：认识－历史－认识。”【注：许光伟. 保卫《资本论》——
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468.】盖因执行
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向之需，主观逻辑与客观逻辑实现了真正的工作统一。在《资本论》的商品
章中，我们看到这一体式得到极其完整的工作再现：使用价值（客观）和价值（客观）——客
观规定的人类社会学根据——价值总体：价值（形式）——劳动一般、价值一般的认识批判。
【注：当然，形式的一致包含有内容的工作扬弃规定。“生产的存在论批判→本质论批
判→概念论批判→历史现象学和精神现象学批判，在向商品生产关系的客观批判工作序列（存
在批判→本质批判→概念批判→精神现象批判）转换的中间重新酝酿的系统化的思想批判，即
是社会主观批判。因此总体看，商品生产‘存在论批判’叠合的是生产‘本质论批判’，这样
在客体研究范围内，关于生产存在的直接基础的论述可以被绕开。”尽管如此，必须坚持一点，
即“市民批判史中，商品的起点和生产的实际起点是同一的，一句话，‘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
开始。’”（参见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北京：人民
出版社，2017 年，第 11-12 页）】
“这样，《资本论》商品章第一节是以‘规律的方法’开局，以寻找客观规定。因此，
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设想的那样，价值规律不是在结束过程，而是在阐述的一开始就被涉及到的
工作批判规定。”客观孕育总体：因为，客观即是“规律的方法”，——“范畴的方法”是在
这个框架内来说明的。至《商品》第二节，可以说是把规律的方法完全提出了，因为一旦确认
价值是客观，就立刻要说明这个内容的客观性根据的来源、它的历史根据；第三节则着力解析
“价值（形式）”这个总范畴的规定，其表明“客观对主观的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客观”，
是历史过程；接下去的第四节是认识史，马克思给它的名称是“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
密”，——盖因对范畴的批判必由认识史来检验和说明。由此看来，“商品的两个因素——体
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这些是生产一般的思维学的基本内容，它们共同体现了唯物史观
域内的唯物辩证法（机理）。”“‘商品的两个因素’是生产一般思维学的认识产物，然则，
它所引导的是理论思维科学的工作规定，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建立为‘特殊思维学’的学科规定，
进一步确立思维学和逻辑学的统一，产生‘辩证的认识论’统一‘批判的知识理论’的工作效
果。”【注：许光伟. 论生产一般的思维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启示[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9（1）: 5-21.】
然则，《资本论》首章的标题其实也应该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向的商品发生学”，即
关于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规定”的商品的发生学逻辑机理的一次系统性整理。同样在此行程
中，“商品章第二节处在了‘亦道亦象’的工作状态，从对‘道’的归属来看，‘体现在商品
中的劳动的二重性’用意在于确证商品是个‘客观的规定’，即认定商品的两个客观因素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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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使用价值的物质客观和价值的社会客观……从对‘象’的归属来看，则是阐明了‘价值客
观’是从交换价值的主观社会表现上所反映到的‘认识属性’。”【注：许光伟. 论生产一般
的思维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启示[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9（1）:
5-21.】因而必须从主观社会表现开始，注重向内探索。即可以说，《商品》完全延续了《导
言》的叙述风格，并补充其不足。如上指出，方法论拓展集中一点在于：《资本论》在它的首
章就把“规律的方法”提出来了——认定规律即是“生产一般的内容”，同时在这个框架内以
严谨的科学方式细致地说明了“范畴的方法”，而所谓的批判学科，按本质来说即在于提出规
律和范畴的方法的全体工作规定。
【注：作为一个对比：“《道德经》第一章（作为全书的‘总论’）的文字其实并不神
秘。它只是说了两个字：道和象。以《资本论》商品章的比较为例，其结构和《道德经》的第
一章是完全工作契合的。实际上，它们都是讲‘规律的方法’和‘范畴的方法’在思维学架构
内如何实现工作统一的问题，盖因道、象分别是客观和总体的‘规定化身’。”（参见许光伟：
《论生产一般的思维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启示》，《湖北经济学院学
报》2019 年第 1 期）】
所以进一步来看，《资本论》四卷体系显然亦采取了“道·象·识”的叙述结构体式；
这是思维结构和知识安排体系的统一。这样看，即便是《资本论》的首章，也就是一个“总论”
了，而首篇则是社会发展论与机制论的统一，目的是确认劳动一般即一般商品生产之经济形态
社会的对象思维形式（规定），而劳动二重性则是关于商品社会研究对象规定之抽象表达。《资
本论》第一卷余下的篇章均属“道论”；第二卷“亦道亦象”；第三卷属“象论”；第四卷属
“认识论批判”（即“识”的范畴）。如此，《资本论》四卷体系可看作是一完整的“生产一
般理论与实践”工作系统，并可表达如下：
I．

商品的两个因素（一般商品生产的对象规定）——生产一般（或劳动一般）的对
象思维形式

II．

资本直接生产过程的两个因素（资本主义生产的对象规定）——资本一般的对象
思维形式

III． 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社会研究对象规定——资本的对象思维形式总体
这个工作序列是沿着“简单商品生产或整个商品社会的对象思维形式（生产一般）——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对象思维形式（资本一般）——资本的对象思维形式总体”前进的。表明：
生产一般是道的规定，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能保持它的客观性，需要政治经济学批判工
作介入；资本一般可看作检验“生产一般客观性”的一个根据，从中内生了“劳动一般的对象
思维形式”，而《资本论》的工作特性就在于将资本一般同时看作“对象思维形式”和“对象
思维形式总体”，将两者视为“一体化的内涵”——既以资本为“思维”又以资本为“方法”，
所以，思维的求客观性、求总体性本质上就是一个历史批判的过程。然则，资本一般必然包含
着生产一般的规定性，并且资本一般与生产一般之间所对应的就是历史发展的关系，就是前史
意义的学科工作规定的衔接关系。所谓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在于坚定地将生产一般推进到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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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这样在《资本论》的第一篇与第二篇之间、第二篇与第三篇之间本质上反映的是社会发
展意蕴的历史规律转化关系，亦就是说，“（商品社会）孕育于三部历史：商品变货币（实质
是产品中变出商品）、货币变资本（实质是价值实体中变出货币实体）以及从原始积累直到资
本积累本身，以至于它们能够作为‘一部整史’看待。”【注：许光伟. 保卫《资本论》——
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358-359.】
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维科学阅读和运用《资本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
法论品性再探究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科规定意义上，道是客观规定，道是思维形式；象亦如此。道、
象的中国范畴充分展示了“历史”与“思维”的工作一体性。在这一点上，《资本论》所继承
的思维学规定的“一般”正是源自中国经典《道德经》。“然则，‘道，可道，非恒道’是对
‘对象规定’进行的总描绘和限定，是从‘规律的分阶段展开的方法’角度说明发展规定的客
观思维特征，要旨是强调‘客观规定’。与道相对应的名，是思维学的范畴，相当于我们今天
说的‘辩证的认识论’。故而名，可名，非恒名也。这是对‘研究对象’的内涵、思维形式的
诸种运用关系乃至思维学科的命名工作规范进行归纳、总体概括和意义限定，要旨是强调对上
述‘思维方法’规定的贯彻。”“然则，以‘无’（道之名）为思维形式，这是历史世界（客
观规定）与‘思维’的工作合一；以‘有’（象之名）为思维形式，则可达成全部存在（总体
规定）与‘思维’的工作合一。”显然，《道德经》正是理论科学意义的思维学，名指的是统
一的“思维形式”范畴，如前所述，它在意义上亦包括道和象。“实际上，这就是在‘名’的
意义上对道和象进行认识把握，显然，《道德经》开篇是在讲述‘思维规律’——包括思维形
式的运动规定和构造形态。”【注：许光伟. 论生产一般的思维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研究的启示[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9（1）: 5-21.】
可见，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主要是针对思维形式、认识形式的“神秘性”进行的。
如果说《道德经》揭示的世界的思维规则是“天人合一”，那么，《资本论》所面临的世界乃
是“拜物教与人的意识的合一”。因此，这是一次思维学的“大阅兵”，《资本论》首章则指
出：认识到“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乃是进行一切分析判断和逻辑推理的前提，从某
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个“思维规则”。
一言以蔽之，通过“经典对话”的相互启发使我们充分认识到，马克思在《导言》所制
订的方案是赋予生产对象“有历史规定的思维形式”，据此建立了生产一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系统研究。在这个工作路向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始终是“理论”和“实践”的规定，从而实际
作为了理论科学的“学科基础”，以之统辖对象思维与具体思维形式或方法的工作结合关系。
《导言》迈开了思维形式批判科学的航程，《资本论》的写作最终确立“生产一般”与“资本
一般”的客观机理关系——辩证法意义承接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规定。然则，这是一个工作整
体，可创造性地运用于社会主义面向资本主义展开的“过渡的斗争”和“持久建设的斗争”；
“然则，方法论品性只能规定为方法论规范的民族具体化范畴，并强调以‘特性’为内容规定
安排普适逻辑研究之工作倾向性。中国政治经济学既需要重新从学科规范的起点出发，又需要
坚守《资本论》的工作规范，进而形成新型的‘特色研究路径’；相比《资本论》，目前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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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注重内容方面的研究规定性。”【注：许光伟.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
品性与理论品格——基于《资本论》的视角[J]. 经济纵横，2018（3）: 12-24.】这表明必须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维科学的开放性内涵阅读和运用《资本论》，以寻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本土寻根”与“辩证表达”。
于是，从思维科学来看待“中国特色”，很显然就会聚焦于若干的“本土化”的基本概
念如道、德、象等，以及众多的“本土化”的思维体式、思维方法与思维形式如太极、两仪、
四象、阴阳、五行、八卦和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等等。这是中华的思维遗产，同样是马克思主
义方法论亟待需要吸收的历史营养。例如说，“按照《道德经》启发的人文社会科学路径，《资
本论》研究在类型学上目前具有了‘四象模型’的辩证知识关系，即分为‘政治版《资本论》’、
‘哲学版《资本论》’、‘数理版《资本论》’和‘文化版《资本论》’。这其实是基于学科
基础不断得到明确的一个类型上的考量，亦标识了‘《资本论》学’的诞生。”【注：许光伟.
论生产一般的思维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启示[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2019（1）: 5-21.】然则，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规定必须一般化，必须作为亟待推进的学科规
定予以看待。必须认识到，这个学科规定是以历史科学和“思维科学”的工作合一乃至历史科
学和实证科学的统一为目标的。
【注：一般而言，思维学是强调思维形式的“认识论”，如《道德经》的“道名学说”，
而逻辑学则是相对强调了思维形式的“知识论”。然则，道、象、识三者的统一，基本是在思
维学的范围内完成的，但是，对“识”的理解则应当广义化、内涵综合化，即可以把它进一步
界定为“思维学的名”与“逻辑学的识”的统一，从而能够全面满足以及涵盖全部的认识论和
知识论的工作要求。】
同时要认识到，中华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历史上一直是以“主体批判”为主的工作体系，
这样导致它长期处于“主观辩证法”认识范畴内，而对“客观辩证法”的结合与反映不够，使
得一些思维范畴出现了“各自画地为牢”的意义自闭格局。如道的范畴，仍旧局限在道、德一
体的本质诠释，没有从客观规律的意义项上面获得现代性的拓展；再如象的范畴，也完全没有
和物质资料生产的物质对象和社会对象在意义上相衔接，更为主要的是，没有把中华的总体性
规定与“历史唯物论”的内涵一般地结合起来。这样的一些概念和思维范畴实际是“中华理论
科学”的一个承载，但没有实现对“对象的思维形式”的具象化以及形成有概括力的工作范畴
与体系性描述。这严重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科学的建设，因此，亟待改变
这种不良状况。出路仍然是立足民族工作特点的学科建设。以马克思主义思维科学的开放性发
展为契机，如下着重就方法论的考虑层面，尤其在研究对象规定探索方面提出若干的建设性方
案：一是需要考虑到《资本论》体系的“历史不足性”，从方法拓展的角度搞好“对象思维形
式”规定性的建设；二是需要通过系统研究中华历史与文化，深入说明“中华主体社会”的特
质性及其经济形态历史演变的基本规律；三是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研究对象规定的初步判断与系统性描述；四是进一步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
法论特性；五是探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广泛性的学科基础（规定），实现政治经济学批判
研究的“工作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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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而言，首先是希望中国的理论科学建设在历史科学研究方面有长足的进步。对象的
结构——研究过程或研究方法——客观思维的结构——叙述过程或叙述方法——知识或组装
知识的结构，然则，研究规定只能视为“历史对思维的关系”，它架构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
的统一，衍生出思维对语言（特别是逻辑语言）的关系，使后者具有了理解上的相对独立性。
然则需要认识到，只要包含了行动主义的思维规定，就必然有革命的辩证法，有通向客观知识
的“逻辑”。《资本论》中固然包含了丰富的主体规定，但方法论的侧重点是“客体批判”；
《资本论》体系的“历史不足性”在于对“中华主体社会”缺乏足够的了解。但是，同时需要
明确的是马克思很早就开始了主体批判。为此，必须认识到《资本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的结合的性质是“理论的接通”和“历史的连通”两重意义的，“如果把生产一般仅
作为‘商品生产一般’，那么，政治经济学就仍然是‘范式经济学’，广义的概念就依然跳不
出狭义的范围，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学科方法和学科的工作逻辑——就仍然实际作为‘客
体批判’在被运用！这样，将《资本论》创作视为‘巨型的史书’（规定）研究计划的想法，
没有体现出应有的方法论意义。”【注：许光伟. 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
（修订版）[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676.】为此，历史唯物主义必须成为行
动主义和唯物主义工作合一的规定，必须根据这一原则自觉地将方法论的根据明确为“中国原
创”与“马克思原创”的统一，并重新梳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科基础规定。
【注：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说有两大学科工作基础，一是思维学，如上指出，从迄今为
止的人类思想工作类型看，《道德经》的文明形态在内涵上确实在于提供了“一般思维学”；
二是一般逻辑学。一般逻辑学可以视为促使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统一的规定。毫无疑问，黑格尔
《逻辑学》凭借对“形而上学的知识论”的有效力的批判，在提供了最有活力和革命性的“辩
证的方法”的同时，也提供一般逻辑学。在这种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可以理解为对马克
思主义思维科学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工作支撑：在方法论领域的内部，它是思维学和逻辑学的
直接统一；而对方法论领域以外的工作延伸而言，它则是历史规定、思维学、逻辑学三者的统
一。然则，所谓“规律的方法”，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维学，而相应，所谓“范畴的方法”
也不过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学”，是按照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作逻辑予以设计与制订
的各种范畴的组织结合的方法。】
应基于此，进一步重新考量人类向共产主义“文明过渡”的规划方式；同时在解说中华
经济形态社会发展规律内涵方面，应本着如下原则：“‘中华资本论’贵在求‘所有制之道’、
‘所有制之德’；相比之下，古代的中国经济学研究更多关注‘产品私有制’，社会主义条件
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更多关注的是‘产品公有制’。这就迫切要求中国经济学研究整体上跳出
‘广义’、‘狭义’概念的非此即彼的无谓争执，向‘广义－狭义－总体’运动回归，使‘中
华家国’研究一贯化。”【注：许光伟. 论中华所有制问题——《资本论》中国化与中国化《资
本论》关系域内的讨论[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7（1）: 5-18.】
其次，需要知晓中华理论科学的理解高点仍然是“对象思维形式（规定）”；以史学研
究上的规范而论，这是建立历史与“书写之历史”的理解上的一致性工作关系，因为史料从某
种意义上讲即构成历史之思维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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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规律是历史的“思维”，史书规定（史料）是从认识方面看待的历史的“思维形
式”。然则，冯友兰先生坚持认为，“于写的历史之外，超乎写的历史之上，另有历史之自身，
巍然永久存在，丝毫无待于吾人之知识。”（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0 页）】
《道德经》工作命名为“同谓之玄”，母子思维、合类思维是对这种思维形式的概括，
然则，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都是社会再生产（资本生产关系）的“同谓之玄”（规定），
对象思维法使“思维”获得了具体实在性。盖因这个思维法就是研究的规定，是不同学科的研
究从史料方面向“对象规定”的聚集，并且唯有对内含“规律的方法”规定的史料进行科学分
析，方能寻求到历史形式与思维形式的统一。与之相反，黑格尔的逻辑学诚然使“思维（活动）”
神秘化了。例如，“在《大纲》中，马克思通过对经济范畴之中的许多普遍联系进行概括，制
定他的出发点（作为资产阶级财富的元素形式的商品）。然而他还是尽力时时处处交代社会背
景。他提醒自己：‘往后……有必要对唯心主义的叙述方式作一纠正，这种叙述方式造成一种
假象，似乎探讨的只是一些概念规定和这些概念的辩证法’。”【注：默斯托. 马克思的《大
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 周年[M]. 闫月梅等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73.】
也可以说，马克思是坚持了从“对象思维”出发进行科学研究这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工作立
场，坚持把科学抽象法作为“思维原则”的规定，而不是逻辑推理的手段，主张在思维学下阐
述范畴的逻辑学、知识论；一言以蔽之，《资本论》决不是求“逻辑自洽”意义的解释学，而
是依据政治经济学批判展开发生学意蕴之机理探究与辩证表述。
然则，必须从这个高度上寻求工作破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进行
“辩证地表述”。比起欧美道路，中国道路更重视“主体关系建构”。要义有二：
第一，中华系统中客观存有资本文明的过早发育和社会发展，可命名为“资本 I”（以家
有资本概念为主），这是中华共同体社会内的“商品社会早熟”现象；同样，社会主义经济体
系中的资本发展现象，可命名为“资本 II”（以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等形式的公有资本概念
为主）。显然，资本 II 是资本 I 发展规定的历史延续，同时又作为了社会主义生产条件一般
的经济实现形式。纵观历史，“资本的实现形式”是中华资本的总规定——是这一概念的基本
内涵和工作逻辑。然则在上面所提及的“对象结构”至“知识结构”的路径中，中国政治经济
学批判的理论科学尚处于第三个工作环节（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与把握）向第四个工作环节
（整理叙述形式与明确“叙述方法”）迈进的阶段上；即如果说叙述核心内容是在认识论上寻
求批判工作逻辑【注：显然，马克思在叙述方法环节加入了“逻辑学”和“知识论”的因素。
“也因此，取‘象’比类毋宁以行动路线的‘抽象和具体统一’表达之。”（参见许光伟：《论
生产一般的思维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启示》，《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2019 年第 1 期）】，那么研究核心内容则是在实践论上寻找与发现规律，——理解这一点，
对于真正落实“社会主义研究对象”规定非常重要。
【注：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就是社会发展的
经济规律。”但有个特殊社会形态的各自表达问题，如对资本主义而言，那就是和机器大工业
特征高度契合的“剩余价值－资本积累规律”。对中华经济形态系统而言，则可表述为“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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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地租规律”和“社会主义剩余规律”；这是前后接续的两个截然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
规律，尽管如此，工作内涵都集中于“生产关系－分配关系”的构造上，即古代社会以经济地
租的创制与分配为规律表述的两个侧面，而社会主义则以社会劳动剩余的创制与分配为规律表
述的两个侧面。】
第二，鉴于中华系统在发展与经济运行上的“共象”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研究对象宜根据理论科学的两个层面——作为“社会发展理论”的经济学（理论科学 I）和
作为“社会机制分析”的经济学（理论科学 II），依据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体侧面”进行
适当的分层表述。即在社会发展理论层面，重点是阐述古今一贯的发展机理，从而强调社会主
义生产方式的中华内生性；这样看，“土地范畴＋资本 I”构成古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定，“社
会人力资本范畴＋资本 II”构成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定。
【注：基于这个表述，然则，公有制理论大纲理解域的“国家”和“计划者”等理论形
式完全属于“社会发展的概念”。这样，在“社会发展理论”这个工作侧面应着重梳理社会主
义生产逻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本质的内涵而言并不在于供求两侧“同时或共同发力”，而
在于寻找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的“动力”和道路机理；从社会主义生产一般的内在发展
要求看，它的结构逻辑可以归纳为这么两条线索：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生产→生产方式，然
则，这一改革不过是行动境域的“历史逻辑”，总揽“历史域”、“理论域”、“实践域”和
“问题域”。拘泥于语义学知识的观点则可能导致对历史和理论关系的切割式理解，例如过于
强调“《资本论》的范畴是相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而中国的范畴“是相对于社会主义
的”；殊不知对象逻辑决不是一个孑然独立的逻辑体，按照内容本性，它必须涉及和涵括全部
的所要分析的生产关系对象规定。所以，这一方法论真正贯彻的是这一点：“现在并不是在《资
本论》结构、范畴中演绎出一个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而是把马克思基本原
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立足于中国实际，形成我们的范畴。”（参见顾海良：《<资本论>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 年第 3 期）而可能产生这样的工作
效果：“马克思写《资本论》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超越资本主义，不是停留在资本主义。我
们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绝对不能停留在初级阶段，我们要说明这个阶段为什么会出
现、发展，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它怎么被更高的阶段所代替。”（参见余斌：《<资本论>的研究
对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 年第 3 期）】
其中，资本范畴不是“对象思维规定”，真正起领导作用的思维形式规定的连结线索是：
共同体（天人合一）——土地（所有制与身份关系的合一）——人民【注：这是社会主
义主体概念，包括社会劳动者、社会生产者以及一切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核心规定是“社
会劳动者”。】（劳动者社会所有制【注：核心规定是公有制，但不限于财产关系的单一意义
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概念，是个广义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建设概念。同时，这个概念包含了劳动
者公有制与其他各种私有制形式的社会联系和经济结合的关系。】与主体关系的合一）
在社会机制分析层面，资本 I 与资本 II 的工作连通从整体上看，就是“中华经济的运行
规定”。盖因中华经济运行机理就体现在资本 I 与土地范畴的结合中，体现在资本 II 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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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范畴的结合中，然则，也就反映在资本范畴本身与中华所有制的系统性结合的规定当
中；这一层面的思维科学工作规定应集中在“生产条件一般”之上。
这样看，中华经济形态的研究对象规定始终是“双层结构”的，总起来说，就是以“主
体一般”为领导的主客体融合的社会生产一般的特殊思维形式规定。“其大致勾勒了‘以共同
体为中心’、‘以土地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演进线索，找到了‘共同体一般’
的各种具象形式，并且找到它们的一个共同之处——所有制与主体身份关系的合一（中华所有
制类型）。”“显然，这同时也指明了‘资本的两种发展类型’，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的方法论特性。”【注：许光伟. 论生产一般的思维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研究的启示[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9（1）: 5-21.】
在新时代，作为领导核心规定的“主体一般”即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劳动者标准，而
“社会生产一般的特殊思维形式”如上所论，是社会劳动者－人力资本范畴与资本 II 的一个
社会结合——作为了一个特殊的“对象思维形式总体”。这是“辩证的历史共象”。就总体而
言，经济形态社会理论是旨在建立对不同历史形态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进行研究，从而，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定历史发展形态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和
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这是确定无疑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则是“社会主义生
产运动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合作交往关系”。【注：许光伟. 《资本论》的艺术高度：
社会客观批判——关于“商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历史辩证法[J].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
报，2016（1）: 27-36.】
但是，如何具体性描绘“社会主义生产运动”呢？很显然，它的构造的复杂性日益从“合
作交往关系”的不确定性区间凸显出来，——决定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对象更多可能锁定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社会发展理论建构的角度（理论科学 I 的集
中性研究对象）以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不确定型经济交往关系”——从复杂性机理机制关
系的角度（理论科学 II 的集中性研究对象）。对象规定的发展是历史复杂的，但同时只有做
到“辩证表述”，处理好“得意忘象”、“立象尽意”和“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的统一
关系，才能使这个理论科学规定和中华特有的社会发展规律内在地机理接通。
最后是认识到，这项工作本质上是要求将“思维学”和“逻辑学”重新熔于一炉，以创
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思维科学”。要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决不是‘舶来
品’，它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据和现实根据。历史根据就是从社会发展理论层面阐述的‘中华共
同体经济学’……现实根据就是指在向共产主义过渡上存在‘两种文明过渡方式’同时历史
进行的现实可能……这一理论构想内涵可以扩展理解为‘世界命运共同体经济学’。”【注：
许光伟. 论生产一般的思维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启示[J]. 湖北经济
学院学报，2019（1）: 5-21.】
然则一方面，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建设主体社会，向“共同体的对象思
维形式”历史回归，为此，需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财产公有制，以这一建设性的条件和手段消
除制约主体发展与社会解放的一切形式的私有制束缚，决定不可以用“发展生产力论”代替对
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解读；另一方面，在实践中，需要从“对象的规定”再出发，运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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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条件一般”的思维形式批判科学，创造性地使生产力“进入”研究对象规定，寻找资本
的“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规定，转化为方法论，丰富社会主义生产条件一般的思维形式规
定系统。
【注：如上指出，需要注意这一事项：“社会主义生产总体中，其逻辑结构突出‘人民’
（物质生产者）这一‘中心范畴’。”（参见颜鹏飞等：《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体系及
其构建方法论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6 期）】
“‘四个自信’的统一方法论深化了我们对时代问题的思考。”于是在这里，“客观规
律具有了新内涵，即道和必然性规律的‘结合’。它们亦‘自然规律’亦‘社会规律’，从而
在自然与社会之间寻找到‘发现特殊规律’的道路。这是‘主体’（行动主义规定）和‘客体’
（唯物主义规定）的历史‘再融合’，所结晶出的‘发展规定’则正是克服人类文明痼疾之需。”
【注：许光伟等. 马克思“抽象力”理论规定本根与溯源——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J].
东南学术，2018（4）: 12-25.】
并且从本文已有的论证中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强大学科基础具有系统性的工作逻辑内涵，
包括历史领域的学科聚集、思维领域的学科聚集、认识史上的工作批判以及方法论的学科支持，
等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全新的社会主义实践，处于不断的理论探索与建设中，因此，
必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中国条件下的“理论重
建”。“一句话，由于生产关系仍然整体处于‘必然性’之中，主体就不能够得到彻底解放，
由生产力焕发出来的客体力量就仍然不能由主体自由地掌握。”需要自觉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
资料私有制是大工业的桎梏，乃是共产主义和发展生产的历史绊脚石，然则，“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创新离不开继承与发展原则，需要在坚持历史传统、时代方向之前提下重塑学科工作逻辑
和夯实学科基础。”【注：许光伟. 生产力发展维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兼析“客
体批判”的研究性质[J]. 当代经济研究，2017（2）: 5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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