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7卷第 1期
Vol . 37 . 1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H um . & S oc. Sci. )

2009年 1月
Jan. 2009

马克思的社会福利观探析*

戴 卫 东
(安徽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安徽芜湖 241003)

关键词: 马克思的社会福利观;物质观; 公平观;伦理观; 发展观

摘 要: 马克思的社会福利观主要由马克思的社会福利物质观、公平观、伦理观等方面所构成。 两种生

产 理论、收入分配理论以及 重建个人所有制 等理论都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的社会福利观。对待马克思

的福利公平观,要用发展的观点来理解,才不致产生歧义。马克思社会福利的物质观、公平观与伦理观显

示了逐层递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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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 l w elfar e concept o f Kar l Marx is composed o f material view point, fairness v iewpoint and

ethics. The theor ies of tw o kinds o f pr oductions,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const ruct ion o f indiv idual ownship

all profoundly disclosed his social w elfar e concept. Therefor e, we should understand it from the develop

mental view po int so as not to m isunder stand its step by step r elationship.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 没有关于国家福利方

面的专门论述。因为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 还没

有出现国家大规模干预经济的状况。但是, 不能

否认马克思一生都致力于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对

未来社会的设计, 也不能否认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中存在着社会福利观的成份。 马克思主义的主

要内容即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
[ 1] 418

使马克思的

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

的是他的经济学说。 [ 1] 428

一、从 两种生产 理论看马克思的

社会福利物质观

马克思的 两种生产 理论, 是指物质资料

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 这二者之间相互依

存、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适应。相互依存

表现为互为存在和发展的条件; 相互渗透表现为

物质资料生产中有人的因素, 人类自身生产中有

物的因素, 它们相互进入到对方的领域之中; 相

互制约表现为物质资料生产制约着人类自身生产

的发展, 人类自身生产对物质资料生产有促进和

延缓的作用; 相互适应则表现为, 作为消费者的

人口总量要同社会所拥有的消费资料总量相适

应, 人口增长速度要同消费资料的增长速度相适

应, 作为生产者的劳动人口数量和构成, 要与当

时社会所拥有的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相适应, 劳

动人口质量也要与当时的生产技术水平相适应。

物质资料的生产, 包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

的生产, 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人类

不能停止消费, 也就不能停止生产。正如马克思

所说, 无论何种社会形态、哪个民族, 如果停止

生产活动, 不用说一年, 就是几个星期, 也是要

灭亡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活动的前提。

人们只有在解决吃穿住等需要之后, 才能去从事

别的活动。任何社会的再生产, 一方面是物质资

料的再生产, 另一方面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它

是物质资料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统一。

人类自身的生产, 即人口的生产, 在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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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有重要作用。可以说, 没有人口的生产, 就

没有人类历史。因此, 人口的生产是社会存在和

发展的另一个前提。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一定

量的人口是社会生产得以进行的重要保证。同

时, 人口生产在一定的社会发展中呈现出自身特

定的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口规律是受不同

社会生产方式和各种社会条件所决定与制约的。

在不同社会生产方式下, 人口规律产生的客观基

础及其性质、内容、作用形式和结果是各不相同

的。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的人口规律: 工人

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 也以日益扩

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

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

律。[ 2] 692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 随着劳动生

产率的不断提高和技术的不断进步, 资本有机构

成也在不断地提高, 资本总额中不变资本部分日

益增多, 而可变资本则日益相对地减少, 即资本

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相对地减少。相对过剩人口

是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 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人口自然变动、人口迁移变动和人口部门构

成变动等, 在资本主义社会也各有特殊的规律

性, 都受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剩余价值

规律所制约。马克思说: 资本会根据自己的剥

削需要来调节劳动力本身的生产, 即受资本剥削

的人群的生产。 [ 2] 122

马克思之所以强调 两种生产 理论, 是与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福利观休戚相关的。毋庸置

疑,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福利的经济基础。人

口生产对于社会福利也有着重大影响。首先, 人

口生产的数量影响着社会福利的规模、水平。在

一定经济条件下, 人口的基数越大, 社会福利实

施的规模就越大, 水平就越低; 反之, 社会福利

实施的规模就越小, 水平就越高。其次, 人口的

比例构成对社会福利的需求程度。( 1) 城市和农

村人口占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人口的不同比例, 对

社会福利提出了不同的需求。一般来说, 经济发

达国家的城市与农村人口的社会福利差距不太

大。但是, 发展中国家的城乡人口的社会福利情

形就迥然不同了。( 2) 人口年龄构成对社会福利

的迫切需要。人口年龄构成主要是指人口老龄

化。老年人口身体素质的下降和生理的自然老

化, 决定了人口老龄化对老年医疗保健会提出更

高的要求, 为此付出的医疗保健代价必然更高;

另一方面, 老年人口群体日益增大, 国家和社会

为老年人口提供的保障资金成为整个社会福利制

度最庞大的开支项目, 这一点已经被西方工业化

国家的社会保障实践证明了。

二、从收入分配理论看马克思的社会

福利公平观

国民收入分配分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 是在与社会再生产过

程直接联系的各阶级、阶层之间进行分配。这就

是在产业工人与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借贷

资本家 (银行资本家)、大土地所有者等剥削集

团之间进行的分配。

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还要进行再分

配。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 除了与物质资料生

产有直接联系的各阶级、阶层之外, 还有大量从

事非物质生产活动的社会成员, 如国家官吏、警

察、军队、教师、医生、作家、演员、仆役以及

各种服务行业人员等等, 他们的收入是通过国民

收入的再分配获得的, 即由从事生产的工人所得

的工资、资本家所得的利润、利息和土地所有者

的地租中派生出来的, 因此这部分收入亦称派生

收入。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主要通过两个途径: 一

是通过国家财政预算, 它包括预算收入和预算支

出两部分。预算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 国家通

过向社会各阶级征收税收, 把各阶级已经获得的

一部分国民收入变为财政收入, 再以财政支出的

方式分配给官吏、政府雇员、军队、警察等。二

是通过各种服务报酬 (如文化娱乐费、医疗费、

生活服务费等) 形式, 对社会各阶级获得的收入

的一部分进行再分配。

马克思从收入分配角度反映社会福利观主要

体现在他的 哥达纲领批判 中。他在此书的开

头便引用纲领中的叙述: 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

切文化的源泉, 但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

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 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

不扣和按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3] 84马

克思对这段话持批判态度, 他认为: 劳动只有和

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结合的时候, 劳动才是使用

价值或财富的源泉, 但他并没有否定下述两层意

思: 一是区分劳动有益与否决定社会性质和生产

关系; 二是 劳动所得要通过平等的分配方式分

配给劳动者 。接着他又指出纲领中的观点: 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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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提高为整个社会的财

产, 并要求在公开分配劳动所得下集体调节全部

劳动 。马克思在批判这段话中反映出: 他赞同

只有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 (集体调节全部劳

动) 才能实行公平的收入分配。同时还指出纲领

中对劳动所得、公平分配没有确切的解释。什么

是公平的分配? 马克思界定了两条标准: 一是

属于一切社会成员 ; 二是 社会成员具有平等

的权利 。马克思认为这只反映出一种价值判断

而不能演变成为事实上的判断。不过, 这的确反

映出马克思关于收入分配的均等化思想。那么,

如何实现具体的收入分配呢? 马克思首先把 劳

动所得 归结为社会总产品, 即 集体的劳动所

得就是全部社会产品 [ 3] 88。接着, 他论述了对

收入 (即总产品) 进行分配的方法。

首先, 社会总产品不能不折不扣平等分配给

所有社会成员, 应从中扣除部分: 第一, 补偿消

费掉的生产资料所需要的费用; 第二, 用以扩大

生产的附加部分; 第三, 为预防不幸事故、自然

灾害等而用来保险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马克

思说, 做出这种扣除是必要的, 至于如何划定其

比例, 要根据生产资料和集体的力量 (即企业的

实力) 按概率扣除。 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根据公

平原则来扣除。
[ 3] 88

其次, 进入个人分配之前还必须从第一次扣

除后剩下的总产品中再扣除。即第一, 一般的不

属于生产的管理费用; 第二, 作为共同满足需要

的费用, 如学校、保险机关等费用; 第 三, 为

丧失劳动能力者设立的基金等, 简言之, 就是属

于所谓官方济贫的费用。
[ 4] 9

这就是马克思的两次有效扣除学说。社会总

产品只有除去上述两类扣除, 才能进行个人的收

入分配。社会总产品中体现着劳动者的劳动价

值, 上述的扣除部分, 有劳动者劳动价值的一部

分, 从劳动者获得的公共福利方面看, 这些扣除

中的一部分, 除了一部分为其他社会成员谋福利

以外, 一部分又会间接地回到劳动者手中, 这也

是 平等的权力 的一种体现。

由此可见, 在社会总产品的第一次有效扣除

中, 已经消费的生产资料和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

是继续社会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前提, 用

于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

基金, 就是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保险

或灾害预防和救助基金。在社会总产品的第二次

有效扣除中, 用于满足社会需要的部分, 则对应

于我们今天的教育、医疗等福利事业项目, 为丧

失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设立的基金, 不只是官办

济贫费用, 且包含对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基金。因

此, 马克思的两次有效扣除学说, 实际上包括了

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及其实施的逐步

递进的制度设想。

事实上, 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思想, 在马

克思的 哥达纲领批判 中可以找到它的归宿。

这个平等的权利, 对于不同等的劳动是个不平

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的差别, 因为每个

人像所有其他的人一样都只不过是劳动者; 但是

他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 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

的工作能力是种天然特权。所以根据其内容来

讲, 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种不平等的权利。[ 3] 90

从这里, 我们可以得出如此结论: 人, 由于天赋

和能力的差异, 导致收入不平等是平等的一种体

现。所以, 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思想, 是人性

平等的具体体现。

三、从 重建个人所有制 理论看马

克思的社会福利伦理观

马克思在 资本论 第一卷第二十四章 资

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一节中提到关于 重新

建立个人所有制 的思想: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 从而资本主义的所

有制, 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

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

必然性, 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

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 而是在资本

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 也就是说, 在协作和

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

的基础上, 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 5] 832
其中马克

思的社会福利的伦理观是明显的。马克思认为,

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 资本家的剥削与压榨是

对劳动者人性的残酷践踏, 是对人的基本权力或

自然权力 平等权力的剥夺。在 雇佣劳动和

资本 一书中, 马克思分析了工人福利水平下降

的原因: 生产资本愈增加, 劳动的分工和机器

的应用范围也就愈扩大。劳动的分工和机器的应

用范围愈扩大, 工人们相互间的竞争也愈益强

烈, 他们的工资也就愈减少。[ 6] 359工人在劳动的

竞争与补偿中, 工资的下降导致了福利水平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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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在 工资、价格和利润 一书中, 马克思仔

细地分析了英国在 1848年间颁布的 10小时工作

日法令的利弊后得出结论: 资本家延长工作日

时, 可能付出较高的工资, 但同时却会降低了劳

动的价值。
[ 7] 300
因为劳动时间增加导致劳动者无

法很好地恢复体力, 虽然从表面上看资本家可能

付出较高的工资, 但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却是不

平等的。他在该书中还进一步指出: 在雇佣劳动

制基础上要求平等工资或仅仅是公平的工资, 就

犹如在奴隶制基础上要求自由一样。马克思从制

度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工人阶级福利水平下降的原

因: 一是工资收入和劳动付出的价值不平等; 二

是工人一无所有, 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为生; 三

是雇佣劳动使劳动者必然失去平等的权利和真正

的自由, 虽然资本家阶级或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府

可能会采用例如延长劳动时间, 以表现增加劳动

者收入等手段, 但实质上这些都是虚拟的福利

增加。

资本家阶级的这种剥削方式与生产资料私有

制条件下劳动者的根本利益是不相融的, 本身也

产生了对私有制的自我否定。这是资本主义私有

制对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否定。然而,

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者阶级的福利只能是虚拟

的。因而, 马克思提出了反映并实现劳动者个人

福利愿望的 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理论: 首

先, 依赖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

资料实行共同占有, 劳动者在 自由人联合体

中才能得到自由, 这样, 劳动者本身得到了相对

的初步的解放, 其实是对人的基本权力或自然权

力的尊重, 成为劳动者个人得到福利增进的第一

层表现, 即人权的表现。这是劳动者获得福利与

福利得到增进的前提与基础。其次, 社会化大生

产标志着社会分工上的一次巨大进步, 科技的发

展、社会分工的优化, 生产效率不断的提高, 使

劳动者摆脱了以往的单个、原始、机械的劳动,

这为劳动者个人的福利增进创造了物质基础与前

提, 是对劳动者个人身心健康的极大保护。最

后, 个人所有制内含着对生产资料的实质性占

有, 劳动者在生产中所表现出的积极性有利于国

家收入的增加和积累的增加, 增进国家宏观福

利。因此, 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借助于价值与企业

的直接结合, 这不仅是实物形态上的组合, 更重

要的是精神上的与生产方式上的质变, 这个理论

阐发了马克思关于劳动者获得及增加福利的重要

思想。事实证明, 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

合, 不但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的前提, 而且

也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应具有的一个特点。

四、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的福利

公平观

马克思在论述社会总产品进行有效扣除的时

候, 提出 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根据公平原则来扣

除。
[ 3 ] 88
其实, 根据对公平、平等和平均概念的

剖析, 我们就理解马克思这个观点的真正内涵。

关于公平, 几千年来一直是中西方政治哲学

和道德哲学的探讨问题之一, 也是自古以来社会

发展的核心价值目标, 更为今天中国转型中的社

会所关注。所谓公平, 它不仅指社会制度及规则

公正、平等, 指收入分配规则公平, 也包括人与

人、人与社会之间利益关系的 相称 或平衡以

及对这种关系的反映或评价。[ 8] 146可见, 公平是

一种主观的价值判断。同一时代, 在认识和评价

是否公平的问题上, 人们总是从特定的目的出

发, 评价的标准和尺度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和极

大的差异性; 不同的时代, 对公平的理解更是打

上了时代的烙印。当然, 科学的公平观必须与历

史的客观事实相一致, 并随着历史发展而发展。

平等是指不同社会主体在一定历史阶段的交

往过程中处于同等的社会地位, 在社会各领域享

有同等权益, 履行同等义务的理念、原则和制

度。
[ 8] 145
然而, 平等与平均又有本质的不同, 尽

管二者都有 均等 的意思。真正的平等只能是

建立在共产主义物质基础上的平等, 而平均主义

意义上的 平等 则是在阶级和旧的分工依然存

在的条件下, 也即是说在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

下, 强求均等, 人为扯平, 这样的 平等 只能

是不切实际的空想罢了。
[ 9] 52
因此, 平等的真实

含义及其衡量标准虽然也具有相对性, 但不受时

代、社会制度等条件的制约, 其标准是永恒的。

平等是公平的理想境界, 是最高意义上的

公平。[ 8] 146

由此可以看出,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

里, 社会总产品 不能不折不扣平等分配给所有

社会成员 , 要 平等分配 只有到共产主义社

会才能实现。所以, 马克思提出了 不能根据公

平原则来扣除 的论断, 在这里, 马克思把收入

分配的公平原则理解为平均原则。这从他的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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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这种扣除是必要的, 至于如何划定其比例, 要

根据生产资料和集体的力量 (即企业的实力) 按

概率扣除 这句话里表达出的 公平 观点反映

出来。世界发展到今天, 例如, 全球实行养老保

险的众多国家乃至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企业之

间, 其缴费率差异仍非常之大。对于马克思对

公平 与 平均 的理解, 我们应辩证地看待,

要用发展的观点来研究, 才不至于导致对马克思

福利观的歪曲接受。

五、马克思社会福利的物质观、公平

观与伦理观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社会福利的物质观、公平观与伦理观

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的社会福

利物质观奠定了其公平观、伦理观的基础。没有

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 就谈不上对

社会福利的公平性和伦理性的需求; 同时, 社会

福利的公平观和伦理观也是 人的全面发展 过

程中的必然要求。作为一种社会制度, 在国民收

入分配中体现出福利公平观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

志, 也是社会得以稳定发展的前提。如果说马克

思的福利公平观反映的是结果公平, 那么马克思

的社会福利伦理观反映的则是起点公平, 是一种

更高层次的公平。众所周知, 没有起点公平根本

就谈不上结果公平。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没有

生产资料, 只有靠出卖劳动力为生, 一开始就丧

失了人的权利和遭受精神上的剥削, 重建个人所

有制是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否定。所

以, 马克思认为, 劳动者的福利不仅包括获得结

果上的物质分配, 而且也包括劳动者参加劳动开

始的人权及精神上的保护。毋庸置疑, 马克思的

社会福利物质观、公平观与伦理观是逐层递进的

关系, 这为彻底否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打下了坚

实的理论基础。

总之, 在马克思看来, 满足人民全面需要的

国家福利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 人的全面

发展只有在将来社会最高阶段才能实现。不过,

提供部分福利以满足某些人, 尤其是工人阶级的

需求是可能的。也就是说, 马克思一方面认为,

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有可能进行零

星的社会改革, 以作为 消除革命的投资 ; 但

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又对这种改革

的可能程度表示怀疑。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

社会的国家福利状况及对未来社会的规范设计思

想, 被作为建立社会主义 国家保险 型社会保

障制度的重要理论依据, 对后来在英国等资本主

义国家的 福利国家 制度的诞生也产生了重要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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