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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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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苏联著名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新经济学》是他的代表作。该书结合苏

联工业化的实际论述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定义、方法和重要意义。分析了价值规律在过渡时期的

作用，为过渡时期的经济研究提供了不少思想资料。“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对苏联经济模式的形成和发

展产生过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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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甫盖尼·阿列克谢耶维奇·普列奥布拉任斯

基(1886—1937)是苏联著名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

家，苏联20世纪20年代“左”倾经济思想的代表。

曾对苏联早期的经济学理论作过开拓性贡献。1903

年普氏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派，

曾任俄共中央书记。十月革命后，他是1918年“左

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主要成员．国内战争时期在

红军中工作。他是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党纲起

草委员会成员．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

员，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后担任中央委员会和人

民委员会的财政委员会主席。从1923年起，普列奥

布拉任斯基成为托洛茨基派的首领之一和主要理

论家，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后再

次被开除出党。在1937年1月公审所谓的“反苏托

派中心案件”中，他被诬陷，命令他出庭受审，但他

拒绝出庭。被处决。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主要著作有《共产主义

ABC))(与布哈林合著1919)、《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

纸币》(1921)、《从新经济政策走向社会主义》

(1922)、《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经济危机》(1924)、《新

经济学》(1926)等。’其中《新经济学》是集中他的经

济思想的代表作。这一著作集中论证了“社会主义

原始积累”理论．在当时工业化的争论中占有重要

地位。几十年过去了，各国学者指出，普列奥布拉任

斯基的经济理论对苏联经济体制的形成有一定影

响：斯大林采取的工业化方针和经济理论在一些方

面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理论有共同之处。著名的

经济学家奥塔·锡克甚至认为“斯大林是普列奥布

拉任斯基工业化理论的实践者”。

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国竞相把普氏的一些

著作译成本国文字出版，研究他的理论观点的文章

也与日俱增。被遗忘的《新经济学》重新受到国际上

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该书的中译本与我国读者

见面。

什么叫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呢?普列奥布拉任斯

基在他的《新经济学》一书中指出：“我们把国家手

中的主要来源于或同时来源于国营经济综合体之

外的物质资源的积累叫做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州社

会主义原始积累是相对于社会主义积累而言的。其

区别在于，前者是从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中获得的

积累来源，后者则是社会主义经济中剩余产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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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金化。

虽然“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这一概念并不是普

氏最早提出的，但他对它的论证却是经典的。并且

把它上升到了“规律”的高度。他仿照马克思在《资

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提法，提出在社会

主义建设中也必须有原始积累，并以此来发展社会

主义大工业。但这种原始积累，由于社会主义的特

点，它是自觉地或半自觉地进行的，这是一种必然

的趋势，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律。社会主义原始积累

是“克服”苏维埃国家国营经济比先进的资本主义

经济和技术落后状态的规律。从物质资源的再分配

角度，可以把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具体表述如

下：“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过渡的某一国家在经济

上愈落后，小资产阶级性即农民性愈严重，该国无

产阶级在社会革命时能得到充作自己社会主义积

累基金的遗产愈小，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积累就愈

要被迫依赖于社会主义以前的经济形式的部分剩

余产品的转让。靠在它自己的生产基础上来积累的

比重就愈小，就是说，这个国家的发展愈不依赖社

会主义工业工作者的剩余产品。相反的。社会主义

革命取得胜利的某一国家在经济上和工业上愈发

达，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国有化后，从资产阶级

那里得到的高度发达的工业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组

织的农业这类的物质遗产愈大，该国资本主义以前

的生产形式比重愈小，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减少自

己的产品和殖民地产品交换的不等价程度愈有必

要，其社会主义积累的重心就愈要转移到社会主义

形式的生产基础上去，就是说，愈要依赖于工业和

农业本身的剩余产品。”lll7S简言之，经济发展愈落

届，依赖于原始积累比例愈大。而苏联正是这种经

济发展落后的国家，作者因而反复强调原始积累对

于苏联工业化的意义。为了加强他的论据并使之具

有理论上的连贯性，他把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提

升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看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后，社会主义成分处在国内和国外的资本主义经济

成分的包围之中，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经济上和技

术上都落后于资本主义成分，在这种情况下，普氏

主要关心的是苏维埃俄国的落后而不是它的暂时

破坏，是他的进一步工业化，而不是简单地恢复。为

此，他特别关注俄国工业化的前景。他认为，在工业

内部可以取得支撑自己的积累之前，需要有～个把

大量资本集中于国家手中的初级阶段。他认为一个

社会主义国家在创始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建立

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并保证必要的积累率。一切其

他的经济目的必须从属于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工业

设备的制造。但是，国营工业本身不可能产生足够

的积累基础，因此。必须吸收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

外的各种经济形式的资源。他的结论是，主要的资

金来源只能是农民经济。他提出的迅速实现工业化

的方法，就是从农民那里把大量的剩余价值向国营

工业部门转移，就是原始积累。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像资本主义一样。社

会主义也有一个“史前时期”或“原始积累”时期．但

两者又有区别：(1)资本主义企业一开始就优于小

生产，劳动生产率高，并且具有积累职能，而且它的

原始积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就开始进行了：而社会

主义原始积累，只能在建立苏维埃政权以后才能开

始，并在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所占比重极小、经济落

后、技术水平低、孤立无援的状态下进行。所以原始

积累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具有迫切性。(2)资

本主义原始积累主要靠掠夺殖民地和剥夺小农来

实现；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只能靠占有小生产者和私

人资本家的剩余产品。(3)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带有

无组织和自发的性质，其规模同整个国民经济的规

模相比可能很小；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则必须通过

无产阶级国家有计划有组织地以较大规模进行，这

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技术水平和经济

实力迅速增长，并在同包围着自己的国内外资本主

义斗争中存在、发展和最终取得胜利。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方法有两种，即非经济的

强制方法和纯经济方法。非经济的强制方法是依靠

国家政权的力量施行的．包括征税、国家公债和纸

币的财政发行三种形式。

向非社会主义形式征税。包括对小资产阶级征

税、对私人资本主义的利润征税，从而把农业和手

工业部分剩余产品收归国家所有，从资本主义积累

中扣除一部分成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普氏指出，

“社会主义国家在这里的任务不是从小资产阶级生

产者那里拿得比资本主义从他们那里垒得更少，而

是从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因国家整个

经济包括小经济的合理化而保证得到更多的收人

中拿得更多”；向私人资本主义的利润征税，“归根

到底这里的问题当然是～方面靠工人的劳动积累，

另一方面靠农民的劳动积累”。

发行公债也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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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债制度包括强制性公债和正常的借贷型公债两

种。苏联发放的半强制性的公债应当归入采用非经

济的强制方法进行的原始积累。

纸币的财政发行也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一

种方法。当国家既是管理全国的机构又是极其庞大

的经济综合体的主人时。发行纸币是社会主义原始

积累的直接渠道。进行这种积累或者是靠小资产阶

级和资产阶级的收入，或者是靠缩减国家职工的工

资。这一来源是非常可观的。

用纯经济方法进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主要包

括铁路、银行、国内外贸易和价格差等。

由于铁路实现了国有化．就可以对国家货物和

私人货物分别确立不同的价格。实际上是对非社会

主义经济成分征收间接税。由于银行实行了国有

化，银行可通过发行货币，吸收社会闲散资金等方

法进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国家可以通过对私有经

济之间的贸易征税进行原始积累。国营经济和私有

经济之间的贸易和对外贸易也可以进行社会主义

原始积累。同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进行不等价交

换，是最重要的原始积累方法。国家工业品和非社

会主义经济成分主要是农产品进行不等价交换。国

家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产

品价格低于价值。这就是最早的剪刀差理论。通过

这种不等价的价格交换进行积累．比向小生产征收

直接税和间接税等形式更为优越。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

律并不是苏维埃经济生活中唯一的基本经济规律，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在他

看来，价值规律是一种“商品资本主义社会自发平

衡的规律”．是“我们的过去对我们施加的压力”。

根据普的分析，苏维埃经济中商品货币关系和

价值规律的作用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国营经济部门内部的交换。他认为，这种交换

是从外部强加给国营经济的。只具有商品交换的形

式。在这种交换中，价格并不取决于国内外的市场

关系，而是根据计划核算制定的。国家可以有意识

地采用低于成本的价格供应企业原材料，或者从预

算中拨款来直接补贴工厂。然而这里可能出现两种

情况：一种是国家既是垄断产品的垄断生产者，又

是唯一的垄断买主：另一种情况是国营企业需要从

国外进口部分机器设备。在前一种场合。价格范畴

徒具形式。在后一种场合，世界市场价格规律的作

用确实存在，但程度极其有限。因为在关税政策的

保护下，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根据整个国民经济的合

理性考虑来保存、发展或设立某些部门。所以．即使

在这种情况下，价值规律的作用也完全被经济计划

和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利益所歪曲。

国营经济同私营经济之间的交换。这种交换分

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国营经济作为卖方，作为垄断

生产者主要是向农村出售工业品，另一方面是国营

经济作为买方向农民采购粮食和原料。前一个交换

领域是由国家调节的。但国营经济的扩展要服从于

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量。在这里不能完全摆脱价值规

律。不过，在私人工业资本很薄弱的时候，在国内主

要是同手工业进行竞争．这种竞争对于整个国营工

业来说受到国营工业技术占优势的限制，而对重工

业来说，这种竞争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在这个

交换领域中，价值规律的作用是受到破坏的。在后

一交换领域中，国营部门向小生产采购的商品也有

其他人购买时，价值规律会发生作用，即使主要是

由国家购买，但这个垄断的采购者规定的价格不能

为生产者所接受，农民可以改种别的作物，但是，由

于对外贸易的垄断和工业企业的垄断掌握在国家

手里，所以左右市场的是国家。这个领域是社会主

义原始积累规律同价值规律斗争的领域。

私有经济的内部交换。这里同样可以从两方面

分析：一方面是私人生产者或农民大量购买原材

料，这时价值规律的作用远远超过计划调节作用。

国家的极限价格常常被私人购买者破坏。另一方面

是消费资料的生产和收购。价值规律的影响总的说

来比生产资料方面要大得多，表现为价格波动大、

生产依赖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供求关系起支配作

用。其中受市场调节最大的是农业内部的交换以及

农业产品同个体手工业产品之间进行的交换。

应当说，普氏在《新经济学》中，对价值规律作

用的分析是有一定深度的。他的分析是建立在市场

细分化基础之上的，对不同领域价值规律作用特点

的描述比较深刻。这对20年代的学者来说是难能

可贵的。与同时代人比较，分析是系统、全面的，至

今还有～定的借鉴意义。

苏维埃过渡时期经济两个调节者之间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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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称之为“理论上最有趣

的问题”。

首先，普氏肯定，苏维埃经济是历史上从未有

过的两种不同性质、具有不同调节手段的经济制度

共处的舞台，是某些社会主义关系和在绝大程度上

是商品资本主义关系的异常复杂的结合。他说：“如

果不承认两种规律的存在。并且不研究它们相互作

用的结果，就不能对我们的经济作出任何科学的分

析。”

普氏的基本观点是：原始积累规律是调节国营

经济内部活动的规律，也是过渡时期的基本经济规

律。价值规律是调节私营经济的规律，他间接通过

私营经济与国营经济的交换影响国营经济。原始积

累规律作用的结果是国营经济的扩大再生产。社会

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

是私营经济扩大再生产，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扩

大再生产。“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商品经济已经

‘被破坏’，而在全部大工业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

时，这个过程应当继续发展”。他认为，在确定生产

计划时必须遵循“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决不能

让价值规律成为生产的调节者。这里既体现了普氏

对价值规律的天然敌视，同时又反映了他对社会主

义原始积累规律和计划经济的天然忠诚。他批判了

价值规律是生产调节者的观点。他说：“这种观点悄

悄地假定，在我们的经济中只存在一个在商品经济

中起作用的基本经济规律即价值规律。如果是这

样。那么在内部和外部都会产生压力这一规律的作

用下，国营工业如果不是现在完全垮台，也会在新

经济政策中逐渐垮台，国家垄断会变得徒有其名．

亏损的企业会倒闭，只有赢利的企业才能存在等

等。特别是运输业和冶金业应当停办或者转到外国

资本手中。"Il胆他主张在国营工业内部建立行政命

令的计划管理体制，以原始积累规律限制价值规

律。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不是在农民经济商

品性增长的基础上把农民引上合作化的道路。而是

建立类似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农业公社。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贯穿《新经济学》的基本思

想，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经济理论的核心是：整个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充满着两种规律的斗争，即原始

积累规律同价值规律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社会

主义原始积累规律起主导作用。他主张按照这一规

律来改变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比例。他说，原始积累

规律在同价值规律的斗争中决定着生产资料的分

配、劳动力的分配，决定着把国内的剩余产品转归

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之用的规模。他要求国家的经

济政策，如价格政策、工资政策、财政信贷政策、外

贸政策自觉服从原始积累规律而同价值规律进行

斗争。这样就势必需要一种高度垄断、高度集中、排

斥市场机制的行政性计划管理体制，走一条依靠剥

夺农民、牺牲消费者利益、实行高速度、高积累、优

先发展藿工业的工业化道路。

四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

律调节着国民经济，使之走向完全的社会主义。他

一方面承认在过渡时期必然存在小农经济、私人资

本主义经济，并把过渡时期经济称作“商品社会主

义经济制度”。但又把小农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对立物、“异类”。在他看来。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发展国营经济，排挤小生产

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显然．这种观点同列宁提出

的新经济政策是背道而弛的。

这是一种以战时共产主义的实践为出发点的

系统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它一方面是对苏联20年

代初经济实践的理论概括，另一方面也是他对社会

主义宏观经济管理原则的基本设计。他把商品货币

关系与社会主义相对立。试图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

国家政权及其内外政策，以各种手段剥夺非社会主

义经济成分，包括无产阶级最基本的同盟者农民，

把社会财富广泛地集中在国家手里。·通过国家计

划，来进行高速度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由此来达

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消除非社会主义因素的

目的。这种理论从本质上说．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它把列宁在实践中艰难地推进的社会主义条

件下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论以及走向社会主义的各

种过渡道路都放弃了。但这并不能抹杀《新经济学》

的理论价值。正如波兰学者伊萨克·多伊彻所说，

《新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

碑。世界上只要还存在着不发达国家。只要这些国

家还想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工业化，《新经济学》

对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所作的预见性分析就仍然

是一个重大话题。”121m9

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归根到底就是研究

“一般历史条件在生产上是怎样起作用的。生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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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历史运动的关系又是怎样的”。IS]15理论研究必

须要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脱离了“一般历史运动”

的理论研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这方面，《新经济

学》树立了一个典范。《新经济学》作为一部研究过

渡时期经济的较早著作。其基调是不妥的，因此曾

饱受诋毁和指责，但它为过渡时期的经济研究提供

了不少思想资料。作者通过论证社会主义原始积累

规律。实际上回答了一个工人阶级掌权的落后的农

业国如何实现工业化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起码是给

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思路、一种方案(尽管这

也许并非最佳方案)，它在对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

过渡这一问题的第一次系统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

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足以使其经得起更长时间的历

史考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实际上也是影响苏联

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重要理论之一。因此，普列奥

布拉任斯基虽然在政治斗争中遭遇失利，但他的工

业化计划在实际上被采纳，他的政治对手根据他设

计的工业化蓝图进行建设．经过整整一代入的艰苦

奋斗，改变了苏俄国家的面貌。因此。无论它所起的

正面作用，还是它所具有的缺陷，都需要认真总结

并吸取其经验教训，因而也就需要研究这种理论。

同时也需要指出，这一理论虽然其本身不能认为是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但是在对这一理论的批

评中，却引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理论建设的许

多基本原则。特别是针对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走

的弯路，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对不发达国家来说，

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工业化发展战略，采取哪种适

合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仍然值得研究。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新经济学》对后来人研究过渡时期经济

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在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中。

它应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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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obrazhensky's Theory of Socialist Primitive Accumulation

Xiang Zuwen

(Institute of Russian，East European and Central Asian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l00007，China)

Abstract：Peobrazhensky was an economist，a famous statesman in Soviet Union．The New Economics，

a polemical essay on the dynamics of an economy in transition to socialism，was his magnum opus．In the

book，He discussed the definition，methods and the importanee of the law of the socialist primitive accumu—

lation，analyzed the role of the law of value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The author demonstrated the law

of the socialist primitive accumulation，provided a number of ideas for economic studies about transition

period．The theory of socialist primitive accumulation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

opment of the Soviet economic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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