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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亚当·斯密的节约思想丰富而深刻, 主要包括分工能节约时间、节俭能增加资本等主要内容。亚当

·期密提出的节约思想, 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 同时又存在着一些矛盾的地方。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

天, 我们学习研究该思想, 有助于我们形成一个良好的“节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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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的创建者亚当·斯密是个身体力行“节约”的人, 他

活着时不仅在生活上以简朴闻名, 而且在著作中也

竭力宣扬节约思想。虽然今天经济发展的现实与他

所处的环境相比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重温他那

丰富的“节约”思想, 我们仍能收益匪浅。

一

斯密的节约思想并无专门著作系统而又深入的

阐述, 而是散见于《国富论》若干章节中。若把这些零

星片段的想法集中起来, 加以梳理、分析, 我们就可

以看出他的节约思想还是比较丰富的, 某些阐述还

是比较透彻的。

(一) 分工能节约时间

斯密以“劳动分工论”闻名于世, 他在《国富论》

一开头就论述了分工问题。他认为增加国民财富的

主要手段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而要提高劳动生产率,

首先就要靠分工的发展。为什么说分工能提高劳动

生产率呢?他总结了三点原因:“第一, 劳动者的技巧

因专业而日进”,“劳动者熟练程度的增进, 势必增加

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第二, 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

种工作, 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 有了分工, 就可以免

除这种损失损失 损失损失; 第三, 许多简化劳动和

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 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

工作。”[1 ]这三点实际上可以概括为一句话, 即分工

可以节约时间。第一点是说分工可以减少单位产品

中包含的劳动时间, 第二点是说分工可节省转换工

作需花费的时间, 第三点是说分工可以用机器代替

人力, 从而节省大量的劳动时间。我们知道, 一切节

约都可以归结为时间的节约, 马克思说:“真正的节

约 (经济) = 节约劳动时间= 发展生产力”。[2 ] (P361) 可

见, 斯密关于分工能节省时间,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观

点基本上是正确的。对论证劳动分工理论, 以及促进

当时资本主义分工和协作, 推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

展有过重要作用。当然他把手工工场内部的分工和

社会分工看成一回事, 没有看到由于资本主义社会

性质的原因, 资本主义也会带来浪费人力、物力和财

力的弊病, 这是不够全面的。

(二)节俭能增加资本

斯密认为, 要增加国民财富, 就要增加生产性劳

动者人数; 要增加生产性劳动者人数, 就要扩大雇佣

生产性劳动者基金, 这就需要增加资本。“资本增加,

由于节俭; 资本减少, 由于奢侈与妄为”,“奢侈者就

是这样滥用资本, 不量入为出, 结果就蚕食了资本”,

这实际上是“夺勤劳者的面包豢养游惰者”,“妄为的

结果, 和奢侈相同。农业上、矿山上、渔业上、商业上、

工业上的一切不谨慎的无成功希望的计划对于雇佣

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 都有使之减损的趋势。”他还

认为“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 不是勤劳。”节俭

是因为“有改良自身状况的愿望”。浪费是由于“有现

在享乐的欲望”。他反对个人的奢侈妄为, 尤其反对

政府的奢侈妄为, 强调指出:“地大物博的国家, 固然

不会因私人奢侈妄为而贫穷, 但政府的奢侈妄为, 却

有时可把它弄得穷困。”他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 看

到节约收入, 增加生产性劳动基金对于增加“国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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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重要作用, 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他颂扬节约,

谴责奢侈, 反对妄为, 对于促进资本积累, 推动资本

主义生产的发展, 在客观上起了不可否认的作用; 他

反对个人的奢侈妄为, 更反对政府的奢侈妄为, 这对

于揭露封建贵族的寄生生活和浪费行为, 为资本主

义经济的发展扫除障碍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这些都

是值得肯定的。但是, 他把非生产性劳动一概斥责为

浪费行为, 把资本原始积累看成资本家节俭的功绩,

用唯心主义观点解释节俭和浪费的原因, 忽视再生

产过程中资本在生产资料方面的投放, 这些都带有

形而上学和非历史的性质, 是他受资产阶级的立场

和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而形成的庸俗成份, 应予以

否定。

(三)节约收入是增加一国年产物的重要途径

斯密认为“节省了多少收入, 就增加了多少资

本。”在他看来, 节约收入、增加资本是增加一国年产

物的重要途径。斯密能指出增加财富的途径, 强调把

收入转化为资本的重要作用, 实际上触及到了外延

扩大再生产的问题, 在当时, 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但他没有看到而且也不可能看到, 即使不增加资本,

走内涵扩大再生产的道路, 也能增加物质财富。

(四)节约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可以增加“纯收

入”

斯密把一国全部居民的收入分为“总收入”和

“纯收入”。在他看来,“一个大国全体居民的总收入,

包含他们土地和劳动的全部生产物。在总收入中减

去维持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费用, 其余留供居民

自由使用的便是纯收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

为总收入应当是社会总产品减去补偿不变资本以后

的余额 (v+ m ) , 而纯收入则是指从劳动所创造的价

值减去可变资本以后的余额 (m )。可见, 斯密所指的

“纯收入”实际上大致相当于我们所讲的“总收入”。

(五)采取恰当的花费收入的方法有利于促进财

富的增长

他分析了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 一种是“个

人的收入有的用来购买立时享用的物品, 即享即用,

无补于来日。”“例如, 有些富翁简直是室满奴婢, 厩

满犬马, 大吃大用的花。”象这样的消费方法, 最后

“就连痕迹也没留下, 十年或二十年浪费的结果, 真

是一无余物。”第二种情况是“用来购买比较耐久的

可以蓄积起来的物品, 今日购买了, 就可以减少明日

的费用, 或增进明日费用的效果。”例如“有些宁愿食

事俭约, 奴婢减少, 却修饰庄园, 整饬别墅, 频兴建

筑, 广置有用的或专作为装饰的家具、书籍图画等

等。”象这样的消费方法,“不仅较有利于蓄积, 而又

较易于养成俭朴的风尚。”

以上简要地概括了斯密节约思想的主要内容,

概括当然是不够全面的, 因为还有许多观点未纳入

其中, 例如, 消费品中必需品和奢侈品的界限问题、

利润率很高时的俭朴和奢侈的关系问题等等。

二

亚当·斯密的节约思想确实较丰富, 闪耀着他

天才创见的光芒。但究竟如何评价亚当·斯密节约

思想的功过呢? 我们应辩证地看。

(一) 他为反对封建地主阶级提供了有力的斗

争武器

马克思说:“古典派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 他

们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 力

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

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3 ] (P156) 斯密作为“先

进资产阶级的伟大思想家”, [4 ] (P128) 他的节约思想有

力地揭露了封建贵族及其侍从们的腐朽生活, 抨击

了封建地主的浪费行为, 斥责了巧取豪夺大部分国

民收入的官僚机关和僧侣的胡作非为, 具有一定的

历史进步性。当然, 我们也应该看到, 斯密对封建主

义的斗争有着局限性和妥协性, 还不能明确地指出

消灭英国大地主制度和欧洲大陆封建制度的要求,

在某些观点上还表现了向封建君主的妥协退让。

(二)为完成资产阶级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历史使命提供了理论指导

斯密为适应时代的要求, 不仅提出了节约的理

论, 而且还提出了不少完成节约任务的实施意见和

具体措施。例如, 他在第五篇第一章中分析通行税时

就指出:“就车辆而论, 如果以重量为标准, 对极其奢

华的车辆和对四马大马车、驿递马车等等所课的通

行税, 略高于对不可缺少的车辆如二轮运货马车, 四

轮马车等等所课的税, 那就使懒惰与虚荣的富人, 不

觉困难地对贫民的救济有所贡献⋯⋯”。采取类似这

样的方法收税, 对限制奢侈、接济贫困是有一定作用

的。在《国富论》出版后, 产业资本家以斯密的节约理

论指导自己的经济活动。例如, 在英国政府首脑人员

在编制预算草案时, 往往从《国富论》有关税收的论

述中寻找立案的依据。在英国下院讨论议案时, 议员

们常常引用斯密的观点来论述自己的观点。一些政

府官员还经常登门向斯密求教。《国富论》写的“成为

富人的唯一方法是设法使收入超出支出。这一准则

对个人对国家都是适用的。因此, 一个管理得当的国

家应该节省每一笔经常开支, 和平时期应尽可能多

地进行储蓄。”[5 ] (P262) 这说明斯密的节约理论在当时

经济生活中影响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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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创立完整的经济体系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亚当·斯密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

论体系的创立者。他写的《国富论》共五篇三十二章,

其主旨是探索增加国民财富的途径。他的节约思想

在全书五篇中均有不同的体现, 其中, 在第一篇《论

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

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中, 斯密就提到了分工可

以节省时间,“发大财主要是由于长期的勤勉、节约

和小心的经营”等问题; 在第二篇《论资财的性质及

其蓄积和用途》中, 他分析了地主阶级的懒惰和浪费

行为, 提到了过多的非生产性的开支是一种浪费, 用

巨量金银从外国购买游惰阶级的消费品, 就无异于

鼓励奢侈, 节约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可以增强社会

“纯收入”, 节约能增加资本, 奢侈和妄为会减少资本

等问题; 在第三篇《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

中, 他提到了“生活资料必先于便利品和奢侈品”, 少

数豪族兼并土地后养成了浪费的嗜好, 乡绅们只会

花钱, 不会赚钱等问题; 在第四章《论政治经济学体

系》中, 他提到了宫廷中的浪费日增, 利润率很高时

俭朴的作用等问题; 在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

入》中, 他提到了对奢华的车辆加重收取通行税, 一

国君主需要有较多的费用, 对商品课税会给朴实勤

劳的贫民带来什么影响, 消费品中必需品与奢侈品

的划分及关系等问题。从斯密的经济理论体系来看,

在他的“分工理论”、“资本理论”、“生产劳动与非生

产劳动的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及其它理论

中均含有节约的观点。他的节约观点与其它理论观

点交织在一起, 相辅相成, 形成体系。

由于阶级的偏见和时代的局限, 亚当·斯密的

节约思想的内容也包含许多矛盾, 我们应予注意。马

克思说:“斯密本人非常天真地活动于不断的矛盾之

中”,“最深刻的见解和最荒谬的观念就这样奇怪地

交错在一起”。[6 ] (P181) 看来, 斯密在节约问题上也不

例外。例如, 他在反对封建贵族的浪费行为的同时,

又天真地认为封建君主的某些奢侈是必要的。他在

认为节约是出于增加国民财富的客观需要的同时,

又天真地认为是出于人的主观愿望。固然, 人的心理

活动对节约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 资本主义节约的根

本原因还是在于资产阶级获取剩余价值的需要。他

在承认“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 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

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的同时,

又天真地认为资本家节约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源泉。

这就把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描绘得如同“田园诗”一

般的美好, 抹煞了资本阶级以暴力掠夺财富的血淋

林的事实。他不能正视资本积累是由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客观上造成的必然结果, 而天真地认为是资本

家主观上有无节俭要求而带来的现象。事实上, 在资

本主义社会中, 生产资料掌握在资本家手中, 资本家

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 为了能在竞争中获胜, 就

必然要进行资本积累。甚至, 为了获取信誉, 扩大积

累的资本家还故意作极度的挥霍和浪费。

亚当·斯密的节约思想中的矛盾, 与他本人的

立场、观点和方法有很大的关系。他站在产业资产阶

级立场上, 持既有唯物的、又有唯心的, 既有历史的、

又有形而上学的观点, 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自由

主义的世界观以及社会观为思想基础, 采取既有内

在的、又有外在的二重研究方法来分析节约问题, 就

必然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但由于斯密的节约思想在

当时是向封建主义势力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 而不

是为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进行辩护的理论工具, 因

此, 基本上是正确的, 应该予以肯定。

三

尽管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现代

社会, 正确引导消费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种途径, 甚

至在一定条件下需要鼓励消费, 但鼓励消费不等于

提倡浪费, 更不等于浪费有理、浪费光荣。研究斯密

的节约思想, 我们能得到较多的有益启示, 形成一个

良好的“节约”观。

(一)要提倡勤俭节约, 反对铺张浪费

古人云:“居安思危, 戒奢以俭。”我国底子薄, 资

金少, 人口多, 生产力水平低, 要实现现代化强国的

目标, 在现阶段大力提倡艰苦奋斗精神, 想方设法增

收节支, 千方百计增产节约,“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

各种自然资源”[7 ] (P22) , 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

是, 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 生产、建设和流通领域

内的经济效益不高, 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十分严

重。譬如, 在生产中, 大手大脚, 严重浪费原材料者有

之; 在流通中, 因管理协调不好, 造成大量商品长期

积压, 以至发霉变坏者有之; 在消费中, 大肆挥霍, 一

掷千金, 大摆宴席, 大吃大喝者有之, 甚至为追求享

乐而违法犯罪, 锒铛入狱者也有之。江泽民在党的十

六大报告中指出:“一些党员领导干部⋯⋯铺张浪费

行为相当严重, 有些腐败现象仍然突出”,“我们必须

高度重视存在的问题, 继续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

决。”[7 ] (P5) 斯密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尚且提

倡节约, 我们作为新社会的文明人, 更应该加强节约

的观念, 杜绝一切浪费现象。

当然, 我们还要注意划清正当消费与挥霍浪费

的界限, 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不能把正当消费当成挥

霍浪费加以反对, 也不能把挥霍浪费当成正当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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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提倡。现在有些人受外国“消费早熟”观点的影

响, 把应该在未来消费的也提到当前来消费了, 这是

值得研究的。无视我国经济仍不富裕的现实, 看不到

发达国家“高消费”、“高浪费”带来的弊病, 无度挥霍

浪费钱财, 这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持续发展会产生

新的制约。

(二)要慎重制定计划, 合理分配劳动

斯密把在“农业上、矿山上、渔业上、商业上、工

业上的一切不谨慎的无成功希望的计划”称为“妄

为”, 认为它也是一种浪费, 在我们现在经济生活中,

乱定生产计划、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的现象时有发

生, 这必然会造成极大的浪费。当前, 我们应当警惕

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低层次恶性竞争的浪潮再一次出

现, 而应该从实际出发慎重制定切实可行的经济发

展计划。

斯密十分重视劳动分工问题。他认为劳动分工

可以节省劳动时间, 提高劳动生产率。我国过去长期

受自然经济的影响, 拘泥于小生产方式, 不能严格遵

照经济规律和现代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来组织生

产, 人力、物力、财力浪费现象严重。随着经济体制改

革的深入发展, 根据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改进产业结

构和劳动分工, 将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我们

要进一步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的特点, 根

据我国自身的条件, 研究选择合适的分工方式和规

模程度, 避免无谓的浪费。

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也很重

要。生产性劳动是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但一

定的非生产性劳动对社会发展来说, 也是必不可少

的。如果二者比例不适当对劳动力来说将是极大的

浪费。针对我国现阶段劳动力安排的特点, 发展第三

产业, 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整个国民经济结构

的升级, 对于合理分配劳动, 帮助下岗人员就业, 提

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是非常必要的。

(三)要正确安排资金, 提高生产能力

斯密提出了通过扩大资本积累来增加生产性劳

动基金, 增添生产性劳动者人数, 从而最终能增加国

民财富的观点, 还提出了节约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可以增加年产品的看法。很明显, 他只看到了扩大再

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追加, 而忽视了生产资料也应

该有相应的增加, 这是不全面的, 但他能看到资本的

安排对国民财富会带来影响, 这是值得重视的。当

前, 我们必须积极寻找合理的投资渠道, 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 杜绝浪费。还必需通过推广科技成果, 提高

机器设备使用效率, 减少直接生产过程的劳动力消

耗, 节省原料和辅助材料, 搞好机器设备保养, 以节

约活劳动和物化劳动, 这对于提高生产能力, 创造更

多的物质财富, 顺利实现“十五”计划是非常必要的。

综观亚当·斯密的节约思想, 我觉得他在许多

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 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有价值的

启迪人深思的精神财富, 这正是他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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