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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 纪将是 生产 力巨大 飞跃 和知 识经济 发展

使其协调发展。 同时 ,物的要素一旦纳入生 产过程 ,

的时代。为了实现我国在 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达国

总是 要被一定的 人们所 占有 ,因而劳 动者的 价值观

家水平的目标 ,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 ,使生产力有一

和道 德观对于占 有或不 占有 ,以及如 何占有 生产资

个更 大的发展 ,就必须 深入挖 掘一切 有利于 生产力

料和劳动产品 ,具有重大作用。正确的道德价值取向

发展的因素。 除了高度重视知识和科 技因素的重大

决定 了劳动者的 占有动 机不是 狭隘的 个人私利 ,而

作用 外 ,还应 注意道德 作为变 量因素 对生产 力发展

是广 泛的社会利 益 ,不 是根据 个人的 需要占 有生产

的诸因素的辐射、渗透和调整作用。

资料 和劳动产品 ,而是 根据社 会的需 要使劳 动资料

一、道德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力

合理地作用于劳动对象 ,使生产力各要素协 调发展 ,
从而使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所以说 ,道德是生产力

1.道德的调整作用是生产力内部 各要素的协调

发展 的协调力 ,它能够 协调生 产过程 中人与 人的关

力。众所周知 ,生产力是人们进行物质资料生产中所

系、协调生 产力内 部各要 素的关系 ,使 之形成合 力 ,

具有的征服、改造自然的能力。 它既包括劳动 者、劳

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生产力 的水平。

动资料、劳动对象等基本要素 ,又包括 科学技术等其

2.人 的道德 素质是 生产力 发展的 内在驱动 力。

他要 素 ,它是 一个由参 与社会 生产和 再生产 过程的

在生产力内部的诸要素中 ,人是最活跃、最重要的因

一系列要素构成的有机系统。在生产力系统中 ,只有

素。 因此人的素质如何 ,人的主观能动性的 发挥 ,在

各 个要 素有 机结 合 ,协调 发展 ,社 会生 产力 才 会提

生产力的发展中起着关键性的作 用。 人的素质是多

高。协调生产力内部各要素 之间的关系 ,并不是简单

方面的 ,而道德素质属于基础性素质。因为人只有树

的人与物的关系 ,物归人所有 ,并 被人所掌握。 人与

立正 确的道德观 和价值 观 ,有 崇高的 理想和 人生追

物的 关系实质上 是人与 人的生 产关系 ,因此 也就存

求 ,有热爱 科学、坚持真 理、锲 而不舍 的探索 精神和

在着道德关系。 生产力诸要素中人的 要素与物的要

品质才能积极地学习文化知识 ,掌握科学技 术 ,不断

素结 合起来并发 挥改造 自然的 作用 ,必须通 过人与

地充实和提高自己 ,并充分释放其潜能 ,积极地利用

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 ,这就需要道德来调整。道德

劳动 资料和劳动 对象进 行创造 性地劳 动 ,实 现生产

能够协调各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关 系 ,使之团结 协作 ,

力的提高。 否则 ,没有良好的道德素质 ,有再好的劳

并调 适劳动者与 生产资 料和劳 动对象之 间的关 系 ,

动资料和劳动技能 ,不能合理地利用和开发 ,也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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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产力的提高。 或者将自己的聪明 才智用于谋取

套规则 ,需要一种意识形态来为它们辩护 ,并且需要

不义 之财 ,对 国家保护 和限制 的资源 进行破 坏性的

一种个人的良知促使他努力去实 践它们。”而任何经

开发 和利用 ,对生产力 和经济 的发展 只能起 破坏作

济制度条件下的道德都具有对该 经济制度进行理论

用 ,具有负价值。 因此说 ,人的道德素 质是生产力中

论证 和辩护的作 用 ,社 会主义 市场经 济体制 的建立

的重要因素 ,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内趋力的作用。

和发展也不例外。 道德以自身特有 的实践精神的方

3.道德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成为生 产力发展的推

式 ,从理论 上充分论证 了我国 实行计 划经济 体制的

动力。 我国无论从理论上 ,还是在实践中 ,都十分强

弊端 和不合理性 ,实行 社会主 义市场 经济体 制的合

调热 爱科学 ,坚持真 理 ,捍卫正 义 ,崇 尚知识 的品德

理性和正确性 ,调整所有制结构的必要性。同时还把

和作 风 ,当前 又把科学 技术和 文化教 育提到 兴国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 各种思想和行为分

高度。 这对于在全社会形成崇尚 文化知识、学 科学 ,

为善的和恶的、正义的和非正义的、应该的和不应该

用科学 ,积极进行科学技术的革新和发明创造 ,创造

的 ,运用社会舆论的力量和道德评价的作用 ,褒扬前

了良 好的氛围 ,推动了 科学技 术和文 化教育 的发展

者 ,贬抑后者 ,使人们树立适应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

和进步 ,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因为只有把自然

正确价值观。并运用 道德教育和道德命令的方式 ,把

科学在技术上的发明、发现应用于生产过程 ,引起生

市场 经济规律的 要求变 成人们 的自觉 行动 ,把社会

产力 的物的因素 与人的 因素的 发展变化 ,才 能转化

主义 市场经济的 道德要 求内化 为人们 的道德良 心。

为直接的生产力。邓小平发 展了马克思的“生产力中

“因此 ,可以说 ,先进的 道德是 历史自 身发展 的内在

也 包括科学”的思想 ,明确 提出“科学 技术是 第一生

因素 ,是 历史的 真正创造 者— — 人 —— 的活动 的强

产力” ,把科学技术对于生产力发展的 作用又提到新

大推动力。”① 。 也就成为调整和完 善社会主义经济

的高度。科技伦理学和科技 道德的研究与发展 ,对于

制度的强大动力。

促进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发展起了 启发教育和导

2.道 德是社 会主义 市场经 济发展 的重要因 素。

向的作用 ,为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 产力”落到 实处 ,

当今 世界经济发 展 ,一 个新的 趋势是 经济增 长已不

增强 国家的技术 实力及 向现实 生产力转 化的能 力 ,

再单纯地依靠货币资本、技术等经济因素 ,还有赖于

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 德素质创造良

各种 非经济因素 ,诸如 文化知 识的投 入和道 德精神

好的社会氛围 ,从而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力。

的注入。据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的一项统计资料表明 ,

二、道德对调整和完善经济制度的价值
历史唯物主义表明 ,生产关系、经 济制度适合生
产力 的发展 ,就起推 动生产 力发展 的作用 ,否则 ,就

人文因素在经济增长方 式中已占 50% 的比重。表现
为意 识形态的 道德理 论、价值观念、伦 理原则、道德
人格等便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发展的必不可少
的重要人文因素。

会起阻碍作用。因此 ,我国坚持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

成 熟的市场 经济中 内涵了 诚实、信誉、公平、互

生产 力发展水平 的马克 思主义 基本观点 ,努 力寻找

惠互利等道德因素 ,并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效益。在市

能够 极大促进生 产力发 展的公 有制实现 形式 ,进行

场价 值规律的导 向下 ,现代市 场竞争 已由低 层次的

了重大的经济体制改革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

价 格竞 争 ,转向 高层 次的 产品 质量、服 务质 量 的竞

党的 十五大报 告中又进 一步提 出: “公有 制为主 体、

争。 这就使得企业在产品的“品质”、“品牌”、“品位”

多种 所有制经济 共同发 展 ,是 我国社 会主义 初级阶

和优质服务上下功夫。 而在优质服 务和名优品牌的

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调整所有制结构是进一步

产品中 ,除了品质和科技含量外 ,还 包含着道德文化

完善 和调整经济 制度和 生产关 系的重大 举措 ,这对

的含量。也就是谁最 讲职业道德 ,向社会提供名优信

于推 动我国经济 的发展 ,进一 步解放 和发展 生产力

誉产 品和诚信 服务 ,谁就 会争得顾 客 ,赢得市场 ,取

以及社会全面进步会产生重大而 深远的影响。 道德

得竞争的优势。 反之 ,谁最不讲职业道德 ,向社会提

在完 善和调整经 济制度 ,促进 社会主 义市场 经济和

供假冒伪劣产品 ,搞坑蒙拐骗之术 ,谁就会受到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中具有重大价值。

舆论 的谴责 ,在市 场上站 不住脚 ,甚至 身败名裂 ,受

1.道德是调整和完善社会主义经 济制度的强大

到法律和经济的制裁。 山西假酒事 件就是最好的例

动 力。 英国著名经 济学家 罗宾逊 夫人在 其《经济哲

证。企业道德文化在 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尤为明显 ,主

学》一书 中曾经说过: “任何一 个经济 制度都 需要一

要是通过培育企业的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 价值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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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中取利、义中取财的经营方略 ;诚实 信用和全心全

如: 利益互惠、公平竞争、诚实守信、保护生态环境等

意为 人民服务的 道德精 神 ;严 格规范 的职业 道德行

道德 原则和规 范 ,成为人 们在资源 配置、人才交 流、

为 ; 素质全面的职工队伍等等。这些企业道德文化是

生产、分配、交换、消费 等整个 市场经 济活动 过程中

企业 发展的重要 人文因 素 ,使 企业具 有长久 的发展

共同 遵守的 道德规 则 ,用以 规范人 们的 经济行 为 ,

后劲 ,从而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

调整市场主体间的利益关系 ,维护市场 秩序。 同时 ,

3.道德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的重要调控手

它 还可 以通 过道 德教 育、道德 修养、道 德评 价 等活

段。马克思指出: “无论生产 的社会形式如何 ,劳动者

动 ,运用社 会舆论、内心 信念和 传统习 惯等方式 ,把

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 ,二者在彼此分

市场 经济的道德 要求变 成人们 内在的 道德信念 、价

离的情况下只有在可能性上是生 产因素。 凡要进行

值取向和评判行为是非、善恶的标准 ,进而形成适合

生产 ,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② 。就是说 ,凡要进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道德人 格和良知。 这就把

生产 和经济活动 ,一方 面要协 调好劳 动者与 劳动手

市场经济的要求由外在的行为准 则变成了内在的道

段和 劳动对象的 关系 ,即处理 好人的 要素和 物的要

德 律令 ,由 外在 的社 会立 法 ,变成 了内 在的 心 灵立

素的关系。 另一方面 ,社会要进行生产和经济 活动 ,

法 ,由他律变成自律。只有使市场行为主体达到这种

还要发生人与人的关系、部门与部门的关系。这主要

道德 自律 ,才会有 自觉的、规范 的市场 行为 ,严格有

表 现在 社会 再生 产过 程中 ,社 会经 济各 领 域、各部

序的 市场规则和 秩序 ,才会使 社会主 义市场 经济健

门、各单位、各环节之间以及它们内部 之间的人与人

康有序 ,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的关系。 这些关系错综复杂 ,必须处理和协调 好 ,否
则 ,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就无法正常进行。要处理好

三、道德对合理配置和利用人力资源的价值

这些 关系 ,除了采用 经济的、行 政的、法律的 手段和

我国 进行经 济体制 改革 ,实行社 会主义 市场经

措施 外 ,还必 须运用道 德特有 的规范 和调整 的功能

济体 制 ,是 为了使人力 资源和 物质资 源达到 最佳生

进行协调。

存形式 ,得到合理配置和利用 ,使其 能量得到最佳程

特别 在当前 我国经 济体制 转型过程 中 ,出现了

度的发挥 ,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价值观念 与社会主义市

1.道德是人力资源中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源 ,简

场经 济条件下的 价值观 念的碰 撞和冲突 ,社 会主义

单地 说 ,就 是发展经济 和社会 主义事 业所需 要的具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念与资本主 义市场经济条

有必要劳动能力的人口。 这种劳动 能力在生产实践

件下的价值观念的含混不清的现 象。 由此造成了道

中 ,主要包括一定的智力和体力。 笔者认为 ,不仅如

德观 念过渡性 迷惘 ,行为上 的失范 ,市场 的无序 ,以

此 ,还应包括一定的德力。德力在这里主要是指道德

及经济行为失控的现象。 诸如超越市 场规则的不正

素质及其作用力。也 就是说 ,劳动者只具有健康的体

当竞 争 ,党政 机关经商 办企业 和官商 现象的 屡禁不

魄和 健全的大脑 机能及 智能还 不够 ,还必须 有崇高

止 ,笼罩在 市场上的 虚假合 同、虚假广告、虚 假产品

的理想和奋斗目标 ,有较高的道德追求和生 活准则 ,

等等。搅乱了市场秩序 ,严重地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

有积极进取和奋发向上的精神 ,有良好的道 德素质。

经济的健康发展 ,妨碍了生产力的提高。 由此 ,调整

只有在这种道德的作用力下 ,自身的智力、体力和全

市场主体间的利益关系 ,规范市场的经济行为 ,维护

部潜 力才能得到 充分调 动和发 挥 ,实 现人力 资源的

市场 秩序 ,就成为 当务之 急。 市场上 这些问 题的解

最佳存在形式 ,促使其转化成为现实的社会 生产力。

决 ,不能单 纯依靠市 场这只“看不 见的手”来 自发地

否则 ,人有再好的智力和体力 ,而没 有理想和道德追

调节 ,也不能只依靠行政和法律手段来解决 ,还必须

求 ,只 是追 求物 欲享 受和 一己 私利 ,满 足于 吃 喝玩

尽快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 应的道德规范

乐 ,就 会走 上歪 门邪 道 ,造成 人力 资源 的破 坏 和浪

体系 ,作为人们共同的“内在道德律令 ”和“外在行为

费 ,给生产力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和负价值。因此德

准则”。

力也 是人力资源 中的重 要因素 ,只有 充分重 视和利

过去人们常常只注意强调市场经 济对道德的影

用道 德在人力资 源合理 配置和 利用中 的积极作 用 ,

响和 决定作用的 一面 ,而忽略 了道德 对市场 经济的

才能 使人力资源 达到最 佳的生 存状态 ,得到 最充分

调控作用。 因为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道德既具

地发挥 ,从而更大限度地提高社会生产力。

有他 律性又具 有自律 性。 即 ,它既能 够通过 制定诸

2. 道德 是合 理配 置和 利用 人 力资 源的 重 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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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 件下 ,实现人力资源的合

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 ,除了全面提高人口 素质 ,协

理配置和利用 ,一方面要重视人力资源开发的 问题 ,

调好劳动过程中人与人、部门与部门的关系 外 ,还要

把单纯重视货币资本的意识转变为首 先重视人力资

协调 好人与劳动 对象的 关系 ,主要是 协调好 人与自

本的意识。遵照毛 泽东早就提出的“德、智、体全面发

然的关系 ,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生产力

展”的方针 ,努力 培养和 提高人 口素质 ,创造 良好的

进一步提高。 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 人与自然的关系

社会 环境 ,使人的智 力、体力和 德力得到 全面发 展 ,

时指 出: “人本身 是自然 界的产 物 ,是 在他们 的环境

使人 力资源的生 存方式 得到最 佳调适 ,使人 口的科

中并 且和这 个环境 一起发 展起来 的。” ③ 这就是 说 ,

学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和道德素质得到全面提高。现

人与 自然环境息 息相关 ,自然 界是人 类赖以 生存和

在的 经济理论研 究表明 ,经济 系统的 知识水 平和人

发展 的必要条件 ,人类 无时无 刻不与 自然环 境进行

的素 质已成为生 产函数 的内在 成分 ,是生产 率提高

着物质和能量的交换。随着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

和经 济增长的内 在动力 之一 ,而且经 济逾是 向知识

人们 认识和改造 自然的 能力不 断提高 ,人类 开发和

经济 高级化方向 发展 ,科技含 量和劳 动者素 质的分

利用 自然资源的 广度和 深度不 断增加 ,人类 社会的

量所占比重就逾大 ,要求就逾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物质财富也不断增多。然而 ,由于人们对人与自然关

的发展需要高素质和全面发展的 人才。 我国是人口

系认 识上的不当 和急功 近利的 短见 ,走向了 贪婪地

大国 ,且有相当多数的人口素质还很差 ,远不能适应

向 自然 界索 取 ,过渡 地、盲目 地开 发自 然资 源 的极

现代化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由此 ,优化人口

端。有些人 为了眼前私利 ,而不顾他人、国家、乃至全

素质和结构 ,就成为当务之急。面对我国人口现状和

人类的长远利益 ,“杀鸡取卵”、“竭泽而鱼” ,这 些“吃

世 界知识经济 挑战的落 差 ,党 中央提 出“科教兴 国”

祖宗饭 ,砸儿孙碗”、急功近利的不道德行为 ,虽然可

的战略。为了适应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需要 ,受市场

以给 自己和局部 带来一 定利益 ,但造 成了自 然资源

规律的影响 ,我国正在调整劳动者的岗位 ,于是出现

枯竭 ,环境 污染 ,生态平 衡的破 坏 ,出 现了人 力资源

了下岗工人 ,将来还会有各类下岗人员 ,这些都在要

与自然资源的不和谐 ,从而损害了人类的长 远利益 ,

求和激励人们必须提高自身的职业道 德水平和职业

带来了人类的生存危机。由此 ,人类在与自然环境进

技能 ,提高 整体素 质。 以利于 人力资 源的开 发和利

行物 质和能量的 交换时 ,在开 发和利 用自然 资源的

用。 另一 方面 ,是对人 力资源 合理配 置和利 用的问

过程中 ,必须提高生态环境的道德意识 ,遵守生态环

题。也就是要通过各种形式 和措施 ,使整个劳动力资

境道 德 ,用 生态环境道 德规范 和调控 人对自 然的行

源在 各地区、各部门和 各行各 业得到 合理分 配和使

为 ,抑制对自然界过度索取的自私欲 ,节制不合理的

用。配置好劳动者与劳动资 料的结合 ,解决好劳动者

生产和消费。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 “社会化的人 ,

相互之间的协作配合 ,组织好人才交流和合理 流动 ,

联合 起来的生产 者 ,将 合理地 调节他 们和自 然的物

做到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 ,使人力资源 得到充分的开

质交换 ,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 ,而不让它作

发和利用。现在我国进行的 机构调整、减员增效和下

为盲目的力量来 统治自己。” ④ 也就 是自觉地调控人

岗工 人的再就业 工程 ,是使合 理配置 和利用 人力资

与自然的关系 ,与自然界协调发展 ,与其它物种同生

源走 上科学化的 轨道 ,以适应 市场经 济需要 的重大

共荣。那么 ,虽然可能有时会减少或者牺牲一些局部

举措。要做到这些 ,除了要有科学合理的经济体制和

的、暂时的经济利益 ,但保护了人类 赖以生存和发展

管理制度外 ,还要有较高职业道德水准的管理 人才 ,

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 ,那将会造福于人类 ,给子孙

有与 之相适应的 道德规 范体系、调控 手段和 监控机

万代带来优美的环境、美好的未来和取之不 尽、用之

制 ,才能保证其顺利进行和健康运转。 所以说 ,道德

不竭的物质资源和财富。 再附之对 物质资源的合理

不仅 是人力资源 的重要 因素 ,而且是 合理配 置和利

配 置 ,对物 质资 料的 综合 利用 ,对 环境 进行 综 合整

用人力资源的重要手段。

治 ,变废为宝 ,这对于实现国民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和

3.道德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 的重要力量。 人力

提高社会生产力具有重大意义和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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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 he ag ricult rural- so ciety of a ncient Chi na and pat rio rchal cla n sy stem w hich
o rig ined f rom i t det ermi ned the ethical thought s of early China w hich were of such
cha ract eristics: a tt ach i mport ance to ki nship; w orship the ma nda te of heav en; be loyal to
m ona rch and sho w filial o bedience t o parent s; seek m oral perfectio n; f ollo w rules and o rders,
et c; addi ct stable lif e a nd pursue order. These tho ugh ts had posi tiv e as w ell as negativ e
aspects.
〔Key words〕ag ricult ural- soci ety; pat riorchal cla n syst em; po li tical ethics

(上接第 48页 )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C〕第 3卷 ,第 7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C〕第 25卷 ,第 926— 927页。

〔责任编辑

陈

曦〕

The value of moral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T IAN Xiu-yun
( Law and Poli tics College , Hebei N ormal U niversi ty , Shi jiazhuang , Hebei 050091, China )

〔 Abstract〕 M oralit y, a s a va riable element, functio ns as radi atio n, i nfi lt ra tion and
adjust ment to wa rds the v ari ous facto rs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 e fo rces; the v alue of
m oralit y a s a n acti ng f orce on the develo pment of productiv e f orces; the value o f mo rali ty in
adjusti ng and im prov ei ng t he eco nomic syst em; the v alue of m oralit y to wa rds the rati ona l
di st ributi on and use of hum an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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