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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之传统社会，当代财富增长可谓一日千里，速度惊人，可是，财富惊人增长与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相伴随，财富活动的“趋文明化”与其奴役形式的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紧密相连，物质财富的“增长困

境”与精神财富的“惊人贫乏”同样突出。特殊地说，改革开放以来，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相

伴随的是，财富伦理同样实现了巨大的历史转型与变迁，而财富的目的与手段倒错、财富的内容与形

式颠错、财富的结构倒错、财富创造与分配倒错等财富无道德的现象大有弥漫拓展之势。诚如法国著

名伦理学家拉罗什福科所指出的那样：“德行消失在利益之中，正如江河流逝入海”，“财富能使我们的

美德和恶性充分表露，就象光线显示出各种物体。”[1]为了破解财富伦理“剪不断、理还乱”的当今困境，

需要开掘具有超强解释力的马克思主义财富伦理思想为主导的各种理论资源，以寻求具有可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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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题之道[1]。整体来看，马克思财富伦理思想的方法论特色主要有三：

一、解构与建构相统一

一般来说，解构就是批判，意味着某种否定。但批判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与建构紧密相连的建

构性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财富伦理的批判决非为批判而批判的“词句批判”、“修辞学革命”，而是

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推动社会历史的质性跃升，即实现了批判与建构的有机统一。资产阶级

的思想家们并非都把所谓“千年理性王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奉若神明”，但他们的批判，均以不触动资

本主义的制度底线为逻辑前提，以坚持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经济上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上的利己主

义，生活方式上的消费主义为基本特征。因此，从本质上看这种“批判”决非推倒重来的“毁灭式创

新”，而是“换汤不换药”式的修修补补，从反面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辩护的“屈从现实”。

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财富伦理的终极旨归不在于悬置“社会制度根基”的批判及替代、只探讨围

绕经济发展成果的“蛋糕”如何分割博弈，而在于社会制度根本置换，价值观念的除旧布新，从而最终

实现劳动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他反对历史经验论、历史形而上学、“伦理浪漫主义”，充分

彰显历史辩证法科学而锐利的批判锋芒。他立足于现实（“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却不驻于此，在

充分肯定资产阶级制度的文明性、进步性和历史超越性的同时，指出它的成就的片面性、狭隘性，因而

超越“政治解放”，实现“人类解放”、走出人类社会的“史前史的阶段”就是财富伦理建设的制度前提和

历史前提。正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而宏大的历史视野，马克思深刻地指认了“自由”、“平等”、“民

主”、“博爱”和“文明”这些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不过是徒具形式的“骗人幌子”，“同启蒙学者的华美

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2]。

从伦理视角看，资本主义财富伦理具有形式公平、机会平等、形式自由、片面正义等诸多伦理幻

象。说到底，这些幻象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大“颠倒”：一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颠

倒；一是“活劳动”和“死劳动”的颠倒（劳动和资本的颠倒）。换言之，具有无限的颠倒性、贪婪性、残酷

性、隐蔽性特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财富伦理幻象及异化的“总祸根”，导致了：

（1）财富生产伦理异化：劳动异化与财富主体异化。即一方面是财富生产者与自己的劳动之间的

异化，即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无法肯定自己的生存意义，相反，只能否定自己。创造财富的异化必然

导致主体力量无法合理地展开，使他们肉体上受折磨、精神受摧残、道德上堕落。马克思愤慨地指

出：“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

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3]一方面是财富生产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劳

动产品（所有制）反过来控制自己，使其“片面化”、“畸形化”，对自己的劳动产品产品“疏离感”。马克

思深有感触地写道：“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

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

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

[1]英国著名哲学家特里·伊格尔顿在新作《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对的？》一书的“序言”中认为，马克思在道德和文化

批判方面的作品十分丰富，值得我们尊重和珍惜。人类不断异化，社会生活愈发“商品化”，我们的文化鼓吹贪婪、攻击

性、不加思考的享乐主义和日益严重的虚无主义，我们正逐渐失去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要对上述问题进行富有成果

的讨论，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积淀。（Terry Eagleton, Why Marx was Righ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reface”p.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4页。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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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呆。”[1]财富创造主体异化为“单面人”、“机器人”，作为财富占有者的资本家也异化为“欲望的主体”、

“敲骨吸髓的吸血鬼”。（2）财富交换的异化：不等价交换、非公平竞争。在盲目逐利动机的驱使下，利

用“信息不对称”进行坑蒙拐骗、不正当竞争。马克思十分生动地勾画了那些资本贪婪的求金欲本性

大暴露，资本害怕没有利润就如同害怕真空一样，为了利润，铤而走险，敢于践踏人间法律，敢犯任何

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3）财富分配伦理异化：劳而不获与不劳而获并存。这种伦理异化的根源在

于异化劳动以及由此形成的私有制。“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2]，由此决定社会

财富的增长与创造财富的劳动者的贫困成正比，工人的劳而不获、资本家的不劳而获。马克思写道：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

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3]（4）财富消费伦理异化：消费主义。资本

的总体性逻辑还殖民于消费过程。为了资本增值，超前消费、奢侈消费、过度消费、符号消费、意义消

费等消费主义价值观大化流行、弥漫拓展。在异化消费中，“人变成对自己来说是对象性的，同时，确

切地说，变成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他的生命表现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化，他的现实化就是他的非现实

化，就是异己的现实。”[4]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财富生产劳动的异化，“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

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5]，导致人与自然的天然和谐关系的异化

和紧张，由此，财富实践陷入了异化的自然和异化的人以及他们之间的永无止境的恶性循环。

质言之，马克思财富伦理思想坚持实践批判维度，实现了对“超越精神的超越”，击中了一切“幽

灵”、“幻影”、“神话”等虚浮的形而上学软肋，实现财富伦理思想的革命变革。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

上，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伦理批判，提出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新的具有伦理正当性的制度的诉

求，由此标举了马克思实质伦理学的实践批判锋芒（在本质上与任何西方形式伦理学大异其趣）。这

种财富伦理批判的革命性在于它的两大范式转换：一是从个人财富主体道德批判转向财富-经济制度

伦理批判；一是从财富-经济制度善恶的批判转向作为制度善恶根源的经济基础批判。由此，重构新

的财富伦理，消灭资本的剥削奴役就从一般的道德呼吁变成了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要求。进言

之，马克思的解构是为了建构，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进而“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

身”[6]，建构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

首先，自由时间逻辑成为衡量财富生产伦理的新标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私有制和劳动产

品的相对不足，劳动时间尺度成为衡量财富伦理的主导逻辑，随着财富生产的“资产阶级的狭隘形式”

被历史性置换，衡量财富伦理的主导逻辑就变为自由时间尺度。“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

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

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只是在同剩余劳动时间的

对立中并且是由于这种对立而存在的，或者说，个人的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从而使个人降到仅

仅是工人的地位，使他从属于劳动。”[7]由此，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其次，市场正

义伦理消失，人人平等自由，按需分配伦理取代按资分配成为新的财富分配伦理。财富消费结构中的

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的平衡和谐成为财富消费伦理新取向，适度消费、绿色消费和人本消费的观念深

入人心，成为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和社会的常态。由此，财富领域中的生产正义、交换正义、分配正义

和消费正义等财富正义真正实现。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3页，第51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07页，第787页。

[4][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第46页。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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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决定论与能动论相统一

在马克思看来，实现未来理想社会财富伦理的前提，决非停留于资本制度的历史终结而是以社会

革命推进的历史质变，即“问题不是在于要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也不是在于这种事实与永恒公

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而是在于这样一种事实，这种事实必定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并且把理解

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1]。诚然，未来社会的实现要经过若干阶段

的发展并且未来社会制度需要不断变革和完善。因此，揭示财富伦理的深刻经济根源而又注重发挥

其积极功能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伦理观念在根子上反映经济基础并由

经济基础决定、主导和宰制，但伦理观念又不简单地受动者，同时能够成为社会经济的引领者，发挥积

极功能，拒斥经济与伦理、财富与道德的“脱臼”或“断裂”。

一方面，马克思以唯物史观的方法论，从社会历史视域来审视财富伦理，探寻其产生、发展与嬗变

的深刻根源。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发现在于，创造性地提出了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

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一唯物史观的最基本原理。诚如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指

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

础。”[2]从学术渊源看，马克思财富伦理思想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传统而拒斥了康德的主观论，并依托

唯物史观实现其伦理思想的革命性变革。由此，马克思自然对以先验的人性假设和道德律令为依据

来论证资产阶级道德的合法性的做法十分不满，并明确指出：“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做永恒

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3]就是说，尽管伦理道德是人的安身立

命之本，规定了人的生存发展的应然“圭臬”，如同普遍的“以太之光”关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然

而，它绝不是超验的、抽象的、与现实无涉的空洞概念；说到底，伦理道德在根子上是社会历史的“产

儿”和社会利益关系的反映，且在阶级社会中它又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因此，所谓“普世价值”只不过

是把某些阶级的“特殊性价值”硬说成是永恒的自然的“普世性价值”而已。

由此，财富伦理同样也是具体的历史的，超验的外在于社会历史的财富伦理顶多只是“白日梦式”

的幻觉。诚如马克思指出的：“财产的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有各自的‘道德’与之相适应。”[4]道德是从

具体的社会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来的，调整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应然准则。经济的发展、财富活动的价

值合法性以及历史命运，不应以抽象的人性来说明，因为它不仅不是原因，倒是需要说明的问题。在

马克思主义看来，伦理道德是经济利益关系的法权表达，其变化发展的根本动因在经济。因此，恩格

斯说道：“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

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

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5]不难看出，唯物史观深刻地洞明了社会历史发展

的规律，从根本上回答了财富伦理演化的经济根源，在伦理观上坚持了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

另一方面，马克思充分重视财富伦理对于社会历史和经济发展的价值，注意发挥其对财富活动所

起的规范、价值牵引作用。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论战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上确实曾经突出强调

过经济的决定作用，但在他们的思想逻辑中决不存在所谓简单机械的“经济决定论”、“经济主义”的空

间，因为他并没有简单地否定其他因素的作用，主张以历史辩证法来审视两者之间的关系，认为科学

的伦理道德对经济基础起着能动的积极作用。可见，马克思主义财富伦理观并非“经济还原论”（如波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3页。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0页。

[3][4][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1页，第160页，第7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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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尔指认马克思主义为机械的历史决定论），也决非一般的“伦理本体论”或“调和保守论”，还异质于

阿尔都塞磨平了历史因素的差异性的“多元决定论”以及詹姆逊置换了历史的主导逻辑的“文化决定

论”，实际上是一种“辩证的能动的决定论”。的确，关于决定论与能动性之间的关系问题，无论是在历

史上还是现实中都不乏误解。关于这点，列宁或许能够终极上述“无谓的争论”，他透彻明晰地指出：

“关于决定论和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历史必然性和个人作用之间的冲突的思想，正是主观哲学家喜

爱的话题之一。……决定论思想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摒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

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作出严格

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什么都推到自由意志上去。”[1]

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财富伦理观仍然需要在唯物辩证法视阈中进行必要的厘清，因为唯物辩证

法并非相对论也非机械论，它主张推进伦理跃升以及制度超越之于伦理跃升的根本性作用，同时也主

张在具体历史条件下价值超越和伦理建设的必要意义。诚如马克思指出的，“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

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

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2]就唯物辩证法“保守性”

和“暂时性”的一面来看，价值超越和伦理建设具有一定的尽管是相对性的意义。由此观之，马克思财

富伦理批判的决定论与能动性的统一方法论的实践功能发挥，不能超离历史作“蹈空之论”，不能屈从

现实作“庸俗的辩护”，而是必须与社会现实结合，具体历史地推进与展开。

三、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相统一

从不孤立就伦理谈伦理，而是将伦理放在历史变迁、经济发展与人性发展的宏阔背景中来考察，

这是马克思财富伦理批判的鲜明特质。马克思从人的主体性及现实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

与（思想）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的必然性出发去理解财富伦理发展的根本动因，并肯定和界定了

财富伦理的独特价值，为研究和建立合理的财富制度和经济制度提供了科学的思路，完成了财富伦理

思维范式的重大转变，从而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财富活动实践提供了智慧的指南。在批判历史

上旧的财富-经济制度非正义的基础上，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财富伦理的评价标准。财富的伦理评

价是特定的历史与社会的经济结构所派生的观念体系，财富来源的合德与否、财富生产的正义与否、

财富分配的平等与否、财富消费的权利多寡等都不能诉诸于自身，也不能诉诸于超然的永恒的价值理

念。不同的社会制度背景和理论语境预设了的道德评价准则，道德的观念因时因地而变。因此，在马

克思看来，在财富伦理的评价标准问题上，关键要摈弃抽象的绝对性的超时空的“自然法则”，从具体

的、历史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关系、社会发展状况及人的主体性发展等方面来综合评判，包含着物的尺

度、客体维度（生产力标准）和人的尺度、主体维度（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其一，物的尺度——经济标准。经济标准就是生产力标准。在马克思看来，由于创造历史的前

提，是生存，生存的前提是财富生产活动，否则，人类存在都谈不上，更遑论社会与人的发展进步。在

马克思看来，生产力的发展始终是解释财富伦理价值观念变革的首要的根本的原因。“如果这种理论、

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同现存的生产力发

生了矛盾。”[3]就是说，一方面生产力对社会财富伦理的变革或变迁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财

富伦理观念对生产力发展也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说到底，财富伦理变迁之所以必需，是因为旧的财富

[1]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4页。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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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丧失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恰如恩格斯指出：“凡是现存的，都一定

要灭亡。”[1]财富伦理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可逆转。生产力与财富伦理的具体历史

的辩证互动关系，使生产力成为衡量财富伦理是否具有价值合理性的首要的客观依据。就是说，是否

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繁荣成为评价财富伦理的首要标准。

其二，人的尺度——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标准。财富伦理评判的最终标准还要看其是否能促进人

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财富是人的对象化的存在，是本质力量的体现，是人性丰富的体现，在

此意义上财富具有道德内涵和伦理意蕴。如马克思所说：“财富的本质就在于财富的主体存在。”[2]财

富不是外在于主体自身独立的存在、处于社会森林中的“自组织系统”或者“孤岛”。它就由主体创造

的，主体的社会关系状况决定了财富的状况。“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代中，人的内

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这种普遍的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

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3]就是说，财富作为

“社会关系的总和”对象化之“物”，既人的本质的确证，人的解放与发展的标尺，也可能导致人的本质

异化、人性扭曲、自由扼杀。因此，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改造和人的发展的双重过程：一方面，人

的全面发展是社会财富创造的结果，是消灭现存社会形式上平等而实际上不平等的结果；另一方面，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又是克服现实中人的本质二重化的结果，使人的个性化真正统一起来。用马克思

的话说就是，“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

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

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

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4]

要言之，马克思的财富伦理评价标准具有多维性和辩证性，不仅具有客体维度，而且也具有主体

维度。这种标准是动态性、历史性、过程性的，同时它不是从外在的立场去审视财富伦理，而是以内生

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时代情势的“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来加以价值评判。因此，只有联系社会经

济发展和人的生存境遇的基本状况，才能把握财富伦理评价标准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实质内容。

四、当代启示

当今伦理道德领域的确出现了史上罕见的大变局、大洗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加之第三次工业

革命浪潮的影响，现代社会伦理与道德之间的传统平衡与张力被打破，出现了伦理－道德的断裂、倒

错、矛盾、悖论以及碎片化的时代‘症候’，即‘无伦理的道德’与‘无道德的伦理’的吊诡性悖论。”[5]财富

伦理领域亦复如此。马克思财富伦理思想及其方法论原则对当代世界财富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

价值和启发意义，主要有三个层面：

其一，为当代中国财富伦理建设提供了不可取代的重要方法论原则，为评价审视当代世界财富实

践活动敷设了不可逾越的基本价值坐标。只要存在资本的剥削和奴役，资本主义财富伦理问题就绝

不会消失，而马克思财富伦理思想所彰显的人民至上、劳动优先、公平正义、共同富裕、适度消费等科

学的价值观就具有强烈的“现实感”。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页，第46页。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39页。

[5]张志丹：《无伦理的道德与无道德的伦理——解码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悖论》，〔北京〕《哲学研究》2014年第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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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财富伦理批判的解构和建构统一的方法论启发我们，把对财富伦理现实的解构和建构有

机联系起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特别注意理论的透彻性和实践的针对性。这是因为，财富伦理倒错

问题说到底是个实践问题，却与人们的思想认识息息相关，当务之急是理论上说明产生这些问题的深

刻根源。以透彻的理论“说服人”的同时，又要注意财富伦理价值观建构的统筹规划、全面推进、步步

为营。为此，我们必须明白当代中国财富伦理建设的制度前提以及制度精神，即核心价值观。另一方

面，财富伦理建设的具体实践路径的开拓不能“纸上谈兵”、“坐而论道”，只能由实践来回答和开拓。

这是因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

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

马克思财富伦理批判的决定论与能动性统一的方法论启发我们，一方面认识到当前财富伦理存

在的现实根源，另一方面主义发挥财富伦理的积极引领作用。即当代中国财富伦理问题是由于经济

体制和所有制的改革带来的这一深刻的经济根源，只要这一根源存在，当今的财富伦理无法上升到全

新的历史平台上，另一方面也认识财富伦理价值观作用是巨大的，需要发挥价值引领以及重塑财富精

神的问题，不断提升财富伦理水平。

马克思财富伦理批判的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统一的方法论启发我们，全面把握改革开放三十多

年来我们取得的历史成就和其中的“不和谐的音符”。当代中国财富实践活动中确实存在道德合法性

问题。这表明当前我国财富实践本身的阶段性、历史性、局限性。一方面我们不能将现阶段财富实践

的具体形式（剥削形式）的历史合理性等同于道德合理性，从而无条件地为现实“鼓吹辩护”；另一面又

不能因道德上的不合理性否认其历史合理性，进而否认其存在的合法根据。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承认

现阶段财富实践的具体形式（剥削形式）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同时认识到其道德合理性的缺陷和不足

（即并非“剥削天然合理”），以法律、制度和伦理道德等手段来规约财富活动，防止“以物为本”、牺牲自

然和人的体面生活的“发展主义的幽灵”的泛滥蔓延。

其二，为审视当今中国财富伦理问题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思想源泉。马克思财富生产伦理思想启

发我们，正确审视财富、树立正确的财富价值观。在当代社会，尽管认为“财富先天本恶”的思想已经

不占主导了，但是传统的“仇富思想”而今有蔓延扩大的趋势，因此马克思财富伦理观告诉我们，树立

正确的财富尺度观，张扬“劳动至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一方面正确认识财富，在财富与人的对

象化、本质力量的实现的视阈中看到其应有的道德意蕴，摈弃一概仇视财富的不健康或者不道德的心

理；另一方面，认识到财富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来源是劳动，树立“劳动至上、勤劳致富”的伦理价值

观，反对“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懒汉思想。在“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一个对象，并且是致富欲望的

唯一对象”[2]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扬财富伦理的价值精神，是走出价值迷失和“拜金主义”，破解“发展

危机”和“现代化困境”的思想保证。

马克思财富交换伦理思想启发我们，强化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的着力建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市场失灵、政府失灵、法律失灵的必然性，是伦理道德价值的存在空间。马克思财富交往伦理揭示了

契约伦理的精神、资本主义的信用以及诚信原则是市场经济的“道德灵魂”。但是，仅靠市场伦理来维

护市场稳定是不够的、不充分的。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一方面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传统

伦理需要转到以现代契约精神为基础的市场伦理上来，一方面对这种现代市场伦理的两面性要有充

分的体认，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加强法制建设、制度建设和政府监管，完善我们的市场伦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页。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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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财富伦理。

马克思财富分配伦理思想启发我们，注意共建共享、共同富裕。马克思揭示了财富分配伦理是由

经济制度和所有制性质决定的。在当今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事实上，正是凭借非正义

的财富剥夺方式无情吮吸全球财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才得以维持其高福利、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基

于我国的制度性质以及所有制的复杂性，决定了按劳分配为主体以及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分配格局，逐

步实现共同富裕。美国著名伦理学家罗尔斯说道：“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象真理是思想体

系的首要价值一样。”[1]马克思确立了创造财富的劳动优先原则，同时不否认其他生产要素在财富创造

中的作用，这是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建构“共建共享”的财富伦理的思想前提。这对于中国的“先富带

共富”战略，实现财富共创共享的美好蓝图显然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财富消费伦理思想启发我们，树立正确的消费伦理观，摈弃禁欲主义的束缚，也抵制享乐

主义、拒斥消费主义，实现幸福人生。美国学者艾伦·杜宁在《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一书

中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消费生活方式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环境代价，而且财富消费对幸福感提升几

乎毫无作用，甚至使人越发感到空虚，“由于被消费主义文化所蒙蔽，我们一直在徒劳地企图用物质的

东西来满足不可或缺的社会、心理和精神的需要”[2]。在当代中国，有些“炫富”、奢侈消费和超前消费

达到令人嗔目结舌的地步，消费主义潮流有泛滥成灾、弥漫拓展之势。马克思的财富消费伦理中的消

费与人自由全面发展相连接，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相平衡的思想，对于破解“财富与幸福的悖论”以及

“丰裕中的纵欲无度”具有重要指导价值。换句话说，马克思的思想能够推动人们超越那种“生产表现

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3]的狭隘愚顽的观念，摈弃那种把财富的生产在事实上变成

少数人对享乐的片面追求，变革“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4]社会状况。以马克思财富伦理思

想为指导有助于贯彻科学发展观，彰显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切实走上节约发展、

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从而实现社会和谐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其三，当代中国财富伦理建构应妥善处理的几大关系：首先，认识到财富伦理建设的长期性、复杂

性与现实紧迫性的辩证关系。即一则不能因为复杂艰巨而麻痹松懈，“推给未来”，一则不能因为紧迫

而“犯急性病”的错误，幻想“一蹴而就”，而要久久为功，坚持不懈，按照马克思主义财富伦理思想指引

的方向不断努力。其次，特别注意合德的制度建设优先基础上重视个人道德的建设。这是因为财富

伦理建设包含社会向度和个人向度，合德的制度设计尽管离不开个体道德的支撑，但是制度建设比较

而言更是管全局管长远的大事。再次，财富伦理建设中处理好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统揽全局

与重点攻坚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在统揽财富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伦理建设的问题的同时，重点抓

好财富分配伦理和消费伦理建设，理顺分配关系，实现分配正义，遏制消费主义，实现绿色消费和适度

消费，保护生态护镜，共建幸福和谐的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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