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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 经济发展由原来的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消费在

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断得到凸显， 人民群众的消费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 但是现阶段消费已

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主要表现为： 第一， 消费率不足。 自改革开放至今， 虽

然政府在一直采取刺激消费的政策， 但我国消费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据有关数据统计，
从2000年到2013年， 消费率由原来的62．3％下降到49．8％， 消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影响经

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二， “ 消费社会” 的特点逐渐在中国出现。 正如鲍德里亚所

揭示的资本主义的“ 消费社会” 是由消费活动所建立起来的等级社会， 当然这个结论是他根

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个人消费入手得出的结论， 这种“ 消费社会” 的特征逐渐在我国出

现， 如中国是奢侈品牌消费的最大国家。 这两个问题看似对立， 本质上是对同一个问题的思

考， 即如何看待消费问题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在新时代， 要提升消费率， 树立合理的消费

观， 必须加强马克思消费原理的研究。 马克思有没有消费原理？ 如果有是什么？ 本文力图结

合马克思的经典文本进行探讨。
一、 马克思消费原理的历史维度

消费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并不占中心地位。 从马克思文本中可以看出， 消费在马克思的时

代并不是马克思研究的重心， 但有大量的文本涉及对消费问题的论述， 这些论述构成了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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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消费原理。 通过文本梳理可以看出， 政治经济学维度下的消费概念首次出现在 《巴黎手

稿》 时期， 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实现了消费概念的科学化， 在为创作 《资本论》 准备的

手稿和 《资本论》 中趋于完善、 系统。 由于马克思对社会关系把握的异质性， 造成他对消费

的理解在不同阶段有着异质性， 马克思消费原理的形成经过了人本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和政

治经济学批判三个阶段。
1．人本主义阶段

马克思由于前期对市民社会的研究开始转向了政治经济学研究， 在这一时期做了大量的

政治经济学笔记， 统称为 《巴黎手稿》。 消费问题在这一时期开始进入马克思的视野， 但是

并未引起其重视。 马克思关于消费问题的一些论述， 具体体现在两个文本———《穆勒评注》
（《詹姆斯·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 一书摘要》 的简称） 和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 此

时， 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使其世界观处于人本主义阶段。
此时， 他对消费问题还未形成科学的认识，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对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进行摘

录， 只是在论述交换关系的时候附带地作了简要的评论， 但是还达不到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

学观点进行批判的高度。
在 《穆勒评注》 中， 马克思在 “论交换” 和 “论消费” 部分， 首次对消费问题进行了评

述。 第一， 在 《穆勒评注》 中， 马克思关注的核心问题并不是消费关系而是交换关系， 对于

消费的论述只是在从供给与需求关系出发论述交换关系的时候， 就政府的消费附带着点评了

一下。 穆勒认为， 政府是消费的主体， 其消费的对象是被消费了， 并没有创造出任何东西，
但正是这种消费促成了生产。 以与政府相同的消费方式来进行消费， 就根本不存在产品。 马

克思指出了穆勒的错误， 这种情况只会出现在没有政府的情形下。 〔1 〕 第二， 马克思基于人

本主义观点对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进行了论证， 劳动异化源于生产与消费的分离。 马克思指出

国民经济学家认为生产、 交换、 分配和消费是孤立存在的。 生产和消费的分离， “是劳动同

它的对象以及同它那作为精神的自身的分离”。 〔2 〕 在这里的国民经济学家实际上就是穆勒，
马克思批判穆勒把四者孤立起来， 但是马克思此时由于方法论的局限性， 没有对消费展开深

入研究。 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 马克思对消费也没有进行深入研究， 而只是提出

了一些设想。 主要包括： （1） 从需求与供给的比例失调角度批判了国民经济学家主张的供

给与需求的平衡， 并结合人口和工人的供给与需求问题进行了论述。 （2） 针对国民经济学

家视工人为工具而不是人的现象， 工人的消费只是为繁衍工人这个阶级， 批判了国民经济学

家无视工人消费的理论。 马克思在这里关注的中心是工人阶级的劳动异化， 并不是工人阶级

的消费问题， 消费只是工人阶级劳动异化表现的一个方面。
在 《巴黎手稿》 时期， 由于人本主义方法论和政治经济学水平的局限性， 消费问题仅仅

是在讨论其他主题的时候附带涉及的问题。 马克思此时还没有能力对消费问题展开批判研

究， 这需要具备科学的世界观和深厚的经济学水平。
2．历史唯物主义阶段

随着马克思的世界观由人本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历史观， 马克思对消费问题的阐释能力也

在不断深化。 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 马克思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对格律恩 “生产与消费

一致性” 的观点进行了批判， 从而科学阐释了消费原理。
格律恩是 “真正的社会主义” 的代表性人物， 他把国民经济学家的供给和需求的平衡原

理， 同人本主义的观点掺杂在一起， 提出 “生产与消费一致性” 的观点。 “在理论上和在外

部现实中， 生产和消费可以在空间和时间中彼此分开， 但是按其本质来说， 它们是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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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 〕 格律恩通过做衣服、 烤面包等事例对 “生产与消费一致性” 的观点进行了论证。 按

照常识， 做衣服， 对于做衣服的人来说就是生产， 对于买衣服的人来说就是消费， 但是格律

恩却认为， 对于做衣服的人来说， 它同样是消费， 因为做衣服的过程需要消费剪刀、 线、
布、 拉链 （扣） 等， 做衣服本身就是消费； 同时， 生产出的衣服对于其他人， 则意味着消

费。 同理， 消费也是生产。
马克思则指出格律恩 “生产与消费一致性” 的观点是错误的。 第一， 格律恩的出发点是

消费， 而不是生产。 此时， 马克思的世界观已经到达历史唯物主义水平， 生产和消费都是在

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和消费， 生产、 消费、 生产和消费之间各自具有各自的矛盾， 这

种矛盾只有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下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第二， 格律恩脱离社会历史条件来看

待生产与消费的关系， 是因为他从人本主义的价值悬设 （人的消费、 “消费的真正本质”
等） 来回答生产与消费的关系， 而不去考虑社会现实。

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 马克思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 通过批判格律恩的 “生产与

消费一致性” 的非历史观点， 形成了他对消费问题的科学认识。
3．政治经济学批判阶段

随着把唯物主义历史观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中， 马克思对消费问题的研究更加丰富和系统。
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 中， 马克思从一般性的维度来阐释生产与消费的关系。 第一，
他批评了割裂生产、 分配、 交换与消费之间内在联系的政治经济学家， 反对他们把消费看成

脱离生产的一般过程， 指出消费也是生产过程的内在要素。 第二， 在此基础上， 马克思指

出， 生产过程即消费过程， 反过来也成立。 但是这里所指的生产与消费的一致性与资产阶级

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是有质的区别的， 因为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那里两者的统一是一种

抽象的同一， 而马克思这里的同一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下有矛盾的统一。 第三， 消费取

决于生产。 “这里要强调的主要之点是： 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许

多个人的活动， 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 在这个过程中， 生产是实际的起点，
因而也是起支配的要素。” 〔4 〕 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具体消费问题进行

了阐发。 第一， 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资本生产决定消费。 这是对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论》 中提出的生产与消费辩证关系在特定社会中的具体运用。 第二， 工人 （无产） 阶级的

消费是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必要因素， 资本主义私有制引发了工人阶级消费的不自由。
第三， 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与生产之间的矛盾的不平衡， 引发资本主义社会出现无法解决的

矛盾。
二、 马克思消费原理的理论维度

在理论维度方面， 马克思消费原理揭示了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 消费在再生产中的重

要地位以及合理的消费观。
1．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对消费问题的论述是从社会再生产出发， 把消费与生产、 分配和交换看成一个矛

盾统一体， 重点对消费与生产的关系作了系统阐释。
（1） 消费决定于生产

消费取决于生产， 具体体现在三个维度： 第一， 消费对象是由生产生产出来的。 生产生

产出什么， 消费消费什么； 没有生产， 就不可能有消费的对象。 第二， 消费的方式取决于生

产。 消费对象不仅由生产决定， 消费的方式也由生产决定。 生产力的水平决定着消费方式的

高低， 例如信息时代下的电子货币与农耕文明的金属货币都取决于生产力水平的高低。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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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产规定着消费的动力。 消费之所以能引发人们消费的需求， 靠的是对象作为媒介， 而

对象是由生产生产出来的。 因此， 生产规定着消费的动力。
（2） 消费反作用于生产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 生产是起点， 对其他环节具有支配性地位， 对消费起着支配性作

用， 但是消费也是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因素， 它对生产具有反作用。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消费意味着生产过程的完结。 马克思对产品和自然对象作出了区分， 产品只有在被消

费时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产品， 不然就是自然对象。 在此基础上， 生产过程是否完结， 取决

于消费对象即生产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否被消费掉。 因此， 消费使生产变为有价值的事情。 消

费使名义上的产品变为真正的产品， 使名义上的生产者成为真正的生产者。 第二， 消费在观

念上刺激着生产的动力、 对象。 生产规定着消费的对象， 反过来说， 没有消费的需求， 就不

可能有生产的动力， 消费在观念上刺激着生产的动力、 对象。 人们在消费产品时， 使用中意

识到产品的不足， 会对产品提出新的消费需求， 从而刺激生产。
（3） 两者具有一致性

两者虽然对立， 但也有一致性。 第一， 生产即消费， 消费即生产。 生产对象的过程就是

消费生产的一切要素的过程， 因此， 生产即消费； 消费即生产， “在吃喝这一种消费形式

中， 人生产自己的身体， 这是明显的事。” “在自然界中元素和化学物质的消费与植物的生

产一样”。 〔5 〕 第二， 两者相互依存， 主要通过一方作为另一方存在的方式， 二者互为媒介。
生产是作为另一方的前提和手段， 消费是作为另一方的动力、 目的而存在的。 第三， 每一方

的完成意味着另一方的实现。 消费的完成意味着生产的完成， 而新的消费需求又是新的生产

的开始。
2．消费是社会再生产得以进行的重要因素

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 马克思就指出社会存在的前提是消费资料。 人类要存在首先

要生活， 而为了生活， 就必须生产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资料。 因此， 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活动

就是生产消费资料。 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 中， 马克思在对政治经济学家视消费为

独立因素和生产的结束 （终点） 进行批判的前提下， 把消费与其他三个因素放在一定的社会

再生产中进行分析， 指出四者 “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 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 “一

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 分配、 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 〔6 〕 他明确指出

消费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要素， 而不是把它当作个人的消费活动。 （1） 消费被生产

所支配， 但消费的需要却支配着生产。 消费既作为生产的终结， 又作为社会再生产的开始。
（2） 分配制约着消费。 生产的结构不同导致分配的结构不同， 从而导致消费结构上的差异。
（3） 交换作为生产和消费的中介因素， 包含于生产之中， 其方式、 广度取决于生产， 但消费

也制约着交换的规模， 交换的规模也影响着消费。 消费与其他三者 （尤其是生产） 的协调运

转是推动经济有序发展的前提。
马克思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 从社会再生产的一般消费理论出发， 对资本主义条件

下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进行了论述， 从而凸显了消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由于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 工人阶级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

有。 资本家生产的目的就是不断获取工人的剩余价值， 生产商品不是资本家的目的。 资本家

要获取剩余价值， 就必须实现商品被消费， 即商品被卖出去。 但是资本家为了最大程度地获

取剩余价值， 必然会减少获取劳动力的成本， 即降低劳动力的消费水平， 使其消费维持在能

够进行生产而不至于饿死的状态下。 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最大的消费主力， 工人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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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消费归根结底属于资本的生产； 资本家为了追逐剩余价值， 也在不断缩减自己的消费，
这就造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消费能力的不足。 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资本增殖

的本性决定了资本家不断扩大生产， 生产更多的产品。 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 消费和生

产之间就会形成矛盾， 这种矛盾尖锐化就会引发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
3．合理的消费观

马克思提倡合理的消费观， 反对无度消费和限制消费。 （1） 反对无度消费。 马克思指

出， 历史上诸多王朝的衰落不是因为生产的过剩而是由于统治阶级的无度、 奢侈的消费限制

了群众的基本消费导致的。 〔7 〕 奢侈， 这一正式的经济形式是无度的消费发展到资本主义时

期才出现的。 资产阶级的无度、 奢侈的消费正是建立在资本家对工人阶级剩余劳动压榨的基

础之上的。 消费在当今世界的兴盛正是由于资本逻辑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所导致的。
奢侈性消费实际上就是对物质资料的一种消耗， 不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 也不具有生产的

功能。 〔8 〕 因此， 马克思反对脱离生产力的无度消费。 （2） 反对限制消费。 马克思在1857－
1858年为创作 《资本论》 准备的手稿中指出， 真正的经济＝节约 （劳动时间的节约） ＝发展生

产力， 而节约不等于禁欲， 发展生产力就是要 “发展消费的能力， 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 〔9 〕

马克思这里的节约指的是降低劳动者劳动时间、 增加自由时间， 节约不是让人们禁止消费的

欲望， 即不是限制、 抑制消费， 而是要适度消费。 如何合理的消费呢？ 马克思指出， 要大力

发展生产， 从而产生更多的消费资料， 即增大消费量， 在消费量增大的基础上扩大范围， 在

以上基础上发展新的消费需求； 同时反对脱离生产力水平的无度、 奢侈性消费。 〔10 〕

三、 马克思消费原理的现实维度

马克思消费原理的现实维度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的消费

的不公平性， 另一方面对未来社会的消费作了科学预见。
1．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的消费活动的不合理性

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的消费由两大对立阶级的消费所构成。 首先， 工人的消费＝工人的

（生产消费＋生活消费）。 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本质时， 把消费划分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用于个人消费； 另一部分用于生产消费。 生产消费是用来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 工

人的个人消费是工人为了自身生存下去， 通过消费物质资料重新生产劳动力， 使资本家重新

获得劳动力， 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得以进行下去的保证。 资本家只注重前者而不顾后

者， 实际上就连后者也是属于资本的再生产过程。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工人阶级的消

费属于资本的再生产。 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工人阶级的消费是极度不自由的， 因为工人阶

级根本没有多余的金钱去实现真正的消费， 工人阶级的消费只能是为了生产活劳动能力供资

本家榨取。 其次， 资本家的消费。 资本家的消费也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满足个人必要的消

费， 可以进行奢侈、 无度消费； 另一方面扩大再生产的需要。 这两个方面往往是结合在一

起， 不容易区分开来。 资本家之所以可以进行无度的、 奢侈的消费， 是因为资本家占有奢侈

消费资料， 这是同剩余价值进行交换而来的， 工人是不可能得到剩余价值的。 因此， 在资本

主义条件下， 工人消费和资本家的消费是不公平的， 工人消费是不自由的， 而资本家可以进

行无度的消费。
2．未来社会的消费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不合理的消费进行批判的基础上， 对未来社会的消费进

行了科学预见。 未来社会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 它采取生产资料公有制， 而生产

资料归社会占有， 就意味着商品生产的终结， 商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地位将被消除， 个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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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争斗将停止。 劳动者在消费资料上采取按需分配， 劳动者的消费 “扩大到一方面为社会现

有的生产力所许可， 另一方面为个性的充分发展所必需的消费范围”。 〔11 〕 马克思认为， 在

共产主义第一个阶段实行按劳分配，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实行按需分配， 即消费资料

能够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 不仅包括劳动者的生活消费资料， 还包括发展消费资料、 享受

消费资料等。
四、 马克思消费原理的现实意蕴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12 〕 中国已经从过去物资短

缺的时代转变为物资丰裕的新时代， 消费主体、 结构、 规模、 经济贡献在持续增长， 消费已

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支撑。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 确立

相关刺激消费需求的政策， 主要是围绕人民群众的消费能力、 新的消费点、 消费机制等。 党

的十九大特别指出， 新时代要构建科学的消费体制机制， 凸显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

用。 在2018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 在强调消费在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地位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 “推进消费升级， 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 要在新时代破解人民美好生活的消

费需要与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 就必须在新时代进一步强化消费在经济发展

中的根本性作用， 推动消费升级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而使生产与消费之间形成良性循

环。 马克思阐释了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 消费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合理的消费

观， 并对资本逻辑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消费的矛盾、 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消费不合

理性进行了分析， 不仅对当时和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消费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而且对正确理解和应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消费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推进新时代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

首先， 正确把握生产与消费的辩证统一关系。 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 一定的消费

反作用于一定的生产， 两者互相依存、 互为中介、 相互同一。 生产与消费的辨证统一关系为

新时代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理论前提和基础。 进入新时代， 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

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面对的主要问题就在供给侧， 主要表现为高端产业满足不了消费需求

（供给不足） 和低端产业供给远远超出消费需求 （供给过剩）。 我国出现的产能过剩的实质是

生产过剩在经济全球化以及经济体制转型等背景下出现的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的比例失衡。
生产 （产业结构） 与消费 （消费结构） 不协调， 就会出现两种情况： 一种是产业结构跟不上

消费结构， 国内市场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 就会导致消费外流； 另一种情况是消费

结构跟不上产业结构， 则会导致产业结构缺乏升级动力， 影响经济社会发展。 解决产业结构

与消费结构的不协调问题， 需要在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地位的基础上， 进一

步加强政府的引导作用。 从2012年开始， 国务院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相继出台了消费流通的引

导性文件， 在扩大、 引领、 改善和规范消费方面作出了相关指引。 围绕健康、 旅游、 文化、
互联网＋、 健康等领域， 国务院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出台相关政策， 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发挥

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根本性作用， 培育新兴消费的增长点和扩大中高端产业结构的生产。 同

时， 需要政府部门规范市场发展， 改善居民的消费环境， 从而激发消费意愿。 国务院及其职

能部门出台了相关规范国内市场流通领域中的重点行业的规章制度， 以及与食品安全相关的

规章制度， 从而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和居民的消费热情。
其次， 正确把握消费受分配制约这一原则。 马克思从社会再生产出发， 把消费与生产、

分配和交换看成统一体。 其中分配制约消费， 分配结构的差异决定着消费结构的差异。 要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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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新时代居民的消费意愿， 就必须增加居民的收入， 因为居民的消费是和居民的收入水平直

接挂钩的。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 在分配制度上坚持以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

形式并存， 这就决定了我国存在着分配的差异， 如城市乡镇之间的差异等等。 近些年来， 分

配的差异越来越大， 如前段时间炒得沸沸扬扬的明星偷税漏税案， 处罚8个多亿， 对于大多

数人来说这是个天文数字。 收入分配上的差异决定了消费上的差异。 收入水平较低的， 具有

较强的消费欲望， 但是消费能力不足， 这类群体是消费的生力军， 从而导致总体上消费与生

产的比例失调。 因此， 必须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缩小分配差异， 提高居民的收入， 提升消费

率， 从而拉动经济发展。 同时， 也应该大力推进就业扶持政策， 落实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从

而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
最后， 正确把握马克思对未来社会消费的科学预见。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消费

进行批判的基础上， 对未来社会消费进行了科学预见。 消费决定于生产， 资本主义社会条件

下的生产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剩余价值， 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只能是一种片面消

费。 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不自由的基础上， 指出未来社会人的消费的目的是实现

人的全面发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 经济上生产资料占主导地位， 决定了社会

生产的目的是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这种消费需求并不仅仅只限于满足人民的

物质方面， 还包括文化、 环境、 医疗、 教育等方面。 这就意味着新时代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

就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的全面消费从而达到人的全面发展。 因为新时代的中国已经实现了满

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 正在向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道路上迈进。
2．树立科学的消费观

面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中出现消费过度的情形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社会问题， 我们要以马克

思消费基本原理为导向， 树立科学的消费观。
（1） 树立合理的消费观

马克思消费原理要求我们既要反对无度、 奢侈的消费， 又要反对限制消费， 提倡合理的

消费。 合理的消费指的是与一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消费形式， 这种形式要求人们的消费在

与经济发展、 自然环境等相匹配的基础上不断得到提升。 一方面要反对无度、 奢侈消费。 当

下由于受西方社会思潮特别是消费主义的影响， 消费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社会地位、 等级、
身份等的象征， 消费已经丧失了其经济学意义， 变成了社会学意义上的一种符号、 象征， 这

种消费背离了人的本性。 因此， 要对过度消费加以限制、 引导和规范。 另一方面也要反对限

制消费。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 真正的经济是节约劳动时间， 节约不是禁欲， 而是要发

展生产力， 发展生产消费资料的能力。 限制消费就会导致总体消费需求的不足， 使经济发展

缺乏活力， 最终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 因此， 要树立合理的消费观， 既不要无度消费， 也

不要限制消费。
（2） 构建公平的消费观

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方式下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消费的不公平、 不合理性， 并指出

未来社会的公平消费是建立在合理的分配制度之上， 这给新时代中国构建公平的消费观提供

了启迪。 随着消费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不公正的消费观念 （如过度、 奢侈

的消费等） 势必会影响到人民群众的消费心理状态， 进而影响新时代发展的大好局面。 进入

新时代， 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得到空前提高， 消费能力得到极大提升， 但是在分配上仍然存

在着一定的差异， 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之间在消费上的落差， 势必会引发社会上的不和

谐不稳定因素。 因此， 新时代要大力改革分配制度， 降低过高收入， 限制其奢侈无度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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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过低收入， 提高其消费水平。 以此缩小分配差距， 构建公平的消费观。 同时， 不仅要关

注当代人公平的消费观， 还要兼顾后代人公平的消费观， 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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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ic Logic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Marx's Consumption
Principle

Dou Yongchao
Abstract： Faced with a series of problems arising from China’ s current consumption shortage and
excessive consumption， it is necessary to re －understand and clarify the connotation of consumption
itself．Marx’ s consumption principle is an important ideological resource for people to re －examine
the consumption problem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It mainly includes the basic logic
of history， theory and reality．In terms of historical dimension， the formation of Marx’ s consumption
principle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human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political economics．In
terms of theoretical dimension， Marx’ s consumption principle reveal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and consumption is the social reproduction．The key factors of
the implementation and the reasonable consumption concept； in the practical dimension， Marx’ s
consumption principle reveals the irrationality of human consumption activities under the capitalist
social conditions， and makes scientific predictions for future social consumption．Correctly understanding
and grasp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 s consumption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new er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scientific consumption concept．
Key words： consumption， human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olitic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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