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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跨文、理、工、医学科领域

上海交大探寻汉语特色的言语障碍解决之钥
姻本报记者黄辛

近日，获批为 2018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精神障碍人群语料库建设及面向脑科学和
人工智能的语言研究”在上海交通大学正式开
题。这一研究项目将横跨文、理、工、医四大学科
领域，探索精神障碍人群的言语语言大脑加工机
制，为相关临床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语言是人类沟通的桥梁，是心灵的窗户。言
语听力能力受损不仅会给患者的日常交流造成
阻碍，还易导致社交孤立、焦虑、抑郁等心理认知
问题。而且，言语障碍人群不在少数且类型多样，
急需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共同努力。然而，我
国言语康复事业起步较晚，存在专业服务人员稀
缺、评估工具尚不完善、干预手段效果有待提升
等问题。

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健康评估》预

计，未来抑郁症可能成为仅次于心脑血管病的人
类第二大疾病。然而，与抑郁症这种心境障碍（狂
躁症、抑郁症和躁郁症等）类似，同样影响我们健
康的还有诸如精神分裂症、阿尔茨海默病（老年
痴呆）、孤独谱系障碍（自闭症）等许多精神疾患。

近年兴起的言语病理学和人工智能学科，为
精神障碍智能诊断和认知神经疗法研究提供了
新的思路。

为此，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整合院内语
言学与语料库等相关交叉领域的团队，创立了语
言、智能与神经科学研究基地，组建言语—语
言—听力研究中心，以进一步推动我国言语—语
言—听力科学发展，向语言研究服务国家和社会
重大需求这一战略目标前进。

“在学科交叉中研究‘言语—语言—听力’内

在机制。”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胡开宝
表示，研究人员将以语言学为立足点，联合临床
医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神经语言学、心理学等
学科，通过建设精神障碍人群语料库，对患者的
言语语言及神经行为数据进行标注和分析，探索
精神障碍人群言语产出和感知异常的成因，为相
关脑科学机制障碍人群的临床诊疗和干预提供
支持与服务。

领衔主持这项研究的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
学院教授丁红卫表示，该研究重点将由最初的言
语障碍人群拓展到精神分裂症、自闭症、阿尔茨
海默病等精神障碍患者，通过眼动和脑电等最新
实验技术手段，通过对比不同人群间语言理解加
工机制的异同，揭示汉语母语者语言认知困难的
症结所在，推动建设符合中国国情、具有汉语特

色的障碍诊断、治疗和康复体系。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教授李春波告诉《中国科学报》：“我们还将利用
人工智能对数据进行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多模
态联合建模和统计，初步实现智能诊断，有效促
进精神障碍等疾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

参与此项研究的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言语语
言听力科学系和神经行为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张
扬表示：“我们的目标是追逐星辰大海，在更多领
域走向国内乃至国际前沿。”

“服务国家战略社会需求，主攻重大理论和现
实问题。”丁红卫对开展这项跨学科学术研究有着
自己的展望和见解。她表示，将加强国际化与多学
科交叉的研究战略，既重视应用研究，也兼顾基础
研究，把探索学术前沿与服务社会作为己任。

《资本论》的当代价值
姻余斌

学术速递

黄发有（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电子文化具有强大的渗透性，不

仅给文学作品的词汇、修辞、语篇、语
体都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而且潜移
默化地影响语言背后的感知方式与思
维方式，导致语言思维的弱化与视听
思维的强化。受到影视文化的影响，脚
本化的叙事文学创作运用镜头化的语
言来突出画面感，但过度强化语言的
视听效果，难免牺牲文学语言的多义
性与丰富性。杂语共生是网络文学语
体的突出特征，小白文的流行是近年
网络文学语言发展的新趋势，拼装美
学与杂糅风格必将对文学语言的未来
走势产生深远影响。在语言变化异常
活跃的电子时代，一方面应该以柔性
规范守护语言的交际功能与公共性，
另一方面应该以语言创新回应时代的
新变。文学语言真正的创新是新旧语
言交替过程中的融合与共生，是语言
观念的革新，是提升语言境界的系统
工程。

———《论文学语言在电子文化语境
中的变异》，载《文艺研究》，2018（12）

龚群（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蔡
紫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

陈真教授的 《凡是现实的就是合
理的吗》一文，对麦金太尔在《德性之
后》中的基本哲学倾向进行了犀利的
批判，认为他不加分析批判地认定一
切现实存在。然而，这一基本判断不能
成立。该文指出，麦金太尔为了寻求对
德性本质的界定，从描述性的叙述中
归纳出德性本质概念。然而，在其论述
过程中，该文试图通过在历史与传统
中有效力的德性规范来进行论证。这
一论证犯有事实与价值相混淆的错
误，所以这一批评不能成立。尤其是麦
金太尔对摒弃亚里士多德传统德性的
现代道德状况的批判表明，将麦金太
尔定位在“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
一判断上是有失偏颇的。

———《德性与传统———与陈真教
授商榷》，载《道德与文明》，2018（6）

高力克（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
院教授）：

鲁迅的尼采式“反启蒙的启蒙”的
个人主义具有启蒙与反启蒙的两歧性
以及“排众数”与“觉民众”的内在紧
张，其以“超人”为典范的“立人”理想
难免带有浪漫主义审美乌托邦的虚
渺。五四以后，从《娜拉走后怎样》起，
鲁迅开始疏离尼采及其早年任个人、
重精神的启蒙主义，并逐渐转向马克
思主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尼采的
个人主义位于现代思想光谱的左右两
极，作为 19 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
者，他们都提供了各自矫正与补救现
代性的方案。鲁迅是一个启蒙者和现
代性批判者，他批判“至偏而伪”的 19
世纪资本主义文明，而冀望于 20 世纪
新文明。当鲁迅的尼采式个人主义幻
灭，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提供了可替代
的人类解放的新理想。

———《从尼采到马克思:鲁迅的思
想转变》，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
会科学版），2018（6）

张仲谋（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在《词话丛编》所收录的四种明人

词话中，王世贞《艺苑卮言》最能代表
明代词学特色及话语方式。《艺苑卮
言》大力张扬词的艺术个性，以“婉转
绵丽，浅至儇俏”为宗风，主张“作则宁
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作为明
代词学的标志性话语，在晚明清初词
坛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晚明时期盛
行一时的艳词创作以及“明体词”的形
成，均是《艺苑卮言》影响下的产物。
晚明清初词选如茅暎《词的》、沈际飞

《草堂诗馀四集》、潘游龙《精选古今诗
余醉》、贺裳《词旃》以及清初《兰皋明
词汇选》《倚声初集》，晚明清初词话如
贺裳《词筌》、邹祗谟《词衷》、彭孙遹

《金粟词话》以及众多词集序跋，均可
看出《艺苑卮言》的影响。尤其是清初
两大词人领袖朱彝尊和陈维崧，在试
图开创清词正朔时不约而同地对王世
贞大张挞伐，更可从反面证明《艺苑卮
言》的词学史意义。

———《论〈艺苑卮言〉的词学史意
义》，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8（6）

韩东晖（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人之所以是理性的动物，同时也

是政治的、社会的动物，正是源于人类
生活和概念活动的规范性特征。因为
人能够运用概念并用于经验，创制规
则并遵守规则，作出判断并作出承诺，
展开推理并承担责任。一言以蔽之，是
因为人是规范性的动物。规范性转向
自康德哲学开始，在当代哲学中规范
性研究在多个领域蓬勃发展，以规范
性为中心的视角转换和理论定向会使
哲学研究的重心乃至基础发生转向。

———《人是规范性的动物——— 一
种规范性哲学的说明》，载《中国人民
大学学报》，2018（5）

《资本论》是科学的理论

有人说，《资本论》的当代价值就在于它是一
种方法。但是，与牛顿力学和相对论一样，《资本
论》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还是科学的理论。曾经有
人因为求解不了价值转形即价值转化为生产价
格的难题，直接宣称《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
生产形式内的价值规律是一种理论上必要的虚
构，也就是把《资本论》视为一种方法。但是，恩格
斯认为，这种理解是完全不正确的。“价值规律对
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远比单纯的假说———更不
用说比虚构，即使是必要的虚构———具有更重大
得多、更确定得多的意义……这里所涉及的，不
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
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的内部
联系的逻辑研究。”（《资本论》第 3 卷，人民出版
社 2004 年版，第 1013 页）

由此可见，《资本论》的当代价值这个说法是
不妥当的。事实上，只要科学理论的前提是满足
的，它的结论就不会改变，否则真理就不具有绝
对性了。众所周知，牛顿力学早就被相对论超越
了，但是在今天的大学物理学中，人们还要教和
学牛顿力学，甚至在今天的生产和创新发明上，
还会大量使用没有与时俱进的牛顿力学，其原因
也正在于此。

而本文之所以要讲《资本论》的当代价值，因
为很多学术观点用错误的西方经济学说来指责

《资本论》已经过时了，要与时俱进了。但是，一场
来自美国的金融危机，把所有的经济学说都打回
了原型。人们尤其是资本家们在危机时刻不是去
捧读西方经济学的著作，反而是马克思的《资本
论》。难怪马克思会说：“工人，甚至工厂主和商人
都读懂了我的书，并且了解得很清楚，而这些‘博
学的〈！〉著作家’却抱怨我对他们的理解力要求
过高。”

商品与劳动的二重性

《资本论》指出：“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
价值。但这种有用性不是悬在空中的。它决定于
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然而，
当代的西方经济学却认为这种有用性是可以悬
在空中的。这是因为，西方经济学认为不同物品
的效用是可以替代的。这意味着效用是可以通
约的，从而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也只有这
样，西方经济学才能提出效用价值论对抗劳动
价值论。但是，谁也不会拿粉笔当饭吃，拿闹钟
写字。而且，今天新电脑的效用比 20 多年前的
电脑效用好得多，但其价格却低得多，也说明效
用价值论不成立。

商品在交换中能够通约，不是因为它的使用
价值，而是因为它的价值。生产衣服的具体劳动
与生产食物的具体劳动不同，产生了不同的使用
价值衣服与食物。但这两类劳动都是人的体力和
脑力的付出，这个付出构成抽象劳动，形成了作
为商品的衣服与食物的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
中的首要贡献是他批判地证明了商品的二重性
所包含的劳动二重性。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坚
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就是要
突出住房的使用价值属性，淡化其价值属性，从
而表明住房与汽车不同，不能或不宜成为一般性
的商品。

生产某种商品的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可
以提高单位时间里所生产的使用价值的数量，
但提高不了其价值量。这是因为劳动生产力水
平属于具体劳动范畴，与抽象劳动无关。因此，
如果风调雨顺，农民将会发现农作物价格下跌，
丰产不丰收。这是因为如果同一劳动量在丰产
年表现为 8 公斤小麦，在歉产年只表现为 4 公
斤小麦，那么丰产年的 8 公斤小麦的价值量就与
歉产年的 4 公斤小麦的价值量相同。如果其他商
品的生产不受自然条件影响且劳动生产力不发
生变化，那么，丰产年的 8 公斤小麦与歉产年的 4
公斤小麦在各自当年所能交换回的其他商品的
数量也相同。

为了对抗劳动价值论，有人提出交换创造价
值，但只要他不主张取消加班和缩短工作日，那
么就意味着他口是心非，还得承认价值是劳动创
造的。还有人提出机器创造价值，但是复制一百
年前的机器用于生产，不仅不能赚钱，还会亏个
精光。那么为什么一些无人工厂也能够赚很多的
钱呢？这一方面是因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
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如果无人工厂生
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大量有人工厂所决
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商品按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所决定的价值量出售就能够获得大量超额

利润。另一方面，如果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由无人工厂的生产所决定，无人工厂就不能获
得超额利润，但生产该商品的部门可以获得本文
将在第五部分提到的一般利润率，从而并不少赚
钱。最后，如果无人工厂能够垄断其商品的生产，
它还能获得垄断利润。所有这些情况，《资本论》
都做过分析，一点也没有过时。

通货膨胀的测量

西方经济学用物价尤其是消费品物价指数
来测量通货膨胀，并认为货币发行过多会导致商
品价格上涨，从而只要控制了货币发行量就能控
制物价。

但是，一方面，在货币商品即黄金本身的价
值不变的情况下，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意味着单个商品的价值必然下降，从而其价格

（即该商品与货币商品的交换比例）也应当下降。
如果该单个商品的价格保持不变，特别是当这种
情况发生在物价指数所包含的许多商品上时，尽
管物价指数不变，但通货膨胀（即纸币的含金量
下降）却已然发生了，如果物价“温和”上涨，那就
已经是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了。实际上，金融寡
头常常利用经济危机导致物价下跌的时候，滥发
纸币，就像今天的美联储所做的那样。这时，由于
物价没有超过危机前的水平，从而在西方经济学
的误导下，人们以为不存在通货膨胀的问题；同
时商品卖不出去的产业资本家和商人，也会误以
为这是由于纸币的缺乏造成的，从而饮鸩止渴地
听任金融寡头滥发纸币。但是，手头持有多余纸
币的精明的资本家们则会购买黄金来保值。此
时，黄金的纸币价格就会上涨。对于这种现象，西
方经济学通常把它解释为黄金投机的结果，而没
有把它看作是纸币贬值的结果。

另一方面，决定商品价值量及其市场价格的
机制与决定货币发行与流通的机制是完全不同
的，因此控制了纸币发行并不能直接限制商品价
格的上涨。金融寡头们在经济危机时期滥发纸币
就没有引起价格上涨，相反地，上世纪 80 年代中
国按照西方经济学的主张进行的价格体制改革
却直接引发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导致 1988 年
的经济动荡和次年的社会动荡。事实上，《资本
论》早就指出，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职能即给商
品标价时，只需要有观念上的货币就行了。控制
实体上的货币，不能影响观念上的货币按照价值
规律给商品标一个“合适”的价格。

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公式

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公式是 w=c+v+m，其
中 w 是商品的价值，c 是商品中所包含的生产资
料即不变资本的价值，v 是为生产该商品支付给
工人的工资即可变资本的价值，m 是资本家获得
的剩余价值。

为了否定马克思的理论，有人否定剩余价值
的存在。但是，剩余价值的概念不是马克思提出
来的，而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它的本
义是超出资本家投资的收益。因此，除非所有的
资本家都不赚钱，否则就不能否定剩余价值的存
在。马克思的贡献在于，他说明了这个剩余价值
来源于工人的剩余劳动，而不是资本家之间的相
互欺诈。

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公式说明了资本主义
经济是不均衡的经济，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包括这次美国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还说明了美国
政府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惩罚的是
美国资本家而不是中国人。

西方经济学认为，价格的升降可以调节商品

的供求，使之达成均衡。但是，我们看到，大商场
每晚关门前并没有刻意降价去促成供求均衡，以
便把所有商品都卖出去。《资本论》指出，从生产
来看，资本家的供给是他所提供的产品的价值量
w，而他的需求只有 c+v，其中 v 同时代表工人的
消费需求。因此，资本家的供给是大于需求的，供
求的差额越大，资本家得到的 m 越多，所以资本
家必然致力于使供求不平衡。一个资本家如此，
所有的资本家都如此，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必然是
供大于求的经济。当然，资本家本人的消费需求
可以减少一点供求的不平衡，但是，资本主义经
济必然是扩大再生产的经济，每个小微企业都想
发展壮大，也就是说，资本家必然不会把所有的
m 都消费掉，必然有所积累。从而，资本主义经济
必然是生产过剩的。当这种生产过剩扩大到一定
的程度，就需要由一场危机来使已经生产出来的
商品贬值，以实现供求的强制平衡。从生产来看，
c 和 v 还构成资本家的成本价格，对生产资料和
工人的消费资料采取惩罚性关税必然会提高资
本家的成本价格，降低其利润率，使本国资本家
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因此，美国政府对中国出
口商品的惩罚性关税是不可能真正落实和在一
定时间内维系的。

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公式还说明资本主义
国家的供给侧调节是不可能救市的。因为这种供
给侧调节的核心是对资本家减税，从而只会增加
资本家手中的 m，使生产过剩更加严重，更加难
以走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国内有人提出，提
高物价减少福利，有利于人民发挥潜能提高生
产，并举例说欧洲一些国家由于给人民高福利待
遇导致国家经济危机和国家危机。但是，人民的
低收入和低福利，不仅会增加 m，加剧生产过剩，
而且会使机器生产相对人工生产更贵，从而资本
家更愿意使用人力而不利于产业升级。

一般利润率规律

《资本论》最精彩的部分，是其第三卷对一般
利润率规律的说明。按照马克思之前的劳动价值
论，80c+20v 的资本比 50c+50v 的资本使用的活
劳动少，其获得的 m 也应当比较少，从而其利润
率会比较低。但在现实中，这两个 100 的资本获
得的利润却差不多。劳动价值论面临破产的问
题，而马克思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完善
了劳动价值论，使之成为科学的理论体系。

《资本论》指出，价值规律本来要求等量劳动
相交换，从而商品要按其价值量进行等价交换。
但这种交换的前提是，商品是劳动者的产品。这
样一来，没有一个劳动者会愚蠢到用自己十小时
的劳动成果换别人一小时的劳动成果。但在资本
主义市场经济中，商品是归资本家所有的产品，
资本家本人不劳动，所以他可以拿自己工人十小
时的劳动成果换其他人一小时的劳动成果。资本
家的要求是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没有一个资
本家会满意自己一千万投资所获得的利润与别
的资本家一百万投资的利润一样多。所有资本家
对利润最大化的自由追求的后果就是通过资本
在各个生产领域的自由流动，改变供求关系和价
格，使所有资本家的利润率相当。如果剥削率即
剩余价值率为 100%，80c+20v 的资本可以获得
20m，利润率为 20%；50c+50v 的资本可以获得
50m，利润率为 50%，在一般利润率规律的作用
下，这两个资本要 获得同样的平 均利润 =
(20m+50m)/2=35p。这里利润 p 是剩余价值 m 的
转化形式，从而 50c+50v 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通
过价格的升降转移 15 的剩余价值给 80c+20v 的
资本密集型产业。这也是资本密集型的无人工厂
虽然工人数极少但也能获得较高利润的原因。无
人工厂的利润不仅来源于本厂工人的剩余劳动，
还来源于社会其他生产部门工人提供的部分剩
余劳动，与它自己的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
产设备和传送设备没有直接关系。

近些年来，一直有人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发
展中国家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
密集型产业与发达国家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互补，
且不说这会使居于垄断地位的发达国家获得并
保持巨额垄断利润，即便是没有垄断的自由竞
争，也会造成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本国的
剩余价值，使发展中国家丧失其劳动力众多的优
势。显然，中国要加快发展，就不能白白向外输送
自己创造的部分价值，就应当摒弃比较优势理
论，进入发达国家的核心生产领域并打破其垄
断。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从走近世界舞台变成走
到并站在世界舞台中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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