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困境及其批判*

杨春学

内容提要: 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以 自由市场作为核心，配之以有限政府、道德秩序

作为其相应的基础，并认为这样一种组合将能够在创造经济繁荣的过程中保障最大限度

的个人自由。但是，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阵营内部，对这些理念及组合的论证，是存在

矛盾和冲突的，并没有一种逻辑上一致的分析，可以说是各种分析的杂烩。对于自由市场

本质的理解，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就持有不同的论证思路和观点。前者的论证基于

均衡的概念，而后者的论证则是基于对不确定性的认识。至于这类经济学家基于“一致

同意”对有限政府的论证，以及对基于纯粹个人主义社会观的所谓“道德秩序”的追求，却

充满乌托邦的色彩。他们以“消极自由”的名义为自由市场提供辩护时，不仅使他们不可

避免地陷入与自己所倡导的政治自由和道德秩序之间的冲突，而且也与欧美近代以来的

主流文明趋势发生对抗。
关键词: 自由市场 有限政府 一致同意 道德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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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论

国内学界和媒体用于指称以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

义”，英文实为 neo-liberalism。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个英文 new liberalism，也被译为“新自由主

义”，这导致在讨论中出现某些混乱。从词义的角度来看，“new”和“neo-”虽然都具有汉语所说

的“新”之意，但“neo-”所说的“新”具有“复制、模仿( copy) 先前事物”之意。就欧美自由主义思

想史来说，new liberalism 兴起于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力图发展出一种不同于古典主义的积极

政府观，借助政府的力量，发展和实现“积极的自由”，这是对古典自由主义( classic liberalism) 的

批评和修正。它无论在时间上还是逻辑上，都先于 neo-liberalism。至于 neo-liberalism，在很大程

度上是对 new liberalism 的批判和否定。哈耶克、弗里德曼用 neo-liberalism 自称，第一是为了对

抗 new liberalism 及其影响; 第二是为了表达他们复兴、发展和超越古典自由主义的努力，即追求

法治下的有限政府。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就多次强调自己的自由观秉承的是英国古典自由主义

传统。
据考证( 琼斯，2004 ) ，neo-liberalism 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 1938 年法国哲学家路易·鲁吉耶

在巴黎组织的沃尔特·李普曼著作《美好社会》的研讨会上，意在探讨自由社会的前景，重构自

由主义。哈耶克、米塞斯都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在 1947 年组织朝圣山学社时明言: “朝圣山学

社的成员对自由的理解的核心是，鼓励、维持并保护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这才是西方民主制制

度的定义性特征。要想扭转思想潮流的趋势，必须坚持这个核心。”因此，按其蕴含之意，neo-
liberalism 应译为“新古典自由主义”最为贴切，这样，才符合哈耶克、弗里德曼的原意。相应地，

我们把他们所代表的倡导“自由市场”的思想称之“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至于凯恩斯及其

追随者、哲学家罗尔斯和德沃金等人，在自由主义谱系中属于“新自由主义”支系。不过，凯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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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主义者自称时，并不使用 new liberalism 的提法，而是直接用“自由主义者”或“自由主义现代

派”。
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基本上是作为以凯恩斯为精神领袖、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为蓝本的

主流经济学的批判者的身份登上学术舞台的。把他们统一在一起的旗帜，是“自由市场”理念。市

场本身就孕育着自己的自由逻辑，包括契约自由、职业选择自由、迁徙自由等。但是，这些自由市场

理念倡导者走得更远。在他们的眼里，只有“消极的( negative) 自由”，没有“积极的自由”的任何容

身之处，把倡导“积极的自由”的思想斥为伪自由主义。
按照伯林( Berlin，1969 ) 的经典解释，所谓“消极的自由”是指“免于……的自由”( freedom

from) ，即从他人特别是国家的束缚和强制下解放出来的状态。它关心的问题是: “一个人或个

人组成的团体不受他人干涉，做自己想做的事，在多大范围内能够或应该任凭自己的追求为所

欲为。”这种不受干涉的范围越大，就表明个人的自由度越高。所谓“积极的自由”是说“做……
的自由”( freedom to) ，即希望扩大个人享受自由的能力，包含着获得某种结果的权利。它关心

的问题是:“决定某人不要这个而要那个、不是这个而是那个管制乃至干预的根据是什么，以及

谁来决定。”
依此而论，凯恩斯及其追随者所信奉的自由主义并不反对“消极的自由”，但进一步援引“积极

的自由”观。在他们看来，充分意义上的个人自由包括拥有自我实现的机会和能力，因此，必须超

越机会均等。“积极的自由”观的政策含义是: 如果某些资源( 包括个体的人力资源) 是有效地实现

自由所必需的，那么，拥有这些资源，就必须视为自由本身的构成部分。正是基于此，凯恩斯主义者

才为福利制度辩护，认为这类政策将会保证个人获得真正的、完整的自由。他们以积极的态度看待

政府行为，把政府视为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工会运动等制度的真正捍卫者，认为保护中产阶级、给
予劳工讨价还价的政治权利、结束富裕精英的统治地位，是使西方社会更加民主、自由和平等的重

要基础。
与这类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同，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信奉的只是“消极的自由”，强调自

由的本质是“免于干涉和独立”。他们坚决反对把政府视为普遍福利的合理提供者的观念，坚持认

为自由市场政策的任务就在于设计出各种能解除政府服务职能的制度，尽可能地将政府在社会保

障、教育、医疗等公共领域的职能私有化和市场化，并且反对反垄断法律、保护环境法规、工会和消

费者权益组织等保护性制度安排。他们在这类制度安排中看到的只是个人自由的缩小、政府的失

败，并致力于通过对这类制度安排的经验实证研究，揭露和批判其“真相”，证明自由市场的优越性

( 亨利·勒帕日，1985) 。在歌唱自由市场之时，他们倾向于忽视或轻描淡写市场失灵现象，强调政

府失灵甚于市场失灵，不相信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时具有不把事情搞得更糟的能力。自由交易被

视为解决这类问题的最佳方案。“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成为了他们的座右铭，只不过

换了一种说法，即“市场的自我监管优于政府的监管”。
这一学术群体的正式形成可以追溯到朝圣山学社成立之时。当时，参与的经济学家包括弗

里德里希·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路德维希·米塞斯、乔治·施蒂格勒等; 后来，几乎所有

具有新古典自由主义倾向的重要经济学家都是这一学社的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在其后的发展

过程中，这一学术群体，通过朝圣山学社、英美自由智库的频繁交往，创造出了同属于一个阵营

的感觉。20 世纪 70 年代，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教义日益清晰。随着哈耶克、弗里德曼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学术界取得突破性的成就，拥有一大批追随者。同时，在媒体、基金会、
商界和政界也赢得一大批信奉者和宣传者，推动着以倡导自由市场为核心的新古典自由主义思

想向主流公共辩论平台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渗透。在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20 世纪 70
年代欧美经济的糟糕表现( 特别是滞胀) ，都是政府行为造成的。欧美国家三分之一甚至将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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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的 GDP 是由政府依据某种集体主义的政治手段分配的，市场配置资源的空间相对被缩小。因

此，他们提出了一整套以自由化和私有化为核心的市场改革方案，呼吁重建自由市场。20 世纪

80 年代及其后，这套改革方案的理念终于获得了政治决策者的认可，先是在英美，后扩散到其他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鉴于这种经济学思潮对学术界和决策界的重大影响，审视其中存在的问题，是必须进行的一种

重要学术探讨。由于“新古典自由主义”在西方文献中所涵盖的思想领域非常广泛，本文将其范围

进行了限制，仅指称建立在个人自由和有限政府基础上的自由市场思想，谓之“新古典自由主义经

济学”。

二、自由市场的理论困境

虽然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倡导自由市场，但他们内部对自由市场的论证却是基于对市场

本质的不同理解，在理论上是彼此矛盾的，甚至是对立的。这最明显地体现在芝加哥学派与新奥地

利学派两个群体之间，在下述根本性问题上存在着绝然不同的理论解释( 杨春学等，2013) : 自由市

场的本质特征是一般均衡还是一种动态协调过程? 价格传递出来的究竟是什么类型的信息? 竞争

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芝加哥学派的论证，遵循的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思路，以均衡理论来论证市场的最优性质。
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尚只是用马歇尔均衡范式来为自由巿场的效率辩护，而卢卡斯等较年轻的一代

则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来为之辩护。一般均衡模型原本只能充当一种启发式的思考框架，不

能把它视为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一种解读，甚至算不上一种近似的解读。因为，市场失灵在理论上正

是从这种模型中推导出来的，且不说这种模型本身还存在着某些根本性问题。但是，卢卡斯及其追

随者却坚持认为，只要对阿罗 － 德布鲁模型做一些理论上的改进，就可以把它视为对自由市场纯粹

形态的论证，一种对现实市场经济的近似描述。
如何“改进”呢? 那就是以“有效市场假说”为榜样，增添“理性预期”之类的假设。理性预期

意味着所有市场参与者都能充分利用可获得的信息，而且确切知道经济如何运转的机制，由此可以

形成关于工资、价格和其他经济变量的准确预测。正是基于对这一假设的理论自信，卢卡斯及其追

随者将有效市场假说推论到整个市场经济体系。另外一个重要的假设是“卢卡斯供给函数”，它依

赖于所谓劳动供给的“跨期弹性”。根据这一假设并结合理性预期假设，卢卡斯和追随者坚持市场

会自动快速出清的观点。再加上货币中性论，他们就轻而易举地得出了“政策无效”的结论。有人

甚至根据这种理论，认为政府是“经济周期的发生器”。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类“改进”? 研究一般均衡论的著名经济学家哈恩早就坦诚地指出:“( 我

们) 已接近了路的尽头。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并非如我们想像的那样好的地方。一部分原因是世界

改变了，不再像过去那样分散了; 另一部分原因是我们走的路过于狭窄，而且我们现在觉得，在修建

这条路时，我们避开了太多的、本该经过的荒凉而杂乱的原野。我们确实已经到达了井然有序的目

的地，但我们却越来越不可能停留在那里。”①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没有听从哈恩的警告，走

得更远。在上述所谓“改进”的理论模型中，不存在市场失灵、失业、有限理性、经济泡沫等现象，也

不存在行为经济学揭示出来的各种非理性行为。这类现象都通过假设而消失在视野之中。正如福

克斯( 2013) 所评论的:“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持不同意见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者就开始质疑理性

市场理论，揭露它在理论上的前后矛盾和缺乏现实依据。在 20 世纪末，他们已经成功摧毁了该理

论的主要支柱，但是却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替代理论。结果，理性市场理论仍然充斥于公众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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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决策和私人投资中，直到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2008 年的市场崩溃前夕。”卡西亚( 2011 )

把这种现象恰当地形容为是“乌托邦经济学的胜利”。
新奥地利学派对芝加哥学派的上述论证非常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论路径，误解了

自由市场及其相关问题的本质。
第一，在奥地利学派看来，自由市场的最根本优势在于，能够有效应对经济世界所充满的各类

不确定性。在这里，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最优”，最多只有一种适应性效率。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用均衡概念来解释市场的运行，存在着“合成推理的谬误”。拉赫曼( 2008)

明确指出:“瓦尔拉斯主义者在三个层面上使用均衡概念———个人、市场和整个经济系统，从而犯

下了没有保证的推广的谬误: 他们错误地相信，打开一扇门的钥匙将打开一系列门。正如米塞斯说

明的那样，受一个大脑控制的行动必然是一致的。同一个市场中许多头脑的行动缺乏此类一致性，

就像同时出现的看涨和看跌一样。在一个经济系统之间，许多市场中的个人行动相互和谐，这是一

个更冒失的假定。”
最早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是哈耶克。在他看来，如果使用纯粹的选择逻辑，用均衡概念来解

释纯粹的个人行为( 例如消费者均衡、生产者均衡) ，是不成问题的。虽然个人会存在认识上的

错误，但就个人在特定时间上的主观认识而言，均衡不外乎是一种纯粹个人选择逻辑的产物。
关键在于从个人均衡转向社会均衡时在概念上出现的问题( 哈耶克，2003a) : “长期以来，我总

是感到，我们在纯粹分析中所使用的均衡概念本身及其方法，只有在局限于单个人的行为分析

时才有明确的意义。当我们将其应用于解释许多不同个体之间相互作用时，我们实际上正步入

一个不同的领域，并悄然引进一个具有完全不同特征的新因素。”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新因

素”呢? 那就是，为了实现社会经济均衡，如何协调个人之间不同决策的问题。这是一个经验

问题。
哈耶克认为，经济学只有当它能够说明所有参与者如何获得知识并且在竞争过程中利用这些

知识，才能重新成为一种经验科学。真正的解释不在于均衡状态本身，而在于至少在趋势上朝着均

衡状态发展的过程。因此，奥地利学派认为，理解市场的正确思路，是把它作为一个真正的竞争过

程。这是一个由一系列发现造就的变化过程，其中充满不确定性和试错行为，只存在一种学习和适

应性效率( 伊斯雷尔·柯兹纳，2012) 。正是这种学习和适应过程中，会产生出一种自发的拓展秩

序。在哈耶克看来，描述和分析这种过程，只能运用“复杂现象”理论。
第二，在奥地利学派看来，价格的本质在于: 通过市场过程，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可以充分地利用

分散存在于各个参与者身上的“特定时空的私人知识”，从而有效地对付充满在市场中的各种不确

定性。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用均衡模型来解释价格的形成，是一种带有误导性的思路，不足以揭示价格

的本质。它把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改造成为一种纯粹的最大化逻辑思维，所有的行为主体被“给定”
大量信息，从“给定的”技术演绎出“给定的”成本，从中又演绎出“给定的”价格，完全误解了古典

经济学的“无形之手”的精神。正是存在这种误解，使兰格等人也能够借助这种经济学，证明中央

集权的计划经济也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这一学术史实本身就足以证明一般均衡理论对市场和价

格本质的理解是无用的，甚至是误导性的。
事实上，价格体系之所以可以充当信息交流机制，完全是因为，被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视为“给

定的”信息，只有在交换和竞争过程中才可能被发现和利用。在事前，人们拥有的只是特定时空的

零星知识。在事前，市场参与者并不能确知消费者对哪些商品存在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不知道这

些商品的相对稀缺程度，不清楚谁能以最低的成本提供这些商品，等等。所有这些信息都是在动

态的竞争过程中获得的。作为自发秩序的一种典型，价格体系之所以能引导市场参与者的资源

7

2018 年第 10 期



配置并赋予它以秩序，就是因为价格体系记录下了人们在参与市场竞争和交换的过程中留下的

那些零星知识，并通过价格对个人“特定时空的私人知识”进行编码，形成新的价格和显性知识。
由此而形成的自发秩序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过程; 不是一种最优过程，而是一种可以动态修

正的过程。
第三，只有市场过程理论，才能充分揭示出市场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均衡理论中，个人选择堕落为一种纯粹的数学计算，看不到真正的个人自由。与此不同，在

市场过程理论中，市场的本质就在于给参与者提供一种发现并利用未被注意到的谋利机会的自由。
正是通过这种机会，个人可以充分表达、展现和发挥个人的自由。因此，柯兹纳( 2012) 说:“不仅市

场的运行有赖于个体自由，而且只有在自由市场的背景下，一个社会才有可能有真正的个体

自由。”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若要在芝加哥学派信奉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之

间选择一种自由市场理论，最好的选项也许就是要有效地容纳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思想。经济学

家很喜欢《铅笔的故事》对市场机制的那种寓言式的描述。但是，这个故事所描述的市场机制包含

的内容，最接近奥地利学派的理解，而离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论证很远。对这一选项，非奥地利学

派的最强烈支持者，也许是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马克·布劳格。他认为，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核

心基石，一般均衡模型关注竞争的最终结果胜于过程本身( 即竞争如何发挥作用) ，就像一份“一个

国家的城市地图，却没有描述城市之间的道路”，是无用之物。他呼吁放弃完全竞争模型、一般均

衡及福利经济学，代之以由米塞斯、哈耶克和柯兹纳传授的新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运行模型: “我缓

慢而极不情愿地正视，他们( 奥地利学派) 是对的，而我们一直都是错的……亚当·斯密的看不见

之手指的是动态的竞争过程而不是被古诺带入经济学的静态的、作为结果状态的完全竞争概

念。”①当然，布劳格的呼吁有点极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也存在根本性的缺陷。更多的学者( 包括

相当一部分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 则力图在新古典经济学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之间形成某种折

衷主义的理论形态( 卡伦·沃恩，2008) 。

三、“有限政府”的政治困境

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与“自由市场”相容的，只可能是“有限政府”; ②而且，只有这种

有限政府，才可能保证自由市场与政治自由的携手并进。
自由植根于自由市场。这种理念是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的最显著特

征。据言，把自由市场与政治自由密切地联系起来，是弗里德曼对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最重要贡献。
弗里德曼认为，把经济与政治领域分割开来思考市场问题是错误的，这会让人们误解经济自由与政

治自由之间内在的基本联系，从而低估市场在维护和促进个人自由、限制政府行为方面的巨大潜

力。在他看来，市场是“公民不服从能力”的守护神。例如，正是存在媒体市场，基于赢得读者和盈

利的考虑，任何观点都可以找到发表和出版的机会。再有，麦卡锡主义泛滥时期被起诉的政府雇员

可以在私人部门找到就业机会。自由市场还具有一种强大的非人格化力量，把恶劣的歧视和偏见

阻挡在经济领域之外( 米尔顿·弗里德曼，1988) 。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赞同弗里德曼这种观

点，即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都有赖于自由市场。但是，只要细致考察一下他们设想以什么形式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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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Blaug，Mark，1997，Not Only an Economist，Edward Elgar Publishing. 转引自马克·斯考森: 《现代经济学的历程》，马春文

等译，长春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18 页。
这里的讨论中，有意识地排除了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和罗斯巴德。因为他们几乎就是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有限政府的

倡导者。



现“有限政府”的问题，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所标榜的“有限政府”与政治自由之间关系是相当模

糊的。
在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阵营中，致力于有限政府研究的是哈耶克、布坎南及其追随者。他们

以立宪政治经济学的名义，研究宪政问题( 即宪政秩序的机制) 。在他们看来，要实现“有限政府”
的目标，当务之急是如何用宪法机制来限制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税收、财政开支和发行货币的

权力。立宪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主题是，压缩政治权力的潜在行使空间，确定有限政府的规则，其严

格程度不亚于保护个人基本自由权利的制度安排。
在研究中，哈耶克、布坎南及其追随者发现，民主政治与自由市场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对立

( 查尔斯·K·罗利，2007) 。因此，他们致力于揭露西方政治制度对“有限政府”的破坏，认为官僚

机构借助于议会的多数决策规则，攫取了宪法的权力，严重破坏了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的

原则。多数决策规则不仅不能有效地限制政府的行为范围，反而成为政府不断扩大其行动范围的

工具，已经显现出滑入“利维坦”的危险。例如，哈耶克强调，“多数票决”所选出的政府并不能等价

于“人民的意志”，它仅仅是一种代议制政府。流行于西方社会的民主政治已经从最初保护个人自

由的一种工具演变成了用多数票决定某些特定问题( 例如再分配) 的制度，成了一种“无限制的民

主”( 哈耶克，2002) 。因此，他们倡导立宪改革，呼吁确立新的决策规则，用有限民主来约束政府的

权力，重建一种“有限政府”。
在讨论用有限民主来限制政府行为时，他们实质上承袭的是古典自由主义批判“多数人暴政”

的理念。最早明确提出这个概念的是托克维尔，但之前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就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
在洛克及其追随者眼中，普遍的民主必然带来再分配的要求，从而对个人财产的自由权构成潜在的

威胁。所以，他们支持英国的政治传统，主张对选民进行财产资格限制。法国著名古典自由主义者

贡斯当清晰地论证了这种主张的依据。这种论据可以归纳为两点: 第一，有产者摆脱了物质生活的

贫困，一般倾向于关心和思考公共事务，具备行使政治权利的能力。第二，有产者出于自身的利益，

趋于保守，热爱秩序和正义。因此，人类政治实践中的制衡力量只能到财产所有者中去寻找( 邦雅

曼·贡斯当，1999) 。当代学者鲍尔斯和金蒂斯指出了这种财产资格限制的本质，那就是力图剥夺

最有可能与财富霸权竞争的集团( 劳动者阶级本身) 的公民权( 塞缪尔·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蒂

斯，2013) 。
与洛克、贡斯当等人不同，在托克维尔看来，民主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人们是否能够在不断强

化政治平等的过程中维护自由。他不愿意为了保护财产权不受政治过程的影响而提出限制公民权

的主张。与英国古典自由主义者一样，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之所以要用有限民主塑造有限政

府，其根本目的在于保护所谓个人的完全“私有财产权”。诺齐克( 2008) 提供了有限政府形态的一

种理论基准:“能够得到证明的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国家，其功能仅限于保护人们免于暴力、偷盗和

欺骗以及强制履行契约等; 任何更多功能的国家都会侵犯人们的权利，都会强迫人们去做某些事

情，从而也都无法得到证明。”在他看来，只有这种政府形态，才有可能保障完全的个人“自我所有

权”和建立在其上的私有财产权不受任何强制性的外部干扰，从而实现充分和完整的个人自由

权利。
诺齐克的核心证据是古典自由主义的“自我所有权”概念。它的逻辑是: 如果每个人对自身拥

有所有权，那么，这至少意味着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意志、能力和劳动; 既然如此，他也就必然有

权利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支配其劳动成果( 财富和收入) 。不仅如此，拥有自身这一最基本的权

利，似乎也就必然要求享有契约自由、职业选择自由、迁徙自由等等。一旦这些自由被剥夺，“自我

所有权”也就会受到损害。如是观之，财产自由等自由权利、“自我所有权”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关系

是建构性的而不是工具意义上的。桑托斯把这种思想称为“自由市场哲学”( 迈克尔·桑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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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
立宪政治经济学家赞同这种自由市场哲学的基本论点，但仅仅只是把最弱意义上的国家视为

研究的一种起点，不赞同诺齐克把征税视同为奴役的推论。因为他们倡导的有限政府并不是守夜

人式的最小政府概念。按照哈耶克的分类，政府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正当职能，即“强制的功能”和

“服务的功能”; 按照布坎南的分类，相应地分别为“保护型国家”和“生产型国家”。有限政府的形

式必然是一种民主政府，但这种民主政府必须受到明确限制，方能成为一种自由的有限政府。问题

在于，如何在现实中重建有限政府呢?

在哈耶克看来，有限政府应具有两个特征: 第一，政府依赖法律进行统治，而且这种法律只

规定抽象的一般原则，以防止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具体干预。第二，即使是政府提供的服

务，也应当按照竞争原则进行管理。那就是尽可能把权力交给地方政府，让它们为争取公民的

支持而展开 竞 争。因 为 公 民 可 以 用 脚 投 票，迫 使 地 方 政 府 按 照 公 民 的 意 愿 行 事 ( 哈 耶 克，

2003b，2002 ) 。在如何让政府依法统治的问题上，他认为，既然民主政治只是一种决策程序，就

没有必要把普选制作为衡量民主政治的原则。按照他的观点，以财产、收入、年龄和受教育程

度等作为限制公民拥有备选人资格的标准，也未尝不可，只要由此而产生的决策不危及自由市

场秩序和个人自由。为此，他建议设立两种决策机构———立法代表大会和政府代表大会。前者

仅仅在定义政府行为正当与否的问题上代表人民的意愿; 后者则在前者制定的原则范围内，根

据人民的意愿，决定采取何种措施。立法代表大会不允许存在党派之间的分歧，这种分歧只允

许存在于政府代表大会中。哈耶克还为选举这两种机构的代表提出程序和成员资格的一些限

制。对这类建议，哈耶克的传记作家甘布尔( 2005 ) 以略带讽刺的口吻评论说: “根据哈耶克的

原则，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既可以算是一种民主政体( 因为政府是按简单

多数原则选举产生的) ，也可以算是一种自由主义政体( 因为它主张保护财产私有制和保障个

人的私人空间不受侵犯) 。”
这种限制公民权的主张，显然是违背现代西方政治文明之精神的。在这一点，布坎南比哈耶

克更明智，弱化了对多数决策规则的指责程度。布坎南及其追随者认为，要想防止“多数人的暴

政”，唯一理想的民主制度是遵循“一致同意”规则。这种规则在理论上等价于经济学中的帕累

托最优。如果我们把集体行动视为一种减少由纯粹的私人行动或自愿行动所强加的影响的那些

外部成本的方法，并把集体决策的成本分为两种( 外部成本和决策成本) ，那么，唯有“一致同意”
规则才能消除所有外部成本，任何弱于“一致同意”的规则，其结果必然包含外部成本，从而带有

“多数人的暴政”的性质( 詹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塔洛克，2000 ) 。然而，在现实中，鉴于达到

“一致同意”的高昂成本及其渺茫的概率，人们才退而求其次，采用“多数同意”的决策规则。这

可以视为基于现实的次优选择。只要人们都同意少数服从多数，那么，这种规则就具有一致性。
虽然按照这种规则进行决策的结果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但这种规则本身是具有“过程效率”的。
在这种意义上，多数规则的民主制度是集体选择的最优方案( 詹姆斯·布坎南，2012) 。如何把这

种思想运用于建立有限政府呢? 布坎南只是强调，对政府运用“多数同意”规则的范围要有严格

的限制。越是涉及基本人权和产权的层次，越需要更大比例的多数同意，直至一致同意。至于如

何具体限制，他并没有清晰的清单，只是列举一些案例，譬如说增税必须通过绝对多数( 2 /3 以

上) 选民的同意。
至此，我们看到他们通过有限民主来塑造“有限政府”的清晰的可行方案了吗? 没有，至少是

模糊的! 哈耶克只是抽象地强调要以法治的原则来限制政府的行为，却没有列出对政府行为进

行实质性限制的清单。在他看来，政府对自由的最大威胁来自于其任意的强制。布坎南也只是

一般性地建议，在确定立宪条约时用“一致同意”作为投票规则，在立宪后的条约中，政府可以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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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多数票决”的规则。在他们眼里，有限政府并不是诺齐克所说的那样最弱意义上的政府。例

如，虽然布坎南给人们一种“政府失败”的强烈倡导者的形象，他实际上对政府持有较为积极的态

度。在他看来，诺齐克所倡导的，只是一种“保护型国家”。而某种程度的“生产型国家”也是合

理的。作为一种集体力量和集体决策制度，国家行动或政府行为具有其他方式无法比拟的优势，

可以在诸如公共物品、负外部性等市场失灵的领域更好地满足个人的偏好( 詹姆斯·布坎南，

2017) 。但是，他们与其他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样，低估了下述历史力量对“有限政府”的

限制。
第一，欧美历史表明，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确实与个人自由( 经济自由、公民自由和政治自

由) 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特别是这一过程中形成的中产阶层，被视为民主的天然盟

友。但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自由市场是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的最佳保护神。市场资本主义必然带

来经济上的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会以多种方式造成政治资源分配上的不平等，从而影响公民的

政治自由和政治平等。例如，在美国的选举过程和政府组阁等方面，我们可以明显地观察到以华尔

街为核心的资本力量带来的“少数人暴政”。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回避了资本执行政府职能，

甚至凌驾于政府之上的事实( 罗伯特·海尔布隆纳，2013 ) 。正是这种少数人的暴政，成为了通向

不同于哈耶克所说的另一种类型的“奴役之路”。
第二，市场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之间一直存在冲突。著名政治学家达尔( 1999 ) 把这种冲

突形容为: “像两个被不和谐的婚姻所束缚的夫妻。尽管婚姻充满了矛盾，但它却牢不可破，因

为没有任何一方希望离开对方。用植物世界来比喻就是，二者是敌对的共生。”“每一方都在

改变和限制另一方。”在 OECD 国家中，正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已经造成或预期将造成的损害，

诱致了政府的行为范围和规模的扩大。例如，正是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所暴露的自由市

场灾难，以及面对 这 种 灾 难 时 私 人 和 民 间 慈 善 的 无 力，才 导 致 美 国 现 代 福 利 制 度 的 诞 生 和

发展。

四、市场秩序的道德困境

与自由市场( 和有限政府) 相适应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道德基础呢? 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认为，市场是“道德无涉区域”，即市场交易与道德情感无关。布坎南( 2012 ) 曾经用一个故事来通

俗地表达了这种观点，那就是市场参与者在道德上是独立的。只要双方互相承认各自的财产权，市

场交易就可以用公平的方式有效地进行。在这一过程中，交易者对对方的处境( 贫困还是富有) 毫

无兴趣，也不在乎对方的政治倾向、宗教信仰或种族，甚至无需语言交流，仍然可以顺利地完成自愿

交易。这么看来，自由市场的美妙之处就在于: 即使人们相互漠视，市场仍能运转自如。它不需要

参与者之间有复杂的交流甚至信仰。市场上的交流是由价格来传递信息的，不是由人来表达的，是

货币在说话。
在这种意义上布坎南( 1989) 认为:“市场是道德秩序的体现，它只要求互相尊重保证实现权利

和执行契约的法律。在这些最低限度内，参与理想市场的个人，在道德上是独立的。”这种道德秩

序不同于“道德社会”和“道德的无政府状态”。“道德社会”以每个人对自己作为共同体成员身份

的认可为基础，服从某种共同的道德意识。在“道德的无政府状态”中，每个人都把他人完全视为

实现自己目的之工具，缺乏彼此的尊重。与这两种状态不同，在布坎南看来，“道德秩序是每个人

都是在信奉和遵守一套非人格化的规则的基础上相互合作。它对人们在道德上的要求是非常低

的，但在这种环境中，个人的人身和财产是安全的，社会安全对治理的需要降至最小程度。相应来

说，个人的自由达到最大程度。”
如果“道德无涉区域”的观点仅仅运用于描述单个的交易行为，也许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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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由此而把它推论为整个市场的伦理基础，并认为仅此就可以解决市场社会的道德问题，难道不存

在问题吗? 实事上，市场社会的伦理基础问题要比单个交易行为的道德准则问题复杂得多，否则不

会出现围绕着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争论，更不会出现“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的更广泛的持久争论。
“道德秩序”涉及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 为什么人们会自愿遵守和奉行一套非人格化的规则?

或者说，这种道德秩序是如何产生并得以维系的? 互利是自愿交换的最根本基础。理性的人们会

认识到，只有尊重其他人的利益，才可能实现自身的利益。这种观点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新古典自

由主义者由此而进行的推论，即: 对自身利益的理性追求，会促使每个人充分考虑到利益相关者的

利益; 特别是竞争的压力，会阻止他们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的方式毫无顾忌地追求自己的利益。
这是他们得出“市场的自我监管优于政府监管”的核心论据。

历史和现实的真相就是: 市场在创造新的伦理准则的同时也在破坏着互利交易的道德基

础。非对称信息经济学提供了这方面丰富的证据。人们并非总是愿意自觉地遵守符合双方共

同利益的规则。由于交易关系的瞬间性和匿名性、市场参与者的流动性及伙伴的可替代性，市

场上总是会出现牺牲他人利益而无风险地获取个人利益的黄金机会。这正是机会主义行为产

生的现实基础。
如果自由市场要削弱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倾向，那么，它赖以生存的道德，就不仅仅是在交易

中尊重对方的产权，还要包括隐含于社会历史传统中的智慧。从欧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运作

所需的诚实、守信、克制、责任等社会美德，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共同体意识、宗教信仰为

基础的。在这一点上，不同于布坎南，哈耶克强调，自由社会要想获得繁荣并长久地生存下去，

就必须敬畏保留于道德传统中的习俗和惯例，珍惜社会共同体的行为规则，其中包含着有利于

秩序的无数人类实践经验( 约翰·格雷，2003 ) 。以他的语言来说，这种道德传统“既非出自本

能，也不是来自理性的创造”，而是存在于本能与理性之间的一种理智选择，是由文化进化赋予

人类的一种独特禀性( 哈耶克，2000 ) 。这种理智让个人拥抱那些超越狭隘经济计算的感情，从

而产生出一种道德秩序。
但是，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倡导的自由市场逻辑( 自利和理性) 势必会消解哈耶克

珍视的传统社会纽带。在现实生活中，市场关系倾向于扩展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扩展到不

包含“严格的”市场关系的人类生活领域，似乎给一切定了价格。其结果是，某些有独特价值的

人类关系被贬低。人际交往过程也带有强烈的功利性，遵循成本—收益核算。甚至于在某些人

的行为中，似乎财富、名誉、地位带给他们的效用远大于亲情、友情和爱情带来的满足; 受追逐

利润与盈利的驱使，其他人作为达到经济目的之手段，等同于工具。从这个角度来看，追求物

质富裕便不再是“温和”或者“无害”的，而是一种破坏性力量。它会使社会共同体中人与人之

间的纽带崩溃，容许毫无感情的“异化了”的经济关系取代传统价值( 如爱、家庭、个人荣誉) 而

成为人与人之间仅余的纽带，对精神上的惩罚与奖赏、传统的社会樊篱、地位、等级和出身等漠

不关心。
也许，我们可以把市场的这类不良影响称为“市场暴政”。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无视这类

“市场暴政”，不愿正视这样一个经验和历史事实，即: 自由市场贯彻其自利原则和工具理性，势必

会消解必要的社会纽带。加里·贝克尔甚至把自利和工具理性结合起来的方法论武器，大胆地运

用于婚姻、家庭等的解释。他的追随者把这种分析视为科学的证据，把所谓的“婚姻市场”这类现

象视为个人自由和自由市场的拓展。出于对这种思想倾向的反感，沃勒斯坦( 2001) 以讽刺的口吻

写道，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从羞羞答答地躲藏在衣柜里，‘市场’现在昂然地走出来，并成为全球政

客、平民百姓和学者等口中治疗各种社会顽疾的灵丹妙药。你是不是营养不良、受到官僚和警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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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迫、对一生的前途感到沮丧、刚刚离婚? 试试市场吧! 你祖辈享受的宁静是不是正在远离你? 试

试市场吧! 你受够了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宣传? 试试市场吧!”
于是，我们看到了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面临的道德困境: 自由市场通过侵蚀传统的道德观

念和制度安排来增进个人自由，同时它的个人主义却无能力创造出足够的新“道德资本”来维系有

效的社会经济秩序。陷入这种困境，是他们奉行纯粹的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的必然结果。自由市

场对社会道德的“资产负债表”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最终结果，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例如，福

山( 2002) 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确实在摧毁传统的忠诚、责任等意识。但是，与此同时，它也在创造

新的道德规范，以代替它所破坏的规范。这部分是人类的本性使然，部分是因为人类在追求自身利

益的过程中行为规则的调整。也就是说，自由资本主义在市场社会的资产负债表中会创造出净值。
且不论福山的观点，有一点应当是明确的，那就是迈克尔·桑德尔( 2011) 所说的:“市场是组织生

产活动的有用工具，然而，除非我们想让市场改写那些支配社会制度的规范，否则我们就需要公开

讨论市场的道德限制。”

五、结束语

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当然改进和深化了人们对市场机制及其制度基础的认识( 杨春学

等，2013 ) ，否则，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弗里德曼、哈耶克、布坎南、科斯、卢卡斯、贝克尔等人能

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例如，弗里德曼有力地指出了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管理政策存在的致命

缺陷，布坎南令人信服地解释了政府失败( 即政府没有能力表达公共利益的现象) ，哈耶克把价

格体系视为信息交流机制的经典论点。但是，这些事实并不能否定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阵营

内部存在严重的理论困境和问题。一种理论存在着自身的困境，这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真理都

是相对的。任何一种理论体系都存在着还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

的，那就是，在“自由市场”倡导者的推理和政策建议中，市场所受到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它

应有的限度。因此，真正严重的问题是它的片面性，特别是把从本身就存在严重缺陷的理论中

推导出来的政策主张付诸实践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尤其是那种对“市场的自我监管优于政府

监管”的自负。一旦技术性的学术分析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断言时，这种后果尤其严重。新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使相当多的各类精英痴迷于市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 不限于经济问题)

的能力。这不仅使公共领域观念遭到侵蚀，而且动摇了公共生活的根基。而这些东西对健全的

社会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作为学者，他们只应负道义上的责任。因为，选择政策的最终权力

掌握在政治家手中。
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虽然遍及世界，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它是美国环境的产物。

它最显著的思想特征是: 认定自由市场是一个与个人自由生死攸关的核心问题; 在论证自由市

场、有限政府和道德秩序的过程中充满乌托邦式的因素。对这类观念所带有的乌托邦色彩，哈耶

克有着清醒的认识，认为经济学家就是要有“思考乌托邦的勇气”。“不可否认，从某种程度上

看，根据某种模式指导创建整个的秩序，一向都是某种乌托邦，现实只能不断地逼近它。但只有

坚持下面的指导性观念———通过始终如一地运用这些原则，就可以实现某种保持内在连贯性的

模式，才可能建立起有助于自生秩序正常运转的某种有效的框架。”①可以说，新古典自由主义经

济学家意识到了，其所倡导的“自由市场”蓝图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但坚持认为自由社会应当朝着

这个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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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lemma of Neoliberalism Economics and a Critique
YANG Chunxue

(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ummary: This is a review article． Friedrich Hayek，Milton Friedman and James Buchanan represent a group of neoliberal
economists with a liberalism pedigree． We refer to their thoughts as neoliberalism economics． Given the widespread and far-
reaching impact of neoliberalism economics on academia and policymaking，we cannot ignore its major flaws and problems
while recognizing its contributions．

First，on the nature of the free market，the Chicago and the Austrian Schools hold distinctly different arguments and
understandings． The Chicago School’s argument i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equilibrium and follows th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but adds harsh assumptions． It emphasizes the optimal nature of market equilibrium and consciously ignores
mainstream economists’critique of th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and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The Austrian School’s argument is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uncertainty according to the market process theory，and is
strongly critical of th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which it believes completely misunderstands of the tru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market and prices． According to the Austrian School，there is no optimal state in a market full of
uncertainty; it is merely a trial-and-error learning process and has adaptive efficiency．

Second，neoliberalism economists pursue a“limited government”under the rule of law，arguing that the government’
s core economic power should be subject to particularly strict regulations，as strict as the rules for protecting the
fundamental freedoms of the individual． The core aim of the“limited government”concept is to protect the individual’s full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and to counter the“tyranny of the majority”． However，when neoliberalism economists use limited
democracy to design such a“limited government”reform plan，they are full of utopian thoughts． This is most prominent in
Buchanan’s argument，which is based on the consensus concept; he must recognize that the“majority voting”method for
analyzing specific problems is a suboptimal choice． How does this prevent the“tyranny of the majority”that neoliberalism
economists oppose? In Hayek’s plan，restrictions on the candidacy of members of parliament are permitted，which is
contrary to the spirit of modern polit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western society．

Third，Buchanan regards“moral order”as the social ethical foundation of a market that can maximize individual
freedom． However，this“moral order”is based on the ethics of individual exchange，which requires traders to recognize
and respect each other’s property rights． In this situation，lacking the concept of moral rights based on the sense of
community and universal justice is not enough to constitute the moral foundation of the entire market society． In fact，
asymmetric information，opportunistic behavioral tendencies and trading relationships extended to non-economic areas
inevitably undermine the traditional ties that Hayek and Buchanan cherish to restrict individual behavior．

Fourth，in the view of neoliberalism economists，the most important function of the free market is the protection and
expansion of individual freedom． Economic efficiency is only a by-product of that freedom． Therefore，they can ignore the
huge inequality i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wealth and the wide range of social problems that result from the free
market． They are even convinced that the market is also a good way to solve social problems． Such views not only erode the
no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but also shake the foundations of public life．

It is not special that a theory has its own dilemma． Truth is relative． Any theoretical structure has problems that must
be further resolved． However，one thing is certain: th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rom those advocates of the“free market”
have received much more attention than what they deserve． Therefore，the concerns are the one-sidedness and especially
the serious consequences of putting policies with serious theoretical flaws into practice． It is conceited to say that market
self-regulation is better than government regulation． A technical academic analysis becoming an ideological assertion may
have serious consequences．
Keywords: Free Market; Limited Government; Consensus; Moral Order
JEL Classification: B10，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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