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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功能及其限度

———评林毅夫与田国强、 张维迎的论争

朱富强∗ 　①

摘　 要： 现实市场的失灵远比新古典经济学所承认的广泛， 这就赋予了政府远比

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有限政府更为广泛的职能， 这也就为有为政府夯实了理论基础。

关于政府的 “有为”、 “无为” 和 “乱为” 都是针对市场缺陷及其失灵而言的， 因而有

为政府的作用边界是清楚的， 有为政府的概念也是逻辑自洽的； 同时， 基于市场缺陷

的弥补为有为政府确立了一个理想目标， 而现实政府要不断接近这一目标则需要一个

过程， 这又有赖于有为政府主导的一整套制度安排， 因而有为政府体现了目标和过程

的统一。 此外， 田国强论证有为政府无效和有为政府高效的逻辑和证据并不能经受思

辨逻辑的拷问， 集中在产业政策上也是如此， 如市场机制和民营企业并不能有效避免

和摆脱产能过剩问题。 最后， 市场化改革的推行也并不必然导向有限政府而非有为政

府； 相反， 如果考虑真正的有效市场， 有为政府反而是更佳的归宿。 尽管如此， 现代

经济学人还是普遍反对有为政府而信奉有限政府， 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出于真实科学

的研究， 不如说更主要是源自传统智慧所塑造的神话， 而对神话的信仰往往会造成学

术的对立。

关键词： 田国强　 张维迎　 林毅夫　 产业政策　 市场失灵

一　引言

经济学是一门致用之学， 对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是要理解、 分析和解决现实问

题， 从而为社会经济政策服务。 其中， 学好经济学的基本要求就是能够认识市场和

政府的功能及其作用范围， 让两者能够各司其职， 从而为推动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发挥出最大的积极作用。 穆勒就曾写道： “在我们这个时代， 无论是在政治科学中还

是在实际政治中， 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都是， 政府的职能和作用的适当界限在哪里。

在其他时代， 人们争论的问题是， 政府应该如何组成， 政府应根据什么原则和规则

行使权力； 现在的问题则是， 政府的权力应伸展到哪些人类事务领域。 当潮流汹涌

地转向变革政府和法律， 以改善人类的境况时， 人们讨论这个问题的兴趣很可能将

３

① 朱富强，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制度经济学、 广义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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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而不是减少。”① 在笔者看来， 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之间不仅可以而且需要形成良

性的互补和共进关系， 因为它们都是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 同时也都面临着失灵问题。

然而， 围绕国家的角色形象以及政府的功能承担， 学术界一直存在截然不同的观

点， 乃至衍生出了不同的经济学流派。 从根本上说， 当前发生在林毅夫和张维迎、 田

国强以及文贯中等人之间的争论， 也是经济学界这一长期未竟论战的继续。 不可否认，

每位论战者的论述都有自身的逻辑和道理， 但是， 从思辨逻辑角度看， 很多论点因植

根于特定的逻辑而不免具有片面性， 从而还有不少地方值得进一步的考辨和商榷。 其

中一个重要原因是， 现代经济学人大多出身于数理专业， 非常注重形式逻辑的严密性，

也善于构建基于各种假设的数理模型， 但也因如是， 他们在面对生活世界并需要运用

思辨逻辑时， 所展开的分析和提出的论断往往就显得不那么严谨， 甚至暴露出很明显

的漏洞。 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 现代经济学受功能主义分析思维影响甚大， 以至于流

行的认知和视角往往着眼于事物的表象， 却很少深入事物的内在本质和作用机理， 而

专注表象的研究往往倾向于用孤立的案例和局部的数据来得出或论证观点， 从而往往

会潜含严重的工具主义谬误。 就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而言， 不少经济学人也就容易为特

定分析思维、 传统智慧及其内涵的意识形态所左右： 演化主义经济学人往往过于推崇

市场机制的作用， 建构主义经济学人则会忽视政府行为潜含的 “自负”， 从而很少有人

真正去关注、 挖掘和构建市场和政府之间的互补共进关系。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 在看待政府和市场这两大机制的基本功能、 作用范围以及相互

关系上， 现代经济学人以及不同经济学流派的学者往往趋向两个极端。 迪克西特就写道，

“当经济学家与公共事务的其他分析家在思考经济政策时， 他们常常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

对立视为基本问题。 一方面主张市场易于失灵， 政府的出现就是为了纠正市场失灵， 并

且从总体上讲政府能够胜任这一任务； 另一方面则相信市场运转非常良好， 政府不是解

决市场失灵的良方， 而是导致市场失灵出现的原因”。 但事实上， “通常现实要复杂得多，

因此任何试图将现实硬套在上述单纯的二分法之中的努力都将受挫。 市场有缺点， 政府

也有缺点， 并且任何一方面的观察者和分析家都有各自的局限。 在华盛顿特区的政界里，

有 ５０ 多年经济学研究经历的赫伯特·斯坦因总结道， 他所学到的两个主要的教训就是，

‘经济学家对经济并不知道多少， 而其他人 （包括制定经济政策的政治家） 就知道得更少

了’”。② 其中， 受传统智慧的影响， 现代经济学的主流观点更加关注政府失灵而非市场

４

①

②

〔英〕 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 （下卷）， 赵荣潜等译，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１， 第 ３６６ 页。
〔美〕 迪克西特： 《经济政策的制定： 交易成本政治学的视角》， 刘元春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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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灵， 从而主张严格限制政府行为， 这集中体现在田国强以及张维迎的论述和论断中。

有鉴于此， 笔者最近对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田国强、 张维迎与林毅夫之争进行了梳理，

由于对张维迎的产业政策观已有专文评述， 本文嵌入笔者一以贯之的经济学认识， 集

中对田国强的相关观点做一评述。

二　为何需要有为政府：基本理论依据

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倡导有为政府， 而田国强和张维迎则持强烈的否定态度。

那么， 如何理解学者之间的这种认识差异呢？ 笔者认为， 这从根本上涉及了对市场失

灵的不同认识。 一般来说， 只要存在市场失灵， 就赋予了政府一定的积极作用和可为

功能。 问题在于， 如何界定现代政府的作用边界和强度？ 很大程度上， 这与市场失灵

的广度和深度有关， 而且市场失灵的广度和深度本身是随时空转换而动态变化的。 一

般的， 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失灵主要针对早期市场机制， 并且是狭义的， 它主要是指规

模经济、 垄断、 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 外部性以及公共物品等的存在， 导致市场无法

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 显然， 如果确定了这类市场失灵的类型和范围， 那么也

就明确了政府进行经济调控的作用领域， 很大程度上， 这也就是田国强等强调的有限

政府的边界。

然而， 如果进一步拓展视域， 我们就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中存在着更为广泛的市场

失灵。 至少可以看到这样 １０ 类市场失灵： ①风险保障市场的不完全， 导致人们因风险

厌恶而失去创新意识和冒险意识； ②资源的不可分性， 导致出现反公地悲剧现象；

③多重均衡问题， 导致资源不能被充分利用， 收入分配也不公平； ④市场不能解决社

会效率和公平之间的矛盾， 不能解决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 ⑤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之

间的冲突， 导致市场堕落效应扩展； ⑥市场主体的不完全理性或非理性， 导致公共性

资源得不到最优使用； ⑦市场不能保证社会秩序持续扩展而不会内卷， 不能保证经济

稳定而不出现经济危机； ⑧市场无法自行保证供给不断增长的社会性需求， 从而导致

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之间不配套的社会失衡问题； ⑨过度竞争引发的炫耀性消费， 导

致真实需求的扭曲； ⑩策略性行为引发的信息隐藏和打埋伏机制， 导致社会内生交易

费用不断膨胀。 显然， 这些广义市场失灵的存在， 也就赋予了政府更大的职能范围，

进而极大地扩展了政府积极有为的作用空间， 相应的， 也就导向了林毅夫等提出的

“有为政府”。

笔者在一篇评论张维迎观点的文章中， 已经就与产业政策密切相关的信息不完全

性、 负外部性效应、 技术进步的正外部性和规模经济存在以及次优理论、 第三优理论

和生产力理论等做了阐述， 而有为政府的概念和作用领域并不局限于产业政策一隅，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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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有更为广泛的理论基础做支撑， 因而这里择其要者而述之。

（一） 市场主体特征理论

传统狭义的市场失灵理论主要集中在市场客体 （机制） 的缺陷上， 如不存在理性

行为和完全竞争所需要的完全信息。 基于这一视角， 新古典经济学等认为， 这些市场

客体的缺陷可以随着社会发展和市场建设而得到改进和修复， 以至于市场失灵也将逐

渐缓和乃至消逝， 进而政府的经济功能也将逐渐式微， 乃至退缩到扮演 “守夜人” 角

色的最小政府。 问题是， 随着市场经济的拓展和推进， 引起市场失灵的因素越来越转

向了另一方面———市场主体， 这导致市场失灵不仅持续存在， 而且会不断扩大和加重。

究其原因， 市场客体往往可以在发展中逐渐得到建设和完善， 但市场主体的特性则要

稳定得多， 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改变， 反而可能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而强化。 哈耶克很

早就曾指出， 对社会秩序的阐释， 最终必须依凭的乃是对人性和社会世界性质予以阐

释的社会理论。① 相应的， 我们在认知和理解市场秩序以及社会秩序时， 在理解市场活

动和政府行为的内在缺陷时， 都必须从审视市场主体的人性特征及其行为互动着手。

一般的， 对市场主体的行为考察主要包括两方面： ①个体的理性特质， 这集中体现在

理性的程度上， 基于有限理性的互动产生了囚徒困境、 公地悲剧以及集体行动困境等

现象； ②个体间的异质性， 这集中体现在资源的分配上， 权力和地位不平等造成了市

场交换和收益分配的不公正。

首先， 就市场主体的理性特质而言。 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奥地利学派所推崇的竞争

市场下的 “无形的手” 预定协调机制、 福利经济学定理、 自发秩序扩展原理以及科斯

中性定理等， 都设定了完全理性的行为主体。 但是， 所谓的完全理性只不过是一种虚

构， 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个体都只是有限理性或近似理性的。 实际上， 除了在基于建构

理性主义思维而构建 （长期） 市场有效的模型外， 现代主流经济学在对现实行为进行

静态分析时基本上是基于行为功利主义的短视理性， 尤其是， 经济人分析范式所内含

的根本上就是基于一次性行为功利判断的极端有限理性； 相应的， 由此衍生出的行为

互动往往导向一种具有内固力的市场纳什均衡， 乃至得出了囚徒困境的一般性结论②，

如竞争失度、 资源枯竭、 环境破坏、 金融泡沫等都是囚徒困境的表现， ２０１６ 年诺贝尔

经济学奖得主霍姆斯特姆提出的激励不相容原理也是其中之一。 显然， 囚徒困境不仅

反映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 而且揭示出现代主流经济学引以为傲的理性

行为所潜含着的深深的 “理性自负”， 以至于森常常把 “经济人” 称为 “理性的白

６

①
②

转引自邓正来 《自由与秩序： 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 江西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 第 ５ 页。
朱富强： 《 “经济人” 分析范式内含的理性悖论： 长远利益、 为己利他与行为理性的理解》， 《上海财经大

学学报》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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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 事实上， 个体理性的有限性不仅表现为只考虑近期利益而忽视长期利益， 而且表

现为只考虑个人的或局部的利益而忽视集体利益或全局利益， 因而基于个体理性行动

往往会导向集体无理性。 这就意味着， 基于个人效率最大化的帕累托原则这一方法来

评估公共政策是失败的。 布罗姆利就写道： “公共政策问题或集体行动问题的产生， 正

是由于原子式的个人最大化行为所产生的加总结果和社会拥有的结果是不一致的。 如

果将这种业已发现会产生不能接受的结果的方法视作集体行动借以纠正现有问题的真

实法则， 这不是很奇怪的吗？”① 正因如此， 对社会效率的评估， 就需要寻找新的标准，

进而又引出了政府的相关功能承担问题。

其次， 就市场主体间的异质性而言。 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奥地利学派所推崇的自由

市场观、 市场公平分配观、 科斯中性定理、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等都设定了同质的行

为主体， 或者行为主体至多在口味偏好、 行为目的、 个人知识以及警觉性等方面有所

差异。 但是， 现实市场中的行为主体根本上是异质性的， 而且主要体现在地位和权力

的不平等上， 从而根本无法将现实世界的消费者和企业等都还原为同质的原子体。 相

应的， 只要回到异质性市场主体的现实世界， 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信条就必然会面临

质疑和挑战， 如： ①异质性市场主体因各种因素而面临不同的 “选择集”， 从而绝对没

有平等的自由， 也绝对不会有实质性的公正交换； ②商人往往只关心能带来最大收益

的富人需要的商品， 而对那些有助于社会大众的公共品则漠不关心， 或者市场经济体

系中拥有更大权力的生产者倾向于通过各种途径来诱导人们的消费而并不是根据消费

者需求来激励供给， 从而也就无法实现社会效用最大化。② 很大程度上， 新古典经济学

教材中所崇尚和宣扬的只是一种逻辑化市场， 它在现实世界中根本就不存在， 现实市

场机制所导向的结果也迥异于所谓的有效市场。③ 赫什莱佛就强调： “主流经济学一直

都着重传达虽然重要但又较为片面的一点， 那就是自利可以带来善意， 以至于几乎把

其阴暗面都忘掉了。”④ 这也意味着， 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奥地利学派的市场化主张具有

明显的简单化倾向， 它将政府和市场在经济事务中的角色对立起来， 而没有努力去沟

通它们之间的互补性， 而这是现代经济学应该且必然会关注的重要课题。

（二） 市场堕落效应理论

传统市场失灵集中关注效率， 但是， 市场失灵还有另一个重要表现： 对社会价值

的忽视和丧失。 譬如， 基于自由交换的帕累托改进原理， 波斯纳、 贝克尔等经济学帝

７

①

②
③
④

〔美〕 布罗姆利： 《充分理由： 能动的实用主义和经济制度的含义》， 简练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
第 ６ 页。
朱富强： 《市场机制能否保障主体的自由和交换的公正》，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
朱富强： 《市场的逻辑还是逻辑化的市场》， 《财经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
〔美〕 赫什莱佛 （即赫舒拉发）： 《力量的阴暗面》， 刘海青译， 华夏出版社， ２０１２， 第 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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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义的倡导者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主张： 性交易乃至强奸合法化， 建立婴儿买卖市场

和人体器官买卖市场， 甚至允许毒品买卖和奴隶交易， 等等。 问题是， 尽管从经济学

的分析思维来说， 这些交易似乎是有效率的； 但是， 在社会文化和伦理道德层面上，

这些 “有效” 的市场成果却违反了他人或社会的利益， 因而长期以来都属于为社会道

德所贬斥以及为法律所禁止的部分。 这意味着， 从经济学来说有效率的市场成果在社

会文化和伦理道德层面上却难以为社会所接受。① 如何解释呢？ 这正反映出被长期忽

视的另一种市场失灵类型： 某些交易从市场运行来说似乎是有效率的， 却衍生出对

社会发展极度不利的后果； 相应的， 如果放任这种交易的推行， 就必然造成社会伦

理的式微和解体， 进而使得整个社会陷入无序和失范状态。 显然， 这就带来了新的

思考： 究竟是以社会合理价值来审视和反思现代经济学的分析结论， 还是以现代经

济学的分析来审视和重塑现代社会价值和法律道德规范？ 康芒斯强调， 社会 “合理

价值” 是审视市场成果的可接受性以及市场运行的有效性的重要标准， 如果市场交

易所促进的东西不符合社会需要和社会价值， 那么这种市场也就不是合理和有效的。

一般的， 即使按照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效率原则， 市场的设计和推行有助于社会总效

用的提高， 但只要它会对社会发展造成危害， 这也就是明显的 “市场失灵”。 然而，

现代主流经济学却不关注市场运行中出现的失灵现象， 而仅仅关注市场 “运行” 中

效率欠缺的失灵， 反而以经济学的有效市场分析来重塑法律和道德， 这充分表现在

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分析之中。 很大程度上， 正是基于狭隘的市场效率， 一个 “主流

经济学家” 宣称要为号贩子辩护， 不仅认为号贩子做的是正常生意， 为其正名为看

病中介， 而且认为全社会都该感谢号贩子， 因为他的行为显示了专家号的稀缺程度

（即真实价格）， 从而优化了资源配置。②

同时， 社会价值的忽视和丧失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市场内含的堕落效应， 还包括以

效率牺牲公平、 庸俗同质化、 实用媚俗化等。 究其原因， 商人为了在商业社会中获取

最大利益， 就必须迎合大多数人的口味和偏好， 从而滋生出了强烈的实用化、 媚俗化

和平庸化倾向。 譬如， 在当前中国社会， 芙蓉姐姐、 流氓燕以及凤姐可以成为各电视

节目的嘉宾， 包含性暗示、 人身攻击以及物欲主义导向的 “低俗” 节目不断推出， 目

的也就是尽可能地吸引受众眼球。 美国学者波兹曼在 《娱乐至死》 一书中指出， 后现

代社会是一个娱乐化的时代， 电视和电脑正在代替印刷机， 文化的严谨性、 思想性和

深刻性正让位于娱乐和简单快感。 类似的， 由于商业主义的渗透， 现代高等教育逐渐

８

①

②

参见朱富强 《制度研究范式之整体框架思维： 主要内容和现实分析》， 《人文杂志》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０ 期 ／ 《新
华文摘》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经济学家： 号贩子善莫大焉 全社会都应感谢他们》， ｈｔｔｐ： ／ ／ ｍｔ．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２０１６０１２８ ／ ｎ４３６２２１０９５．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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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离了社会发展的目的， 而逐渐沦为个人谋利的手段， 甚至退化为一种工具主义的技

能培训； 相应的， 现代学术日益庸俗化、 实用化和功利化了， 短、 平、 快的实证论文

获得了推崇和鼓励。 事实上， 托克维尔通过对早期美国社会的观察就发现， 民主体制

下的学术风气呈现出三大显著特征： ①学术取向的实用化， 如重实践而轻理论， 重一

般观念而轻具体观念； ②学术精神的平庸化， 如有追求而少大志， 缺少革命创新精神；

③学术控制的极权化， 如信仰的从众取向， 学术中的多数暴政。 同样， 马尔库塞在对

二战后美国社会进行考察后也指出， 发达工业社会创造出了丰裕的物质条件， 由此成

功地容纳、 化解了社会中一切可能存在的否定力量， 社会文化为适应社会的需要而日

益商业化、 世俗化、 物质化、 标准化、 大众化； 进而， 平庸的娱乐和无聊的消遣就吞

噬了人们的心灵， 它以文化的形式告诉人们， 现存社会是最好的、 最合理的， 认同这

个社会并接受它的观念就可以得到快乐和幸福， 以致人们的自由意识和批判精神就在

不知不觉之中被不断增长的 “虚假需求”、 不断更新的商品以及维护现实的 “肯定文

化” 所窒息和消除了。 结果， 现代发达工业社会使得人成为单向度的人， 成为缺乏批

判精神和反思精神的人， 对自身和他人的未来漠不关心， 对周遭现实毫不批判地接受。

显然， 市场堕落效应在当今社会的肆意呈现， 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政府所应扮演的

角色， 拓宽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所赋予的政府功能。

（三） 促进分配正义理论

前文引入了市场主体的异质性， 尤其是权力和地位的不平等性， 这也必然导致

市场收入分配的不合理。 一般的， 在现实世界中， 市场交易中的供求关系根本上体

现为权力之间的较量， 交易剩余的分配结构也必然取决于当事人的权力对比。 因此，

分配结果总是有利于势力大的一方， 强势者往往会占有更大的收入份额。 更大的收

入份额会进一步增强强势者的力量， 从而使得它在今后的交易中拥有更大的优势，

并获得更大的收入份额……如此循环往复， 就产生了市场经济中的马太效应： 富者

愈富、 穷者愈穷， 最终导向社会收入分配的两极化。 当然， 一些经济学人也许会基

于库兹涅茨发现的倒 Ｕ 形收入分配规律而认为， 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到一

定限度之后就会出现缩小的趋势， 并以此来为现实收入差距辩护， 并反对人为干预

来缩小这种收入差距。 如张维迎就认为， “市场越开放、 政府干预越少的地方， 收入

差距越小”①。 但实际上， 他并没有认真区别倒 Ｕ 形收入曲线前后端的影响因素差异：

①收入差距变化曲线中前一段的扩大主要源于自发市场的马太效应， 这种马太效应最

终会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两极化； ②收入差距变化曲线中后一段的缩小主要源于社会干

９

① 张维迎： 《市场的逻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 第 ２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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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的转移效应， 这种社会干预主要促使弱势者的力量联合和直接的立法来保障弱势者

的基本诉求。① 即， 收入分配本身就是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 而随着财产权利的集

中， 其所有者将在谈判中拥有越来越强大的权势， 从而也会获得越来越有利的收入

份额， 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 尤其是， 在一个权力分布极端不平衡的社会中，

完全基于力量决定的供求市场必然就有强烈的掠夺性， 必然缺乏对正义和公平的关

怀。 为此， 一个良善的社会就体现为： 存在一系列法律来限制那些附属于特定功能

角色的财产权利的使用， 使之不会因累积效应而膨胀， 这也正是民生主义的经济干

预政策的理论基础。 同时， 正是通过抗衡力量的引入以及对财产权利的 “约束” 壮

大了弱势者在谈判中的力量和地位， 从而最终使得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出现缓

和甚至转向缩小。

事实上， 在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中， 人们对社会正义往往具有基本共识， 这就是

个人的所得收入与其劳动贡献应该相称； 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体现每个人的应得权利，

使每个人的福利与国民财富同比例增长。 其中， 就成熟而完善的市场而言， 它应该维

护每个市场主体的应得权利， 致力于促进社会权利和国民财富之间的平衡发展； 只有

这样， 市场才能被视为成熟的而非原始的， 才能被视为合作性的非掠夺性的， 才能促

进社会秩序持续扩展。 就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政府而言， 它应当是弱势群体的保护者，

应该确保社会中不存在统治和剥削其他群体的权力； 只有这样， 政府才能担负起维护

社会稳定的功能， 才能担负起协调社会利益的功能， 才可以保障社会协调合作的顺利

进行。 同样， 作为一个关注社会现实的人本主义者， 经济学人也应该致力于对分配正

义做深层研究， 因为分配正义的实现不仅有助于社会效率的提高， 而且分配正义本身

就是值得推崇的社会价值。 显然， 在现实市场中， 无论是资源的初始占有还是财富转

移的程序制定， 都控制在少数权势者手中， 由此带来的收入分配就具有显著的不合理

性； 而且， 初始分配收入的不合理性不仅表现在工资收入没有体现其劳动贡献， 而且

表现在依据劳动贡献来获取收入的原则也忽视了人类个体的自然不平等。 因此， 从正

义原则角度， 这就要求通过收入再分配对初始分配收入中的不合理进行弥补： ①对那

些受到损害的主体进行补偿， 从而实现补偿正义； ②对那些处于自然弱势地位的主体

提供援助， 从而实现纠正正义。② 显然， 这就赋予了政府在收入分配领域的积极作用。

不幸的是， 边际革命以降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反对古典经济学从力量博弈将收入分配与

规则制度联系起来， 而是基于边际生产力原理将生产理论和收入理论统一起来， 进而

０１

①

②

朱富强：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顶层设计” 思维： 重温邓小平的南巡精神》， 《经济学家》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
朱富强： 《收入再分配的理论基础： 基于社会正义的原则》， 《天津社会科学》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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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市场收入与生产贡献等同起来； 相应的， 它将初始分配收入视为正义的， 并由此主

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而将基于收入再分配的征税认为是对基本正义的违反。 正

是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鼓吹下， 政府的纠正和补偿正义以及收入再分配功能被放弃了，

而市场机制则得到了过分的推崇， 中国社会的市场化改革也曾片面地强调收入分配由

自由市场机制决定， 以致个别利益被合法化了。

（四） 促进社会均衡理论

讨论政府所应承担的功能， 不是先验的和固定不变的， 而是与特定时空下的诉求

有关。 事实上， 自 ２０ 世纪初以来， 甚至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实行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

场政策之后， 西方诸国的公共部门以及公共开支一直都呈现出迅猛的增长趋势， 包括

政府对私人部门的管制以及公共部门公共所有权的扩大。 而且， 经济权利集中不是由

法定管制的方法或公共所有权带来的， 它主要体现在公共部门 （即政府） 收入和支出

的相对增长上。 事实上， 大规模的公共部门已经成为现代发达经济的特征： 发达国家

中公共部门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平均已达 ４０％ ～ ５０％ ， 尤其是在北欧那些福利国家， 公

共部门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已达 ６０％ 。 那么， 为什么会出现公共开支长期增长的现象

呢？ 为解释此现象， 经济学界提出的理论大致有这样几种： ①瓦格纳的 “政府活动扩

张法则”， 倾向于从社会经济发展要求政府履行越来越多的职能角度做出解释， 随着政

府职能的扩大， 财政支出不断增加； ②皮考克和怀斯曼的公共选择理论， 倾向于从公

共收入随经济发展和社会动荡而增长， 并导致公共支出相应增长的角度做出解释；

③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的发展理论， 倾向于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要求公共支出结构

做出相应变化的角度做出解释； ④鲍莫尔的 “鲍莫尔病”， 倾向于从公共部门劳动生产

率偏低必然导致其规模偏大的角度做出解释； ⑤帕金森的帕金森法则， 倾向于从等级

制组织中的组织原则弊端中寻找原因： 不称职的行政首长一旦占据领导岗位， 庞杂的

机构和冗员便不可避免， 行政人员会不断膨胀， 但组织效率越来越低下； ⑥黄有光的

追求福利说， 倾向于从福祉和快乐角度探究广告品的增长， 私人消费主要是私人间竞

争， 从整个社会来看并没有提高快乐感， 只有私人消费转移成为公共开支尤其是用在

环保、 基础研究、 教育等方面， 才可以在没有减少私人的快乐感的前提下提高人们的

快乐感和生活品质。①

加尔布雷斯在 《丰裕社会》 中就将私人产品和服务于政府产品与服务供给之间令

人满意的关系称为社会均衡。 他强调， 任何一个运行良好或管理有方的社会都应该使

公共服务跟得上私人生产。 其基本思路是： 一种产品使用量的增加不可避免地创造了

１１

① 朱富强： 《现代西方政治经济学： 以公共选择学派为主的经济和政治理论》， 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第

１９４ ～ １９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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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他产品的需求， 相应的， 随着社会的逐渐富足， 私人消费品的增加将相应地提升

对公共品的需求。 例如， 随着更多汽车的消费， 就必须有更多的汽车保险和更多使用

汽车的空间。 而且，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 社会性需求占人类需求的比例越来越大，

例如， 汽车消费的增加需要增加街道、 高速公路、 交通管制、 停车空间， 富裕社会越

来越需要道路、 学校、 博物馆、 低价住房等公共事业。 然而， 长期以来社会均衡状况

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没有能够使公共服务与私人生产和商品消费保持起码的关系；

相反， 私人部门的富有不但与公共部门的贫乏形成了令人震惊的反差， 而且私人产品

的丰富成为造成公共服务供给危机的重要原因。 这就是私人富裕与公共贫困的共存现

象。 尤其是， 市场原教旨主义越是盛行的地方， 私人产品和与公共产品间的失衡情况

也就越明显： 一方面是华贵豪华的别墅花园、 昂贵奢侈的私人飞机和比比皆是的金银

绸缎， 另一方面则是破烂不堪的公路、 充满臭味的河流、 拥塞肮脏的公共交通。 那么，

对人类福利来说日益重要的公共目标为什么会被现代社会忽视呢？ 加尔布雷斯认为主

要原因在于： ①在现代垄断经济体系中， 传统的完全竞争力量已被强大的组织力量代

替， 如巨大的生产者、 全国性零售公司和强大的工会， 它们操纵了市场、 操纵了消费

者， 从而操纵了经济； ②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经济增长的关心超过了对生活本身的关心，

对 “物” 的注意超过了对人的注意， 因而一个经济体系的目标常常并不是供应商品以

满足人民的需要。 正因如此， 就要重新使经济学关注公共目标， 重新认识和确立政府

的应有职能。

（五） 复杂自由主义理论

当前经济学界围绕坚持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争论进而衍生出的有关政府职能界限

的争论， 还源于对自由主义内涵的认知差异。 事实上， 当前社会往往流行着简单化的

贴标签取向， 如一个学者不是自由主义者就是反对自由主义者。 这种标签化区分明显

忽视了这样几点： ① “自由主义” 一词本身经历了长期的演化， 在不同时期被赋予不

同的内涵， 如无支配的自由、 无干涉的自由和自律的自由等； ②自由主义的内涵呈现

出日益复杂化的趋势， 如经历了古典自由主义到改良自由主义再到现代自由主义等概

念的演化； ③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兴起而在 ９０ 年代形成全球思潮的 “新古典” 自由主义

又开始向古典自由主义复归， 从而又呈现出原始的、 简单化特征。 具体说明如下： “自

由主义” 起源于启蒙运动时期对封建社会中存在基于等级身份的支配关系之反对， 而

要彻底摆脱这种身份制的支配， 就必须有基本财产的保障， 因而早期自由主义强调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但是， 随着市场马太效应导致的财产权集中规律再次显现，

金钱、 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危害也日益增长， 因而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西斯蒙第、 约

翰·穆勒、 托马斯·格林、 霍布豪斯等人开始反思和质疑自由放任的市场有效性， 并

２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政府的功能及其限度
第 ７ 卷

转而主张政府以立法手段来保障工人的基本社会权利和基本社会福利， 这就是具有改

良色彩的新自由主义 （Ｎｅｗ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接着， 到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由于凯恩斯干预

主义政策造成的经济困境和苏联等计划经济体的解体， 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学人和弗

里德曼等新古典经济学人将流行的改良式 “Ｎｅｗ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称为伪自由主义， 并创造

了一个新词 “Ｌｉｂｅｒ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来承袭古典自由主义的内涵。 至此，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就被指称

为赞成社会福利的改良自由主义， 而 Ｌｉｂｅｒ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则被理解为追求自由放任的自由至

上主义。 不过， 哈耶克、 弗里德曼等又不愿意将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称号拱手送予其他流派， 也

常用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称呼自己的主张， 随后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又创造出了新词语 “Ｎｅｏ － ｌｉｂ⁃

ｅｒａｌｉｓｍ”， 以与具有改良色彩的 “Ｎｅｗ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相区别， 并把它称为真正的自由主

义。 一般的， “ｎｅｏ － ” 所说的 “新” 更多地具有 “复制、 模仿 （ｃｏｐｙ） 先前事物” 之

意味， 而 “ｎｅｗ” 更具有别于过去的 “革新、 变更” 的味道； 因此， 笔者更倾向于将

“Ｎｅｏ －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称为 “新兴自由主义” 或 “新古典自由主义”。①

显然， 正是由于不同群体基于不同立场和目的来界定和使用 “自由主义” 一词，

从而就导致自由主义的内涵和特性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 尤其是， 受肯定性理性主义

思维的支配， 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倾向于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中一切 （或绝大

多数） 现象视为合理， 同时将质疑和反对者都称为自由主义的敌人。 其实， 真正的知

识分子必然是自由主义者， 因为它不能容忍自身思想受到约束和统治， 但同时， 任何

具有强烈现实主义和人本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 也都必然会致力于挖掘自由放任的市

场经济所内含的问题。 从 “自由” 的根本含义上讲， 它是指社会个体不受他人的干涉

和支配， 这包括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 而之所以会形成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

上的剥削， 就在于政治、 经济地位的不平等， 在于政治、 经济权力集中在某些人手中。

因此， 自由主义就有两方面的内容： ①政治上要不受支配， 政治权利在人与人之间的

分配就应该没有差异， 都有同等的选择权、 被选择权以及受教育的权利； ②经济上要

不受干涉， 经济权利上就不应该存在过度的不平等， 需要采取一定的社会措施来防止

所有权的集中。 同时， 从自由主义演化史也可以看到， 随着财产权利的不断积累和集

中， 人们认识到不能简单地神化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这一信条， 更不能静态和

抽象地看待个人自由。 因此， 对纯粹市场提出批判并不意味着反自由主义， 相反， 正

是这种批判促使了自由主义本身的发展。 事实上， 现代自由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保障

和扩大个人的基本社会权利， 这不仅要提防社会权利集中带来的危险， 而且要提防金

钱和权力集中带来的危险； 相应的，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市场和政府对立起来， 而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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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富强： 《复杂自由主义的信念及其政策主张：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简单化倾向及 “新兴” 自由主义之批

判》，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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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两者之间的互补性， 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 将自由与平等正义结合起来， 将市场

经济与社会公平和人文关怀结合起来， 这就是复杂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 相应的， 复

杂自由主义注重提防两类权力集中的危害： 经济领域在坚持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的同

时又主张通过不断完善市场机制来缓和市场机制对弱势者的不公和伤害， 政治领域则

主张建立和完善结合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呼吁 － 退出机制以防止寡头政治或庸俗民

主所引发的政府失灵。

（六） 资源配置机制理论

从市场失灵来引出政府功能的承担， 这主要是从必要性角度而言。 政府能否承担

这种功能， 还需要进一步探究政府发挥作用的机制。 按照现代企业一般理论， 所有的

资源配置方式都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类型： 价格机制和组织机制。 其中， 价格机制是

通过市场来运行的， 而组织机制在微观上则主要体现为企业内部的命令系统。 即， 基

于企业组织的资源配置方式具有不同于基于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的特点： 在企业组织

中， 发生资源配置的主体之间存在地位和等级的不同， 进而产生了命令和服从关系，

也就产生了生产的计划。 因此， 企业经济往往被看成一个小的统制经济， 或计划经济。

即， 非个人的计划起源于企业内部， 计划机制往往也可以被视为企业机制， 而国家计

划配置方式只不过是企业配置方式在国民经济上的宕延。 因此， 如果说企业管理协调

是在微观经济层面上对市场协调方式的替代， 那么， 政府的管理协调就可看成在宏观

经济层面上取代市场协调的方式。 这可从两方面加以理解： ①正如企业组织的管理协

调引入了企业管理人员一样， 国家组织的宏观协调则引入了政府行政官员； ②正如企

业组织中也存在大量隐性协调活动， 如企业文化建设、 职工培训等一样， 在一个国家

组织中也存在大量的隐性协调活动需要政府来施行。 正因如此， 我们认为， 国家计划

实际上是属于两种基本资源配置方式之一的组织配置方式， 政府显性协调本质上也是

宏观的组织管理协调方式； 相应的， 计划和市场这两种基本资源配置方式本质上并没

有优劣之分， 区别只是在于各自与环境的相容程度： 不同方式与什么环境相适应以及

发生作用的 “限度” 如何。① 由此， 当前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也不应该受到先验意识

形态的左右， 不需要 “为市场化而市场化”， 而应该正确认识国家的根本性质和政府的

作用领域。

一般来说， 政府的根本作用在于促进市场主体之间的行为协调， 从而提高劳动有

效性和增进社会合作。 政府的这种协调功能表现在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 直接的协调

作用主要是指政府以产权代理者或控制者的身份对经济直接进行计划、 管理和经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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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富强： 《协作系统观的企业理论： 基于协调机制演化的分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６， 第 ４３０ 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政府的功能及其限度
第 ７ 卷

活动； 间接的协调作用则主要是指以裁判者的身份通过间接的方式， 如设定游戏规则、

提高国民整体认知水平、 培育社会的合作精神等为市场经济活动提供辅助性支持以提

高社会协调性的活动。 当然， 政府的经济干预也会产生政府失灵。 不过， 政府失灵的

产生原因不同于市场失灵： 市场机制的失灵主要在于孤立个体在自发互动上的协调性

之不足， 政府机制的失灵则主要体现为集中的权力在使用上的制约性之不足。 相应的，

市场机制的失灵是集中于市场交换和个体行为的经济学家所应该关注的， 其基本思维

在于如何提高行为的协调性以促进社会合作和分工深化； 政府机制的失灵则是集中于

政治组织和群体行为的社会政治学家所重点关注的， 其基本思维在于如何建立一套有

效的监督机制来保证政府及其代理人做其该做的事。 不幸的是， 现代学术的学科关注

却似乎颠倒过来： 经济学家努力为自发秩序进行辩护， 政治学家在如何完善对政府及

其代理人的监督机制上似乎也无大作为。 结果， 中国社会就存在两种极端观点： ①针

对市场失灵问题， 不是寻求市场的完善之道而是试图取消了事， 这是改革开放前的计

划经济实践所展示的； ②针对政府失灵问题， 不是寻求政府监督体系的完善而是取消

政府相关职能， 这正是现代经济学界的流行观点。 有鉴于此， 良善社会就应该努力避

免这两种极端倾向， 而这也正是新时期有为政府所追求的。

三　有为政府的概念是否自洽：对田国强的逻辑审视

前文从广泛存在的市场失灵对 “为何需要有为政府” 做了理论上的论证， 这有

助于我们清楚地理解有为政府的含义， 进而也就可以对田国强等人的疑问或质疑进

行释义和疏通。 事实上， 田国强就指出， 国内学术界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根本上是

政府角色和定位的关键性问题： “实现创新驱动的关键到底主要靠的是， 通过市场化

的改革来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从发展全能型政府转向维护服务型有限政府， 还是

采用政府政策继续坚持有为政府？ 也就是， 是将政府职能导向定位于有限政府还是

有为政府？”① 不过， 在田国强看来， “有为政府” 一词充满了语义含混和逻辑矛盾，

从而强烈反对使用 “有为政府” 一词而主张使用 “有限政府” 一词。 那么， 我们究竟

该如何理解 “有为政府” 呢？ 本部分紧扣田国强的分析逻辑就 “有为政府” 概念的自

洽性做一解析。

（一） 如何定义有为政府

林毅夫对有为政府的定义可以从正、 反两个层面加以概括： ①从肯定角度， 有为

５１

① 田国强： 《有限政府， 有为政府？》， 《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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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指在经济发展结构转型过程中， 当软、 硬基础设施的完善方面出现了市场不能

做或不能为的市场失灵时， 促使无效市场变得有效而采取因势利导的行动以推动经济

结构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和相应的比较优势变化而调整的政府； ②从否定角度， “有为”

政府是与 “无为” 政府及 “乱为” 政府相对应的政府， 只有一个行为主体所为的结果

是好的、 符合社会预期的， 这样的行为才是 “有为”， 因而 “有为” 政府必然是为国

家发展社会进步做出贡献的政府。① 总体上， 这两方面的界定本身没有明显缺陷， 不

过， 正面定义主要从产业政策着手， 似乎比较狭窄； 反面定义则从词义着手， 又似乎

显得比较宏大和含糊。

这里， 笔者从市场失灵角度对有为政府的概念做一简化和精练： 所谓有为政府，

主要是指承担积极功能以高效地弥补市场缺陷而维护社会分工合作并推动社会秩序扩

展的政府。 从否定层面讲， 它针对的是另外两种政府行为： ① “无为” 政府， 即无视

市场缺陷而放任它自由运行而无所作为的卸责政府， 这往往是由于对市场缺陷的认识

不足或者政府本身缺乏足够能力； ② “乱为” 政府， 即不仅没有采取积极行动以弥补

市场缺陷反而采取恶意行动抑制市场积极作用的恶棍政府， 这往往是由于对个人私利

的追求或其他政治的、 社会的或文化的因素。 相应的， 要建立成熟而有效的有为政府，

至少需要做两方面的工作： ①要对市场的内在缺陷以及政府的应有责任有清楚的认识，

并以此形成良知； ②要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制度安排制约政府及其代理人的不合理行为，

并以此促成良行。 王阳明用 “良知” 来指称天理， 这种天理又源于人心， 并通过 “诚

意” 促使人依良知而行， 从而实现 “知行合一”； 这里的 “良知” 支撑对事物内在本

质和事物之间相互作用之因果关系的认识， 而这种认识又在于不断的探究， 并依据

“尽其在我” 的社会责任而将良知应用于实践， 这就是良行。 所谓 “厚道泽众， 良行至

远” 是也。 为此， 有关对有为政府职能的确定， 就涉及这样两个方面的内容： ①明确

政府所必须实现的目的； ②研究什么样的政府形式最适合实现这些目的。

其实， 田国强也认为， 要有效确立政府的作用界限， 就 “要分清楚哪些是市场机

制本身会出现失灵所致， 哪些是政府干预过多使得市场失灵所致， 其背后的经济机理

和应对机制是不一样的。 前者需要政府的 ‘进’ 以弥补缺位， 后者则需要政府的

‘退’ 以矫正越位、 错位， 不能一概而论”②。 也就是说， 田国强也是从市场失灵来引

出政府功能。 只不过， 田国强所认定或承认的市场机制缺陷或市场失灵的范围相对狭

窄， 主要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认定的那一部分， 从而主张狭义的有限政府， 并认为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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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林毅夫： 《论有为政府和有限政府： 答田国强教授》，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ｒｏｌｌ ／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０７ ／
ｄｏｃ － ｉｆｘｘｎｅｕａ４２７１９２９． ｓｈｔｍｌ。
田国强： 《再论有限政府和有为政府： 与林毅夫教授再商榷》， 《第一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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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政府的边界是确定的。 田国强将有限政府功能界定为： “只要市场能做的， 就应让

市场发挥作用， 只有市场不能做或失灵时， 政府才应发挥作用， 从而导致好的市场经

济和有效市场。”① 这种有限政府与有为政府在定义上似乎并没有多大不同， 只不过在

何为 “市场所能做的和不能做的” 上， 有限政府和有为政府的主张者存在不同的理解。

一般的， 从承担的功能来说， 由于有为政府所关注的市场失灵范围要比新古典经济学

所承认的市场失灵广泛得多， 因而有为政府就要承担起比有限政府更为广泛的职能，

而绝不限于田国强所强调的 “聚焦于维护和提供公共服务”。 实际上， 即使就政府所承

担的 “维护和提供公共服务” 这一职能而言， 我们也可继续追问： 何为公共服务？ 这

显然会出现不同的答案， 如医疗保险是否属于公共服务在当前美国社会就引起了极大

的争论， 更不要说， 公共服务的范围还随着社会发展而在持续拓展， 从而就有了加尔

布雷斯所提出的社会均衡理论。 从这个意义上说， 有为政府并不是对有限政府的替代，

而是其的延伸。 有为政府意味着有所为有所不为， 这本身就包含了有限政府之意， 但

同时又要比传统意义上的有限政府更为积极。 很大程度上可以说， 有为政府是一个积

极性的概念， 致力于推动责任的承担； 有限政府则是一个消极性概念， 致力于对乱为

政府的提防。

要理解有为政府与有限政府这对词语在特性上的差异， 可以借鉴柏林从消极的和

积极的两个维度所理解的自由概念： 消极自由强调主体不受别人的干涉， 积极自由则

体现为主体能够采取某种行为的能力。 在现实世界中， 任何一项自由和权利都必须受

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和约束， 否则它也必然退化到霍布斯的 “野蛮丛林” 之中； 而且，

在这种状态下， 根本就不存在平等的自由和权利， 而至多只有强者的自由和权利。 为

此， 格雷就指出， “没有有效的福利制度所给予的 ‘积极自由’， 市场的 ‘消极自由’

就只有有限的价值”②。 很大程度上， 只有依靠一定社会规范和公共制度的约束和保障，

个人或群体才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保障， 才会有安居乐业的空间。 从这个角度上说，

自由主义本身是与制度主义结合在一起的： 没有制度就没有规范， 也就不可能有真正

的自由。 即制度保障了积极自由。 同样， 完善的制度安排保障了有为政府。 田国强说：

“有限政府论者强调的是政府……有限的有为， 强调的是通过制度设计来间接诱导经济

人去实现政府想要达到的目标或想做的事情， 而不是直接干预经济活动。”③ 很大程度

上， 有为政府也是有限度的， 必须尽量避免事后乱为。 只不过， 基于有为政府的视角，

如果有限政府无视并放任市场的堕落效应， 这种 “无为” 实际上是卸责， 甚至是 “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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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田国强： 《有限政府， 有为政府？》， 《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
〔英〕 约翰·格雷： 《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 顾爱彬、 李瑞华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第 ２３ 页。
田国强： 《再论有限政府和有为政府： 与林毅夫教授再商榷》， 《第一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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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的另一种表现。 事实上， 崇尚个人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往往偏好于不受干涉的消

极自由， 极力推崇用脚投票的退出机制； 关注现实组织运作的管理学和政治学等却更

偏重于积极自由的拓展， 热衷于用手投票的呼吁 － 退出机制建设。 当然， 两种机制都

存在缺陷： ①退出机制的有效性依赖于自由流动的有效市场， 基于有限理性的退出也

往往会导向集体行动困境而非有效合作， 如无限制的 “华尔街用脚投票法则” 就造成

了行为的短视化和股票市场的剧烈波动； ②呼吁机制尽管有助于维持合作， 但执行成

本却是高昂的， 而且可能因不断升级 “以牙还牙” 式报复而陷入最糟糕状态。 有鉴于

此， 赫希曼将两者结合起来而形成了更全面的退出 －呼吁治理模式。①

很大程度上， 有限政府和有为政府应该是相容的， 究竟要建设何种政府， 则要看

具体的社会环境。 譬如， 有限政府将政府的主要职责界定为 “维护和提供公共服务”，

林毅夫却指出， 在发展中国家， 基础设施普遍短缺， 营商环境不良， 法律、 制度不健

全， 政府的资源和执行能力有限， 在无法使全国的基础设施、 营商环境、 法律、 制度

达到理想的情况下， 如何推动经济发展？ 同时， 即使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主要由企业

家来推动， 但技术创新也要依赖投入大、 周期长、 风险高的基础研究， 而这种基础研

究往往只能靠政府来支持； 进而， 在可用来支持基础科研的经费有限的情况下， 政府

就只能有选择地支持， 而这种选择也就决定了一个国家的产业技术发展方向。 在林毅

夫看来， 这种选择性支持也就是一种产业政策， 其范畴显然超过 “有限政府” 之主张，

而属于 “有为政府” 的范畴。 为此， 林毅夫将 “有为政府” 的 “有为” 界定为： 在经

济发展结构转型过程中， 软、 硬基础设施的完善出现了市场不能做或不能为的市场失

灵时， 为了使无效的市场变得有效而采取的因势利导的行动。 林毅夫认为， “有限政

府” 论者倾向于以建立有效市场的目标代替建立有效市场的手段， 依据的是稳态结构，

却没有讨论在经济发展、 结构转型的动态上， 政府应该做的与稳态时做的究竟有什么

不同， 反而将试图在基础设施、 营商环境、 法律、 制度等均不健全， 政府的资源和执

行能力有限的转型中发展中国家以务实渐进的方式来推动改革和发展的努力贴上 “不

改革” 或 “不重视改革” 的标签。② 在这里， 林毅夫着重从发展中国家中的产业结构

失灵角度来界定有为政府的职能， 要比固守新古典经济学的有限政府尤其是 “守夜人

政府” 更广一些， 但依然没有涵盖所有的有为政府职能。

（二） 边界能否界定清晰

田国强反对使用 “有为政府” 一词而坚持使用 “有限政府” 一词， 其基本理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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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美〕 赫希曼： 《退出、 呼吁与忠诚》， 卢昌崇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第 １３８ 页。
林毅夫： 《论有为政府和有限政府： 答田国强教授》，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ｒｏｌｌ ／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０７ ／
ｄｏｃ － ｉｆｘｘｎｅｕａ４２７１９２９．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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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政府行为边界模糊导致歧义”， 因为 “有为政府的行为边界是游离不定的， 乃至

是无限和无界的”； 相反， “有限政府的行为边界更为清晰， 是有限和有界的”。① 果真

如此吗？ 这里对两类政府的边界做一深层次的辨析。

首先， 就有限政府的边界而言。 田国强认为， 与市场保持一臂之距的有限政府在

行为边界上更为清晰。 针对田国强这一论点， 我们可以从词义上加以追问： 何为有限

政府？ 一般的， 有限是相对于无限的。 因此， 对有限政府边界的质疑也就可以转换为：

是否存在无限政府？ 毋庸置疑， 没有哪一种政府可以包揽一切， 既包括生产和消费，

也包括工作和生活。 因此， 从实践上讲， 任何政府都是有限的。 这又从反面论证， 有

限政府的边界至少在概念上不是明确的， 至多可以在 “有限” 的 “度” 上再做出进一

步区分。 例如， 田国强就指出， 经济学文献中有许多种政府类型， 如最小政府、 有限

政府、 战略型政府、 强有力的有限政府、 发展型政府、 企业家政府等， 而且， 田国强

将这些基本类型都视为有限政府范畴。 既然如此， 我们又如何认定有限政府的边界是

清晰的呢？ 而且， 这些类型的政府概念又有哪个是真正边界清晰的呢？ 很大程度上，

正是由于有限政府的职能迄今还没有得到完全清楚的界定， 因而也就存在不同经济学

流派之间以及不同学者之间的激烈争论。 同时， 按照林毅夫的看法， 发展型政府和企

业家政府都已经超过有限政府， 前者主张以政府主导来发展一些超过比较优势的先进

产业， 后者则主张政府对科研资金进行配置来引导新技术、 新产业的发展。 进一步的，

企业家政府其实也应该包含在新结构经济学的有为政府范畴之内。 既然如此， 又为何

如此强烈地信守新古典经济学的有限政府概念而排斥新结构经济学的有为政府概念呢？

一般的， 如果我们将 “最小政府” 明确界定为扮演 “守夜人” 角色， 那么， 有限

政府所承担的功能就可以比 “守夜人” 更广一些。 至于有限政府具体应该承担哪些功

能， 其界定往往因人而异、 因时而异。 事实上， 不同学者甚至不同版本的新古典经济

学教材对有限政府的界定往往存在很大差异， 只有那些自由至上主义者如罗斯巴德等

所撰写的经济学教材才会将 “守夜人” 角色界定为有限政府的边界。 田国强在 《高级

微观经济学》 中将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基本作用界定为四个方面： 提供公共产品

和服务； 维护并保障市场有效而公正地运作； 弥补市场失灵； 特定情境下作为经济人

参与经济活动。 显然， 这也是田国强对有限政府的个人定义， 也比狭义的 “守夜人政

府” 承担了更多的职能。 但是， 这种界定的边界仍然不是清晰的： ①如何才算是市场

在有效而公正地运作了？ ②要弥补哪些类型的市场失灵？ ③参与经济活动的特定情境

如何界定？ 即使田国强的有限政府主张将政府角色缩在公共品领域， 这种边界的清晰

９１

① 田国强： 《有限政府， 有为政府？》， 《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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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也面临着这样两大问题： ①在新古典经济学视界里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以后，

公共品的范围就变得越来越窄， 几乎所有的物质性公共设施都被视为可由私人提供；

②从公共领域的定义上看， 公共领域是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领域， 这几乎涵盖人类

社会的全部领域。 前者意味着， 有限政府所提供的公共品将越来越狭窄； 后者则意味

着， 公共品的外延是广泛的且在不断拓展。 因此， 有限政府的定义无论如何都不是确

定的， 有的人可以将之缩小为最小政府， 有的人则可以将之扩大为福利政府。

其次， 就有为政府的边界而言。 田国强认为， 如果对有为政府的职能没有一个基

本的限定， 那么就会带来很大的误导。 其实， 有为政府本身就是相对于政府的 “无为”

和 “乱为” 而言的， 这里的 “无为” 并不是田国强在有限政府意义上的保障有效市场

发挥其作用的 “无为”， 而是指政府应该做却没有做的卸责 “无为”。 也就是说， 有为

政府的 “有为” 本意就是要清楚界定政府的有效作用边界并通过制度安排等保证它做

分内之事， 这里的 “有为”、 “无为” 和 “乱为” 都是相对于市场内在缺陷而言的。 因

此， 有为政府的概念界定本身是清晰的， 甚至比流行的有限政府更为明确， 因为 “有

限” 的 “限度” 本身往往有赖于不同学者做进一步的明确界定。 田国强说： “美国历

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林肯对政府职能的界定概括得非常精辟： 政府存在的合法目的，

是为人民去做他们所需要做的事， 去做人民根本做不到或者以其各自能力不能做好的

事； 而对于人民自己能够做得很好的事， 政府不应当干涉。”① 但实际上， 林肯恰恰是

美国历史上最为知名和伟大的大政府的倡导者和建设者， 他的目的就在于构筑美国独

立的产业体系进而壮大美国经济和提高人民福利， 而这恰恰符合有为政府的定义。 当

然，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如何理解有为政府的分内之事呢？ 要知道， 不同时代往往有

不同的经济发展特征和社会生活需要， 不同时空环境和社会关系下的市场失灵无论在

程度上还是在类型上均存在明显差异。 因此， 政府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作用范围也就

应该随着社会发展而调整， 从而就不能以固定不变的职能来限制和界定有为政府。 很

大程度上， 有为政府只是一个理念， 它启迪我们更深入地认知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提醒政府更好地承担它应尽的责任， 也告诫我们在学术思考时应该更多地嵌入现实意

识。 譬如， 长期以来， 新古典自由主义者都只关注人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但现

实社会的发展使得托马斯·马歇尔将公民身份与福利资格等同起来而提出了基本社会

权利， 从而逐渐将就业机会、 工作环境、 医疗卫生、 住房福利、 社会保障等纳入公共

品的范畴。② 有鉴于此， 艾斯平 －安德森提出， 社会权利是一种 “去商品化” 的容纳能

０２

①
②

田国强： 《有限政府， 有为政府？》， 《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
Ｔ Ｈ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ｔ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Ｅｓｓａｙ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ｅｉｎｅ⁃
ｍａｎ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ｏｋｓ Ｌｔｄ ， １９６３）， ｐ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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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其衡量标准应是人们不依赖于纯市场力量去制定他们生活标准的程度。①

同时， 针对王勇等人对有为政府的界定， 田国强也提出了这样几点质问： ①有为

政府从定义上就将 “不为” 排除， 如果将 “有为” 和 “不为” 放在一起定义为 “有

为”， 这就存在逻辑缺陷和定义含混； ②王勇等将 “有为” 定义为 “在所有可为的选

项集合中， 除去 ‘不作为’ 与 ‘乱为’ 之后剩下的补集”， 这就存在如何定义 “可为”

和 “乱为” 的问题， 也存在 “是事前、 事中还是事后乱为” 的问题； ③王勇等认为

“有为政府事前的选择也许在事后被证明是失败的、 无效的， 但从事先给定的信息的角

度， 有为政府所做的选择应该是正确的、 理性的”， 这就出现有为政府既排除 “事前乱

为” 又允许 “事后乱为” 的现象， 从而自相矛盾。② 在这里， 我们也可以对有为政府

做出适当的解释或补充说明： ①有为政府的核心就在于探究政府的合理作用领域和强

度， 旨在形成与市场机制的互补和共进关系， 因而排除性地从 “无为” 和 “乱为” 来

界定 “有为” 在逻辑上并没有什么问题； ②至于 “无为” 和 “乱为” 的含义， 主要是

从如何对待市场机制的失灵角度而言的， 主要体现为放任乃至强化由市场缺陷的肆意

运行所带来的市场失灵， 因而概念上的界定也是清楚的； ③当然， 对市场缺陷以及市

场失灵现象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 纠正和缓和这种缺陷和失灵的手段、 机制

以及动力也往往存在不足， 因而就有可能出现有为政府在实践中变成 “无为政府” 或

“乱为政府” 的现象， 以致有为政府本身也存在有效性的问题； ④理想的有为政府当然

希望尽可能少甚至不犯错误， 但现实中往往不可能， 免不了会出现好心办错事的时候，

这就存在理想与现实间的矛盾， 但理想的有为政府将成为现实政府改造的方向和参照

系； ⑤为尽量避免有为政府蜕化为 “无为” 政府或 “乱为” 政府， 尽可能减少 “有为

政府” 犯错误的概率， 就需要建立相应机制来规范和监督政府行为， 因而制度建设与

有为政府之间不是矛盾和冲突的， 相反， 有为政府恰恰需要相对完善的制度安排来

保证。

最后， 需要指出， 田国强因为内涵和外延的可变性而否定有为政府的提法， 并一

再强调经济学的定义必须清楚和确定。 但实际上， 在经济学界， 除了一些已经被抽象

为符号的数学化概念外， 几乎没有多少概念是完全清晰的。 如理性、 产权、 交易费用、

市场、 企业、 企业家精神等概念都存在多种定义， 不同学者往往根据自己特定需要而

做 “我注六经” 式使用。 例如， 就理性概念而言， 就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程序理

性和目的理性、 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 信念理性和责任理性、 近视理性和长远理性、

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等说法。 即使作为现代经济学基石的 “经济人” 概念也经历了历

１２

①
②

〔意〕 哥斯塔·艾斯平 － 安德森： 《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郑秉文译，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３。
田国强： 《有限政府， 有为政府？》， 《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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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性的演变： 古典时期实际上是 “以义生利” 的自利人， 边际革命退化为相互冷淡的

效用最大化者， 新古典经济学抽象为理性的原子个体， 激励理论中进一步将理性行为

逻辑等同于内在一致性， 演化主义思潮又将行为选择转向自然选择。 而且， 现代经济

学在使用 “经济人” 分析范式做具体分析时采用的理性内涵又不一致： 基于行为功利

主义的 “经济人” 定义及其展开的行为分析实质使用的是只关注眼前利益的有限理性，

以致将鸽子、 猴子、 老鼠等动物的行为也视为理性的； 在构建一般均衡以及最优激励

模型时所使用的往往又是考虑所有信息的完全理性， 乃至认为自发市场必然会走上完

全竞争和有效。① 再如， 就企业界定而言， 流行的认知有契约关系说、 契约替代说、 契

约纽带说、 委托 －代理说、 不完全合同说、 产权清晰说以及组织管理说等， 但迄今为

止企业组织似乎依然是个黑箱， 因为资源配置问题和动力问题这两大经济学内容似乎

还处于分裂状态。 很大程度上， 现代经济学中的理性、 企业家精神等词语都是经济学

自身创立的， 它将原本就有的普通词语赋予了特殊含义而转化成专业词语， 而不同经

济学者在使用过程中往往又倾向于根据需要而赋予这些词语、 术语不同的内涵。 同时，

正是不同学派和学者赋予某一概念不同的内涵， 导致经济学中诸多概念都缺乏明确界

定， 进而经济学界才会有如此多的具有争议的概念和理论， 才会在经济理论和政策上

如此缺乏共识。 不过， 也正是由于这种多元化理解的存在， 才促进了经济学科的发展

和成熟。 有鉴于此， 我们不能因为有为政府概念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

思维框架而刻意地否定、 贬斥乃至打压它。

（三） 目标与过程能否统一

田国强反对使用 “有为政府” 一词而坚持使用 “有限政府” 一词， 所持的另一基

本理由是 “有为政府将目标和过程混为一谈”， 其 “结果必定会导致忽视市场化改革的

必要性， 从而为政府更多干预市场提供借口， 且容易导致政府寻租和贪污腐败”； 相

反， 有限政府的 “目标和过程清清楚楚， 从而表明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 通过市场化

的改革逐步不断地减少政府的干预， 不断向有限政府逼近， 这也从制度上不断减少政

府寻租和贪污腐败的机会， 从而有限政府与市场化制度改革的导向是相容、 不可分割

的”②。 果真如此吗？ 这里对目标和过程的关系做一深层次的辨析。

首先， 就有为政府而言。 田国强认为， 王勇等人将有为政府既看成作为理想状态

的终极目标， 又看成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发生变化的过程， 这是矛盾的。 那么， 有为

政府作为理想目标和发展过程的统一果真存在逻辑问题吗？ 笔者的粗浅理解是： 一方

２２

①

②

朱富强： 《谁之理性？ 何种合理性？ 理性的内涵考辨及对经济理性的反思》， 《社会科学辑刊》 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
田国强： 《有限政府， 有为政府？》， 《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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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有为政府在不同时空下所承担的功能是不同的， 因而有为政府的内涵本身就在演

进； 另一方面， 现实政府所体现的 “有为” 性质或效率往往也不是最令人满意的， 还

有提升和改进的空间， 从而最终达到较为理想的状态。 同时， 只有确立一个可以实现

的理想目标， 我们才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实在的问题， 才能采取种种措施来推动现实

向理想目标迈进， 这就是有为政府的建立和完善过程。 从这个角度上说， 有为政府也

就是目标和过程的统一： 其中， 作为一个理想目标， 政府要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 这

就需要探究市场机制不能为和做不好的领域； 同时， 作为一个发展过程， 要促使政府

承担这些功能， 就需要完善政府组织机制以及相应的监督机制。 因此， 正如前面已经

指出的， 有为政府本身不是一个抽象概念， 也不是先验之物， 而是经受一个不断发展

和成熟的过程， 是一个有意识的培育和建设之物； 任何有为政府在承担各种应尽职能

的同时， 也在不断地自我完善， 是完善过程依赖于制度安排的不断完善并需要大量民

众的参与。 很大程度上， 有为政府正是在过程中才得以不断提升和完善， 这就如我们

说社会主义在建设和运动中不断提升和完善一样， 也如奥地利学派说市场机制在市场

运行中得以不断发展和成熟一样。

其次， 就有限政府而言。 田国强认为， 有限政府的建立只是目标而不是过程， 并

且只是一个理想状态、 基准点和参照系， 从而一定是不变的。 对此， 我们可以思考这

样一系列问题。 ①有限政府的目标如何确定？ 要知道， 有限政府的内涵并不是不言自

明的， 不同学者的认知相差很大。 ②理想的有限政府如何实现？ 要知道， 现实中的政

府大多不是理想的有限政府， 这就有赖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 ③制度安排由谁来推动？

要知道， 在现实世界中绝大多数制度安排是政府推动和设计的， 因为政府在制度变迁

中拥有规模经济和强制力优势， 而这些工作本身也就是有为政府的职能体现。 当然，

田国强在后来的论述中也后退了一步， 承认有限政府本身也是一个过程。 田国强写道：

“提倡有限政府并不是要以目标代替过程、 代替手段， 也不是只强调目标不强调过程、

不强调手段， 而是强调经济发展不能迷失市场化方向， 强调要在市场导向的大前提下

通过松绑放权改革， 通过分阶段的经济自由化、 市场化和民营化的渐进式改革、 增量

改革， 做加法的改革， 通过一系列过渡性制度安排来逼近有限政府的国家治理目标。”①

只不过， 他所认定的目标是有限政府， 认定的过程是市场化。 问题是， 田国强的有限

政府的定义本身就是要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 而又强调市场化改革， 难道这不是目标

和过程的统一吗？ 况且， 市场化改革本身就是要由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来保障和

推进的， 其中也有政府的积极作用。 同时， 田国强之所以坚持市场化改革， 其理由是，

３２

① 田国强： 《再论有限政府和有为政府： 与林毅夫教授再商榷》， 《第一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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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离有限政府的目标还差得很远……这样的差距才使得市场化改革成为必要，

使得改革有了方向感”。① 但问题是： 中国社会离真正的有为政府同样很远， 存在大量

“不为” 和 “乱为” 现象， 又为何不能将建设有为政府作为目标呢？ 尤其是， 以单一

的 “三化” 作为改革的目标， 这种做法实际上混淆了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 进而呈

现出强烈的工具论倾向。

显然， 从动态发展和完善的角度来看， 作为一个既是目标又是过程的统一， 有为

政府和有限政府具有实质上的一致性。 如何认定目标和过程之间的这种统一性， 实际

上还涉及两种不同的研究路线： ①将所揭示出的事物本质作为参照系， 以此来与现实

存在相对照， 成为改进现实的目标或理想状态， 从而就形成了目标和过程的统一；

②以先验预设的抽象假设作为参照系， 以此来与社会现象相对照， 作为分析和解释现

实的标尺， 从而就出现了目标和过程的断裂。 由此， 我们也可以对有为政府和有限政

府的提出思路做一审视。 一般的， 有为政府的提出就是运用第一条研究路线： 它首先

是建立在对国家本质的揭示和理解之基础上； 其次是建立在对市场机制内在缺陷的深

入考察之基础上； 最后则是建立在对现实政府形态和功能的系统剖析之基础上。 相反，

有限政府的提出则更凸显出第二条研究路线： 它主要以先验的逻辑化市场作为一种参

照系， 由此来设定政府的 “有限” 职能， 这种有限政府目标的实现又依赖于自发而持

续的市场化发展。 问题是， 如果有限政府仅仅是一种抽象的设定， 如何可以作为社会

改进的方向？ 因为这种抽象假设本身不具有现实性和可实现性， 就如完全竞争和交易

成本为零一样， 这些抽象假设主要是为衡量现实与理想状态的差距。 事实上， 新古典

经济学所遵循的大致也是第二条研究路线， 它所设定的目标往往也是先验的， 从而也

就难以看到目标和过程的统一。 有限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 因

而倡议者往往也会忽视理想目标和发展过程的统一。

最后， 我们回到田国强的另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政府既做了事前 “有为” 的事也

做了事后 “乱为” 的事， 那么这个政府究竟该称为 “有为” 政府还是 “乱为” 政府？

如果不能称 “有为” 政府， 那么现实中是否存在接近林毅夫意义上的那种 “有为” 政

府？ 由此， 田国强认定， 林毅夫的有为政府定义将 “有为” 与 “无为” 对立起来并由

此否定 “无为” 就存在大问题， 并极具误导性。 在这里， 我们也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加

以解释。 ①鉴于 “有为” 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发展和完善过程， 从而必然存在不

同层次或效率的有为政府， 而这个层次或效率的度量所依据的就是它的总体功过 （当

然， 这种度量也无法精确把握， 因为期限和范围根本就无法确定， 但有哪个效率的度

４２

① 田国强： 《有限政府， 有为政府？》， 《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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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可以达到理想的精确呢？）。 因此， 即使一个政府既做了 “事前有为” 的事情， 也做

了 “事后乱为” 的错事， 我们依然可以评判这个政府是 “有为” 的还是 “无为” 的抑

或是 “乱为” 的。 事实上， 在现实世界中， 人们在评价一个政府、 一个企业家以及一

个人的能力时也都是这样做的。 ②有为政府所反对的 “无为” 不同于有限政府所推崇

的 “无为”， 它不是遵循自然秩序而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所达致的 “无为而治”， 而是

政府本应该且能够弥补市场不能做的或者做不好的事情却卸责的行为。 也就是说， 有

限政府所推崇的 “无为” 针对的自发市场的积极作用， 有为政府所反对的 “无为” 是

针对自发市场的消极作用， 如市场堕落效应、 初始收入分配不正义等。 在产业政策领

域， 林毅夫就将那种能够发挥因势利导作用的政府视为可信赖和有能力的有为政府，

将之作为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遵循比较优势战略并取得可持续增长的一个前提条件；

在这里， 林毅夫还引用刘易斯的话说， 离开高明政府的正面激励， 没有一个国家能获

得经济进步， 尽管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也可能出现失误。

四　有为政府的政策是否有效：田国强的论断剖析

田国强之所以反对有为政府而主张有限政府， 还集中体现在时下的产业政策之争

上。 在张维迎和林毅夫的产业政策之争中， 田国强总体上支持张维迎， 他写道： “张维

迎教授在这次辩论中， 无论是思想性、 方向性、 逻辑性、 严谨性都大大好于林毅夫教

授。 关于改革的成功经验和未来方向， 张维迎教授的方向感是很明确的， 就是发挥经

济自由化、 市场化、 民营化过程中的企业家作用。”① 同时， 针对林毅夫对基于华盛顿

共识的 “三化” 批判， 田国强提出了尖锐的反批评， 并强调， “改革的方向性问题首先

要明确， 松绑放权的经济自由化、 市场化和民营化的市场导向改革方向不可动摇”②。

我们承认， 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不可否定， 但同时也提醒要关注两大问题。 ①市场化是

否存在一个边界或度， 这个边界和度又在哪里？ 实际上， 这里是在追问这样的问题：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市场经济？ ②中国过去的经济成功能否仅仅归功于 “三化” 改

革？ 事实上， 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在一穷二白的环境中为工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前后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些对中国改革后的经济腾飞都起到了

很大作用。 但是， 正是由于将中国的经济发展单一性地归功于市场化改革， 田国强就

逻辑性地强调要继续推进这种市场化改革方向， 并由此得出政府职能应该定位于有限

政府而不是有为政府的论断。 既然如此， 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 “有为政府” 的功能及

５２

①
②

田国强： 《林毅夫张维迎之争的对与错》， 《第一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田国强： 《对当前中国改革及平稳转型意义重大的三个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与有限政府的建

立》， 《第一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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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相应的产业政策呢？ 本部分就田国强的有关论述做一慎思和明辨。

（一） 有为政府的有效性

田国强对有为政府的有效性抱有非常强烈的怀疑和否定态度， 认为有为政府的产

业政策不仅无力解决现实经济问题， 而且会产生极大的误导作用。 他的主要理由是：

①政府政策具有内生性， 一个政策的退出必然会引出一个反向行为， 从而使得政府政

策失败， 这就是所谓的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理性预期学派理论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②政府由自利个体所组成的， 在信息不对称性下就容易产生机会主义行为， 从而需要

诉诸制度安排来规避激励扭曲和政府失效， 这是现代激励机制理论重点强调的。 由此，

田国强得出结论说： “政府统制或主导的经济制度在信息有效性、 激励相容性及资源配

置最优性这三个方面都有极其严重的问题。 即使清官都难断一个小小家庭的家务事，

政府怎么有可能统制好所有经济个体的事情呢？”①

在这里， 我们可以对田国强的论断逻辑做以下系列审视。 ①以理性预期理论论证

政策的内生性和失败的必然性， 试问： 理性预期在多大程度上是现实的？ 要知道， 理

性预期本身就是一个既有启发又极端片面的抽象理论， 也很少能够得到现实的确证。

②以信息的不对称性来预测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 试问， 政府决策有多少是个人行为？

要知道， 绝大多数组织决策有一个规范的程序， 当前现实中的 “一把手” 独断行为也

正是有为政府的制度安排所致力解决的。 ③以统制经济来否定有为政府的有效性， 试

问： 有为政府在何种意义上可以等同于统制经济呢？ 要知道， 有为政府和有限政府之

争根本不同于传统的计划和市场之争， 因为有为政府根本不会否定市场机制在现代经

济中的基础性作用， 而是关注建立一个怎样的有效市场问题。

首先， 田国强之所以怀疑和否定有为政府的有效性， 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将有为政

府的经济政策等同于向传统统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回归。 田国强写道： “计划经济在各

国实践的相继失败表明， 兰格等经济学家的那套东西是行不通的， 而米塞斯、 哈耶克

所揭示的集中计划经济核算的不可行性得到了证明。 即使在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 云

计算和大数据方兴未艾的今天， 米塞斯和哈耶克所说的信息收集和信息计算的问题依

然存在， 因为信息不对称、 不完全和个体通常逐利 （从而弄不好会导致很大的激励扭

曲问题） 是政府在制定制度或政策时必须考虑的两个最大的客观现实， 从而直接干预

经济活动往往导致资源的无效率配置， 从而需要采用信息分散化， 所需信息最少的市

场机制在资源的配置和经济活动中发挥基础和决定性的作用， 而这又靠不断接近和逼

６２

① 田国强： 《对当前中国改革及平稳转型意义重大的三个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与有限政府的建

立》， 《第一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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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有限政府的市场化改革才能实现。”① 这一认知和论证逻辑与张维迎几乎一致， 笔者

在另一篇文章中已经从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 激励机制的扭曲性、 政府官员的迟钝

性等方面做了系统的解释， 这里不再赘述。 更不要说， 将现代社会的有为政府和有限

政府之争简单地等同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争， 就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了， 使

得学术和论争更易趋向极端。 事实上， 正是简单地将有为政府和计划经济对应起来，

田国强将计划经济制度下的政府行为都称为 “有为”， 并以此来论证有为政府缺乏有效

边界。 但它们根本就是两码事。 同时， 田国强又认为， 计划当局往往都是出于好心，

却又往往会出现好心办错事的结果； 相应的， 有为政府强调通过政府干预经济活动、

用政策手段尤其是产业政策手段来解决短期发展问题， 这种着眼短期的行为同样会产

生类似的恶果。 实际上， 田国强这里应该是完全树错了批判的靶子， 因为： ①有为政

府的产业政策根本不同于统制政府下的计划经济： 它需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积极功

能； ②有为政府的产业政策与市场主体行为也存在一个重要特征差异： 它主要是着眼

于长期而不是解决短期问题。

其次， 田国强之所以怀疑和否定有为政府的有效性， 还在于他从一个绝对性视角

进行审查。 田国强问道： “世界上有从来不会犯错误、 天使般的有为政府存在吗？”② 我

们当然承认， 永远不会有完美的有为政府， 这也正是有为政府需要不断建设以及政府

行为需要受到严格规制的原因。 不过， 以此来否定有为政府， 我们就同样可以反问：

“世界上有从来不会犯错误、 天使般的有效市场存在吗？” 如果没有， 为何不是像有限

政府主张者那样来提倡 “有限市场” 而不是 “有效市场” 呢？ 如果要建立 “有限市

场”， 首要的工作当然就在于努力探究市场的作用广度和力度， 并且维护和建设这种

“有限市场” 又需要一个有为政府。 前面已经指出， “有为” 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概念，

有为政府的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实践中发展的过程， 这与有限政府是一样的。 在建设有

为政府的过程之中， 我们首先就需要在深刻的理论研究基础上确立一个理想状态， 这

也就是有为政府构建的最优目标； 同时， 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最优目标并不是现

实的， 但可以不断地向它接近。 在此过程中， 我们虽然希望政府的政策和行为不要犯

错误， 但这种理想往往因信息等的限制而不现实； 为此， 我们就转向尽可能少犯错误

这一次优目标， 或者构建一个制度安排使得政府具有自我纠错和修正的能力。 在这里，

实际上， 我们就可以回应田国强的另一质疑： “以事前理性的有为政府来指导事中的经

济实践， 不能带来事后的有效市场， 既不充分也不必要。”③ 其实， 我们在建设和评判

７２

①
②
③

田国强： 《有限政府， 有为政府？》， 《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
田国强： 《再论有限政府和有为政府： 与林毅夫教授再商榷》， 《第一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
田国强： 《有限政府， 有为政府？》， 《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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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为政府的程度时， 根本上不是从抽象的理性计算和主观动机上而言的， 这会犯

哈耶克意义上的 “理性自负”； 相反， 有为政府的功能承担更主要是从实践中考察和总

结并不断调整， 并要致力于将良知和良行结合起来， 这也是韦伯强调的责任伦理与信

念伦理的结合。 所有这些， 都需要我们学者对有为政府展开非常深入的探索， 而不是

简单地搬用一个流行的现成学说。

最后， 田国强之所以怀疑和否定有为政府的有效性， 还在于他认为这个提法是源

于对市场经济的误解。 田国强说， 有为政府的倡导者往往只是知道市场经济存在好坏

之别， 就 “由此以偏概全地认为建立现代市场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不重要， 以为中国经

济持续发展的问题不在于制度， 从而反对或不重视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 更强调通过

政策应对来促进经济发展”。① 但实际上， 以此作为反对有为政府的理由也是非常牵强

的。 究其原因， 有为政府从不否定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也根本上不反对市场化改革的

总体路向； 恰恰相反， 有为政府的建设本身就有赖于构建一整套的制度体系， 政策则

仅仅是有为政府解决短期突出问题的一个辅助性手段。 根本上， 无论是有为政府还是

有效市场， 都不是先天的自然之物， 而是人类基于其特定目的而构建的， 这种目的的

存在也就塑造出政府、 市场等社会事物的内在本质， 所以萨特强调 “存在先于本质”。

进而， 为了社会的健康发展之目的， 我们在形塑具有互补共进关系的政府机制与市场

机制时， 首先要确定需要何种市场， 再进一步探究如何建设这种市场， 进而在此过程

中考虑政府的作用， 最终确定需要一个何种有为政府。 在这里， “有为政府说” 不同于

“有限政府说” 的是， 它不将特定的 “市场化改革” 当作先验目标， 而是倾向于对市

场化的结构进行辨析： 哪些领域存在市场化不足而需要推进， 哪些领域存在市场化过

度而需要抑制。 事实上， 田国强也着重强调， “政策制定需要正确处理政府、 市场与社

会的关系， 合理划分各自的治理边界”。② 显然， 这一主张不但与有为政府完全不矛盾，

反而恰恰是有为政府所关注和强调的， 因为有为政府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全能型政府。

只不过， 有为政府稍微不同于有限政府的是， 它并不像田国强主张的那样仅仅 “在公

共品、 信息非对称、 垄断和外部性等地方发挥作用” 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而是着眼

于更为广泛的市场失灵问题。

（二） 有限政府的有效性

田国强对有限政府的有效性则持有非常强烈的信任和肯定态度， 认为有限政府是

８２

①

②

田国强： 《对当前中国改革及平稳转型意义重大的三个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与有限政府的建

立》， 《第一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田国强： 《对当前中国改革及平稳转型意义重大的三个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与有限政府的建

立》， 《第一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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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 有效市场的必要条件。 为了论证这一点， 他诉诸哈特的不完全合约理论： ①当

合约不完全时， 将剩余控制权配置给投资决策相对重要的一方将更有效率； ②政府相

对于经济人的信息极度不对称， 从而不应将剩余控制权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那么，

我们如何看待田国强所持的这一理由呢？ 事实上， 现实世界中任何问题的认识和解决

都不能诉诸单一理论， 因为， 任何理论都是基于某一特定维度， 从而必然存在很强的

片面性。 譬如， 就哈特的不完全合同理论而言， 它从激励机制的效率出发认定资产拥

有方应该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经营控制权。 哈特的理由是 “只要不存在奴隶制，

这些个人的人力资本无论在收购前还是在收购后都属于他们自己”， 而 “不具备若干重

要的非人力资产的企业， 知识脆弱的和不稳定的实体， 时刻有终止或解体的可能性”。①

但实际上， 人力资本同样具有很强的专用性和群体性， 往往只形成于特定的组织环境

或雇员团队之中， 这已经为大量学者所认识和关注。②

一般来说， 逻辑严密的理论可以开拓我们认知事物的视野， 可以启发我们解决问

题的思维， 却很难直接应用于社会实践。 究其原因， 任何社会经济问题都与其他问题

联系在一起， 都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 从而必须基于整体和宏观的高度来看待和解决

现实问题。 很大程度上， 社会实践本身是一个动态变动过程， 在每一个阶段都首先要

认识和解决主要矛盾， 而这需要综合各视角的理论加以判断， 进而又依赖于研究者的

视野和阅历。 所以， 哈耶克强调， 在社会研究中， 专注于一个专业将造成特别有害的

后果： 它不仅妨碍我们成为有吸引力的伙伴或良好的公民， 而且可能有损于我们在自

己领域中的能力。 罗宾斯则说， 经济学家若仅是经济学家， 在自己的研究领域碰巧不

是天才便是个可怜虫， 而且谁要是认为自己是天才， 那才是真正的愚蠢呢。 这些话对

无论信奉哪个流派的经济学者都是适用的。 由此， 我们进一步审视田国强推崇有限政

府有效性的基本依据。

首先， 田国强从激励相容性角度论证有限政府的有效性。 田国强认为， 市场制度

的信息有效性、 激励相容性和资源配置的最优性决定了， 应该让市场制度在资源配置

和经济活动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让政府发挥有限且好的作用， 从而必须建立有效市

场和有限政府。 针对这一句， 我们可以做深入的逻辑分析。 ①此话的前一段大体没有

问题， 市场机制在现代经济中应该是基础性。 其原因在于， 现代社会中从事经济活动

的应该是自主的主体， 自主个体 （或组织） 间的自由交换和行为互动就构成了现代社

会经济的基础， 因而绝不能因为市场存在缺陷而否定整个市场机制和市场经济。 ②在

９２

①
②

〔美〕 哈特： 《企业、 合同与财务结构》， 费方域译，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８， 第 ３５、 ７１ 页。
参见朱富强 《协作系统观的企业理论： 基于协调机制演化的分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６， 第

４０５ ～ ４０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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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市场的内在缺陷， 也应

该清楚地看到现实市场的不成熟、 不完善。 因此， 我们应该捍卫的就不是泛指一切存

在选择自由的市场经济， 而是能够促进分配正义和秩序扩展的市场经济， 其中也有赖

于有为政府的功能发挥。 ③但是， 田国强却几乎先验地认定 “有限政府是 （事后） 有

效市场的必要条件”①， 这显然就带来了问题。 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 它直接否定了广

义市场失灵的存在。 前面已经指出， 市场失灵远比新古典经济学所承认的要广泛得多，

如非社会效率的市场失灵： 尽管这些交易从市场运行本身来说似乎是有效率的， 但对

社会发展却是极度不利的。 ④进一步的， 我们还需要拷问： 有限政府究竟是如何成为

有效市场之必要条件的？ 这显然依赖于对市场失灵的原因和机制的深入剖解。 然而，

有限政府的倡导者却很少会在这方面下功夫， 这也导致有限政府的主张和政策也必然

会潜伏很大的他们看不到或者不愿意看的问题。

其次， 田国强通过否定林毅夫有为政府概念及其有效性来强化对有限政府的信念。

一方面， 田国强认为， 林毅夫给出的定义 “一味地排除了政府的无为， 从而无法让市

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导致市场另外一种形式的失灵， 而有限政府不是要政府不有为、

不作为， 而是排除有为政府在经济活动中过位、 过度有为”②。 问题是， 有为政府从定

义上排除政府的无为， 这有什么错吗？ 要知道， 有为政府所排除政府的 “无为” 正是

政府没有做它应做之事的卸责行为。 另一方面， 田国强强调， 提倡有限政府 “不是要

政府不作为， 而是政府做它该做的事情， 特别是在维护和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品方面，

也就是多做让经济人在合法从事经济活动时无后顾之忧的事情”③。 问题是， 这恰恰是

有为政府的主张。 只不过， 有为政府与有限政府在理解 “什么是政府该做的事情” 上

存在分歧。 例如， 林毅夫认为： “有限政府依据的是现有的、 没有结构的理论框架， 强

调在此框架中， 市场和政府的功能和边界。 有为政府的理论依据是在结构变迁中， 除

了包含有限政府在维护市场有效性的诸多功能和边界外， 还包含如何克服结构变迁中

必然存在的市场失灵， 以因势利导结构变迁。”④ 但是， 田国强却认为： ①必须要将有

市场化改革取向的建立有限政府的这一理性目标， 以及实现此目标的过渡性制度安排

的现实过程的战略战术区分得清清楚楚， 才可能 “明道优术”； ②政府应该在有限政府

界定的基本职能范畴内有为、 补位以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 而在政府职能之外的地方

０３

①
②

③

④

田国强： 《有限政府， 有为政府？》， 《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
田国强： 《对当前中国改革及平稳转型意义重大的三个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与有限政府的建

立》， 《第一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田国强： 《对当前中国改革及平稳转型意义重大的三个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与有限政府的建

立》， 《第一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田国强： 《对当前中国改革及平稳转型意义重大的三个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与有限政府的建

立》， 《第一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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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让市场发挥作用， 此方面不应有为， 更不应乱为， 而应该是无为。 很大程度上， 有

为政府和有限政府之间的根本分歧也正在于如何界定政府的基本职能。 但无论如何，

有为政府当然不主张政府在竞争行业中的乱为， 尽管它也可以为促进竞争而适当有为，

如反垄断措施。

再次， 田国强还从边界的清晰性来论证有限政府的有效性。 田国强认为， 由于有

为政府排除 “无为”， 从而就与有效市场之间存在内在不相容性； 相反， 有限政府并不

是完全不要政府有为或不作为， 而是认为政府的有为要有边界、 有限度、 合理。 因此，

有限政府就成为有为政府的一个子集， 进而不仅使得有为政府的边界是有界有限的，

而且使得有限政府是导致有效市场的必要条件； 尤其是， 让经济人在经济活动中形成

激励相容更需要的是政府的无为而治， 而不是具有无限边界的有为政府。 这里也面临

着一连串的质疑。 ①有为政府的根本目的在于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 这又如何与有效

市场之间存在矛盾？ 要知道， 有为政府所否定的 “无为” 恰恰是无视和放任自发市场

中的破坏力量。 ②有为政府必须做它应该做的事， 又如何认定有为政府没有边界呢？

同时， 有限政府的作用范围往往也因人而异， 这又如何认为有限政府就是边界清晰的

呢？ ③有限政府当然也必须是有为政府， 否则就变成了无政府主义或至多是最小政府，

这就是有为政府努力贬斥的 “无为”。 有为政府与有限政府的一大区别就是承认市场失

灵的范围： 如违背社会价值的市场失灵； 而且， 有限政府很可能会滑入无政府主义或

最小政府的旋涡， 如张维迎等甚至连最常见的外部性都完全否认。 ④现代社会的政府

能够 “无为而治” 吗？ 在市场不发达时， 需要建立起更多市场以支持和拓展日益增多

的经济活动； 当市场化过度时， 以至基本身份性的东西都被市场化而交易， 那么就需

要加以管束。 波兰尼从国家、 市场和社会三维视角探讨了社会权利获取的合理性， 由

此指出， 真正的市场社会需要国家在管理市场方面扮演积极功能， 并且这种角色要求

政治决策。

最后， 田国强还从中国的现实来凸显建设有限政府的必要性。 田国强写道： “提

供维护市场秩序的法律制度环境和具有外部性的硬件基础设施， 是政府的本职所在，

政府在这方面确实需要有所作为， 但在一个有误导性的概念之下， 政府就很容易有

意无意地将有为的边界扩展到其他方面去”， “特别在中国语境下， 粗暴干预市场已

经司空见惯， 有为政府这个概念或许成为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注解”。① 这里也存在

这样的系列问题： ①有为政府不同于有限政府的重要一点也在于这种边界扩展， 但

这种扩展并不是随意和肆意的， 而主要是源于时空环境的变动， 并且都以补充而非

１３

① 田国强： 《再论有限政府和有为政府： 与林毅夫教授再商榷》， 《第一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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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或挤压市场的积极作用为前提； ②有为政府确实可能蜕化为官僚的任意干预，

因为官僚往往会善于使用口号而非注重实质， 但是， 有限政府也同样会成为政府推

卸责任的借口， 这在后面有更详细的说明。 同时， 这也恰恰对学者们提出了要求，

我们必须持守道统的独立性而不能成为权贵的附庸， 并时刻根据道统来审视和监督

政府和官僚的行为。 此外， 田国强还从激励机制理论强调， “发展经济激励机制和约

束机制缺一不可。 但是， 这个约束机制不是靠政府干预， 更多应该是靠规则和制度

让每个经济决策者对自己的决策后果负责来实现的”①。 这句话大体是对的， 不过，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 ①现代社会规则本身主要是由政府主导规定的， 原始意义上众人

契约在大规模体中是难以行得通的； ②有为政府也主要是通过制度或长期规划来执行

政策， 而不是依靠即期命令。

（三） 产业政策的合理性

田国强与林毅夫有关有限政府和有为政府之争集中体现在对产业政策的不同态度

上： 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因势利导的产业政策， 但反对传统的有政府主导的违

反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 田国强也不是反对所有的产业政策， 而只是反对政府主导的

产业政策。 不过， 田国强在与林毅夫的争论中多次针对 “政府主导” 一词展开诘问，

并把新结构经济学的因势利导产业政策也当作政府主导而反对。 在田国强看来， 有为

政府所规划的产业政策就是政府主导的， 从而也就必然是无效的。 他所持的理由有：

①由于政府官员缺乏足够高的市场敏感度， 缺乏足够的必要信息和动力， 从而难以做

出明智的产业发展抉择； ②由于政策内生性和信息不对称性， 有为政府的产业政策往

往只在短期或者在局部有用， 而中长期的弊端大于短期好处； ③基于非常有限信息做

出事先的产业政策规划和措施， 即使平均期望可能还可以， 但方差却可能会很大， 以

致产业政策的效果往往会两极化。 因此， 田国强断言， 在当前中国社会提倡有为政府

往往带来系统风险性， 产业政策最多也是治标不治本， 而且一定会造成资源的极度无

效率配置。 不可否认， 上述几方面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产业政策的当前现实， 也都建立

在大量现实案例的基础之上。 问题是， 是否就可以由此断言产业政策的无效呢？ 笔者

在评论张维迎观点的一篇文章中已经做了详细的分析， 这里再集中于田国强的论点和

论证做一审视。

首先， 我们对田国强否定产业政策的上述论证逻辑做一审视。 ①政府是根据产业

总体发展趋势以及国家整体基础设施的短板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 而主要不是对具体

技术、 产品乃至产业的研发进行规定乃至垄断运营； 同时， 这方面的产业政策主要依

２３

① 田国强： 《有限政府， 有为政府？》， 《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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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科学知识和宏观经济信息， 而不是依赖于如现场企业家那样的对短期利润和信息变

动的市场敏感度。 ②尽管产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衍生出逆向选择效应， 但好的产业

政策恰恰在于降低自发市场中的外部性和搭便车行为； 同时， 有为政府旨在建立一个

促进政府和市场互补的制度安排， 相应的产业政策也不是取决于某特定官员的意志，

而需要有一整套的决策程序。 ③有为政府的产业政策根本上也是着眼于长期并随着经

济环境变化而调整， 从这个角度上就很难断言它只在短期或者局部有用且中长期的弊

端大于短期好处。 即使我们可以举出不少产业政策长期失败的例子， 我们也无法根本

上否定产业政策； 否则， 经济危机在西方社会爆发， 是否就可以断言纯粹市场的中长

期弊端大于短期好处了呢？ ④如果政府着眼于产业发展的长期趋势， 那么， 这些产业

政策的成败方差就不会大于自发市场中的企业或产业。 要知道， 产业政策毕竟广泛收

集各国经验并经历了反复的论证， 而现场者的一个个行动往往更为盲目； 同时， 即使

在当前政府机制很不健全的情况下， 许多产业政策的论证往往流于形式， 但这也正是

有为政府需要加以完善的。 ⑤任何固化和僵化的政策都潜伏着系统性风险， 大规模的

经济危机就是市场系统性风险的集中体现； 相应的， 有为政府的产业政策也致力于多

元结构而不是 “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大国尤其如此， 笔者在评论林毅夫产业

政策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这一点。

其次， 我们对产业政策所引发的现实问题做一考察。 田国强指出， 中国社会的产

业政策往往会引发一拥而上的恶性竞争和产能过剩现象， 当中央政府出台某个产业的

发展规划之后， 地方政府会依葫芦画瓢地竞相推出类似乃至基本一样的产业规划。 田

国强举例说， 正是 ２００８ 年推出的 ４ 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及其有关产业振兴规划， 造成

了严重的产能过剩； 部分行业管制下国有企业的大规模扩张和贪污腐败丛生。 关于这

一点， 我们也可以做一逻辑审视。 ①有为政府的建立本身就包含了塑造中央和地方之

间的互补协调的良性关系， 有为政府的产业政策也要兼顾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平衡并

且在各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协调， 因而避免一拥而上的重复建设本身就是产业政策的重

要考虑。 ②固然 ２００８ 的 ４ 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有可议之处， 也有相当大的改进空间，

但我们也要思考： 如果没有当时的 ４ 万亿元， 我们现在的经济是否可能更糟糕？ 进而

则可以思考， 我们能否制定出比当时 ４ 万亿元经济刺激更优的产业政策？ 如何能够做

到这一点， 那么， 当时又为何没有做到？ 只有坚持这样一连串的追问， 我们提出的政

策建议才是建设性的， 才能更好地推进有为政府的建设。 ③田国强将产业政策定性为

“治本” 的， 这也是误解。 实际上， 有为政府的构建根本目的就在于治本， 构建合理有

效的制度安排也是治本之策的基础。 一般的， 如果只是采用工具主义态度来解决短期

问题， 那么就只是治标； 但是， 如果试图寻找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协调和平衡， 那么就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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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治本。 很大程度上， 市场中的个体决策所面对的反而恰恰是短期问题， 从这个

角度上说它只是为了治标。 当然， 奥地利学派学者等认为， 一个个短期问题的解决就

可以产生自发扩展的秩序。 问题是， 自发秩序也可能出现 “内卷”。

再次， 我们对政府干预经济衍生的恶现象做一审查。 田国强说， “政府干预经济活

动过多， 融规则制定者、 裁判和最大的经济人于一体， 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寻租空间

巨大、 贪污腐败盛行”， 相应的， 这使得 “政商关系难以真正做到 ‘亲’ 和 ‘清’， 利

益纠缠不清， 政府应有的中立性和公正性怎么可能得到保证”。 为此， 田国强认为，

“经济粗放发展、 贪腐猖獗、 贫富差距过大、 社会公平正义不足、 政府公共服务不到位

等问题…… （的）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角色越位、 错位和缺位并存”。① 就此而言，

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①迄今为止理想的有为政府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这正是我

们要致力解决的； ②迄今为止合理的商业伦理也没有切实塑造起来， 这也是我们要重

点关注的。 事实上， 任何政商关系都是两方面的： 都是腐败的官僚和贪婪的商人之合

谋。 关于当前的现状， 我们也要反问这样一个问题： 既然有些官员如此为非作歹， 社

会大众为何还是如此欢迎和鼓动政府惩治商人而不是积极支持和联合商人去制约政府

和官僚呢？ 根本就在于， 中国商人失去了其应有责任而变得唯利是图和为富不仁， 成

不了中国古代社会那种社会大众或民间的领袖。 事实上， 儒家社会素来倡导 “尽其在

我” 责任观： “在其位， 尽其职， 成其事”； 同时， “尽其在我” 责任观非常注重权力

与责任的相称： 地位越高， 权力越大， 相应的责任也越重。 这就对社会精英尤其是政

治精英和商业精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①在政治权力上， 要求那些官僚精英应该既圣

又贤， 应该成为社会标杆； ②在经济权力而言， 要求那些资本精英应该是贤达仁人，

应该成为社会领袖。 然而， 在现实社会中， 绝大多数商人几乎已经全然失去了他应尽

的社会责任， 而蜕变为 “为富不仁、 唯利是图” 的逐利者， 从而也就必然得不到社会

大众的拥护和追随， 进而商人阶级也形成不了一股有效制衡政治权力的势力， 这反过

来间接地促使政府权力的持续膨胀和坐大。 有鉴于此， 有为政府正是致力于通过制度

变革和设计来规范自身行为， 进而制约那些为官 “不为” 和 “乱为” 的恶劣行径。

又次， 我们对制约政府行为的制度安排做一审视。 针对政府官僚的恶劣行径， 田

国强等人往往会说， 既然要制约政府行为， 那么就有限政府就行了， 何必要凭空构想

出一个有为政府呢？ 这又涉及 “有为” 和 “无为” 的含义界定。 前面已经指出， 有限

政府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些 “无为”， 在有为政府看来恰恰是一种 “卸责”。 如果政府没

有担负起它应尽的责任， 就是不称职。 在儒家看来， 上位者不仅要 “修己以敬” “修己

４３

① 田国强： 《有限政府， 有为政府？》， 《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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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安人” “修己以安百姓” （ 《论语·宪问》）， 而且要 “正德厚生” （ 《尚书·大禹

谟》）， 即正己之德， 厚民之生。 这实际上强调了上位者或政府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否

则政府也不会得到人们的尊重和拥护。 事实上， 中国文化根本上既不 “仇官” 也不

“仇富”， 因为中国社会民众对政府抱有一种强烈的信托与期待， 那些 “以义生利” 的

富人也成为乡约的领袖。 然而， 由于这种上位者和权势者在享尽权力的同时却无视其

应尽的责任， 甚至两种现象还相互勾结， 这就导致 “仇官” “仇富” 心理和行为在社

会上的迅速蔓延。 在某种意义上， 有为政府也就是要重新捡起被遗弃和忽视的政府责

任。 尽管如此， 田国强还是认为， “如果什么都是由政府和国企兜着， 中间没有隔离带

和防火墙， 一旦经济出事， 责任自然就在政府、 在国企， 从而矛盾立刻就集中在政府

身上， 这将对中国政治、 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很大的风险”。① 这实际上又在于我们如

何理解有为政府。 本质意义上说， 有为政府不会主张 “什么都由政府和国企兜着， 中

间没有隔离带和防火墙”， 而是非常主张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范围分开， 非常关注产业政

策的方向定位。

最后， 田国强还以 “产业创新主要源自企业家” 这一传统认知来否定有为政府。

田国强说， “从各国来看， 企业创新 （非基础性科学研究） 的主体都是民营企业。 国内

公认最具有创新性的阿里巴巴、 腾讯、 华为等企业， 也都是民企。 余额宝等互联网金

融的出现是不让民营经济进入金融行业倒逼的结果， 是 （置之） 死地而后生导致的结

果”， 因此， “产业政策制定， 其根本着眼点还是应该在于激励企业家精神， 让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决定性作用”②。 确实， 市场经济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创新， 这些创

新大多数是个体自发完成的， 因而产业创新、 调整和升级也就需要激励和发挥企业家

精神。 但是， 这里还是存在一些值得追问之处。 ①何为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是否

一定是创新性的而没有破坏性？ 如果有， 这也正体现了市场机制的缺陷， 而有为政府

则努力将这种破坏性行为扼杀在萌动阶段； ②不同层次的创新动力是否存在差异？ 那

些周期长、 投入大和风险高的创新是一般现场 “企业家” 所能承担的吗？ 如果不能，

这正体现了社会协助机制的缺失， 而有为政府也致力于培育这种企业家精神或推动企

业家精神从潜能转化为现实。 一般来说， 逐利的市场主体主要从事应用性技术创新，

而基础性科学创新往往有赖于政府的支持。 不过， 田国强也对此提出了质疑： ① “基

础科研是科技创新之本， 政府的确要发挥重要甚至是主导的作用。 但是产业技术发展

５３

①

②

田国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关键是建立有效市场和维护服务型有限政府》， 《人民论坛·
学术前沿》 ２０１６ 年 １４ 期。
田国强： 《有限政府， 有为政府？》， 《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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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向不是由政府的选择决定， 而是由市场需求与企业家精神决定的”①； ② “中国的

基础研究投入不可谓不大， 但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性、 引领性成果严重缺乏”②。

有为政府说的解释则是： ①即使当前中国的基础研究投入成效不理想， 我们也不能说

它不重要， 而是要从中审查原先决策的问题进而加以改进， 这是有为政府的基本要求，

也是完善途径； ②孤立的案例无法说明政府在基础研究上投入的价值， 因为很多价值

的显现要滞后很长一段时间， 而且社会上的很多创新本身就是相互启发和利用的， 如

卫星导向 ＧＰＳ 就首先是用于军事用途。 当然， 田国强也补充说， “不是说完全不要产业

政策， 完全不要国有企业， 但产业政策要慎用， 要有一个度”③。 这里的问题还是在于，

如何界定服务型有限政府？ 即使仅仅从提供公共品方面而言， 这个范围也很大。 显然，

如果对市场失灵做更广泛的剖析， 那么政府作用的 “度” 显然就会远远大于流行的有

限政府， 而进入有为政府范畴。

（四） 如何避免产能过剩

田国强与林毅夫有关有限政府和有为政府之争还体现在如何避免和解决产能过剩

的机制选择上。 田国强认为， 当前中国社会要摆脱经济下滑趋势， 要解决产能过剩问

题， 要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转型发展， 进而得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根本途径

就在于沿着市场化、 民营化方向进行制度化改革， 让民营经济发挥主导作用。 田国强

的理由主要有： ① “民企的风险由市场和个人承担， 但国企的风险却由政府承担”， 因

而民企比国企更重视市场需求及其变化； ② “改革开放以前的实践已表明， 计划经济

条件下完全靠国有企业并没有很好地满足人民的需求， 恰恰是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的

大发展才使得人民的需求得到极大满足”； ③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中的去产

能、 去库存为例， 其关键就是要与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相联动”。 由此， 田国强得出结

论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根本的就是有效市场制度供给， 从而应以深层次市场化制

度改革为内涵， ……建立维护和服务型有限政府， ……收缩国有经济战线， 促进民营

经济大发展……这才是……应对当前经济困境的标本兼治的必要之策”。④ 那么， 当前

的市场化改革以及民营经济的发展果真能够摆脱产能过剩， 甚至可以避免今后的产能

过剩吗？

首先， 我们继续对田国强的上述论证逻辑做一番审视。 ①田国强以国企的经营自

主性和软约束问题来否定有为政府， 这并没有很强的说服力。 事实上， 尽管有为政府

６３

①
②
③
④

田国强： 《再论有限政府和有为政府： 与林毅夫教授再商榷》， 《第一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
田国强： 《有限政府， 有为政府？》， 《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
田国强： 《有限政府， 有为政府？》， 《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
田国强： 《对当前中国改革及平稳转型意义重大的三个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与有限政府的建

立》， 《第一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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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也会通过企业生产和投资以弥补民营企业的不足， 尤其是对那些非竞争性领域的

生产和投资； 但是， 有为政府的产业政策或工作重点不在于创办和壮大国有企业， 更

不是去承担那些本应由竞争性国企承担的风险， 而是着力于降低整个市场的系统性风

险， 需要提防市场经济的塌陷。 ②田国强以改革开放前的商品短缺来反对和否定有为

政府， 这也没有很强的说服力。 不可否认， 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中曾出现供给与需求的

严重脱节， 但是， 林毅夫的分析已经指出， 这种短缺是落后国家为进行战略赶超而集

中稀缺性资源有限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必然结果； 不仅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如此，

而且日本、 德国等经济崛起之时也采取了相类似的政策； “亚洲四小龙” 之所以没有采

取这种发展战略， 主要是缺乏这样可转移的大量资源而不是不想。 ③田国强以供给侧

改革下的去产能、 去库存来否定有为政府， 理由也不充分。 事实上， 产能过剩在乱为

政府下会出现， 在无为政府下也会出现， 而且， 就现有情形而言， 很大一部分产能过

剩并不是国企造成的， 而是无数小民企的重复投资和重复建设所造成的。 ④田国强将

供给侧改革简单化为市场化改革， 这种理解也不全面。 实际上， 供给侧管理根本上要

通过促进分工深化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并进而提高潜在产出水平， 其理论基础是古典

经济学 （以及马克思经济学） 而非新古典经济学 （包括凯恩斯经济学）， 其政策主张

也与供给学派的市场化存在很大差异， 因为供给学派的政策主要是总量刺激而非结构

改革。①

其次， 我们可以对流行的产能过剩理论做一审查。 迄今为止， 流行观点往往将产

能过剩归咎为政府的经济行为和对市场的干预， 这也以一系列的经济理论为基础。 例

如， 萨伊定律就强调， 供给自动创造需求， 个别产品的过剩实际上是其他产品的不足，

自由放任可以自动消除这种过剩与不足， 因为自由竞争条件下的任何生产者都不会让

自己的产品长久过剩。 同时， 萨伊由此定律演绎出 ４ 条重要结论： ①在一切社会， 生

产者越多， 产品越多样化， 产品的行销便越快、 越多和越广， 而生产者获得的利润也

越多， 因为价格总是跟着需求增长； ②每个市场主体都与全体的共同繁荣利害相关，

一个企业的成功将有助于其他企业的成功， 反过来自己也可以获利； ③买入和输入外

国产品绝不会损害国内或本国的生产， 因为购买外国货总是用价值相同的本国产品为

支付手段的； ④激励生产的政策是贤明的， 而鼓励消费的政策是拙劣的。② 问题是， 萨

伊定律历来就面临着诸多批评， 如忽视商品和物物交换的区别， 不变的现金余额， 储

蓄和投资相等， 没有 “货币幻觉”， 忽视经济体制的不确定性及实际余额效应。 很大程

度上， 萨伊定律仅仅适用于处于简单商品生产阶段的早期资本主义时期， 而当生产规

７３

①
②

朱富强： 《正视 “供给侧改革” 的理论偏误》， 《探索与争鸣》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
张旭昆： 《西洋经济思想史新编———从汉穆拉比到凯恩斯》，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第 ５３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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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日益扩大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目的转变后其局限性就充分暴露了。 由此， 我们

就可以审视这样的观点： 市场化改革是不是化解过剩产能的灵丹妙药？ 新古典经济学

人往往认为， 只要将资源配置完全转向市场机制， 就可以防止大规模的经济危机， 也

就可以彻底解决目前的产能过剩现象。 果真如此吗？

再次， 我们可以对产能过剩的现实表现做一考察。 田国强认为， 由于信息的极度

不对称和经济人的激励问题， 政府干预过多才是导致资金和资源盲目配置、 制度无法

臻于完善的关键因素。 然而， 现实情形却表明， 生产扭曲和产能过剩并非计划经济中

的独有现象， 也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常态。 林毅夫就指出， 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经

常会出现潮涌现象： 当产业升级时， 许多企业家往往会看好同一个具有比较优势的新

产业， 它们在市场决策分散的情况下也就容易出现相似投资， 从而在多数投资建成后

就会出现产能过剩。 我们试想： 哪一次经济危机不是伴随着生产能力的大量闲置和社

会产品的巨大浪费？ 而且， 这也可以从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 “一放就乱” “一

放就热” 现象中窥见一斑： 在 １９７９ ～ １９８１ 年、 １９８３ ～ １９８５ 年、 １９８７ ～ １９８９ 年、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４ 年、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８ 年的五次经济波动中， 早期经济过热主要与市场化改革中的消费

需求迅速膨胀有关， 而越到后期， 经济波动与市场开放下的民间盲目投资的关系就越

大。 同样， 我们也可以从市场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的现实情形中窥见一斑。 例如， 作

为市场经济标杆的美国， 就存在非常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 美联储的数据显示， 美国

钢铁设备的利用率在 ４０％ 和 １０５％ 之间大幅振荡， 利用率的均值为 ８０％ ， 而且，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的 ８ 年里， 美国钢铁工业的设备利用率一直在均值水平之下，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的低谷跌到 ４２％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金融危机复苏后的高峰也只有 ７９％ ， 汽车设备利用

率也跌至谷底， 仅为 ３６％ 。① 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汽车业：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 “汽车

之城” 底特律因负债超过 １８５ 亿美元而正式申请破产保护， 从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

的破产城市； 其原因就在于， 市场机制误导了生产投资， 大量资金被投放在豪华轿车

上， 一旦出现经济危机， 这些专门性投资就成了闲置资产。

最后， 我们可以对产能过剩的市场机制做一探索。 一般的， 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

高、 迂回程度越大以及产业链越长， 就越可能出现产能过剩现象。 究其原因， 产能过

剩本质上就是供求结构失衡， 体现为供给的产品不适应社会需求； 显然， 经济规模越

大， 产业链越长， 对中间产品的投资量就越大， 越无法跟随市场需求和价格的变动而

灵活转换。 同时， 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计划经济中， 也更典型地出现在市场经济中。

究其原因， ①市场机制根基于效益原则， 从而会引导投资于富人需求的奢侈品生产；

８３

① 《中国经济怎么走？ 他们的声音值得倾听》， ｈｔｔｐ： ／ ／ ｔｏｕｔｉａｏ． ｃｏｍ ／ ｉ６２９３３９４８６６４９５８１６１９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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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市场机制又会产生消费外部性， 从而又会引导相互攀比的炫耀性消费； ③这样， 奢

侈品产生和炫耀性消费相互强化就会滋生出没有真实需要为基础的虚假需求， 进而导

致大量的社会资源被投资在这些领域， 并由此产生大量的专门性资产， 如大量的专用

设备和专门人才培养等； ④进一步的， 当社会由于某种促发因素而使这些虚假需求破

灭时， 这些专门性资产就变成沉淀成本， 并以产能过剩的形态表现出来。 因此， 造成

产能过剩的原因， 不仅在于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 而且在于产品价格的扭曲； 同时，

价格扭曲的原因， 不仅在于政府机制的行政干预， 而且在于市场机制的内在诱导。 实

际上， 市场误导生产和投资的内在机制， 已经为经济学说史上的很多经济学大家所发

掘和剖析， 这里举几个主要理论加以说明。 ①维塞尔的市场生产原则。 维塞尔认为，

私人企业的生产所基于的是效益原则而非效用原则， 它偏好于富人需要的奢侈品而非

穷人需要的必需品， 这就导致穷人的很多需求在市场经济中得不到满足， 因而需要

“有选择的” 政府干预来补充自由经济制度。 ②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 凡勃伦认为， 人

们的消费往往不是出于对生活进程的考虑， 不是为了满足他们的物质需要， 甚至也不

是为了满足他们的精神的、 感观的和智力的需要， 而是取决于其他人的消费方式， 因

而价格就失去了对消费和生产的引导作用。 ③加尔布雷斯的虚假需求。 加尔布雷斯认

为， 现代市场经济中强大的垄断组织操纵了市场， 操纵了消费者， 以致大量私人需求

并不是源自真实需要， 而是被生产者通过各种工具 “劝说” 和 “诱导” 而来的， 当消

费能力因某种偶然因素而下降时就会造成整个生产链的产能过剩。

五　如何推进市场化改革：深化现实市场机制的探究

田国强反对 “有为政府” 概念最为重要和根本的原因在于， 他认为， 由于迄今为

止成熟的市场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当前中国政府存在大量的事前有为和事后乱为，

因而提倡 “有为政府” 往往就会强化政府的乱为而忽视市场化改革的紧迫性。 田国强

写道： “在此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已经出现大量过位、 在维护市场秩序和提供公共服务方

面缺位并存的情况下， 仍强调这种通过政府干预经济活动、 用政策手段尤其是产业政

策手段来解决短期发展问题， 仍然鼓吹积极参与经济活动和制定产业政策的有为政府，

有可能会造成误导， 将中国经济带入 ‘重政府轻市场、 重国富轻民富、 重发展轻服务’

的旧模式和无限边界的有为政府， 甚至可能走向全能型政府。”① 问题是， 如果没有对

市场机制缺陷的剖析， 如果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有为政府， 能够推进合理的市场化改革

吗？ 很大程度上， 新古典经济学及其派生出的华盛顿共识都是在照搬书本上的抽象理

９３

① 田国强： 《有限政府， 有为政府？》， 《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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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西方社会的独特经验， 但是， 市场本身是特定时空下的创设之物， 并随社会发展

而演变， 这就产生了多样化的市场类型。 因此， 这就涉及究竟应该建设怎样的市场问

题， 关键是要与独特的社会环境相适应。 相反， 在缺乏对市场特性及其适应条件的足

够认识下， 却机械地模仿和搬用他国尤其是欧美国家的市场模式， 那么， 往往也难以

达到欧美社会已有的那种效果。 因此， 本部分继续就如何有效推进市场化改革这一重

大问题做一探究。

（一） 富民强国是否必然导出有限政府

田国强认为， 建立有限政府是富民强国的必然要求， 其内在逻辑是： 欲强国， 必

先富民； 欲富民， 必赋私权； 保私权， 必限公权。 为了论证这一点， 田国强结合国内

外几千年的历史实践和现代经济学理论做了以下分析： ①在实践上， 田国强说， “遍览

古今中外， 我们找不到一个忽视富民却取得国家富强的成功例子， 比如苏俄、 东欧的

计划经济体制实践， 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一味追求国家的强大而忽视民富， 最后

无一不以失败告终”； ②在理论上， 田国强认为， “由于受到个体逐利的约束、 资源的

约束、 信息非对称的约束， 一个经济社会要实现富民， 首先要赋予公民基本的私权，

最核心的是基本生存权、 经济自由选择权、 私有产权”； ③进而， 田国强指出， 要保护

私权， 就要 “建立有限政府， 关键是要让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

督”； ④最后， 田国强得出结论： “中国改革实践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也正是源自遵循

了这一基本内在逻辑， 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恰恰是源自对内在逻辑的违背。”①

那么， 我们究竟该如何认识田国强的这一论证逻辑呢？ 不可否认， 国家的强盛依赖全

体人民的努力， 从而必须给予一定的物质刺激以激发人民的劳动投入或创新意识， 进

而也就必须对私权给予相当的保障。 但是， 如果由此将强国与富民对立起来， 进而将

强国与有为政府等同起来而将富民与有为政府对立起来， 以至彻底否定有为政府， 甚

至否定有为政府在特定时空下的积极作用， 这个逻辑就有点扯远了， 也太教材化、 说

教化了。

首先， 国家的繁荣和人们福祉的提高根本上体现在民富上， 因而政府就应该积极

推行富民之策； 但问题是， 富民和强国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关系， 甚至存在根本性的对

立？ 要知道， 斯密的 《国富论》 就同时关注这两大目标： “第一， 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

入或生计， 或者更确切地说， 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和生计； 其次， 为国家

和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所需的充分收入， 使公务得以进行。 总之， 其目的在于富国裕

０４

① 田国强： 《对当前中国改革及平稳转型意义重大的三个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与有限政府的建

立》， 《第一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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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① 更不要说， 在面临激烈的国家争斗时期， 往往都是先强国后富民的， 这已为大

量的历史事件所证实。 明显的例子是， 近现代日本迅速崛起并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

恰恰在于它当时的国强而非民富。 同样， 在崛起过程中， 英国长期实行的都是军事工

业主义， 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国家： 在 １６８８ ～ １８１５ 年期间英国至少有 ５２％的

时间是处于战争状态， １７１５ ～ １８１５ 年的国防费用几乎是 １８５０ ～ １９１３ 年的 ３００％ ， 甚至

超过了 １９１４ ～ １９８０ 年的费用总和 （包括两次世界大战）， 是 １８５０ ～ １９１３ 年所有公共开

支的两倍。② 有鉴于此， 彭慕兰 （Ｐｏｍｅｒａｎｚ） 就指出， 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确有制度

上的优势， “但是在 １８００ 年以前的世界中， 它们似乎仅仅适用于战争、 武装的远程贸

易和殖民”。③ 张夏准在 《踢掉梯子： 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智力史如何被重写以合理化新

古典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 一文中也指出： “如今的发达国家在其早期的制度发展水

平远低于如今的发展中国家。 例如， 收入水平测量表明， １８２０ 年的英国处于比现在的

印度更高的发展水平， 但它甚至没有那些印度如今已经具有的诸多 ‘基本’ 制度。”④

讲这些， 并不是要否定富民的最终意义， 只是想表明， 在发展过程中将强国和富民对

立起来并没有什么严格的逻辑和依据。

其次， 私有财产只有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 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 才能促进展开

生产投资等经济活动； 但问题是， 私权是否应该被绝对化和神圣化， 乃至任何调整私

权的制度和政策都可以被视为不正义？ 这涉及了两方面的问题： ①私有财产的取得本

身是否合理？ ②私有财产的调整对社会影响如何？ 第一， 就前一问题而言， 新古典经

济学以及奥地利学派之所以坚持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信条， 就在于它们基于边

际生产力分配论而将市场收入与各生产要素及其主体的劳动贡献对应起来， 从而是合

理和正义的。 问题是， 市场收入果真体现人们的劳动贡献或应得权利了吗？ 显然， 如

果现实市场的收入与其贡献不相称， 那么， 从社会正义或分配正义角度讲， 这种私有

财产也就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为此， 我们可以审视一下现实收入分配机制： 基于边

际生产力的生产要素分配净尽定理依赖于各种强条件， 而这些强条件在现实市场中并

不能得到满足； 相反， 考虑到市场主体的异质性和市场力量的不均等性， 现实市场收

入更主要由特定的分配规则和社会制度乃至其背后的是力量结构所决定。 第二， 就后

一问题而言， 田国强认为最核心的公民私权包括基本生存权、 经济自由选择权、 私有

１４

①
②
③

④

〔英〕 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下卷）， 郭大力、 王亚南译，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７４， 第 １ 页。
〔英〕 约翰·霍布森： 《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 孙建党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２２７ 页。
Ｋ Ｐｏｍｅｒａｎｚ，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
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ｐ １６６．
Ｈａ － Ｊｏｏｎ Ｃｈａｎｇ， “Ｋｉｃｋｉｎｇ Ａｗａｙ ｔｈｅ Ｌａｄｄｅｒ： Ｈｏｗ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Ｒｅ －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ｔｏ Ｊｕｓｔｉｆｙ Ｎｅｏ －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Ｐｏｓｔ － ａｕｔｉｓｔ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５ （２００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ｔ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ｃｏｍ ／ ～ ｐａｅ＿ ｎｅｗｓ ／ ｒｅｖｉｅｗ ／ ｉｓｓｕｅ１５．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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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 但这三者往往并不相容； 显然， 在不相容时， 天赋人权观要求首先保障第一项。

同时，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对社会权利和自由的关注逐渐从个人财产权转向了免于

匮乏和保障安全的自由。 因此， 尽管财产权自启蒙运动始就被视为人类最基本的权利，

但西方社会目前却逐渐认同财产不再属于绝对的私人领域， 各国对财产所征收的税率

在不断提高。 譬如， 一个美国人死后留有遗产 ２０００ 万美元， 但其中近 １０００ 万美元要上

交给政府， 试问， 这又如何有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之说？ 这与部分没收有什么

不同？ 讲这些， 也不是说不需要保护私有财产， 尤其是当前社会； 但确实要强调， 私

有财产的保护不是绝对的， 富人对财产的使用在任何时期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而且

这种限制随着社会发展而加强， 这也是复杂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

再次， 对私权的保护有赖于健全而透明的制度安排， 需要 “以预先制定的规则来

划分政府和个人的权利范围及政府与市场、 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 但问题是， 这是

否就如田国强所宣称的， “要成为一个有效的政府， 必须是一个定位恰当的有限政

府”？① 事实上， 一个有效的市场必须存在纠正市场失灵的机制， 有为政府的主旨就在

于此。 例如， 一些技术和产业创新领域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配套设施的不完善， 导致

民企没有能力或不敢进入， 那么， 好的有为政府就能够提供相关支持； 再如， 由于个

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冲突， 一些个人或企业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可能会损害一个社会

的整体利益， 那么， 好的有为政府就要设定一些规范来制约相关行为。 从这个意义上

说， 有效的政府也就是有为政府， 如何又要规定为一个先验的有限政府呢？ 田国强强

调： “政府要在维护和服务方面发挥好的作用， 而不是在经济活动中发挥过多的作

用。”② 问题是， 什么叫 “过多” 呢？ 要界定这一点， 就首先必须搞清楚市场机制的缺

陷和市场失灵的表现， 从而确定政府的作用范围。 同时， 在政府的应有功能确定后，

就要保障政府做它该做的事， 这种制度安排也有赖于一个有为政府。 所以， 加尔布雷

斯指出， “政府扮演着一种双重角色。 政府是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来源， 它也是解决方

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不平衡的发展、 不平衡的收入分配、 不合理的公共资源分配，

以及在环境破坏和有名无实的规章制度方面， 政府都难辞其咎。 因此， 它自身就是问

题的一部分。 而且， 要解决这些问题， 还不得不依赖政府自身的努力”③。

通过上面的分析， 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如下几点： ①有为政府与强国富民并没有逻

辑矛盾， 如西方民族国家兴起之初首先注重的就是富国， 并由此推动了经济大发展，

２４

①
②

③

田国强： 《有限政府， 有为政府？》， 《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
田国强： 《对当前中国改革及平稳转型意义重大的三个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与有限政府的建

立》， 《第一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美〕 加尔布雷斯： 《经济学与公共目标》， 于海生译， 华夏出版社， ２０１０， 第 ２７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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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产生了相应的重商主义和历史主义思考和政策主张； ②私权和公权之间并不存在截

然对立关系， 两者的集中都会危害个人自由和社会发展， 从而良善社会需要在私权和

公权之间取得平衡； ③不同时代对私权和公权的享有和限制存在差异， 这与社会权利

的拓展程度密切相关， 这也是自由主义复杂化发展的基本趋势； ④有为政府并不意味

着公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而是要形成真正体现人们诉求的公意， 这才是民主的真正

本质。 当然， 不可否认， 迄今为止还没有建立起成熟而高效的有为政府， 尤其是发展

中国家的政府常常乱为。 即使如此， 针对目前社会经济的混乱状况， 我们也需要对原

因仔细加以辨析： 有多少是政府乱为造成的？ 又有多少是市场固有缺陷造成的失灵问

题？ 有多少是因为特定时空下市场不完善而政府却无为造成的？ 同时， 又有多少是源

自政府 “乱为” 和市场缺陷这两者的恶恶相加？ 所有这些都有赖于在建设有为政府时

详加探究， 有为政府绝不是一个口号， 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工作， 而是需要锲而不舍的

探讨和努力； 同时， 有为政府也绝不等同于包含了 “乱为” 的全能型政府， 而是非常

强调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必然有作用边界。 与此相反， 流行的有限政府往往也是先验

的和绝对的， 甚至退化为相对于传统全能型政府的另一个极端； 显然， 从一个极端到

另一个极端在实践中往往更容易也更经常发生， 但潜含的问题可能同样的大， 因为有

限政府的 “无为” 往往会放任市场的破坏能量。

（二） 模仿式市场化改革是否有效可行

田国强认为， 中国的大改革方向必须明确， 这就是经济自由化、 市场化和民营化

的松绑放权。 为了论证这一改革方向的极度重要性和必要性， 田国强分别从理论内在

逻辑分析、 历史比较分析及量化实证分析三大视角切入： ①在理论基础上， 田国强援

用哈特的不完全合约理论， 强调 “政府不要试图建立面向市场、 社会的全面合约， 将

剩余控制权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这不能很好解决信息和激励的问题， 从而其资源

配置效率也是极低的”； ②在历史实践上， 田国强认为， “中国的松绑放权改革就是对

不完全合约的确认和产权的再划分， 把激励搞对”， “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 随后到

市场经济的跨越， 是中国在市场化改革中的关键一跃……是依靠市场化改革和民营经

济的大发展”； ③在计量分析上， 田国强借用四位俄罗斯裔经济学家的工作论文证明，

“改革与不改革， 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别巨大”。 由此， 田国强强调了 “坚持还是不

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市场化的改革到位不到位”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①

不可否认， 中国社会的市场化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推进， 但是， 由此来否定有为政

府却是有问题的。 事实上， 笔者的理解， 有为政府从来没有打算成为改革的绊脚石，

３４

① 田国强： 《对当前中国改革及平稳转型意义重大的三个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与有限政府的建

立》， 《第一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政治经济学报
第 ７ 卷

反而积极推动改革， 也从来不否定现实世界中还存在大量的政府乱为现象， 反而积极

推动相关领域的市场化。 也就是说， 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根本不矛盾， 相反， 正如林

毅夫指出的，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是互补关系， 尽管有为政府与有限政府所理解的有

效市场也存在内涵上的差异； 同时， 有为政府与有限政府在改革路向上也不存在本质

性不同， 两者的差别主要在于： 如何理解市场化改革？ “三化” 本身是否应有个界定或

限度？ 根本上， 这又源于对现实市场机制缺陷的认识上存在差异。

首先， 我们对田国强的上述论证逻辑做一辨析。 ①田国强以哈特的不完全合约理

论来否定有为政府， 但这种批判实际上树错了靶子； 因为， 它将有为政府等同于以前

的统制政府， 将有为政府的产业政策当成了统制政府下的经济计划。 其实， 有为政府

从来不会寻求占有更不要说独占剩余控制权， 也不是要扩建所谓的国有企业； 相反，

有为政府一直致力于建设和完善市场机制， 希望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体制， 或者说构

建市场和政府两大机制互补的市场社会主义。 ②田国强将中国改革成就归功于 “三化”

改革并以此来主张 “三化” 改革的维持和继续， 但这显然无视市场化改革中已经暴露

出的严重问题。 事实上， 即使市场化改革带来了快速的经济增长， 这种增长也呈现出

明显的无序式， 集中体现为： 经济增长是粗放投入型的， 收入分配是势力博弈型的。

在很大程度上， 社会制度的有序程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在一种倒 Ｕ 形关系， 并最

终将难以维持这种高速增长态势。 因此， 有为政府从来未否认过去几十年改革的总体

成就， 但强调目前应该到了审视市场机制内在缺陷的时候了。 ③田国强借计量分析将

现实社会问题从市场化改革中排除出去， 这种做法是缺乏说服力的。 事实上， 按照同

样的计量逻辑， 我们也可以将很多现实问题 （如农业凋敝、 农民困顿、 收入差距拉大、

贪污腐败、 看病困难、 社保解体、 环境恶化） 归咎于市场化改革问题。 进一步的， 针

对市场化改革的总体路向，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考： 是否存在一种不变的市场？ 如果

市场是可变的， 那么， 就需要进一步审视现实市场是否合理的问题。

其次， 我们对田国强的科学研究逻辑做一拷问。 田国强在很多场合强调论断的得

出应该以科学方法为基础。 那么， 何为科学的方法呢？ 现代经济学认为最为重要的方

法就是计量分析， 认为计量分析结论以大量数据为基础， 从而是客观的， 也就是科学

的。 但是， 实证分析的客观性实际上只是一种虚构： 无论是对数据资料的选择还是对

分析工具的选择都充满了主观性。① 基于数据比较的计量分析也是如此， 因为不同时空

下的其他变量根本是无法得到控制而稳定不变的。 试问： 迄今有什么计量文章真正控

制住了其他扰动因素？ 有多少计量文章真正满足了 １７０ 年前穆勒提出的五大比较逻辑

４４

① 朱富强： 《实证经济学是一门客观性学科？ 实证分析中主观性和规范性探微》，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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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一致方法、 差异方法、 剩余方法、 伴随变化方法和契合差异并用法？ 我们回到

田国强的研究逻辑： ① “所谓科学， 其核心就是通过控制实验， 即将其他影响因子固

定”； ②分析中国改革成就的成因也 “应该通过控制实验的科学方法， 以辨析出哪些改

革举措和政府政策是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差异因素， 而不是拿其他国家的经验来

作对比”； ③中国改革前后， “除了固定的因素之外， 新的因素是： 较大程度的经济上

的选择自由、 松绑放权的改革、 引入竞争机制 （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 对内对外的竞

争）、 对外开放、 民营经济大发展”， 由此可以得出 “中国巨大成就是因为 ‘三化’ 改

革” 这一结论； ④相反， “如不采用控制实验的方法来分析中国改革， 只是认为固有的

因素重要， 又不恰当地拿他国进行比较”， 就会犯将鸡和鸭进行比较的错误， 因而林毅

夫拿其他国家对比就得不出科学结论。① 也就是说， 田国强认为只有通过控制实验才能

得到因果关系的推断， 并由此驳斥林毅夫从中国和苏东转型绩效的对比所获得的结论。

问题是， 田国强将中国转型成功归功于 “三化” 改革就通过控制实验了吗？ 实际上， 诺

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以及罗德里克等人都指出， 随机控制实验并不适用于全

国性的政策和制度变革， 因为不可能将全国的人随机分成有变革和没有变革两组来检验

变革的作用。 同时， 比较分析本来就有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 尤其是， 如果纵向比较由

于变量众多以及变动而无法控制， 那么， 横向比较也就是一个重要的替代手段。

再次， 我们对市场化改革的当前方向做一探究。 田国强强调， 当前中国社会的问

题根本上是由于市场化不到位所造成的， 因而突破这一困境的根本途径也就在于进一

步深化市场化制度改革。 这里的问题是： 何为市场化改革不到位？ 是指总量上的比例

不足还是结构上的不合理？ 从现实表现来看， 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应该包括这两方面。

但是， 新古典经济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往往只关注总量上的比例不足， 从而一个

劲地鼓吹 “市场化”， 却不去认真辨析哪些方面的市场化有待加强， 哪些方面的市场化

需要加以规范和遏制。 很大程度上， 这也正是源于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抽象思维， 以致

在实践中它往往不再将 “三化” 仅仅当成手段， 而是将之作为不变的目标； 相应的，

新古典自由主义者往往就不会正视迄今为止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

反而以其他因素进行辩解。 而且， 在改革过程中， 确实总是存在各种复杂的因素， 因

而新古典自由主义者往往总能找到辩解的理由和依据。 也正因如此， 田国强说， “长期

以来中国改革所坚持的松绑放权经济自由化 （经济主体自主化） 和市场化的方向， 被

一些经济学家简单地贴上新自由主义、 华盛顿共识或休克疗法的标签给予否定”。② 显

５４

①
②

田国强： 《林毅夫张维迎之争的对与错》， 《第一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田国强： 《对当前中国改革及平稳转型意义重大的三个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与有限政府的建

立》， 《第一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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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如果推进优化目前市场化结构的改革， 那么就要防止和突破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思

想和政策禁锢， 就需要对市场机制的优劣以及现实表现做更深入的剖析。 然而， 新古

典自由主义者往往把欧美市场当成理想的存在， 从而倾向于模仿和引进欧美的市场模

式。 问题是， 欧美的市场机制就是我们所想建设的吗？ 难道欧美市场经济所暴露出的

问题还不明显和严重吗？ 即使目前美国社会还有很强的经济活力， 我们也需要清楚美

国所具有的独特条件， 而这些独特条件在当前中国往往并不存在， 笔者在一篇文章中

也做了初步说明。

又次， 我们对模仿式 “三化” 改革的结果进行审视。 基于华盛顿共识的 “三化”

政策主要来自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学说和欧美社会的现实制度， 因而 “三化” 政策在

发展中国家的引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一种模仿或照搬。 问题是， 任何制度都隶属

于与整个社会相容的一整套制度体系， 如果直接照搬， 那么往往就会出现与本国其他

制度不相容的情形； 尤其是， 如果缺乏对市场内在缺陷的足够认识， 基于 “三化” 所

引进和发展的市场往往也会是彰显其恶， 并与本国旧有制度的恶结合在一起而产生恶

恶相加乱象。 很大程度上， 正是受到华盛顿共识的影响， 很多原社会主义国家都将原

本为提高效率而推进的市场化改革当成了目的本身， 变成了 “为改革而改革” “为市场

化而市场化”①， 乃至工具和手段蜕变成了改革的根本目的。 同时， 正如林毅夫指出的，

一些学者将 “三化” 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 把改革的目标当作改革的手段，

不仅忽视了许多问题的内生性和发展的阶段性， 而且无视 “三化” 发挥作用的条件性，

从而往往将现实问题简单化， 而找不到真正的问题。 譬如， 在当前中国社会， 传统的

公权力滥用和新近的市场失灵就畸形地结合在一起， 乃至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 “今天

的农民在无需找 ‘市长’ 的场合， ‘市长’ 却非要找他们不可， 而在需要 ‘市长’ 之

时， ‘市长’ 却往往拂袖不管， 还振振有词地要人们 ‘不找市长找市场’。”② 正是基于

这种现象， 有为政府的建设也就需要提到改革日程上来： 必须建立良好的制度安排以

确保政府承担起应尽职责。 然而， 针对这些严重的失职或卸责行为， 一些经济学人却

乐于为之进行辩护， 以至于这些 “无为” 官员往往被吹捧为真正懂得经济规律的管理

者， 是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捍卫者。 事实上， 我们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究竟应

该捍卫何种市场经济？ 究其原因， 现实市场往往并非合理， 因而我们不能简单地捍卫

现实市场经济。

复次， 我们对看待市场化改革的态度做一说明。 缺乏对市场机制的深入理解而简

６４

①

②

〔波〕 科勒德克： 《从休克到治疗： 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 刘晓勇等译， 上海远东出版社， ２０００，
第 １５８ 页。
秦晖： 《问题与主义： 秦晖文选》， 长春出版社， １９９９， 第 １６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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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照搬欧美国家， 往往会造成比欧美国家更为混乱的社会秩序。 当然， 田国强否认目

前中国的问题是照搬式的 “三化” 改革造成的， 他质问道： “世界上有照搬的例子吗，

谁照搬了？ 谁能做到照搬？ 不是该不该照搬， 而是根本就做不到照搬， 因为所谓 ‘照

搬’ 就是原封不动地复制。”① 这可以从两方面做一辨析。 ①不可否认， 绝大部分的市

场化改革都在照搬， 而且， 很多经济学人也极力主张照搬。 例如， 文贯中就说： “对新

自由主义来说， 共识是其浓缩， ‘三化’ 是其提倡的部分内容……共识提炼出了决定发

达市场经济的 １０ 条共同的规律性特征， 因而对深化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的认识做出了

自己独特的贡献。 单独讨论其中的每一条， 包括林毅夫在内的绝大部分经济学家都确

认无误， 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② 问题是， 丰富复杂并在不断演化的市场经济

果真可以简化为这 １０ 条 “共识” 吗？ 将市场机制如此简单化究竟是对市场认知的贡献

还是对市场改革的误导？ 如果说是 “共识” 的话， 那么， 又是谁的共识呢？ 为何还有

如此多的人包括大量的经济学家反对呢？ ②尽管 “华盛顿共识” 一直在鼓吹照搬， 而

且照搬已经成了风潮， 但是， 受各种条件所限， 完全彻底的照搬往往又几乎不可能，

从而 “三化” 的市场改革也带有强烈的选择性。 正因如此， 在逆向选择效应的驱动下，

现实世界所呈现的往往是 “画虎不成反类犬” 式的照搬， 往往是舍弃精华取其糟粕的

学习， 从而必然会比所模仿的国家产生更大的困境。 有鉴于此， 文贯中又说， 将这种

问题归咎于照搬并以此宣称新 （古典） 自由主义的破产 “令人十分不解。 这犹如说，

美声唱法学通的人固然达到余音袅绕、 美不胜收的境界。 但是， 既然有那么多人学了

很久， 仍然五音不全， 鬼哭狼嚎， 美声唱法显然破产了？ 常识要求我们问一声， 是学

的人自身方法和技巧有问题呢， 还是美声唱法本身有问题？”③ 问题是， 美声唱法的道

理和价值固然不可抹杀， 难道就因此要求每个人不管他的先天条件如何都来学习美声

唱法？ 进而， 我们从很多人学习美声唱法的失败中得出结论： 要求每个人都学美声唱

法这一共识破产了。 试问， 这种说法有什么逻辑问题吗？ 回到市场化改革这一议题，

现实市场的混乱固然不能说市场破产了， 但我们却可以说， 要求所有国家都照搬西方

市场模式的新 （古典） 自由主义共识破产了。

最后， “劣币驱逐良币” 也是人类社会的一般学习规律。 从人类历史经验看， 在争

斗中被打败的弱势者往往会采取激进方式来学习乃至模仿优胜者， 但他们所学习和模

７４

①

②

③

田国强： 《对当前中国改革及平稳转型意义重大的三个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与有限政府的建

立》， 《第一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文贯中： 《如何看待作为新自由主义及其核心华盛顿共识———兼与林毅夫商榷》， 《第一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文贯中： 《如何看待作为新自由主义及其核心华盛顿共识———兼与林毅夫商榷》， 《第一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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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的往往都是那些表面的且糟糕的东西。 例如， 当被美国强行打开国门的日本开始向

欧美学习时， 不是学习它的人道、 宽容、 博爱以及创新精神， 而是学习和仿效它的扩

张、 掠夺和征服， 不是引入基于宗教传统的精神文明， 而是强化基于功利传统的物质

文明， 以至日本很快就变得比欧美国家还具有侵略性和扩张性， 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

家都深受其害。 罗素就说， “只要是欧洲人对中国所犯的罪行， 日本人都犯过， 并且有

过之而无不及”。① 同样， 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 中国经济学人往往不是诚心学习西方

学者对学术的执着和求真精神， 不是努力借鉴西方高校的学术风气和学术制度， 而是

极力照搬主流刊物中的形式规范， 机械模仿展示智力的数理方法。 这导致中国经济学

界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盛行。 很大程度上， 弱势者的学习和模仿往往是具有高度的选

择性， 而且往往是逆进步的。 其原因在于： ①失去自信的人或群体往往机械地模仿优

胜者的显性特征， 而这些显性特征恰恰体现了优胜者的低层次的而非高层次的特质，

往往不能代表它的精髓反而更可能是糟粕； ②精髓的东西根本上体现了社会文明以及

社会合作的价值取向， 这需要具有 “克己” 私欲或 “节制” 短视的理性， 而主导这种

模仿的社会大众往往不具有这种能力； ③由于失败者曾被拥有这些显性特征的优胜者

所打败， 这些显性特征在失败者眼里就潜含了野性的魅力， 失败者也希望通过学习和

仿效这些特征而有一天不再受欺侮， 甚至可以成为优胜者而欺侮他人。 由此观之， 在

当前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以及有为政府的建设中， 我们也必须充分考虑这种逆进步的学

习规律或现象， 必须对事物的糟粕和精华有清楚的剖析。

（三） 改革路向纷争背后的意识形态

上面的分析论断基本上是建立在逻辑思辨的基础之上的， 逻辑思辨的特点是多元、

开放和综合， 因为它不会执着于特定的形式逻辑， 也不固守一元主义的态度； 因此，

这也应该是一种科学的方法， 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有为政府和有限政府的深刻认知。 当

然， 长期以来， 受过严格训练的经济学人往往习惯于特定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思维， 沿

着一元主义的封闭路径展开理论研究， 并由此获得坚信不疑的结论。 实际上， 这反而

是在创造一个教条和神话， 费耶阿本德写道： “信仰神话的人们， 其心理态度可以概括

为完全和毫无迟疑的接受态度， 神话叙述着真理， 并且不可能错误。 假如将神话应用

于现实或理解现实时出现问题， 这并不表明神话自身有缺陷， 而是应用神话的人们自

身有缺陷， 他们没有理解神话所传递的明显信息或者没有遵循神话的要求， 神话自身

是毫无错误的。”② 同时， 这个教条或神话往往也有大量的数据作为支撑， 甚至也来自

经验， 但这个经验往往是残缺的。 例如费耶阿本德写道： “神话并不是与现实世界明显

８４

①
②

〔英〕 罗素： 《中国问题》， 秦悦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第 ９５ 页。
〔美〕 费耶阿本德： 《知识、 科学与相对主义》， 陈健等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第 ４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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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的虚构想象， 而是被无数直接和有力经验所支持的系统思想， 并且， 这种经验似

乎比用于建立现代科学的精密实验结果更有吸引力。”① 很大程度上， 目前的政府功能

和产业政策之争中也潜含了这种神话困境， 这里继续做一说明。

林毅夫强调， “中国道路的成功秘诀， 就在于打破新自由主义所谓自由化、 私有

化、 市场化的神话”。② 田国强却认为， 林毅夫这种提法是在给主张市场改革的人贴政

治标签， 将使人不敢再谈市场改革。 田国强写道： “这已经上升到政治高度、 上升到新

自由主义或华盛顿共识的高度了”， 从而泛意识形态了； 同时， 田国强又强调， “上纲

上线是大家都害怕的事情， 如果动不动就贴上一个标签， 谁还敢或还能谈出自己的学

术观点和改革建议。 一旦用一种贴政治标签的意识形态化做法将其否定， 很可能会招

致颠覆性的错误”③。 确实， 学术争论应该局限在 “道统” 范围内， 不应该上升到政治

立场和意识形态层面， 更不应该借助 “政统” 来压制学术争论， 否则， 失去独立性的

“道统” 必然会解体。 实际上， 维持 “道统” 相对于 “政统” 的独立性是笔者长期以

来的坚持， 坚信真正的学者绝不会故意地将学术与政治混为一谈， 必然会谨遵韦伯有

关学术与政治分业的教导。

事实上， 笔者也相信， 林毅夫和田国强等人都是有志于学的学者， 他们之间的政

策差异就主要源自不同的学说基础。 譬如， 林毅夫在一篇文章中强调， “中国经济发展

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 就在于中国从实际出发， 找到了一条把社会主义基本

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道路， 形成了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并在持

续深化改革中不断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 实现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 并

且， 还积极主张通过深化市场改革， 将双轨制改革遗留下来的干预扭曲取消掉， 从而

完成从双轨制向市场单轨的过渡。 从多元主义的学术视角来看， 笔者认为， “打破新古

典自由主义” 这一提法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宣誓， 不如说是一种致力于摆脱传统思想禁

锢的学术态度， 它强调无论是对市场认知还是市场化改革都不能有唯 “三化” 是从的

教条倾向， 而更应该以开放多元的视角加以辨析。

同样， 笔者相信， 田国强也绝不乐于进行政治宣誓和意识形态论战， 他所有的论

断也都努力根基于逻辑的和数据的分析， 这也是他强调的科学的方法。 但是， 从神话

的一元主义特性看， 强调坚持新古典自由主义和坚持 “三化” 不动摇， 却带有很强的

僵化性和保守性， 也可以被看作在塑造一种神话； 同时， 这种神话通过学术共同体的

９４

①
②
③

〔美〕 费耶阿本德： 《知识、 科学与相对主义》， 陈健等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第 ４６ 页。
林毅夫： 《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是行不通的》， 《求是》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田国强： 《对当前中国改革及平稳转型意义重大的三个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与有限政府的建

立》， 《第一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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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而产生一种横向的自我强化效应， 通过课堂上灌输式的传导而产生一种纵向的路

径依赖效应。 费耶阿本德写道： “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经验主义者， 只有当你宁愿用多种

可供选择的备选理论而不是用单一理论或 ‘经验’ 进行工作。 这种理论的多样性必须

被认为是知识的最初阶段， 这一阶段在后来的某些时候会被一种真理所取代”； “一名

优秀的经验主义者并不会满足于人们关注的理论以及用一种直接的方式对理论进行检

测。 既然知道了最为基本的和一般的批判是借助于备选理论来完成的， 那么他就会试

着去发明这样一些备选理论……成为一名优秀的经验主义者也即意味着他是批判的。

批判不仅在怀疑主义的抽象原则上， 而且是在具体的各种学说之上进行的， 这些学说

表示在每一个案例中已被接受的思想怎样被进行进一步检测和研究， 它因此而为我们

知识发展的下一步做好了准备”①。

在某种程度上， 基于特定逻辑形成的教条式论断往往更近似于一种政治性口号而

非学理性探索， 尽管提倡者本人并不一定会意识到。 因此， 田国强说， “理论探索一定

离不开一个开明、 宽松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 理论探索无禁区， 思想解放要先

行……理论探索必须要超前， 对现有改革的不足之处进行理论剖析， 通过内在逻辑的

推演指明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可能结果”。 这显然是对的。 但是， 田国强又说， “有限

政府和有为政府的本质差别在于， 是着眼中长期发展还是着眼短期发展， 是强调改革

还是不强调改革……是落脚于国家治理还是不落脚于国家治理”②， 在某种程度上， 这

就带有某种教条性， 甚至上升到了某种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层面， 因为它通过将有

限政府和有为政府的差别定性为强调改革还是不强调而上升到了政治正确性问题， 并

通过对未来方向确定性的判断而凸显己方主张的合乎时代性和他方立场的落伍性， 乃

至把市场化、 有限政府等都神圣化了。 进而， 文贯中宣称， “正当中国成为自由贸易和

全球化的最大获益者和最新旗手的时候， 国内外出现一股反市场化、 贸易自由化和全

球化的逆流。 一些人更无端猜测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倡导者的动机， 认为他们

不怀好意， 目的是搞垮发展中国家。 这种思想混乱的逆流如果不及时阻止， 不但有害

中国自身改革的深化， 以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为旗帜的中国要走出亚洲， 走向世界， 也

将面临极大的意识形态阻力”③。 显然， 其中所使用的诸如 “旗手” “逆流” “旗帜”

“反市场化” “无端猜测” 等强化自己立场的措辞显示了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

当然， 现代学术争论中意识形态和上纲上线的威胁往往不是来自政治权力的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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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美〕 费耶阿本德： 《知识、 科学与相对主义》， 陈健等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第 ７０、 ９１ ～ ９２ 页。
田国强： 《对当前中国改革及平稳转型意义重大的三个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与有限政府的建

立》， 《第一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文贯中： 《如何看待作为新自由主义及其核心华盛顿共识———兼与林毅夫商榷》， 《第一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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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主要是来自那些被视为不言自明的信念， 而这种信念往往体现为学术的主流趋势；

正是依靠这种主流信念， 一些经济学人往往倾向于漠视、 压制和扼杀那些批判和反对

传统智慧的声音， 乃至形成一种基于 “多数民主” 的极权主义。 相应的， 意识形态在

学术研究和讨论中的渗入往往就不再以命令或说教等传统形式呈现出来， 反而越来越

以科学和理性逻辑的面貌出现。 事实上， 正如麦克罗斯基所说， 大多数貌似科学的方

法实际上就是一种增加说服力的措辞。 而且， 这些论断还总是会以案例或经验事实作

为依据， 在很大程度上， 数据和案例也成为增加说服力的一种措辞， 因为这些东西往

往显得客观， 从而满足当前科学主义的要求。 费耶阿本德就写道： “神话绝不是强加在

同它们没有关系的事实上的梦想， 相反， 一个好的神话能够引用许多对它有利的事实，

它有时甚至比今天受到高度赞誉的科学理论更坚定地根植于事实。”① 有鉴于此， 我们

在审视一个观点或论断时， 就需要警惕陷入以特定案例或证据构造的陷阱， 而要展开

充分的思辨式拷问。 譬如， 田国强说， 科学的核心在于通过控制实验将其他影响因子

固定后进行比较。 但实际上， 无论是计量经济学还是实验经济学， 都没能从根本上满

足这一条件。 再如， 田国强认为通过控制实验科学方法就可以得出中国的巨大成就归

功于市场化改革。 但实际上， 当宏观环境很不稳定时， 根本就无法通过控制实验得出

所谓的 “科学” 结论。

六　“有为政府说”为何遭到普遍反对：新古典的信念

识别和勘定政府和市场的作用边界是保障现代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 但

学术界似乎迄今依然没有形成基本共识。 穆勒当年就说： “支持政府干预的人， 只是满

足于坚持说， 只要干预是有用的， 政府就有权也有职责进行干预； 而属于自由放任学

派的人们， 则力图明确限定政府的职权范围， 往往把政府的职权范围限定为保护人身

和财产的安全， 使其免受暴力和欺诈的危害， 但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 无论他们自己

还是其他人都不会同意这种限定， 因为……， 它排除了某些必不可少的、 为人们一致

承认的政府职责。”② 为何会出现这种状态呢？ 根本上就在于， 我们还缺乏对政府和市

场本质特性及其内在缺陷的认识； 同时也在于， 我们迄今还没有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

安排来保障两者能够充分发展其效能并抑制其内在的 “恶”。

（一） 现代经济学人的偏执性思维

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 学者们往往以政治性和实用性思维而非学术性和哲理性思

１５

①
②

〔美〕 费耶阿本德： 《知识、 科学与相对主义》， 陈健等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第 ４４ ～ ４５ 页。
〔英〕 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 （下卷）， 赵荣潜等译，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１， 第 ５２９ ～ ５３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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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来理解政府和市场等术语， 以致论战往往不是缩小而是加大对事物认知的原有分歧，

乃至出现对立和两极的态度。 譬如， 田国强一再强调， “一个有效的市场的必要条件是

有限政府而不是有为政府”①， 因为 “有限政府和有为政府的本质差别在于， 是着眼中

长期发展还是着眼短期发展， 是强调改革还是不强调改革， 是靠制度还是靠政策， 是

落脚于国家治理还是不落脚于国家治理”。② 很大程度上， 这就是源自田国强的个人理

解， 而且是一种错误认知。 究其原因， ①有为政府根本不是不要改革， 只不过是要认

识和弥补市场的缺陷， 而不是 “唯市场化” 的改革； ②有为政府也不是只关注短期问

题， 相反恰恰是集中于中长期发展， 尽管也会采用实用主义态度去关注和解决现实世

界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 ③相应的， 有为政府根本上就不仅仅是政策性的而更主

要是制度性的， 致力于探寻一个促进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间互补共进的制度安排。

事实上， 仅仅由市场失灵就可以推论出政府功能的合理存在， 现代经济学教材中

也常常承认存在市场失灵问题。 譬如， 即使被新古典经济学、 奥地利学派以及其他自

由主义经济学派共同视为思想教父的哈耶克， 也指出， “大凡在能够用市场为人们提供

他们所需要的服务的场合， 诉诸市场可以说是最为有效的方法； 但是， 这却并不意味

着在市场无法提供这些服务的场合， 我们就不可以诉诸其他方法了”③。 更不用说， 被

现代主流经济学奉为自由主义先驱和市场学说缔造者的斯密， 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被

视为有为政府的支持者， 至少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最小政府的鼓吹者； 因为他主张政府

应该举办和维护那些私营企业无利可图的公共福利事业和公共设施， 也主张根据社会

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不同产品和行业征收不同的税收。

在斯密看来， 政府承担的工作内容至少应包括： ①管制纸币类的银行业务， 包括

在允许部分准备金制度的银行业务以后， 禁止小面额银行券发行； ②举办公共交通企

业， 包括公路、 桥梁和港口等公共工程， 因为私人企业将没有以适当方式从事这些活

动的 “动机”； ③铸造货币和建立邮政局， 因为这些是有利可图的； ④建立有限期的专

利和版权制度； ⑤设立高利贷法， 主张设立稍微高于对初始借贷者收取的利率的 ５％的

利息率上限， 使信贷能够达到朴素的初始接待人手里， 而远离那些投资者和 “铺张浪

费的” 消费者； ⑥对抵押贷款实行强制登记， 竭力使经济转向有利于更多 “生产劳动”

的资本投资和更少的消费； ⑦对 “谷物” 出口实行某些限制， 并允许某些暂时特许的

垄断公司； ⑧建立公共教育， 斯密特别强调公共教育的作用， 认为这些作用虽然有限

２５

①

②
③

田国强： 《对当前中国改革及平稳转型意义重大的三个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与有限政府的建

立》， 《第一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田国强： 《有限政府， 有为政府？》， 《财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
〔英〕 哈耶克： 《法律、 立法与自由》 （第２、 ３ 卷）， 邓正来等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２０００， 第３３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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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是非常重要的， 它可以抵消劳动分工使人变愚蠢这一结果； ⑨通过差别性税收来

引导产业发展、 贸易竞争、 消费取向、 财富分配以及资源配置。①

然而， 新古典经济学尤其是奥地利学派总体上还是反对政府主导的经济活动和产

业政策， 其直接的理由就是， 政府同样存在失灵， 甚至比市场失灵更严重。 那么， 承

袭新古典经济学思维的经济学人为何极力反对政府在产业政策上的作用进而否定有为

政府说呢？ 除了根基于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和自然主义的分析思维外， 另一个重要原

因就在于他们的认知结构。 很大程度上， 认识和信念是比利益更深刻地左右学者的学

术立场和政策主张的东西。 哈耶克就曾写道： “凡是不抱这种偏见的人应当坦率面对的

第一点是， 决定着知识分子观点的， 既不是自私的利益， 更不是罪恶的动机， 而是一

些最为真诚的信念和良好的意图。” 当然， 哈耶克这句话主要是针对当时的社会主义者

的， 他说， “必须承认， 大体而言， 今天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越是受着良好的愿望和理

智的引导， 他就越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者”②。 但是， 这句话实际上适用于所有学者，

尤其是适用于那种信守传统智慧并以此来驳斥他人的 “经院主义学者”。

其实， 任何具有强烈人本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真正学者， 都应该先于普通社会大众

去洞识社会存在的问题并积极探寻改进的途径，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所指的正是此类人。 相应的， 在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中， 好的经济学家就应该更多

地关注市场失灵问题， 进而积极探寻真实市场机制及其缺陷； 而在计划经济为主体的

社会中， 好的经济学家则应该更多地关注政府失灵问题， 进而积极探究政府运行机制

及其缺陷。 然而， 在大众学术时代， 现代经济学人更倾向于接受而不是反思传统智慧。

传统智慧的基本特点就是它具有可接受性， 即需要为大多数人所认同， 或者与流行保

持一致， 或者可以得到更著名人物的支持。 相反， 那些对传统智慧构成挑战的思维往

往很难被人接受， 往往会被批评为没有掌握传统智慧的复杂性， 而这种精微之处只有

那些始终如一、 中规中矩、 耐心细致的人才能理解， 即只有与传统智慧密切关系的人

才能理解。 显然， 自斯密奠基古典经济学体系以来， 自由放任就逐渐成为传统智慧，

那些坚持这种传统智慧的人就被视为主流经济学家， 而对此进行挑战的则被视为非主

流而受到漠视和贬斥。

（二） 新古典经济学何以反对有为政府

就对国家性质和政府功能的认知而言， 学术界至少提出过四种假设： ①仙女模型，

它认为， 公共品供给者只解决市场不能和不愿解决的问题上， 而不会与民争利， 更不

３５

①

②

参见 〔美〕 罗斯巴德 《古典经济学： 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 （第二卷）》， 张凤林译， 商务印书

馆， ２０１２， 第 ７３１ ～ ７３２ 页。
〔英〕 哈耶克： 《经济、 科学与政治： 哈耶克思想精粹》， 冯克利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０， 第 ３０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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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损害任何个体的利益； ②半仙女模型， 它认为， 公共品的供给者不是着眼于每个个

体的利益决定公共品的供给， 而是从总体上考虑整个公利的增长； ③不确定世界模型，

它认为， 公共品供给者的行为也可能是没有效率或者造成更大损害的， 但这并非供给

者的本意， 而是由于信息的不确定性和不完全性； ④女巫模型， 它认为， 公共品的供

给者是追求最大化功利的经济人， 他们可能促成任何有助于保住或获得职位的活动。①

但是， 自休谟的政治学将每个人都设想为一个无赖以来， 西方主流学术就将国家和政

府视为 “恶棍” 来提防， 进而规定了 “守夜人” 角色。 相应的， 主流的经济模型大多

根基于理性选择框架， 它将所有个体以及组织都视为 “恶棍”， 会千方百计地追求其独

自的利益和偏好； 结果， 政府失灵的危害就比市场失灵的危害得到更大程度的宣扬，

经过这种反复的宣传就盛行开了否定政府基本作用的舆论。 进而， 无政府主义的思想

传统在经济学中就得到继承和发扬， 它将国家和政府视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暴力

机关， 依靠 “政治方式” 而非 “经济方式” 为统治阶级谋取财富， 从而最终取消政

府。 简要说明如下。

首先， 新古典经济学静态地承袭了前现代政府功能。 前现代政府很少承担经济功

能， 而主要执行一种统治功能， 其征收的税收主要是用于维护统治秩序而不是实现分

配正义， 转移支付的对象主要是统治阶级而不是弱势群体。 １９ 世纪早期美国著名政治

家卡尔霍恩写道： “政府代理人和雇员构成了对税收利益的独占性接受者这样一个社会

团体。 以税收的名义从社会中得到的无论多少， 如果不失去， 就会以支出或支付的名

义流入他们身上”， 相应的， “政府不公平的财政行为的必然结果是将社会划分为两个

主要阶级： 一方面是实际上支付税收从而当然地单独承担支持政府责任的这些人， 另

一方面是通过支付而成为税收利益的接受者的那些人， 他们实际上是被政府支持的；

或者简单地说， 社会被分成了税收支付者和税收消费者两个阶级”， 从而造成了 “这样

的效果是， 在政府的财政活动和所有与之相关的政策方面， 他们成为了敌对的关系。

因为税收和支付越多， 一方的收入就越多而另外一方的损失也越多……那么， 效果就

是税收的每一增加都是使另一方变得富裕和强大， 而使得另一方变得贫穷和软弱。”②

事实上， 斯密当初之所以宣扬自由放任主义， 主要也是为了限制当时国王及其政府官

僚的贪婪和掠夺。 问题是， 无论是现代政府的职能还是财政转移支付的对象都已经发

生了根本的改变， 从而也就需要重新理解财政税收的意义。

其次， 新古典经济学构造了传统的 “利维坦” 国家形象。 原始契约说认为， 国家

４５

①

②

朱富强： 《现代西方政治经济学： 以公共选择学派为主的经济和政治理论》， 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第

１８４ ～ １８５ 页。
Ｊ Ｃ Ｃａｌｈｏｕｎ， Ａ Ｄｉｓ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５３）， ｐｐ １６ －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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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基于契约而形成的社会机构， 或者人民通过契约而创造出一

个合法的政治权威， 这个国家或政治权威一经产生就不受个体的制约而拥有至高无上

的主权， 这就是 “利维坦” 国家。 因此， 即使政府确实可以且应该承担越来越广泛的

经济职能以及实现市场经济中不尽如人意的分配正义， 但我们如何保障政府能够有效

做到这一点呢？ 如何保证政府及其代理人不会通过财政收支而中饱私囊呢？ 事实上，

即使在原始契约观已经为社会契约所取代的今天， 人们普遍认为国家以及政府都源于

个人之间的协议， 每个人在国家中拥有平等的 “发言权”， 甚至可以通过契约来更换国

家组织以及政府机构， 但问题是， 我们如何确保政府及其代理人的权力受到制约呢？

阿克顿就提出了广有影响的腐败定律： 权力会产生腐败，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

败。① 确实， 在权力分布极端不均衡的前现代社会， 国有的存在或权威主要依靠军队和

暴力； 而且， 在商业经济普遍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权力日益均等化的今天， 依然存在

相当程度的贪污和腐化现象。 但是， 我们也不能否定， 在绝大多数民主法治比较健全

的社会， 腐化行为已经得到很大的遏制， 日益广泛的人民参与已经建立起了越来越完

善的规章制度以制约政府及其代理人的行为。 布伦南和布坎南就说， “所有的立宪规

则， 都可以被解释为对潜在的权力的限制”②。

再次， 新古典经济学承袭了传统的肯定性理性思维。 肯定性理性思维往往将真理

和现实存在等同起来， 认定现实存在中体现了人类的理性因素， 尤其是没有人为干预

的自然秩序体现上帝的意志和理性精神； 相应的， 竞争性市场中达致的就是一种 “自

然” 价格， 它体现了上帝意志的公正和正义价格。 为此， 新古典经济学就极力推崇自

由市场， 并将自由市场、 自发秩序、 自然规则和社会正义合为一体， 从而也就看不到

分配正义的缺失。 与此不同， 早期古典经济学者往往具有更强的批判理性思维， 他们

往往以理性的眼光审视现实存在与本质之间的脱节， 从真理和现实间的差距中产生

“是” 与 “应当” 间的紧张； 这样， 他们就能够更深刻地剖析现实世界的问题， 乃至

将竞争性市场秩序视为只是体现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正义要素。 伊格尔顿就写道： “马克

思总以阴郁的眼光看待人类大部分的历史， 是因为历史不过是一种压迫和剥削替代另

一种压迫和剥削。 西奥多·阿多诺曾经说， 悲观的思想家对人类解放做出的贡献比那

些盲目乐观的思想家要大。 这是因为他们见证了那些等待我们救赎的社会不公， 而如

果没有他们， 这些不公早已被我们遗忘。 他们向我们展示现实的残酷， 并以此激励我

５５

①
②

〔英〕 阿克顿： 《自由与权力》， 侯健译，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１， 第 ３４２ 页。
〔澳〕 杰弗瑞·布伦南、 〔美〕 詹姆斯·布坎南： 《征税权———财政宪法的分析基础》； 见 〔澳〕 杰弗瑞·
布伦南和 〔美〕 詹姆斯·布坎南 《宪政经济学》 第一部分， 冯克利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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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着手改变。”① 相应的， 针对自由市场交易中所显示出来的机会平等， 马克思评论说，

资本主义交易的正义仅仅在于它们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 在于资本主义的占有与分

配符合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服务的正义标准。②

七　本文的写作初衷

上面笔者对田国强预计张维迎等与林毅夫有关有为政府和有限政府及其相应的产

业政策之争做了梳理， 并以个人的理论和现实认识做了评述。 其实， 笔者长期偏居一

隅默默地梳理自身的所学、 所思和所悟， 只在为提升自身认知的 “为己之学”， 甚少参

与时下的学术之争， 而更希求能够为后人留下值得一观的文字。 但由于偶然的机会，

看了林毅夫与张维迎、 田国强等人的争论， 引起了原来一些思考的共鸣； 同时， 也感

受到了他们真诚的学术态度和求真的学术精神， 因而也就会不揣谫陋而写下上述东西。

笔者以为， 真正的学者往往能够跳出个人利益关系的束缚而承担起对人类社会发

展的道德责任， 努力通过知识探究来启蒙社会大众和促进社会进步。 这意味着， 作为

一个真正学人， 他的学术取向和价值立场与其说取决于他的个人利益， 不如说与其知

识结构及其相应的社会理念更相关。 由此， 我们就可以理解当前经济学界为何对一些

最基本的政府功能都存在巨大的分歧和尖锐的对立， 并引起激烈而广泛的争论， 根本

上就在于他们所接受的不同的理论学说。

就当前经济学界围绕政府功能及其相应的产业政策所展开的激烈论战而言， 它既

可能带来积极意义， 也可能潜含消极因素。 在积极意义方面， 如果论战被很好地限制

在学术层面， 自由的学术交流和争论就有助于深化对政府和市场之关系的认识， 进而

也有助于推动经济学理论的探究和发展， 这就如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计划和市场之争最终

带来的结果； 在消极因素方面， 如果论战被人为地提升到政治层面和道德层面， 相互

之间的人身攻击和政治批判将扼杀和抑制学术的交流和发展， 最终可能使得各自的原

有立场更为强化， 学说也将更加分化进而日趋极端。 笔者希望这次论战的结果是前者，

从而笔者也愿意参与讨论以提升自身的 “为己之学”。

６５

①
②

〔英〕 伊格尔顿：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李杨等译， 新星出版社，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１ 页。
转引自 〔英〕 卢克斯 《马克思主义与道德》， 袁聚录译，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６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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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利润最大化的两大部类比例收敛及其启示
∗
　①

陶为群∗∗　②

摘　 要： 根据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公式， 两大部类比例收敛对应着两大部类再生产

平衡增长。 基于利润最大化两大部类比例能否收敛到有一般意义的优化的稳态， 具有

理论意义。 在第Ⅰ部类资本利润率高于第Ⅱ部类的条件下， 社会总资本的利润最大化

与第Ⅰ部类优先积累具有等价性。 根据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公式中的状态转移方程和第

Ⅰ部类优先积累原则， 建立了当年两大部类比例决定下一年两大部类比例的函数关系。

利用这个函数关系推导和证明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大部类比例必然变化成为一个

确定的常数并在此后保持不变。 这说明遵循社会总资本利润最大化准则调节社会再生

产， 可以使社会扩大再生产系统形成有一般意义的优化稳态结构。 它的启示是： 在第

Ⅰ部类资本利润率不高于第Ⅱ部类的条件下， 第Ⅰ部类优先积累也可以使社会再生产

系统形成有一般意义的优化稳态结构， 并举例验证了基于利润最大化的两大部类比例

收敛。

关键词： 社会再生产　 两大部类比例　 状态转移方程　 收敛　 结构优化

一　引言

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在两大部类社会再生产公式得到了集中体现。 按照马克

思社会再生产理论， 社会生产的部门划分成生产生产资料、 消费资料的两个部类，

分别记为第Ⅰ部类、 第Ⅱ部类。 在经典的再生产公式里， 每个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

剩余价值率是固定不变的， 因此在每个部类内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比例是固定不变

的。 一旦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确定， 社会再生产中的全部比例关系也就确定了。 根

据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中的按比例发展原理， 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影响和制约着

每个部类的资本积累， 反过来两个部类的资本积累又导致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变化。

所以动态地看， 两大部类之间比例与全社会的资本积累有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

因而， 两大部类之间比例如何变化成为对于社会再生产动态化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

９５

①

②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深化与拓展的数理分析”
（１５ＦＪＬ００８）。
陶为群， 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研究员， 安徽财经大学兼职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数量

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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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长期以来一直有关于两大部类之间比例变化的研究。 贾凤和指出， 假定第Ⅰ部类

的有机构成高于第Ⅱ部类并且两个部类的剩余价值率相同， 则两大部类对比关系存在

着上限， 并且只有第Ⅰ部类优先增长， 才能提高来年均衡国民收入增长速度。① 白暴力

对于分析两大部类比例变化做了探索， 指出第Ⅰ部类对于第Ⅱ部类比例的提高、 不变、

降低分别对应着第Ⅰ部类增长快于、 等于、 慢于第Ⅱ部类。②裴小革提出， 虽然第Ⅰ部

类在社会再生产中占有先行地位， 但从长期趋势来看， 它的生产却是与第Ⅱ部类的生

产以同一程度增加的。③由于如果第Ⅰ部类与第Ⅱ部类的生产以同一程度增加， 那么两

大部类之间比例就保持不变， 所以按照他提出的论点， 从长期趋势来看两大部类之间

比例是收敛的。 陶为群提出并证明了两大部类再生产平衡增长 （即两大部类比例是不

变的常数） 的充分必要条件， 提出通过对第Ⅰ部类积累率施加控制使两大部类比例收

敛， 但没有做出严格论证。④ 以上这些研究的结果都对于进一步研究两大部类之间比例

的变化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利润是商品经济社会存在着的一个客观经济范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使资本

更多地增值是一种内在要求， 因而利润最大化成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般准则。

基于利润最大化的准则， 两大部类之间比例的如何变化以及是否收敛， 对关于两大

部类比例变化问题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对于两大部类比例收敛问题， 以经济学的

眼光看是一个经济问题； 以数学的眼光看是一个典型的数学问题。 因此， 下面使用

文字论述与数学证明相结合的方法， 阐述基于利润最大化的两大部类比例收敛及其

启示。

二　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公式中的两大部类比例变化

按照运筹学的动态规划中的术语讲， 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公式中的两大部类比例变

化是一个状态转移方程。

根据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 社会再生产中第 ｊ 部类 （ ｊ ＝ Ⅰ， Ⅱ， 下同） 在 ｔ 年

初时点的总资本分解成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 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两个

部分， 分别记为 Ｃ（ ｔ）
ｊ 、 Ｖ（ ｔ）

ｊ ， Ｃ（ ｔ）
ｊ 和 Ｖ（ ｔ）

ｊ 都是每年周转一次； Ｖ（ ｔ）
ｊ 带来剩余价值 Ｍ（ ｔ）

ｊ 。 第 ｊ

０６

①

②
③
④

贾凤和： 《两部类结构比与第Ⅰ部类优先增长等之间关系的数理证明》，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１９９０
年第 ２ 期。
白暴力： 《两大部类比例变化的理论分析》， 《经济评论》 ２０００ 年第 ２ 期。
裴小革： 《马克思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对比速度问题探析》， 《学习与探索》 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
陶为群： 《两大部类再生产平衡增长的充要条件及其应用》， 载 《政治经济学报》 第 ５ 卷，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２０１５， 第 １７４ ～ １８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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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类产品当中消耗的不变资本对于可变资本的固定不变倍数 ｈ ｊ 表示该部类的资本有

机构成。 剩余价值 Ｍ（ ｔ）
ｊ 与可变资本 Ｖ（ ｔ）

ｊ 之间保持固定不变的比率， 以 ｅ ｊ 表示， 是第 ｊ

部类的剩余价值率。 以 Ｙ（ ｔ）
ｊ 表示第 ｊ 部类的新创造价值， 对确定了含义的字母前面加

符号 Δ 表示在当年再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增量， 以 Ｍ（ ｔ）
ｘｊ 表示第 ｊ 部类企业所有者把

本部类的剩余价值中用于个人消费的部分。 由于剩余价值 Ｍ（ ｔ）
ｊ 是形成本部类的新增

资本和企业所有者的剩余价值消费的唯一来源， 所以存在着剩余价值使用的行为

方程：

ΔＣ（ ｔ）
ｊ ＋ ΔＶ（ ｔ）

ｊ ＋ Ｍ（ ｔ）
ｘｊ ＝ Ｍ（ ｔ）

ｊ 　 ｊ ＝ Ⅰ，Ⅱ （１）

已经有研究结果根据式 （１） 和每个部类内部总产值的各构成部分之间保持固定不

变关系以及生产资料、 消费资料的供求均衡条件， 将社会再生产公式简化成一个两大

部类当年不变资本积累均衡条件①：

ΔＣ（ ｔ）
Ⅰ ＋ ΔＣ（ ｔ）

Ⅱ ＝ Ｙ（ ｔ）
Ⅰ － Ｃ（ ｔ）

Ⅱ （２）

因为不变资本积累均衡条件对应着全部资本积累均衡条件， 因而， 式 （２） 可以称

为资本积累均衡方程。 扩大再生产是有剩余价值用作资本积累， 成为新增不变资本和

可变资本。 以 μ（ ｔ）
ｊ 表示第 ｊ 部类的剩余价值积累率， 那么 μ（ ｔ）

ｊ 是扩大再生产的决策变量，

从式 （１） 可以得到：

ΔＣ（ ｔ）
ｊ ＋ ΔＶ（ ｔ）

ｊ ＝ μ（ ｔ）
ｊ Ｍ（ ｔ）

ｊ 　 ｊ ＝ Ⅰ，Ⅱ （３）

由于每个部类内部各构成部分之间保持固定不变关系， 用两大部类新创造价值之

间的比例：

φ（ ｔ） ＝ Ｙ（ ｔ）
Ⅱ ／ Ｙ（ ｔ）

Ⅰ （４）

可以总体表示两大部类之间的结构， φ（ ｔ） 与资本有机构成、 剩余价值率参数 ｈ ｊ、 ｅｊ
共同体现了两大部类再生产系统的完整结构。 φ（ ｔ） 表示了在 ｔ 年初时点的两大部类比例

客观条件， 并且随着时间 ｔ 变化， 按运筹学的动态规划中的术语称为状态变量。 将式

（３） 和 φ（ ｔ） 的表达式 ［式 （４）］ 代入资本积累均衡方程式 （２）， 得到：

ｈⅠｅⅠ
（１ ＋ ｈⅠ）（１ ＋ ｅⅠ）μ

（ ｔ）
Ⅰ ＋

ｈⅡｅⅡ
（１ ＋ ｈⅡ）（１ ＋ ｅⅡ）φ

（ ｔ） μ（ ｔ）
Ⅱ ＝ １ －

ｈⅡ

１ ＋ ｅⅡ
φ（ ｔ） （５）

式 （５） 是以两个部类积累率为扩大再生产的决策变量的资本积累均衡方程， 从这

１６

① 陶为群： 《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的充分必要条件与求解》， 《经济数学》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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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程可以看到， 对于 ｔ 年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 φ（ ｔ） 起着一个参数的作用， 影响和制约

着每个部类的资本积累。 对于式 （５） 可以把 μ（ ｔ）
Ⅰ 作为自由变量， 从中解出 μ（ ｔ）

Ⅱ ：

μ（ ｔ）
Ⅱ ＝

１ ＋ ｈⅡ

ｅⅡ
｛
１ ＋ ｅⅡ
ｈⅡφ（ ｔ） ［１ －

ｈⅠｅⅠ
（１ ＋ ｈⅠ）（１ ＋ ｅⅠ）μ

（ ｔ）
Ⅰ ］ － １｝ （６）

式 （６） 表明了两个部类积累率之间的关系。

两大部类结构状态变化是由每个部类的资本积累导致的。 按照状态变量 φ（ ｔ） 的定

义式 （４）， 得到

φ（ ｔ＋１） ＝
Ｙ（ ｔ）

Ⅱ ＋ ΔＹ（ ｔ）
Ⅱ

Ｙ（ ｔ）
Ⅰ ＋ ΔＹ（ ｔ）

Ⅰ
（７）

根据每个部类各构成部分之间的固定不变关系和式 （３）， 得到：

ΔＹ（ ｔ）
ｊ ＝

ｅ ｊ
１ ＋ ｈ ｊ

μ（ ｔ）
ｊ Ｙ（ ｔ）

ｊ 　 ｊ ＝ Ⅰ，Ⅱ （８）

将式 （８） 和 φ（ ｔ） 的表达式 ［式 （４）］ 代入 （７）， 得到：

φ（ ｔ＋１） ＝ φ（ ｔ） １ ＋ μ（ ｔ）
Ⅱ ｅⅡ ／ （１ ＋ ｈⅡ）

１ ＋ μ（ ｔ）
Ⅰ ｅⅠ ／ （１ ＋ ｈⅠ）

（９）

再将两个部类积累率之间的关系式 （６） 代入 （９）， 得到：

φ（ ｔ＋１） ＝
１ ＋ ｅⅡ

ｈⅡ（１ ＋ ｅⅠ）［
１ ＋ ｈⅠ ＋ ｅⅠ

１ ＋ μ（ ｔ）
Ⅰ ｅⅠ ／ （１ ＋ ｈⅠ）

－ ｈⅠ］ （１０）

式 （１０） 揭示了每个部类的资本积累如何导致两大部类之间比例变化， 确定了下

一年的两大部类比例与当年积累的决策自变量 μ（ ｔ）
Ⅰ 之间的函数关系， φ（ ｔ ＋１） 是 μ（ ｔ）

Ⅰ 的严格

单调递减函数。 式 （１０） 表示了从 ｔ 年初到 ｔ ＋ １ 年初的状态转移规律， 按照运筹学的

动态规划中的术语称为状态转移方程。① 它作为纽带把两个相邻年份的社会扩大再生产

连接起来。

三　基于利润最大化的两大部类比例变化的连续函数

根据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 剩余价值是利润的本质， 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

态； 利润最大化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般准则。 社会总资本的利润是两个部类资本

利润之和。 第 ｊ 部类的资本利润率是剩余价值 Ｍ（ ｔ）
ｊ 与资本 ［ Ｃ（ ｔ）

ｊ ＋ Ｖ（ ｔ）
ｊ ］ 之间的比率

ｅｊ ／ （１ ＋ ｈ ｊ）。 因此， 在第Ⅰ部类利润率高于第Ⅱ部类， 即 ｅⅠ ／ （１ ＋ ｈⅠ） ＞ ｅⅡ ／ （１ ＋ ｈⅡ），

２６

① 胡运权、 郭耀煌： 《运筹学教程》 （第 ４ 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第 １８８ ～ １８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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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下， 从动态的意义讲， 当且仅当第Ⅰ部类的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重达到最高，

社会总资本的利润最大。 而当且仅当第Ⅰ部类的资本积累最大， 第Ⅰ部类的资本占社

会总资本的比重能够达到最高。 所以， 社会总资本利润最大化要求各年的第Ⅰ部类资

本积累最大化， 也就是第Ⅰ部类优先积累。

已经有研究提出并证明， 在第Ⅰ部类利润率高于第Ⅱ部类， 即 ｅⅠ／ （１ ＋ ｈⅠ） ＞ ｅⅡ ／ （１ ＋ｈⅡ）

的条件下， 对于任何 ｔ 年， 社会扩大再生产持续进行的充分必要条件是：

φ∗∗≤ φ（ ｔ） ＜ φｍａｘ （１１）

式中 φ∗∗ ＝ φｍａｘ

１ ＋ ｅⅡ ／ （１ ＋ ｈⅡ）［１ －
ｈⅠ

１ ＋ ｅⅠ
（

ｅⅡ
１ ＋ ｈⅡ

）］

并且式 （６） 中的资本积累决策自变量 μ（ ｔ）
Ⅰ 的定义域是：

ｍａｘ ０，
（１ ＋ ｈⅠ）（１ ＋ ｅⅠ）

ｈⅠｅⅠ
［１ － φ（ ｔ）

φｍａｘ（１ ＋
ｅⅡ

１ ＋ ｈⅡ
）］{ }≤ μ（ ｔ）

Ⅰ ≤ ｍｉｎ μ∗
Ⅰ ，

（１ ＋ ｈⅠ）（１ ＋ ｅⅠ）
ｈⅠｅⅠ

［１ － φ（ ｔ）

φｍａｘ］{ }

（１２）

式中 μ∗
Ⅰ ＝

ｅⅡ（１ ＋ ｈⅠ）
ｅⅠ（１ ＋ ｈⅡ） 和 μ（ ｔ）

Ⅰ ＞ ０ 。①

在第Ⅰ部类利润率高于第Ⅱ部类即 ｅⅠ ／ （１ ＋ ｈⅠ） ＞ ｅⅡ ／ （１ ＋ ｈⅡ） 的条件下， 当自变

量 μ（ ｔ）
Ⅰ 取最大值 ｍａｘ［μ（ ｔ）

Ⅰ ］ 时， 最大值是状态变量 φ（ ｔ） 的函数 ｑⅠ［φ（ ｔ）］。 根据式 （１２），

可以明确地写出：

ｑⅠ［φ（ ｔ） ］ ＝
μⅠ

∗， 当 φ∗∗≤ φ（ ｔ） ≤ φｍａｘ［１ －
ｈⅠ

１ ＋ ｅⅠ
（

ｅⅡ
１ ＋ ｈⅡ

）］；

（１ ＋ ｈⅠ）（１ ＋ ｅⅠ）
ｈⅠｅⅠ

［１ － φ（ ｔ）

φｍａｘ］， 当 φｍａｘ［１ －
ｈⅠ

１ ＋ ｅⅠ
（

ｅⅡ
１ ＋ ｈⅡ

）］ ≤ φ（ ｔ） ＜ φｍａｘ

ì

î

í

ï
ï

ïï

（１３）

当
ｅⅠ

１ ＋ ｈⅠ
＞

ｅⅡ
１ ＋ ｈⅡ

时， 将状态转移方程式 （１０） 确定的下一年的两大部类比例与当

年积累自变量 μ（ ｔ）
Ⅰ 之间的函数关系以 φ（ ｔ ＋１） ＝ ｇ［μ（ ｔ）

Ⅰ ］ 表示， 再把 μ（ ｔ）
Ⅰ 取最大值的

ｑⅠ［φ（ ｔ）］ 代入状态转移方程式 （１０）， 就得到下面的第Ⅰ部类优先积累原则下的状态转

移方程式：

φ（ ｔ＋１） ＝ ｇ｛ｑⅠ［φ（ ｔ） ］｝ ＝

φ∗∗， 当 φ∗∗≤ φ（ ｔ） ≤ φＣ
１ ；

ｈⅠ（１ ＋ ｅⅡ）
ｈⅡ（１ ＋ ｅⅠ）［

（１ ＋ ｅⅡ）（１ ＋ ｈⅠ ＋ ｅⅠ）
（１ ＋ ｅⅡ）（１ ＋ ｈⅠ ＋ ｅⅠ） － φ（ ｔ） ｈⅡ（１ ＋ ｅⅠ）

－ １］

当 φＣ
Ⅰ ≤ φ（ ｔ） ＜ φｍａｘ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１４）

３６

① 陶为群： 《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的按比例发展定理》， 《经济数学》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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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φＣ
１ ＝ φｍａｘ［１ －

ｈⅠ

１ ＋ ｅⅠ
（

ｅⅡ
１ ＋ ｈⅡ

）］， 当
ｅⅠ

１ ＋ ｈⅠ
＞

ｅⅡ
１ ＋ ｈⅡ

式 （１４） 表明， 在第Ⅰ部类利润率高于第Ⅱ部类的条件下， 如果追求社会总资本

利润最大， 那么下一年的两大部类比例就由当年两大部类比例所决定。

从式 （１４） 看到， 当 φ∗∗≤φ（ ｔ） ≤φＣ
１ ， φ（ ｔ ＋１） ＝ ｇ｛ｑⅠ［φ（ ｔ）］｝ 是 φ（ ｔ） 的常数函数； 而

当 φＣ
１ ≤ φ（ ｔ） ＜ φｍａｘ， ｇ｛ｑⅠ［φ（ ｔ）］｝ 是由常数和基本初等函数幂函数经过有限次的四则运

算所构成的一个初等函数。 根据数学中的连续函数理论， 函数 φ（ ｔ ＋１） ＝ ｇ｛ｑⅠ［φ（ ｔ）］｝ 是

一个常数函数与一个初等函数分段连接构成； 这两个函数都是连续函数， 并且两个函

数的连接点是 φＣ
１ ， 在连接点两个函数的取值相同都是 φ∗∗。 即

ｇ［ｑⅠ（φＣ
１ ）］ ＝ φ∗∗ （１５）

所以， 由这两个函数分段连接构成的函数 φ（ ｔ ＋１） ＝ ｇ｛ｑⅠ［φ（ ｔ）］｝ 在函数的定义域上

也是连续函数， 其中在 φ∗∗处右连续。①

四　基于利润最大化的两大部类比例收敛

下面推导和证明： 基于利润最大化， 在第Ⅰ部类利润率高于第Ⅱ部类的条件下，

两大部类比例必然变化成为确定的常数 φ∗∗并在此后始终保持不变。

根据第Ⅰ部类优先积累原则下的状态转移方程式 （１４）， 如果初始第 １ 年两大部类

的初始比例 φ（１） 不大于两大部类比例变化的连续函数 ｇ｛ｑⅠ［φ（ ｔ）］｝ 当中的连接点 φＣ
１ ，

即初始比例所处区间是 φ∗∗≤ φ（１） ≤ φＣ
１ ， 那么从第 ２ 年起两大部类的比例就成为不变的

常数 φ∗∗并在此后始终保持不变， 即对于 ｔ ＝ １， ２， ３， …； φ（ ｔ ＋１） ＝ φ∗∗。

如果初始第 １ 年两大部类的初始比例大于连续函数当中的连接点 φＣ
１ ， 即初始比例

所处区间是 φＣ
１ ≤φ（１） ＜ φｍａｘ，那么只要某年两大部类的比例变化到不大于连续函数的连

接点 φＣ
１ ， 根据式 （１４） 下一年两大部类的比例就变化成为确定的常数 φ∗∗并从此保持不

变。 所以， 只要证明两大部类比例在某年必然变化到不大于连续函数 ｇ｛ｑⅠ［φ（ ｔ）］｝ 的

连接点 φＣ
１ 。 也就是证明必然存在某个正整数 Ｎ， 使

φ∗∗≤ φ（Ｎ） ≤ φＣ
１ （１６）

因为根据式 （１４）， 当 φＣ
１ ≤ φ（１） ＜ φｍａｘ 通过迭代可确定：

φ∗∗≤ φ（ ｔ＋１） ＜ φｍａｘ （１７）

４６

① 徐小湛： 《高等数学学习手册》，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第 １６ ～ ２２、 ５５ ～ ５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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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于式 （１６） 就只需要证明存在正整数 Ｎ 使 φ（Ｎ） ≤ φＣ
１ 。 下面使用反证法通过

两个步骤加以证明。

假设当初始第 １ 年两大部类的初始比例大于连续函数 ｇ｛ｑⅠ［φ（ ｔ）］｝ 当中的连接点

φＣ
１ 时， 以后任何一年两大部类的比例都不能够变化到不大于连续函数的连接点 φＣ

１ 。 即

φＣ
１ ≤ φ（ ｔ＋１） ≤ φｍａｘ， 当 φＣ

１ ＜ φ（１） ＜ φｍａｘ （１８）

第一步， 证明各年两大部类比例形成的数列 φ（ ｔ ＋１）{ } 收敛， 也就是存在一个极限。

将式 （１８） 代入式 （１４） 表示的函数关系 φ（ ｔ ＋１） ＝ ｇ｛ｑⅠ［φ（ ｔ）］｝， 可解得：

φ（ ｔ＋１） ＜ φ（ ｔ） （１９）

式 （１９） 表明， 各年两大部类比例形成严格单调递减的数列 ｛φ（ ｔ ＋１）｝。 另一方面按

照假设的式 （１８）， 连续函数的连接点 φＣ
１ 是这个严格单调递减数列的下界。 于是， 根

据数学中单调有界数列收敛的准则， 数列 ｛φ（ ｔ ＋１）｝ 是收敛的， 也就是数列存在着极

限。① 以 φ０ 表示这个数列的极限， 得到：

ｌｉｍ
ｔ→¥

φ（ ｔ＋１） ＝ ｌｉｍ
ｔ→¥

φ（ ｔ） ＝ φ０ （２０）

并且根据式 （１８） 这个极限 φ０ 小于 φｍａｘ 并且不小于 φＣ
１ 。 即

φＣ
１ ≤ φ０ ＜ φｍａｘ （２１）

第二步， 证明两大部类比例形成的数列存在极限与下一年的两大部类比例是当

年两大部类比例的连续函数矛盾。 因为根据第Ⅰ部类优先积累原则下的状态转移方

程式 （１４）， φ（ ｔ ＋１） ＝ ｇ｛ｑⅠ［φ（ ｔ） ］｝ 是 φ（ ｔ） 的连续函数， 根据式 （２１） 在点 φ０ 处连续。

那么根 据 连 续 函 数 的 性 质， 当 φ（ ｔ） 无 限 趋 近 φ０ 时， ｇ｛ｑⅠ［φ（ ｔ） ］｝ 无 限 趋 近

ｇ｛ｑⅠ［φ０］｝。 即

ｌｉｍ
ｔ→¥

φ（ ｔ＋１） ＝ ｌｉｍ
φ（ ｔ）→φ０

ｇ｛ｑⅠ［φ（ ｔ） ］｝ ＝ ｇ［ｑⅠ（φ０）］ （２２）

所以根据式 （２０） 和式 （２２）， 随着时间 ｔ 无限延伸， φ０ 和 ｇ［ｑⅠ（φ０）］ 都是数列

｛φ（ ｔ ＋１）｝ 的极限。 根据数列极限的唯一性， 得到：

ｇ［ｑⅠ（φ０）］ ＝ φ０ （２３）

但是， 将式 （２１） 代入式 （１４）， 又得到：

ｇ［ｑⅠ（φ０）］ ＜ φ０ （２４）

５６

① 徐小湛： 《高等数学学习手册》，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第 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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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２４） 与式 （２３） 互相矛盾， 而两式同为由式 （２０） 必然得出的结果， 因而式

（２０） 不能成立； 式 （２０） 又是由式 （１８） 必然得出的结果， 因而假设的式 （１８） 不

能成立。 所以证明了只能式 （１６） 成立。 也就是说： 如果初始第 １ 年两大部类的初始

比例大于式 （１４） 表示的连续函数当中的连接点 φＣ
１ ， 必然此后某一年两大部类比例变

化到处于此式中的两大部类比例最小值 φ∗∗和连续函数的连接点 φＣ
１ 之间， 进而在下一

年变化成为确定的常数 φ∗∗并在此后始终保持不变。 总之， 只要以第Ⅰ部类优先积累作

为调节社会再生产的原则， 无论初始第 １ 年两大部类的初始比例 φ（１） 处于状态转移方

程式 （１４） 表示的连续函数 φ（ ｔ ＋１） ＝ ｇ｛ｑⅠ［φ（ ｔ）］｝ 定义域的自变量两个取值区间中的哪

一个里面， 两大部类比例 φ（ ｔ） 都必然在某一年变化成为确定的常数 φ∗∗并从此保持不

变， 两大部类比例收敛。

已经有研究提出并证明： 在第Ⅰ部类利润率高于第Ⅱ部类的条件下， 如果两大部

类比例是最小值 φ∗∗， 就使两大部类的新创造价值获得最优平衡增长率 ｅⅡ ／ （１ ＋ ｈⅡ） 并

保持不变。① 所以， 基于利润最大化的两大部类比例收敛， 意味着使社会扩大再生产系

统形成了有一般意义的优化稳态结构。

五　基于利润最大化的两大部类比例收敛的启示

在第Ⅰ部类资本利润率高于第Ⅱ部类的条件下， 社会总资本利润最大化准则与第

Ⅰ部类优先积累原则具有等价性， 可以通过第Ⅰ部类资本积累最大化使两大部类比例

收敛， 从而使社会再生产形成有一般意义的优化稳态结构。 这一结果自然提出一个重

要问题： 在第Ⅰ部类资本利润率不高于第Ⅱ部类的条件下， 能否也把第Ⅰ部类优先积

累作为调节社会再生产的原则， 从而使社会扩大再生产系统形成优化稳态结构呢？ 对

于这个问题可以运用同样的研究方法获得确定的答案。

与在第Ⅰ部类资本利润率高于第Ⅱ部类的条件下一样， 在第Ⅰ部类资本利润率不

高于第Ⅱ部类即 ｅⅠ ／ （１ ＋ ｈⅠ） ≤ ｅⅡ ／ （１ ＋ ｈⅡ） 的条件下， 社会扩大再生产的状态转移方

程仍然是式 （１０）。 只不过社会扩大再生产持续进行的充分必要条件有所不同。

已经有研究提出并证明， 在第Ⅰ部类利润率不高于第Ⅱ部类的条件下， 社会扩大

再生产持续进行的充分必要条件是：

φｍｉｎ ≤ φ（ ｔ） ＜ φｍａｘ （２５）

式中 φｍｉｎ ＝ １
１ ＋ ｅⅠ

（
１ ＋ ｅⅡ
ｈⅡ

）
１ ＋ ｅⅠ ／ （１ ＋ ｈⅠ）
１ ＋ ｅⅡ ／ （１ ＋ ｈⅡ）， φｍａｘ ＝

１ ＋ ｅⅡ
ｈⅡ

６６

① 陶为群： 《两大部类再生产平衡增长的充要条件及其应用》， 载 《政治经济学报》 第 ５ 卷，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２０１５， 第 １７４ ～ １８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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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两个部类积累率之间的关系式 （６） 中自变量 μ（ ｔ）
Ⅰ 的定义域是：

ｍａｘ ０，
（１ ＋ ｈⅠ）（１ ＋ ｅⅠ）

ｈⅠｅⅠ
［１ － φ（ ｔ）

φｍａｘ（１ ＋
ｅⅡ

１ ＋ ｈⅡ
）］{ }≤ μ（ ｔ）

Ⅰ ≤ ｍｉｎ （１ ＋ ｈⅠ）（１ ＋ ｅⅠ）
ｈⅠｅⅠ

［１ － φ（ ｔ）

φｍａｘ］，１{ }

（２６）

和 μ（ ｔ）
Ⅰ ＞ ０ 。① 如果仍然把第Ⅰ部类优先积累作为调节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原则， 使

自变量 μ（ ｔ）
Ⅰ 取最大值 ｍａｘ［μ（ ｔ）

Ⅰ ］， 那么 ｍａｘ［μ（ ｔ）
Ⅰ ］ 同样是状态变量 φ（ ｔ） 的函数 ｑⅠ［φ（ ｔ）］。

根据式 （２６）， 可以明确地写出：

ｑⅠ［φ（ ｔ） ］ ＝
１， 当 φｍｉｎ ≤ φ（ ｔ） ≤ φ∗（１ ＋

ｅⅠ
１ ＋ ｈⅠ

）；

（１ ＋ ｈⅠ）（１ ＋ ｅⅠ）
ｈⅠｅⅠ

［１ － φ（ ｔ）

φｍａｘ］， 当 φ∗（１ ＋
ｅⅠ

１ ＋ ｈⅠ
） ≤ φ（ ｔ） ＜ φｍａｘ

ì

î

í

ï
ï

ïï

（２７）

式中 φ∗ ＝
１ ＋ ｅⅡ

ｈⅡ（１ ＋ ｅⅠ）， 当
ｅⅠ

１ ＋ ｈⅠ
≤

ｅⅡ
１ ＋ ｈⅡ

时。

将式 （２７） 代入状态转移方程式 （１０）， 得到下面的在第Ⅰ部类利润率不高于第Ⅱ

部类的条件下的第Ⅰ部类优先积累原则下的状态转移方程式：

φ（ ｔ＋１） ＝ ｇ｛ｑⅠ［φ（ ｔ） ］｝ ＝

φ∗，当 φｍｉｎ ≤ φ（ ｔ） ≤ φ∗（１ ＋
ｅⅠ

１ ＋ ｈⅠ
）；

ｈⅠφ∗［
（１ ＋ ｅⅡ）（１ ＋ ｈⅠ ＋ ｅⅠ）

（１ ＋ ｅⅡ）（１ ＋ ｈⅠ ＋ ｅⅠ） － φ（ ｔ） ｈⅡ（１ ＋ ｅⅠ）
－ １］，

当 φ∗（１ ＋
ｅⅠ

１ ＋ ｈⅠ
） ≤ φ（ ｔ） ＜ φｍａｘ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ï

当
ｅⅠ

１ ＋ ｈⅠ
≤

ｅⅡ
１ ＋ ｈⅡ

（２８）

根据与确定式 （１４） 表示的 φ（ ｔ ＋１） ＝ ｇ｛ｑⅠ［φ（ ｔ）］｝ 是在定义域上的连续函数完全相

同的道理， 也能够确定式 （２８） 表示的 φ（ ｔ ＋１） 是 φ（ ｔ） 在定义域上的连续函数。

使用与在第Ⅰ部类资本利润率高于第Ⅱ部类的条件下同样的方法可以证明： 只要

以第Ⅰ部类优先积累作为调节社会再生产的原则， 无论初始第 １ 年两大部类的初始比

例 φ（１） 处于式 （２８） 表示的连续函数 ｇ｛ｑⅠ［φ（ ｔ）］｝ 定义域的自变量两个取值区间中的

哪一个里面， 两大部类比例 φ（ ｔ） 都必然在某一年变化成为确定的常数 φ∗ 并从此保持

不变。

已经有研究提出并证明： 在第Ⅰ部类利润率不高于第Ⅱ部类的条件下， 如果两大

７６

① 陶为群： 《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的按比例发展定理》， 《经济数学》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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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类比例是最小值 φ∗， 就使两大部类的新创造价值获得最优平衡增长率 ｅⅠ ／ （１ ＋ ｈⅠ）

并保持不变。① 所以， 如果以第Ⅰ部类优先积累作为调节社会再生产的原则， 同样意味

着使社会扩大再生产系统形成了有一般意义的优化稳态结构。

六　第Ⅰ部类优先积累原则下两大部类比例收敛的机理

在第Ⅰ部类优先积累原则下两大部类比例收敛， 是在社会扩大再生产持续进行的

充分必要条件约束下， 由资本积累均衡方程和状态转移方程共同导致的结果。 实质是

两大部类比例影响和制约每个部类的资本积累、 两个部类的资本积累又导致两大部类

比例变化的一种必然结果。

因为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需要生产资料、 消费资料总产品都供求平衡， 或者说需

要实现第Ⅰ部类、 第Ⅱ部类之间的产品交换， 因此客观上存在着以两个部类积累率表

示的资本积累均衡方程式 （５）。 由于每个部类的资本积累受到本部类剩余价值数量和

资本积累均衡方程的双重约束， 所以形成了社会扩大再生产持续进行的充分必要条件

式 （１１） 和式 （２５）， 因而作为两个部类资本积累当中自变量的第Ⅰ部类积累率的取值

范围被限定为式 （１２） 和式 （２６）。 第Ⅰ部类优先积累只能够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进

行。 当遵循第Ⅰ部类优先积累的原则形成每年的两个部类资本积累， 就使第Ⅰ部类获

得了优先增长， 因而动态地使生产资料在社会总产品当中的比重逐年增大， 社会扩大

再生产的生产资料供给逐年达到很充分。

根据两个部类积累率之间的关系式 （６）， 两个部类的积累率是此消彼长关系。 当

第Ⅰ部类取得最高积累率 ｍａｘ［μ（ ｔ）
Ⅰ ］， 第Ⅱ部类就对应取得最低积累率 ｍｉｎ［μ（ ｔ）

Ⅱ ］。 在第

Ⅰ部类资本利润率高于第Ⅱ部类的条件下， 把式 （１３） 表示的第Ⅰ部类最高积累率

ｍａｘ［μ（ ｔ）
Ⅰ ］ 代入式 （６）， 就确定了第Ⅱ部类最低积累率：

ｍｉｎ［μ（ ｔ）
Ⅱ ］ ＝

１ ＋ ｈⅡ
ｅⅡ

｛
１ ＋ ｅⅡ
ｈⅡφ（ ｔ） ［１ －

ｈⅠ
１ ＋ ｅⅠ

（
ｅⅡ

１ ＋ ｈⅡ
）］ － １｝， 当 φ∗∗≤ φ（ ｔ） ≤ φｍａｘ［１ －

ｈⅠ
１ ＋ ｅⅠ

（
ｅⅡ

１ ＋ ｈⅡ
）］；

０， 当 φｍａｘ［１ －
ｈⅠ

１ ＋ ｅⅠ
（

ｅⅡ
１ ＋ ｈⅡ

）］ ≤ φ（ ｔ） ＜ φｍａｘ，当
ｅⅠ

１ ＋ ｈⅠ
＞

ｅⅡ
１ ＋ ｈⅡ

ì

î

í

ï
ï

ï
ï

（２９）

每个部类的新创造价值增长率 （总产值增长、 资本增长率） 是本部类的资本利润

率与积累率的乘积。 当由于第Ⅰ部类优先积累使社会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料供给很充

８６

① 陶为群： 《两大部类再生产平衡增长的充要条件及其应用》， 载 《政治经济学报》 第 ５ 卷，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２０１５， 第 １７４ ～ １８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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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但还 未 达 到 相 对 最 多 ｛ 对 应 着 两 大 部 类 比 例 处 于 φ∗∗ ＜ φ（ ｔ） ≤ φｍａｘ［１ －

ｈⅠ

１ ＋ ｅⅠ
（

ｅⅡ
１ ＋ ｈⅡ

）］ 的状态｝， 在第Ⅰ部类资本利润率高于第Ⅱ部类的条件下， 根据式

（１３） 第Ⅰ部类积累率达到最高的 μ∗
Ⅰ， 与本部类资本利润率的乘积是 ｅⅡ ／ （１ ＋ ｈⅡ）， 是

本部类的新创造价值增长率。 而由于 φ∗∗ ＜ φ（ ｔ）， 根据式 （２９）， 这时候第Ⅱ部类积

累率是：

ｍｉｎ［μ（ ｔ）
Ⅱ ］ ＜

１ ＋ ｈⅡ

ｅⅡ
｛
１ ＋ ｅⅡ
ｈⅡφ∗∗［１ －

ｈⅠ

１ ＋ ｅⅠ
（

ｅⅡ
１ ＋ ｈⅡ

）］ － １｝ ＝ １００％ （３０）

第Ⅱ部类积累率低于 １００％ 。 所以， 第Ⅱ部类新创造价值增长率作为本部类资本

利润率与积累率乘积是 ｅⅡ ／ （１ ＋ ｈⅡ） 与最低积累率 ｍｉｎ［μ（ ｔ）
Ⅱ ］ 的乘积， 低于 ｅⅡ ／ （１ ＋

ｈⅡ）。 这说明第Ⅱ部类新创造价值增长率低于第Ⅰ部类， 因此在下一年生产资料继续

相对增多， 两大部类比例继续降低。 把第Ⅰ部类积累率 μ∗
Ⅰ 代入状态转移方程式

（１０）， 下一年两大部类比例 φ（ ｔ ＋１） 就降低到社会扩大再生产持续进行的充分必要条件

式 （１１） 限定的下限 φ∗∗。 一旦如此， 根据式 （１３） 下一年第Ⅰ部类积累率还是达到

最高的 μ∗
Ⅰ， 因而决定了新创造价值增长率还是 ｅⅡ ／ （１ ＋ ｈⅡ） ； 而根据式 （３０） 第Ⅱ

部类积累率是 ｍｉｎ［μ（ ｔ）
Ⅱ ］ ＝ １００％ ， 与本部类资本利润率的乘积是 ｅⅡ ／ （１ ＋ ｈⅡ）， 是新

创造价值增长率， 与第Ⅰ部类的完全相同。 因而从此两大部类比例保持为常数 φ∗∗

不变。

用同样的机理可以说明： 在第Ⅰ部类资本利润率不高于第Ⅱ部类的条件下， 只要

第Ⅰ部类优先积累， 两大部类比例就变化成为常数 φ∗ 并在此后保持不变。

七　举例验证基于利润最大化的两大部类比例收敛

下面举一例， 计算验证基于利润最大化的两大部类比例收敛。 假设一个社会再

生产系统中第Ⅰ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 剩余价值率分别是 ｈⅠ ＝ ４ ２ 和 ｅⅠ ＝ １４０％ ； 第

Ⅱ部类的分别是 ｈⅡ ＝ ３ 和 ｅⅡ ＝ １００％ 。 那么在这个社会再生产系统中第Ⅰ部类资本利

润率高于第Ⅱ部类。 遵循社会总资本利润最大化准则， 应当以第Ⅰ部类优先积累作

为调节社会再生产的原则。

根据社会扩大再生产持续进行的充分必要条件式 （１１） 计算出， 两大部类比例

φ（ ｔ） 不能达到的上限是 φｍａｘ ＝ ２ ／ ３； 可以达到的下限是 φ∗∗ ＝ ０ ３。 再按照第Ⅰ部类资

本利润率高于第Ⅱ部类条件下的状态转移方程式 （１４） 计算出， 两大部类比例变化

连续函数的连接点是 φＣ
１ ＝ ０ ３７５。 假设初始第 １ 年每个部类的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

剩余价值数据列在表 １ 中， 那么也就相应确定了每个部类的新创造价值， 也列在表 １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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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按照这样的假设， 初始第 １ 年生产资料数量相对不充分， 两大部类比例 φ（１） 等

于 ０ ５８， 大于式 （１４） 中的连接点 φＣ
１ ， 属于 φＣ

１ ≤ φ（１） ＜ φｍａｘ 的一般情形。 根据式

（１４） 逐年迭代计算， 结果都列在表 １ 中。 计算结果表明， 到第 ５ 年两大部类比例变

化到处于最小值 φ∗∗和状态变量转移函数的连接点 φＣ
１ 之间； 到第 ６ 年两大部类比例

变化成为可以达到的下限 φ∗∗， 并从此保持不变。 计算结果验证了基于利润最大化的

两大部类比例收敛。

表 １　 举例计算验证基于利润最大化的两大部类比例收敛

年度
部类

ｊ

不变资本

Ｃ（ ｔ）
ｊ

可变资本

Ｖ（ ｔ）
ｊ

剩余价值

Ｍ（ ｔ）
ｊ

新创造

价值 Ｙ（ ｔ）
ｊ

两大部类

比例 φ（ ｔ）

积累率

μ（ ｔ）
ｊ （％ ）

１
Ⅰ部类 ４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４００ ２４００

Ⅱ部类 ２０８８ ６９６ ６９６ １３９２
０ ５８

２７ ６

０

２
Ⅰ部类 ４５１２ １０７４ １５０４ ２５７８

Ⅱ部类 ２０８８ ６９６ ６９６ １３９２
０ ５３９９

４０ ４

０

３
Ⅰ部类 ５００２ １１９１ １６６７ ２８５８

Ⅱ部类 ２０８８ ６９６ ６９６ １３９２
０ ４８７０

５７ ２

０

４
Ⅰ部类 ５７７３ １３７４ １９２４ ３２９９

Ⅱ部类 ２０８８ ６９６ ６９６ １３９２
０ ４２２０

７７ ９

０

５
Ⅰ部类 ６９８３ １６６３ ２３２８ ３９９１

Ⅱ部类 ２０８８ ６９６ ６９６ １３９２
０ ３４８８

９２ ８６

３０ ０２

６
Ⅰ部类 ８７２９ ２０７８ ２９１０ ４９８８

Ⅱ部类 ２２４５ ７４８ ７４８ １４９６
０ ３０００

９２ ８６

１００

综合以上全部研究结果得到结论： 在第Ⅰ部类资本利润率高于第Ⅱ部类的条件下，

遵循社会总资本利润最大化准则调节社会再生产， 等价于以第Ⅰ部类优先积累作为原

则， 能够使两大部类比例变化成为一个确定的常数并在此后保持不变， 从而使社会扩

大再生产系统形成有一般意义的优化稳态结构。 它的启示是： 在第Ⅰ部类资本利润率

不高于第Ⅱ部类的条件下， 如果也把第Ⅰ部类优先积累作为调节社会再生产的原则，

同样能够使两大部类的比例变化成为确定的常数在此后保持不变。 在第Ⅰ部类优先积

累原则下两大部类比例收敛， 实质是两大部类比例影响和制约每个部类的资本积累、

两个部类的资本积累又导致两大部类比例变化的一种必然结果。 无论第Ⅰ部类资本利

润率高于第Ⅱ部类或者不高于第Ⅱ部类， 以第Ⅰ部类优先积累作为调节社会再生产的

原则都是一种好的选择。 在第Ⅰ部类优先积累原则下两大部类比例收敛， 对于研究其

他动态的社会扩大再生产问题有重要的启示。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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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部类生产资料只存在平衡增长规律
∗
　①

———对周方教授优先增长条件的考察

朱殊洋∗∗　②

摘　 要： 生产资料究竟是优先增长还是平衡增长， 不仅是一个基本理论问题， 而

且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 目前我国的数理经济学家们证明， 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一

个规律。 周方教授的证明具有代表性， 他由马克思再生产原理出发推导出生产资料优

先增长的条件。 但是周方教授没有进一步考察他的优先增长条件的稳定性。 本文采用

动态稳定性分析方法， 对周方教授的条件进行了考察。 结果显示， 周方教授的优先增

长条件不具有大范围稳定性， 因而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不具有规律性。 具有大范围稳定

性的是生产资料的平衡增长。

关键词： 生产资料优先增长　 平衡增长　 大范围稳定　 积累比

一　引言

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作为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一个基本命题，

是列宁在归纳了马克思再生产图示后首先提出来的。 由于列宁在再生产图示推演过程

中改变了资本有机构成， 因此这一结论更具有一般性， 于是人们习惯上将这一命题称

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 这一命题表述为 “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

生产， 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 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生产”①。 列宁这句话

包含两个含义： 一是所谓优先增长就是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增长率快于第二部类生产

资料的增长率， 第二部类生产资料的增长率快于消费资料的增长率； 二是即使瞬时扰

动可能导致三个增长率关系不符合上述情况， 但是系统内部会进行自我调节， 最终恢

复到优先增长状态。

这一命题不仅具有基本的理论价值， 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因此我国很多著

名的马克思经济学者都对这一命题的存在性进行了深入研究。 特别是一些数学修养深

１７

①

②
①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内需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的就业均衡问题研究—以马克思再生

产理论为框架” （１３ＹＪＡ７９０１２９） 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 “十二五” 规划项目 “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研

究” （ＧＤ１４ＣＬＪ０１）。
朱殊洋， 广州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扩大再生产理论。
《列宁全集》 第一卷 （中译本），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４， 第 ６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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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的学者也加入其中， 比如周方①、 何祚庥②、 吴栋③、 贾凤和④、 余永定⑤等， 他们依

据马克思再生产原理用数理方法试图证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存在性。 其中我国

著名数理经济学家周方教授的证明最具有代表性， 这是因为只有他的证明采用了动态

分析方法———再生产系统是一个动态系统。 他首先依据马克思再生产平衡条件建立了

一个两大部类增长率动力学模型， 从而推导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条件。 周方教授的

结论是， 只要满足了这一优先增长条件， 那么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就是存在的。 毫

无疑问， 他的证明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然而遗憾的是， 周方教授在推导出优先增长条

件之后就停止了， 而没有考察这一优先增长条件本身是否存在。 似乎这一条件的成立

是不成问题的。 其实， 一个命题的真理化过程不仅是命题本身的证明过程， 而且是命

题存在条件的证明过程。 据此， 本文以周方模型为基础， 考察周方教授优先增长条件

的存在性， 进而考察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存在性。 限于篇幅， 本文只考察第一部

类生产资料增长率与第二部类生产资料增长率的关系， 当然， 这一关系也是生产资料

优先增长命题的主要内涵。

二　对周方教授的优先增长条件的稳定性考察

（一） 周方教授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条件

在马克思扩大再生产模型中， 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比保持不变， 剩余价值率不

变因而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之比不变。 而列宁所研究的是在这些比例均处于可变情况

下两大部类生产资料增长率的关系， 因而具有一般性。 周方教授考察的是列宁模型，

即这些比例关系不固定情况下两大部类生产资料增长率的关系。 下面简要地介绍周方

教授的再生产模型和优先增长条件的导出过程。 符号的含义与周方教授的符号相同。

周方教授建立的动力学模型如下：

Ｃ′１（ ｔ） ＝ ｕ（ ｔ）［ ｆ（ ｔ） － １］Ｃ１（ ｔ） － ｕ（ ｔ）Ｃ２（ ｔ）

Ｃ′２（ ｔ） ＝ ［１ － ｕ（ ｔ）］［ ｆ（ ｔ） － １］Ｃ１（ ｔ） － ［１ － ｕ（ ｔ）］Ｃ２（ ｔ）
{ （１）

其中 ｉ ＝ １，２， Ｃ ｉ（ ｔ） 表示在 ｔ 年第 ｉ部类生产资料的价值， Ｖｉ（ ｔ） 表示 ｔ 年第 ｉ 部类活

２７

①

②
③
④

⑤

周方： 《论两大部类同步增长规律和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存在之充分必要条件》，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

究》 １９８８ 年第 ２ 期， 第 ２９ ～ ３７ 页； 周方： 《论扩大再生产理论中两条客观规律的数学证明》， 《系统工程

理论与实践》 １９８４ 年第 １ 期， 第 １ ～ １１ 页。
何祚庥： 《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数学分析》， 《力学学报》 １９５７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０９ ～ １２９ 页。
吴栋： 《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及其数学论证》，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１９９０ 年第 ６ 期， 第 ２３ ～ ２８ 页。
贾凤和： 《两部类结构比与第Ⅰ部类优先增长等之间关系的数学证明》，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１９９０
年第 ２ 期， 第 ３１ ～ ３９ 页。
余永定： 《试论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问题》 １９８５ 年第 ４ 期， 第 ２２ ～ ２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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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补偿价值， ｍｉ（ ｔ） 表示 ｔ 年第 ｉ 部类创造的剩余价值， ΔＣ ｉ（ ｔ ＋ １） ＝ Ｃ ｉ（ ｔ ＋ １） －
Ｃ ｉ（ ｔ） 表示第 ｔ年第 ｉ部类生产资料积累份额， Ｃ′ｉ（ ｔ） 表示 ｔ年第 ｉ部类生产资料价值的变

化率， ｕ（ ｔ） ＝
ΔＣ１（ ｔ ＋ １）

ΔＣ１（ ｔ ＋ １） ＋ ΔＣ２（ ｔ ＋ １） 表示 ｔ 年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积累份额占两大

部类积累份额的比重， 简称积累比， ｕ（ ｔ） 反映了 ｔ ＋ １ 年第一部类内部的积累构成。

ｆ（ ｔ） ＝ １ ＋
Ｖ１（ ｔ） ＋ ｍ１（ ｔ）

Ｃ１（ ｔ）
表示第 ｔ 年第一部类总价值与第一部类生产资料价值之比。

另外， 对周方模型， 这里给出第一个补充假设， 即任意部类的生产资料数量与不

变资本量成正比。 这样两大部类生产资料增长的关系就等价于两大部类不变资本增长

的关系。

将模型 （１） 的第一式和第二式分别除以 Ｃ１（ ｔ）、Ｃ２（ ｔ）， 得到

Ｃ′１（ ｔ）
Ｃ１（ ｔ）

＝ ｕ（ ｔ）［ ｆ（ ｔ） － １］ － ｕ（ ｔ）
Ｃ２（ ｔ）
Ｃ１（ ｔ）

Ｃ′２（ ｔ）
Ｃ２（ ｔ）

＝ ［１ － ｕ（ ｔ）］［ ｆ（ ｔ） － １］
Ｃ１（ ｔ）
Ｃ２（ ｔ）

－ ［１ － ｕ（ ｔ）］

ì

î

í

ï
ï

ïï

（２）

由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定义可知：

Ｃ′１（ ｔ）
Ｃ１（ ｔ）

＞
Ｃ′２（ ｔ）
Ｃ２（ ｔ）

（３）

为了使式 （３） 成立， 则由 （２） 式右边可得：

ｕ（ ｔ）［ ｆ（ ｔ） － １］ － ｕ（ ｔ）
Ｃ２（ ｔ）
Ｃ１（ ｔ）

＞ ［１ － ｕ（ ｔ）］［ ｆ（ ｔ） － １］
Ｃ１（ ｔ）
Ｃ２（ ｔ）

－ ［１ － ｕ（ ｔ）］ （４）

由此得到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存在的必要条件：

ｕ（ ｔ） ＞
Ｃ１（ ｔ）

Ｃ１（ ｔ） ＋ Ｃ２（ ｔ）
（５）

由上述过程倒推可知， 条件 （５） 还是充分条件， 因此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与条件

（５） 是等价的， 即只要条件 （５） 成立， 则生产资料必优先增长； 反之， 只要生产资料

优先增长， 则条件 （５） 必成立。

以上就是周方教授的优先增长条件的导出过程。 诚然， 条件 （５） 的导出过程是没

有问题的， 但是条件 （５） 的成立需要满足稳定性条件。 事实上， 对于动态系统， 若要

证明条件 （５） 成立， 则必须证明条件 （５） 具有大范围的稳定性。 然而遗憾的是， 周

方教授止步于条件 （５）， 而没有进一步考察条件 （５） 的收敛性质。

（二） 对周方教授的优先增长条件的考察

既然周方教授没有证明条件 （５） 的稳态性质， 那么考察条件 （５） 的稳态性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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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必须做的工作。 下面我们就以定理的形式给出条件 （５） 在稳态下不成立的证明。 在

证明之前， 先给出一个引理。

引理　 如果生产资料具有优先增长的规律性， 那么必有 ｌｉｍ
ｔ→＋∞

Ｃ′１（ ｔ）
Ｃ′２（ ｔ）

→＋ ∞ 。 反之亦

然。 即：

Ｃ′１（ ｔ）
Ｃ１（ ｔ）

＞
Ｃ′２（ ｔ）
Ｃ２（ ｔ）

⇔ ｌｉｍ
ｔ→＋∞

Ｃ′１（ ｔ）
Ｃ′２（ ｔ）

→＋ ∞ （６）

证明　 由于充分性可由必要性倒推得到， 因此只证必要性。 由生产资料优先增长

的定义
Ｃ′１（ ｔ）
Ｃ１（ ｔ）

＞
Ｃ′２（ ｔ）
Ｃ２（ ｔ）

可以得到：

［ｌｎＣ１（ ｔ）］ ′ ＞ ［ｌｎＣ２（ ｔ）］ ′ （７）

对式 （７） 两边积分， 并根据积分和对数的性质得：

Ｃ１（ ｔ） ＞ ｋＣ２（ ｔ） （８）

其中 ｋ 为大于零的任意常数。 将式 （８） 代入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定义式得：

Ｃ′１（ ｔ）
ｋＣ２（ ｔ）

＞
Ｃ′２（ ｔ）
Ｃ２（ ｔ）

（９）

即：

Ｃ′１（ ｔ）
Ｃ′２（ ｔ）

＞ ｋ （１０）

这意味着 ∀ｋ ＞ ０， ∃ｔ０， 当 ｔ ＞ ｔ０ 时， 有
Ｃ′１（ ｔ）
Ｃ′２（ ｔ）

＞ ｋ， 即当 ｔ →＋ ∞ 时， 有：

Ｃ′１（ ｔ）
Ｃ′２（ ｔ）

→＋ ∞ （１１）

由此可知， 如果生产资料具有优先增长的规律性， 那么必有 ｌｉｍ
ｔ→＋∞

Ｃ′１（ ｔ）
Ｃ′２（ ｔ）

→＋ ∞ 。 证

毕。

上述引理是非常重要的。 该引理的意义是， 其一， 将生产资料优先增长问题明确

地表示为极限问题， 从而为判别条件 （５） 的稳态性质奠定了基础； 其二， 该引理提供

了一个重要启示： 如果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不存在， 那么两大部类生产资料之间的

规律性关系就只能在
Ｃ′１（ ｔ）
Ｃ′２（ ｔ）

≤ ｋ０ （ ∃ｋ０ ） 中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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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１　 从稳态角度看， 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条件 （５） 是不成立的， 因而生产资料

优先增长规律不存在。

证明　 将模型 （１） 变形， 得：

Ｃ′１（ ｔ） ＝ ｕ（ ｔ）｛［ ｆ（ ｔ） － １］Ｃ１（ ｔ） － Ｃ２（ ｔ）｝

Ｃ′２（ ｔ） ＝ ［１ － ｕ（ ｔ）］｛［ ｆ（ ｔ） － １］Ｃ１（ ｔ） － Ｃ２（ ｔ）｝
{ （１２）

上式两边同时相除得：

Ｃ′１（ ｔ）
Ｃ′２（ ｔ）

＝ ｕ（ ｔ）
１ － ｕ（ ｔ） （１３）

由式 （１３） 可知， ｕ（ ｔ）
１ － ｕ（ ｔ） 为两大部类生产资料变化之比。 令 ｕ（ ｔ）

１ － ｕ（ ｔ） ＝ ｇ（ ｔ），则

ｕ（ ｔ） ＝ ｇ（ ｔ）
１ ＋ ｇ（ ｔ） （１４）

我们假设式 （１３） 满足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条件， 这时由引理可知， ∀ｋ， ∃ｔ０， 当

ｔ ＞ ｔ０ 时， 有 ｇ（ ｔ） ＞ ｋ， 即当 ｔ→ ＋ ∞ 时， 有 ｇ（ ｔ） → ＋ ∞ 。 将 ｇ（ ｔ） → ＋ ∞ 代入式 （１４）

得 ｕ（ ｔ） ＝ １， 即
Ｃ′１（ ｔ）

Ｃ′２（ ｔ） ＋ Ｃ′１（ ｔ）
＝ １， 由此得出， 当 ｔ→ ＋ ∞ 时， 有 Ｃ′２（ ｔ） ＝ ０， 即当

ｔ ＞ ｔ０ 时， 有 Ｃ２（ ｔ） ＝ ａ， ａ 为大于零的常数。 将 Ｃ２（ ｔ） ＝ ａ 代入条件 （５）， 则当 ｔ→ ＋

∞ 时， 有：

Ｃ１（ ｔ）
Ｃ１（ ｔ） ＋ Ｃ２（ ｔ）

＝ １

１ ＋ ａ
Ｃ１（ ｔ）

＝ １ （１５）

考虑到 ｔ →＋ ∞ 时 ｕ（ ｔ） ＝ １， 因此有：

Ｃ１（ ｔ）
Ｃ１（ ｔ） ＋ Ｃ２（ ｔ）

＝ １ ＝ ｕ（ ｔ） （１６）

由式 （１６） 可见， 在稳态情况下周方教授的优先增长条件 （５） 是不成立的， 又因

为条件 （５） 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 所以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不成

立。 证毕。

为了后面分析积累比收敛的需要， 给出定理 １ 的两个推论。 推论 １ 是生产资料优

先增长的特殊情况， 推论 ２ 是消费资料优先增长的一种特殊情况。 结论表明， 这两种

情况均不成立。

推论 １　 如果 ∀ｔ，Ｃ″１（ ｔ） ＞ ０， Ｃ″２（ ｔ） ＜ ０， 则必有式 （１６）。 这里 Ｃ″ｉ（ ｔ） 为 ｔ 年第 ｉ

部类生产资料速度的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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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　 ∀ｔ， Ｃ″１（ ｔ） ＞ ０， Ｃ″２（ ｔ） ＜ ０， 故 ∀ｋ ＞ ０，∃ｔ０， 当 ｔ ＞ ｔ０， 有 Ｃ′１（ ｔ） ＞

ｋＣ′２（ ｔ）， 即当 ｔ ＞ ｔ０ 时， 有 ｇ（ ｔ） ＞ ｋ， 由定理 １ 即得到式 （１６）。 证毕。

推论 ２　 如果 ∀ｔ，Ｃ″１（ ｔ） ＜ ０， Ｃ″２（ ｔ） ＞ ０， 则必有式 （１６）。

证明　 因为 Ｃ″１（ ｔ）、 Ｃ″２（ ｔ） 同时添加负号并不影响收敛性质， 故记 Ｃ
－
″１（ ｔ） ＝ －

Ｃ″１（ ｔ）， Ｃ
－
″２（ ｔ） ＝ － Ｃ″２（ ｔ）， 则 Ｃ

－
″１（ ｔ） ＞ ０， Ｃ

－
″２（ ｔ） ＜ ０， 由推论 １ 可知式 （１６）。 证毕。

以上我们采用归谬法证明了优先增长规律的不存在。 为了清楚， 将上述证明的逻

辑归纳如下：

Ｃ′１（ ｔ）
Ｃ１（ ｔ）

＞
Ｃ′２（ ｔ）
Ｃ２（ ｔ）

⇒ ｌｉｍ
ｔ→＋∞

Ｃ′１（ ｔ）
Ｃ′２（ ｔ）

→＋ ∞⇒ｕ（ ｔ） ＝
Ｃ１（ ｔ）

Ｃ１（ ｔ） ＋ Ｃ２（ ｔ）
⇒ 优先增长规律不存在

当然， 这一逻辑并不只是数学逻辑。 事实上， 从马克思再生产角度来考察这一逻

辑， 也可以得到两大部类资本增长率最终为零的结果。 前面证明， 在条件 （５） 下，

∃ｔ０， 当 ｔ ＞ ｔ０ 时， 必有 Ｃ２（ ｔ） ＝ 常数， 这意味着第二部类扩大再生产停止， 根据两大

部类交换平衡条件， 第一部类工人和资本家的消费也不再增加， 因此第一部类为第二

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子部类就会停止扩大再生产， 这将引起为这一子部类生产生产资

料的另一子部类的停止扩大再生产。 这一过程持续下去的结果必然是， 整个社会停止

扩大再生产， 两大部类生产资料增长率都等于零。

退一步看， 如果周方教授的优先增长条件 （５） 在有限个时间点成立， 则周方教授

的优先增长条件就是：

ｕ（ ｔ） ＞
Ｃ１（ ｔ）

Ｃ１（ ｔ） ＋ Ｃ２（ ｔ）
，∃［ ｔｉ，ｔ ｊ］ （１７）

其中 ［ ｔｉ，ｔ ｊ］ 为有限个时间点。 条件 （１７） 表示的是， 只有在有限个时间点内生

产资料存在优先增长。 那么， 在条件 （１７） 下存在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吗？ 答案

是否定的。 我们知道， 稳定性是一切规律的基本属性。 马克思将生产连续循环往复

的运动过程称为再生产。 这表明有限个生产周期不是真正意义的再生产， 因此再生

产系统是一个长期动态系统。 既然再生产具有长期动态性质， 那么确定再生产系统

的规律性就必须考察动态稳定性， 而动态稳定性就是当时间取无限大时系统状态的

收敛性质， 所以稳定性包括两个要点： 一是时间取无限大， 二是系统状态收敛。 根

据这两个性质， 在有限时间点内无法确定动态系统的规律性， 状态不收敛的系统不

具有规律性。 条件 （１７） 不满足时间无限大， 因而无法确定系统的稳定性进而无法

确定规律性。 总之， 由定理 １ 可知， 从稳态角度看周方教授的优先增长条件是不成

立的， 由于周方教授的条件 （５） 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等价， 因此生产资料优先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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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是不存在的。

三　两大部类生产资料增长的规律

既然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不存在， 那么两大部类生产资料是否平衡增长规律呢？

所谓平衡增长规律， 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 第一部类生产资料增长率会逐渐趋近于第

二部类生产资料增长率， 进而两个增长率最终达到近似相等。 用数学语言表示就是，

在 ∃ｔ０，ｋ０， ｔ ＞ ｔ０，
Ｃ′１（ ｔ）
Ｃ′２（ ｔ）

≤ ｋ０ 情况下，
Ｃ′１（ ｔ）
Ｃ１（ ｔ）

＝
Ｃ′２（ ｔ）
Ｃ２（ ｔ）

成立吗？

就动态系统而论， 考察稳定性的常规方法是微分方程定性理论， 但是系统 （１） 却

不能采用定性分析法， 这是因为系统 （１） 的奇点为零， 而收敛于零无论与理论还是实

际都不相符。 为此， 必须另辟蹊径。 下面做三个相互关联的工作： 一是解决平衡增长

的判定问题， 具体说来， 就是通过积累比的变化率 ｕ′（ ｔ） 的符号来判别
Ｃ′１（ ｔ）
Ｃ１（ ｔ）

与

Ｃ′２（ ｔ）
Ｃ２（ ｔ）

的关系； 二是分析积累比变化率的可达性问题， 具体说来就是将积累比的变化

率、 积累比、 两大部类生产资料的变化联系起来， 考察这些变量的相互作用是否会导

致积累比达到平衡积累比； 三是考察收敛的大范围稳定问题， 即考察在受到强干扰的

情况下系统最终的收敛情况。

（一） 两大部类生产资料增长率关系的判定

下面给出关于两大部类资本增长率关系的三个等价的判别定理。 其中， 定理 ３、 定

理 ４ 给出了平衡增长的几何刻画， 而几何直观对于分析两大部类生产资料曲线运动方

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定理 ２ 是上述两个定理的基础。

定理 ２　 设
Ｃ′１（ ｔ）
Ｃ′２（ ｔ）

＝ ｇ（ ｔ）， ∀ｔ， ０ ＜ ｇ（ ｔ） ≤ ｋ０， ｋ０ 为某一大于零的常数， 则有如下

结果。

第一， 如果 ｇ′（ ｔ） ＝ ０， 即 ｇ（ ｔ） ＝ ｂ ≤ ｋ０， ｂ 为常数， 则
Ｃ′１（ ｔ）
Ｃ１（ ｔ）

＝
Ｃ′２（ ｔ）
Ｃ２（ ｔ）

。

第二， 如果 ｇ′（ ｔ） ＞ ０， 则
Ｃ′１（ ｔ）
Ｃ１（ ｔ）

＞
Ｃ′２（ ｔ）
Ｃ２（ ｔ）

。

第三， 如果 ｇ′（ ｔ） ＜ ０， 则
Ｃ′１（ ｔ）
Ｃ１（ ｔ）

＜
Ｃ′２（ ｔ）
Ｃ２（ ｔ）

。

这里 ｇ（ ｔ） ＝ ｕ（ ｔ）
１ － ｕ（ ｔ） ； ｇ′（ ｔ） 表示

Ｃ′１（ ｔ）
Ｃ′２（ ｔ）

的变化率。

证明　 由
Ｃ′１（ｔ）
Ｃ′２（ｔ）

＝ ｇ（ｔ） 得 Ｃ′１（ｔ） ＝ ｇ（ｔ）Ｃ′２（ｔ），积分得 Ｃ１（ｔ） ＝ ∫ｔ
ｔ０
ｇ（ｔ）Ｃ′２（ｔ）ｄｔ ＋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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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为任意常数。 于是有：

Ｃ′１（ ｔ）
Ｃ１（ ｔ）

＝
ｇ（ ｔ）Ｃ′２（ ｔ）

∫ｔ
ｔ０
ｇ（ ｔ）Ｃ′２（ ｔ）ｄｔ ＋ ｃ

（１８）

因为 ∀ｔ， Ｃ′１（ ｔ）、Ｃ′２（ ｔ） ＞ ０， 所以当 ｔ →＋ ∞ ， ∫ｔ
ｔ０
ｇ（ ｔ）Ｃ′２（ ｔ）ｄｔ →＋ ∞ 。 由此可知，

当 ｔ →＋ ∞ 时， 有：

ｇ（ ｔ）Ｃ′２（ ｔ）

∫ｔ
ｔ０
ｇ（ ｔ）Ｃ′２（ ｔ）ｄｔ ＋ ｃ

＝

ｇ（ ｔ）Ｃ′２（ ｔ）

∫ｔ
ｔ０
ｇ（ ｔ）Ｃ′２（ ｔ）ｄｔ

ｃ

∫ｔ
ｔ０
ｇ（ ｔ）Ｃ′２（ ｔ）ｄｔ

＋ １
＝

ｇ（ ｔ）Ｃ′２（ ｔ）

∫ｔ
ｔ０
ｇ（ ｔ）Ｃ′２（ ｔ）ｄｔ

（１９）

由分部积分法得， ∫ｔ
ｔ０
ｇ（ ｔ）Ｃ′２（ ｔ）ｄｔ ＝ ∫ｔ

ｔ０
ｇ（ ｔ）ｄＣ２（ ｔ） ＝ ｇ（ ｔ）Ｃ２（ ｔ） － ∫ｔ

ｔ０
ｇ′（ ｔ）Ｃ２（ ｔ）ｄｔ，

将其代入式 （１９）， 结合式 （１８） 得

Ｃ′１（ ｔ）
Ｃ１（ ｔ）

＝
ｇ（ ｔ）Ｃ′２（ ｔ）

ｇ（ ｔ）Ｃ２（ ｔ） － ∫ｔ
ｔ０
ｇ′（ ｔ）Ｃ２（ ｔ）ｄｔ

（２０）

由式 （２０） 不难得到定理 ２ 的三个结果。 证毕。

由前面的定理 １ 及其推论可知， 在 ０ ＜ ｇ（ ｔ） ≤ ｋ０ 的情况下， 第一部类生产资料不

存在优先增长， 第二部类生产资料也不存在优先增长， 因而定理 ２ 的第二和第三种两

大部类生产资料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不具有稳定性， 两大部类生产资料增长率之间的关

系是在这三种状态下切换。 我们关心的是， 当 ｔ→＋ ∞ 时， 两大部类生产资料增长率是

否稳定在第一种关系上。 要考察这一收敛过程， 就需要了解两大部类生产资料曲线的

运动特性与 ｇ′（ ｔ） 的关系。 下面的定理给出了这一关系。

定理 ３　 ｇ（ ｔ） 的变化率的符号与两大部类生产资料变化率的增长率之差相同， 即：

ｇ′（ ｔ）

＜ ０

＝ ０

＞ ０
{ ⇔［

Ｃ″１（ ｔ）
Ｃ′１（ ｔ）

－
Ｃ″２（ ｔ）
Ｃ′２（ ｔ）

］

＜ ０

＝ ０

＞ ０
{ （２１）

其中
Ｃ″ｉ（ ｔ）
Ｃ′ｉ（ ｔ）

表示第 ｉ 部类生产资料变化率的增长率。

证明 　 由
Ｃ′１（ ｔ）
Ｃ′２（ ｔ）

＝ ｇ（ ｔ）， 两边取对数并求 导， 得 ｇ′（ ｔ） ＝ ｇ（ ｔ）［
Ｃ″１（ ｔ）
Ｃ′１（ ｔ）

－

Ｃ″２（ ｔ）
Ｃ′２（ ｔ）

］。 证毕。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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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定理 ３ 可以得到如下几何刻画： 因为 Ｃ′ ｉ（ ｔ） 是第 ｉ 部类生产资料曲线的斜率，

所以
Ｃ″ ｉ（ ｔ）
Ｃ′ ｉ（ ｔ）

就是第 ｉ 部类生产资料曲线斜率的增长率。 由于 Ｃ′１（ ｔ） ＞ ０，Ｃ′２（ ｔ） ＞ ０，

因此 Ｃ″１（ ｔ） ＞ ０，Ｃ″２（ ｔ） ＞ ０ 表示两大部类生产资料曲线都向上弯曲， 这时如果

Ｃ″１（ ｔ）
Ｃ′１（ ｔ）

＞
Ｃ″２（ ｔ）
Ｃ′２（ ｔ）

， 则表明虽然都向上弯曲， 但是第一部类比第二部类弯曲度大一些。

Ｃ″１（ ｔ） ＜ ０，Ｃ″２（ ｔ） ＜ ０ 表示两大部类生产资料曲线都向下弯曲， 这时如果
Ｃ″１（ ｔ）
Ｃ′１（ ｔ）

＞

Ｃ″２（ ｔ）
Ｃ′２（ ｔ）

， 则表明虽然都向下弯曲， 但是第一部类比第二部类弯曲度小一些。 Ｃ″１（ ｔ） ＜

０，Ｃ″２（ ｔ） ＞ ０ 表示第一部类曲线向下弯曲， 第二部类曲线向上弯曲， 这时 ｇ′（ ｔ） 小于

零。 Ｃ″１（ ｔ） ＞ ０，Ｃ″２（ ｔ） ＜ ０ 表示第一部类曲线向上弯曲， 第二部类曲线向下弯曲， 这

时 ｇ′（ ｔ） 大于零。

由上述说明得到图 １。 在图 １ 中 ｔ０ ～ ｔ１之间， 虽然 Ｃ″１（ ｔ） ＞ ０ 、 Ｃ″２（ ｔ） ＞ ０， 但是

两个轨线的垂直距离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大， 因而
Ｃ″１（ ｔ）
Ｃ′１（ ｔ）

＞
Ｃ″２（ ｔ）
Ｃ′２（ ｔ）

， 这时
Ｃ′１（ ｔ）
Ｃ１（ ｔ）

＞

Ｃ′２（ ｔ）
Ｃ２（ ｔ）

。 在 ｔ１ ～ ｔ２之间， Ｃ″１（ ｔ） ＜ ０， Ｃ″２（ ｔ） ＞ ０， 即两个轨线的垂直距离越来越小， 因

而
Ｃ″１（ ｔ）
Ｃ′１（ ｔ）

＜
Ｃ″２（ ｔ）
Ｃ′２（ ｔ）

， 这时
Ｃ′１（ ｔ）
Ｃ１（ ｔ）

＜
Ｃ′２（ ｔ）
Ｃ２（ ｔ）

。

C1（t）

C2（t）

O t

g（t）

t1t0 t2

图 １　 ｇ （ ｔ） 变化率与两大部类生产资料价值曲线

定理 ４　 ｕ′（ ｔ） 的符号与 ［
Ｃ″１（ ｔ）
Ｃ′１（ ｔ）

－
Ｃ″２（ ｔ）
Ｃ′２（ ｔ）

］ 的符号等价， 即：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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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 ｔ）

＜ ０

＝ ０

＞ ０
{ ⇔［

Ｃ″１（ ｔ）
Ｃ′１（ ｔ）

－
Ｃ″２（ ｔ）
Ｃ′２（ ｔ）

］

＜ ０

＝ ０

＞ ０
{ （２２）

其中 ｕ′（ ｔ） 为第一部类积累比的变化率。

证明 　 对
Ｃ′１（ｔ）
Ｃ′２（ｔ）

＝ ｕ（ｔ）
１ － ｕ（ｔ） 取对数并求导， 得 ｕ′（ｔ）

ｕ［１ － ｕ（ｔ）］ ＝
Ｃ″１（ｔ）
Ｃ′１（ｔ）

－
Ｃ″２（ｔ）
Ｃ′２（ｔ）

。

证毕。

由定理 ４ 和定理 ３ 可知 ｕ′（ ｔ） 的符号与 ｇ′（ ｔ） 的符号等价， 由定理 ２ 可知通过 ｇ′（ ｔ）

的符号可以判别两大部类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 因而用 ｕ′（ ｔ） 的符号也可以判别两大部

类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

（二） 对积累比可达性的考察

所谓积累比的可达性， 就是初始积累比会达到稳定值， 这时积累比变化率趋于零，

这意味着生产资料平衡增长是可以达到的。 由控制理论可知， 积累比的可达性具有负

反馈性质， 即 ｕ′（ ｔ）↑⇒ｕ（ ｔ）↑⇒ｕ′（ ｔ）↓， 或者 ｕ′（ ｔ）↓⇒ｕ（ ｔ）↓⇒ｕ′（ ｔ）↑， 这里单线

箭头表示运动方向， 双线箭头表示因果关系。 因此要考察积累比的可达性， 需要找到

ｕ′（ ｔ） 与 ｕ（ ｔ） 的关系。

为此， 将式 （１３） 变为 Ｃ′１（ ｔ） ＝ ｕ（ ｔ）
１ － ｕ（ ｔ）Ｃ′２（ ｔ）， 对其求导数， 得

ｕ′（ ｔ）
［１ － ｕ（ ｔ）］ ２Ｃ′２（ ｔ） ＝ Ｃ″１（ ｔ） － ｕ（ ｔ）

１ － ｕ（ ｔ）Ｃ″２（ ｔ） （２３）

在式 （２３） 中， 等号左边有积累比变化率 ｕ′（ ｔ）， 等号右边有积累比 ｕ（ ｔ）， 因此通

过式 （２３） ｕ′（ ｔ） 与 ｕ（ ｔ） 联系在一起。 在式 （２３） 中， 由 Ｃ′２（ ｔ） ［１ － ｕ（ ｔ）］ ２ ＞ ０ 可知

ｕ′（ ｔ） 的符号只取决于 Ｃ″１（ ｔ） － ｕ（ ｔ）
１ － ｕ（ ｔ）Ｃ″２（ ｔ）， 于是得反馈链 ｕ′（ ｔ）⇒ｕ（ ｔ）⇒Ｃ″１（ ｔ） －

ｕ（ ｔ）
１ － ｕ（ ｔ）Ｃ″２（ ｔ）⇒ｕ′（ ｔ）。 如果这一反馈链是负反馈， 则 ｕ′（ ｔ） ＝ ０ 可达。

为了便于分析， 记 ｆ１［Ｃ″１（ ｔ）］ ＝ Ｃ″１（ ｔ）， ｆ２［Ｃ″２（ ｔ）］ ＝ ｕ（ ｔ）
１ － ｕ（ ｔ）Ｃ″２（ ｔ）， 代入式

（２３） 得：

ｕ′（ ｔ）
［１ － ｕ（ ｔ）］ ２Ｃ′２（ ｔ） ＝ ｆ１［Ｃ″１（ ｔ）］ － ｆ２［Ｃ″２（ ｔ）］ （２４）

这样 ｕ′（ ｔ） 的 符 号 就 取 决 于 曲 线 ｆ１［Ｃ″１（ ｔ）］ ＝ Ｃ″１（ ｔ） 和 ｆ２［Ｃ″２（ ｔ）］ ＝

ｕ（ ｔ）
１ － ｕ（ ｔ）Ｃ″２（ ｔ） 的关系。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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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５　 式 （２３） 的积累比具有可达性。

证明　 下面根据 ｕ′（ ｔ） 和 Ｃ″１（ ｔ） Ｃ″２（ ｔ） 初始阶段的符号进行分类证明。

（１） 初始时 ｕ′（ ｔ） ＜ ０。

第一， 初始阶段 Ｃ″１（ ｔ） ＞ ０， Ｃ″２（ ｔ） ＞ ０。 收敛情况如图 ２ 所示。 初始时刻为 ｔ０， 调

整时刻为 ｔ１， 在 ｔ０ ～ ｔ１ 时段内，
Ｃ″１ （ ｔ）
Ｃ′１ （ ｔ）≠

Ｃ″２ （ ｔ）
Ｃ′２ （ ｔ）， 由定理 ４ 可知 ｕ′ （ ｔ） 不等于零，

这种状态用实线表示。 在 ｔ１ 时刻之后系统进入调整阶段， 这时
Ｃ″１ （ ｔ）
Ｃ′１ （ ｔ）→

Ｃ″２ （ ｔ）
Ｃ′２ （ ｔ）， 由

定理 ４ 可知 ｕ′ （ ｔ） 趋于零， 这种调整过程用虚线表示。 下面就对这一几何刻画给予数

理证明。

C1（t）

C2（t）

t0 t1 t

 

Ci（t）

O

图 ２　 两大部类不变资本曲线的收敛过程

由 ｕ′（ ｔ） ＜ ０， 得

ｆ１［Ｃ″１（ ｔ）］ ＝ Ｃ″１（ ｔ） ＜ ｆ２［Ｃ″２（ ｔ）］ ＝ ｕ（ ｔ）
１ － ｕ（ ｔ）Ｃ″２（ ｔ） （２５）

第二， 初始阶段 Ｃ″１（ ｔ） ＜ ０， Ｃ″２（ ｔ） ＜ ０。 因为同时改变符号并不会影响两条曲线的

关系， 为此规定沿 Ｃ″１（ ｔ）、 Ｃ″２（ ｔ） 减小的方向为横坐标轴方向， ｆ１［Ｃ″１（ ｔ）］、 ｆ２［Ｃ″２（ ｔ）］

减少的方向为纵轴方向。 因为 ｆ１［Ｃ″１（ ｔ）］ ＜ ｆ２［Ｃ″２（ ｔ）］， 所以曲线 ｆ２［Ｃ″２（ ｔ）］ 在曲线

ｆ１［Ｃ″１（ ｔ）］ 的上方。 当 ｕ′（ ｔ） ＜ ０ 时， ｕ（ ｔ）
１ － ｕ（ ｔ） 下降， 因此曲线 ｆ２［Ｃ″２（ ｔ）］ 向下弯曲，

这时两条曲线的关系与如图 ３ 所示类似， 因而有 ｕ′（ ｔ∗） ＝ ０。

第三， 初始阶段 Ｃ″１（ ｔ） ＜ ０， Ｃ″２（ ｔ） ＞ ０。 现在来考察式 （２５） 的动态趋势。 由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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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 ｔ） ＜ ０ 可知积累比 ｕ（ ｔ） 提高， 而 ｕ（ ｔ）
１ － ｕ（ ｔ） 会有更大的提高， 由此引起两大部类生产

资料曲线距离的扩大。 但是由于 ｇ ＝ ｕ（ ｔ）
１ － ｕ（ ｔ） ＜ １， 故而由定理 １ 推论 ２ 可知， 两大部

类生产资料曲线距离的扩大是不会持续下去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只会出现两种情况之

一： 或者存在一个切换点 ｔ０，在 ｔ０ 的左侧有 Ｃ″１（ ｔ） ＜ ０，在 ｔ０ 的右侧有 Ｃ″１（ ｔ） ＞ ０。随着

时间推移， ｔ 会达到 ｔ０ 的右侧， 这时 Ｃ″１（ ｔ） ＞ ０， Ｃ″２（ ｔ） ＞ ０。 这就是第一的情况。 或者

存在一个切换点 ｔ１， 在 ｔ１ 的左侧有 Ｃ″２（ ｔ） ＞ ０， 在 ｔ０ 的右侧有 Ｃ″１（ ｔ） ＜ ０。 随着时间推

移， ｔ会达到 ｔ１ 的右侧， 这时 Ｃ″１（ ｔ） ＜ ０， Ｃ″２（ ｔ） ＜ ０。这就是第二的情况。 因此 ∃ｔ∗，使

得 ｕ′（ ｔ∗） ＝ ０。

（２） 初始时 ｕ′（ ｔ） ＞ ０。

第一， 初始阶段 Ｃ″１（ ｔ） ＞ ０， Ｃ″２（ ｔ） ＞ ０。 由 ｕ′（ ｔ） ＞ ０ 得：

ｆ１ ＝ Ｃ″１（ ｔ） ＞ ｕ（ ｔ）
１ － ｕ（ ｔ）Ｃ″２（ ｔ） ＝ ｆ２ （２７）

式 （２７） 的动态过程是， 由 ｕ′（ ｔ） ＞ ０ 可知第一部类积累比 ｕ（ ｔ） 提高， 则

ｕ（ ｔ）
１ － ｕ（ ｔ） 有更大幅度的提高， 从而 ｆ２［Ｃ″２（ ｔ）］ 不断上升， 这导致 ｛ ｆ１［Ｃ″１（ ｔ）］ －

ｆ２［Ｃ″２（ ｔ）］｝ 不断下降， 即：

ｕ（ ｔ）↑⇒ ｕ（ ｔ）
１ － ｕ（ ｔ）↑⇒ ｕ（ ｔ）

１ － ｕ（ ｔ）Ｃ″２（ ｔ）↑⇒｛ ｆ１［Ｃ″１（ ｔ）］ － ｆ２［Ｃ″２（ ｔ）］｝↓ （２８）

式 （２８） 表示的是一个负反馈过程， 这一过程简写为 ｕ′（ ｔ）↑⇒ｕ′（ ｔ）↓， 因此

∃ｔ∗， 当 ｔ ＝ ｔ∗ 时， 有 Ｃ″１（ ｔ∗） － ｕ（ ｔ）
１ － ｕ（ ｔ）Ｃ″２（ ｔ

∗） ＝ ０， 即 ｕ′（ ｔ∗） ＝ ０。

第二， 初始阶段 Ｃ″１（ ｔ） ＜ ０， Ｃ″２（ ｔ） ＜ ０。 规定沿 Ｃ″１（ ｔ）、 Ｃ″２（ ｔ） 减小的方向为横坐

标轴方向， ｆ１［Ｃ″１（ ｔ）］、 ｆ２［Ｃ″２（ ｔ）］ 减少的方向为纵轴方向。 因为 ｆ１［Ｃ″１（ ｔ）］ ＞

ｆ２［Ｃ″２（ ｔ）］， 所以曲线 ｆ２［Ｃ″２（ ｔ）］ 在曲线 ｆ１［Ｃ″１（ ｔ）］ 的下方。 由 ｕ′（ ｔ） ＞ ０ 知 ｕ（ ｔ）
１ － ｕ（ ｔ）

上升， 因此曲线 ｆ２［Ｃ″２（ ｔ）］ 向上弯曲， 最终有 ｕ′（ ｔ∗） ＝ ０。

第三， 开始阶段 Ｃ″１（ ｔ） ＞ ０， Ｃ″２（ ｔ） ＜ ０。 现在来考察式 （２７） 的动态趋势。 由

ｕ′（ ｔ） ＞ ０ 可知积累比 ｕ（ ｔ） 提高， 因而 ｕ（ ｔ）
１ － ｕ（ ｔ） 也提高， 由此引起两大部类生产资料曲

线距离的扩大。 但是由于 ｇ（ ｔ） ＝ ｕ（ ｔ）
１ － ｕ（ ｔ） ＜ １， 故而由定理 １ 推论 １ 可知， 两大部类生

产资料曲线距离的扩大是不会持续下去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只会出现两种情况之一：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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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存在一个切换点 ｔ０，在 ｔ０ 的左侧有 Ｃ″２（ ｔ） ＜ ０，在 ｔ０ 的右侧有 Ｃ″２（ ｔ） ＞ ０。随着时间

推移， ｔ 会达到 ｔ０ 的右侧， 这时 Ｃ″１（ ｔ） ＞ ０， Ｃ″２（ ｔ） ＞ ０。 这就是第一的情况。 或者存在

一个切换点 ｔ１， 在 ｔ１ 的左侧有 Ｃ″１（ ｔ） ＜ ０，在 ｔ０ 的右侧有 Ｃ″１（ ｔ） ＜ ０。随着时间推移， ｔ会

达到 ｔ１ 的右侧， 这时 Ｃ″１（ ｔ） ＜ ０， Ｃ″２（ ｔ） ＜ ０。 这就是第二的情况。 因此 ∃ｔ∗， 使得

ｕ′（ ｔ∗） ＝ ０。 证毕。

上述动态分析包括了两大部类生产资料轨线关系的所有类型。 结果表明： 其一，

无论初始情况如何， 系统都具有可达性———积累比总会达到平衡积累比， 即 ∃ｔ∗， 当

ｔ ＝ ｔ∗ 时有 ｕ（ ｔ） ＝ ｕ∗； 其二， 当 ｕ（ ｔ） ＞ ｕ∗ 时总有 ｕ′（ ｔ） ＜ ０ ； 当 ｕ（ ｔ） ＜ ｕ∗ 时总有

ｕ′（ ｔ） ＞ ０。 由这两个结果顺理成章地推得下面的重要定理。

（三） 对积累比的大范围稳定性的考察

积累比在受到强干扰之后最终收敛于 ｕ∗ 点吗？ 如果如此， 则平衡增长就具有规律

性。 可见， 要证明平衡增长具有规律性， 就必须证明积累比 ｕ（ ｔ） 大范围收敛于平衡积

累比 ｕ∗。

定理 ６　 积累比 ｕ（ ｔ） 大范围收敛于平衡积累比 ｕ∗。

证明　 做李雅普诺夫函数：

Ｖ［ｕ（ ｔ）］ ＝ ［ｕ（ ｔ） － ｕ∗］ ２

２ （２９）

显然李雅普诺夫函数满足非负性。 当且仅当 ｕ（ ｔ） ＝ ｕ∗ 时， Ｖ［ｕ（ ｔ）］ ＝ ０。 对

Ｖ［ｕ（ ｔ）］ 求关于时间的导数： 得：

ｄＶ
ｄｔ ＝ ｕ′（ ｔ）［ｕ（ ｔ） － ｕ∗］ （３０）

对于 ｕ（ ｔ） － ｕ∗， 如果 ｕ（ ｔ） ＞ ｕ∗， 由前面的动态分析可知， 必有 ｕ′（ ｔ） ＜ ０， 由

（３０） 式可以得知 ｄＶ
ｄｔ ＜ ０ ； 如果 ｕ（ ｔ） ＜ ｕ∗。 由前面的动态分析可知， 必有 ｕ′（ ｔ） ＞ ０，

由式 （３０） 可以得知 ｄＶ
ｄｔ ＜ ０。综合两种情况得 ｄＶ

ｄｔ ＜ ０，即 ｕ（ ｔ） 大范围收敛于 ｕ∗。证毕。

定理 ７　 两大部类生产资料之间只存在平衡增长规律。

证明　 由定理 ６ 可知， 当 ｔ →＋ ∞ 时， ｕ′（ ｔ） ＝ ０ 具有大范围稳定性， 再由定理 ２、

定理 ３ 和定理 ４ 可知， 两大部类生产资料之间的平衡增长具有大范围稳定性， 因此只

存在生产资料平衡增长规律。 证毕。

四　结论

多年来， 人们普遍认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是存在的。 其实， 生产资料优先增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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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结果而不是客观规律。 我们不否认在局部时间内存在生产资料

优先增长的可能， 但是这一优先增长并不是经济规律， 因为这一优先增长状态不具有

稳定性。 如果一时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规律， 那么一时的消费资料优先增长也就应

该是规律。 这岂不是矛盾吗！ 事实上，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两大部类生产资料增长率

有时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 有时是消费资料优先增长， 但是这些增长状态都只是过渡

过程， 而不是稳定状态。 只有两大部类生产资料增长率相等才具有大范围稳定性， 因

此生产资料平衡增长才是一个客观规律。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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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资本主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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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地租以及女性∗
　①

———对地租资本主义 （ｒ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②的女权视角分析

足立真理子∗∗∗　③

李亚姣 译∗∗∗∗　④

摘　 要： 本文是一篇对皮凯蒂著作 《２１ 世纪资本论》 的女权视角书评。 作者首先

解读了皮凯蒂理论的独特之处。 其次， 指出了在对资本主义、 现代全球资本主义现状

的分析上皮凯蒂理论存在的两点问题。 ①皮凯蒂理论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点， 站在全球

资本主义分析或是全球资本主义论立场上来看， 他忽略了对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关系

的讨论。 ②皮凯蒂对 ｃａｐｉｔａｌ （资产） 的定义， 即非金融资产 ＋ 金融资产 － 负债 ＝ 资产，

会妨碍理解金融资产的现代性意义。 最后， 作者尝试从社会性别以及女权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角度来思考皮凯蒂理论， 指出皮凯蒂延续全球资本主义两极分化论， 提出中层

分析的必要性， 主张全球资本主义是阳性中心主义的。

关键词： 皮凯蒂　 地租资本主义　 女权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层分析　 阳性中心主

义的全球资本主义

前言

皮凯蒂 《２１ 世纪资本论》 的原标题是 “Ｌ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ｕ ＸＸＩｅ ｓｉèｃｌｅ”。 这个 “ｃａｐｉｔａｌ”

不是指 《资本论》 中的 “资本”， 而是一个无限接近于 “资产” 的概念， 即一个 “现

实资本 ＋虚拟资本” 的概念。 这构成了该书的一大特色。 我想就皮凯蒂这种以关注资

产为主的资本主义认识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 我将阐述如何解读独特的皮凯蒂理论； 其次， 我将讨论如何评价皮凯蒂理

论； 最后， 让我们从社会性别视角或是女权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尝试思考如何理

７８

①

②

③

④

本文原刊于総特集　 ピケティ 『２１ 世紀の資本』 を読む———格差と貧困の新理論、 『現代思想』 １ 月臨時

増刊号 ２０１４ 年 ｖｏｌ ４２ － １７、 ＰＰ１６９ － １８１、 青土社。
一提起地租， 虽然给人一种过于陈旧的印象， 但是只将其理解成利息是不正确的。 地租资本主义是指地租

被金融化， 且地租占据了收入来源的一大部分的资本主义。
足立真理子 （Ｍａｒｉｋｏ Ａｄａｃｈｉ， １９５３ － ）， 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人间文化创成科学研究科、 性别研究中心教

授， 研究方向为经济理论、 国际经济学、 女权主义经济学。
李亚姣 （Ｙａｊｉａｏ Ｌｉ， １９８７ － ）， 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人间文化创成科学研究科性别研究专业博士生， 研究

方向为中国地域研究、 性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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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皮凯蒂理论。

皮凯蒂理论的构成

首先， 从整体印象来说， 该理论的一大特色是， 皮凯蒂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作为

非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论， 他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方法又是独特的。 因为他提到资本

主义发展会导致不平等产生， 而资本主义本身无法修正不平等的扩大。 皮凯蒂理论尽

管属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 但由于该理论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才拥有了这

么大的社会影响力吧。

在对库兹涅茨进行批评中， 皮凯蒂理论中问题意识的核心集中在了 Ｕ 形曲线的问

题上。 但是， 站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来说， 作为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皮凯蒂没有解答

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结构问题。 我认为， 他的理论会被批评缺少讨论作为资本主义内

部矛盾呈现形式的经济危机， 或是被批评缺少讨论经济危机必然性的理论结构和问题

意识吧。

进一步说， 我认为， 皮凯蒂理论整体上非常接近调节学派的理论构成。 调节学派

受到来自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学派的双重影响， 我认为他可能是站在调节学派立场上

来确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的。 特别是用储蓄率 （ ｓ） 和经济增长率 （ｇ） 之间的关系来

解答的部分明显是受到调节学派的影响。 在思考资本主义矛盾不断积累和不平等扩大

的问题时， 基本的结论是收入不平等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 而对此， 他指出这不单单

是收入的问题， 还包括资产 （ ｃａｐｉｔａｌ） 的问题。 这是他理论的一大特征。 为了证明此

点， 他运用了纵贯几个世纪的历史统计资料。

那么， 皮凯蒂是如何定义这个资产 （ｃａｐｉｔａｌ） 呢？ 如文章开头提到的， 他所指的资

产是指市场中可以进行交易的纯资产的总和。 也就是说， 他所指的资产是， 土地、 房

产、 库存商品、 机器设备、 专利等非金融资产加上金融资产减去负债之后的总和。 这

就是说， 在皮凯蒂的资产概念里， 现实资本和虚拟资本被合为一起当作 ｃａｐｉｔａｌ （资

本）。 进一步说， 在 ｃａｐｉｔａｌ 中因为土地所有权是基于所有权获得的收益分配的虚拟资

本， 且专利也是基于所有权的虚拟资本， 所以整体上基于所有权分配而获取地租的虚

拟资本被合在一起当作 ｃａｐｉｔａｌ 的一部分。 因此， 这里的 ｃａｐｉｔａｌ 虽说也包括生产资本、

现实资本的部分， 但由虚拟资本部分产生的收益分配部分， 也就是说资产和资产收入

总共是多少是皮凯蒂理论中讨论的焦点。

我认为， 这个视点可能蕴含两个意义。

其一， 在资本主义认识论中，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古典经济学派之后出现，

它是由对资本、 雇佣劳动、 土地所有权三个范畴的讨论构成的， 其中包含极具特色的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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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理论。 也就是说，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除了包含资本 － 利润、 雇佣劳动 － 工资

的讨论之外， 还有有关土地所有权 － 地租的讨论， 而基于所有权获得的分配关系是与

虚拟资本的社会价值及其源泉、 分配相关的。

无须说， 这个有关虚拟资本的独具特色的讨论在资本范畴中更加倾向于通过资

本 －雇佣劳动两个范畴来讨论。 实际上， 我认为宇野学派也存在这种倾向。 反过来说，

以资本 －雇佣劳动关系为主轴的话， 会把农业问题、 小农问题当作无法处理的问题。

或是将对世界农业问题的现状分析作为一个新课题来对待。 但是， 我认为， 最近已经

逐渐产生一种问题意识———单从资本 － 雇佣劳动关系角度不能透彻地分析当今的全球

化问题。

其二， 大卫·哈维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地理学的空间理论进行的诠释中， 也

主张地租论。 另外， 对这个问题还有两种理解方法。 一种是对基于所有 － 占有 （独占）

产生的分配关系的讨论； 另一种是被称为地租资本主义的理解方法。 总之， 用资本 －

雇佣劳动两个范畴无法解释清楚所有———由资产产生的分配部分究竟是什么？ 它在资

本主义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以及， 当今全球化中全世界富裕阶层和与之处于相反一极

的贫困、 饥饿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这些问题既不是雇佣劳动不稳定的问题， 也不

是雇佣劳动关系概念之外的多种多样的就业形态一边再次改变形态、 一边现象化的问

题。 当然， 毫无疑问， 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 产生了五种就业形态， 它们分别是：

所谓的双重自由雇佣劳动 （又称正规就业）、 不自由雇佣劳动 （即， 附加上以国籍、 民

族、 社会性别等社会特征为理由的限制的、 非正规的 “不自由” 的就业形态）、 无限接

近 （伪装成） 承包的个体经营、 家政工 （家务劳动等家庭内付费劳动人员）、 奴隶

（奴隶劳动）。 有关在全球资本主义中劳动力和人类的理想状态的讨论完全没有被削弱，

而是被更加强化， 包含了越来越多的矛盾。 但是， 单有这个讨论将意味着我们不会追

究那些统治当今全球化、 现实中的掌权派以及决策方的经济来源。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皮凯蒂理论可以说是处于对资本主义的理解， 特别是对现代全球资本主义中地租意义

的再次讨论之中。

α ＝ γ × β，β ＝ ｓ ／ ｇ

皮凯蒂理论中最重要的定律无疑是有关资本 ／收入。 如前面提到的， 皮凯蒂的资本

（ｃａｐｉｔａｌ） 是无限接近资产 （ｓｔｏｃｋ） 这一概念的。 实则资产的资本 （ｃａｐｉｔａｌ） 和国民收

入 （ｉｎｃｏｍｅ） 之间关系的基本定律是 「β ＝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ｉｎｃｏｍｅ」。 而第一基本定律是通过资

产收益率 （γ） 来表示资产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 （α）。 用 α ＝ γ × β 来表示。

因为 β 表示资产是收入的几倍的系数， 所以从这就开始思考由资产产生的收入占

国民收入多少。 皮凯蒂出了一个简单的习题， 如果 β 是 ６００％ 、 γ 是 ５％ 的话， α 是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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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 总之， 这个 ３０％是由资产产生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率， 也就是资产产生的收

入的比率。 皮凯蒂的讨论中极为重视通过持有资产获得的收入比率 （资产收益率）。

γ 被设定为 ４％ ～ ５％ 。 这是经过历史验证的， 因而是一个从理论外部得出的数

字。 这样一来， 这个百分比某种程度上是固定的话， 资产收入会不断增长。 换句话

说， 皮凯蒂理论遵循 “由地租产生的收入会越变越多” 的思路来观察资产收益率的

百分比。

在这个前提下， 接下来得出的这个结论———资产收益率总是比经济成长率 （ ｇ）

高———也是通过历史统计学的资料算出来。 不等式表示为 γ ＞ ｇ。 因此， 从历史角度来

看， 资产持有人获取的收入 （分配部分） 比经济成长率 ｇ 高， 所以这就很容易得出通

过世袭制度社会阶层会不断固化的结论。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 为了维持 γ 的比率， 毫

无疑问， 劳动收入将减少。 从完全适应了低利率的日本社会现实来说， γ 维持在 ４％ ～

５％让人感到不现实。 皮凯蒂认为， γ （资产） 的收益率从历史上来说， 总是维持在

４％ ～５％ ， 而经济成长率是 ２％ 。 因为 γ 和 ｇ 之间存在差额， 所以持有资产的人一定会

越积累越多。 而且， 他还认为， 因为资产收益率为 ４％ ～ ５％是通过历史统计资料得出

的结论， 所以这个差额与世袭制度的固化、 世袭制资本主义相关。

经济成长率 ｇ 和 γ 的关系是与第二基本定律 「β ＝储蓄率 （ ｓ） ／经济成长率 （ｇ）」

的内涵相关的。 因此， ①储蓄率高、 经济成长率高的话， 两者相抵， 不会加剧不平等；

②储蓄率高、 经济成长率低的话， 会扩大不平等； ③储蓄率低、 经济成长率高的话，

会消除不平等； ④储蓄率低、 成长率低的话， 整体陷入不良状态。 像这样分成几种形

态， 结果呈现 Ｕ 字形。 换句话说， 就是收入差距拉大。 高度经济成长期， 储蓄率也增

长了， 两者相抵， 没有加剧资产差距。 一旦经济进入低速成长期， 当然会造成差距拉

大。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经济低速成长期的日本。 因为在储藏率依然很高的情况下经济

成长率下降， 造成收入差距拉大。 如果是代际家庭继承遗产的话， 就更容易拉大差

距了。

通过资产继承不断地扩大财富不平等， 被称为世袭资本主义。 因为这个倾向在皮

凯蒂的讨论中是从第一基本定律和第二基本定律中推导出来的， 所以可以说它构成了

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 当我们用历史资料确认时发现这个倾向在 ２００ 年间只有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之后被修正。 由于世界大战， 欧洲全境成为废墟。 从前以各种形式运作资

产的土地所有者和贵族阶层或以借贷发家后成为资产持有者的富裕阶层都丧失掉了通

过世袭制度继承的资产， 一下子没落了。 也就是说， 因此，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 “二

战” 后， 财富不平等被修正了。 但是这种发展趋势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前后减弱， 进入

９０ 年代发生反转， 开始呈现 Ｕ 形曲线， 财富不平等在不断扩大。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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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包括美、 英、 加、 澳在内的盎格鲁 － 撒克逊各国中， 通过继承资产造成的

财富分配不公的趋势更强。 也就是说， 特别是盎格鲁 － 撒克逊类型的国家中， 资本主

义在扩大财富不平等。 而且， 在财富分配最不平等的美国， 已经达到了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前后的状态了。 法国等欧洲各国也出现类似趋势。 即使是瑞典这种被认为是社会民主

主义的发达国家也难逃其中。

皮凯蒂理论中， 现代全球资本主义中现在产生的财富分配的不公已经接近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而资本主义自身缺少修正机制。 它本身只是一个积累不均衡的机制。

皮凯蒂也提过， 在这样的世界中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方法会对当下社会规范产生影

响， 另外， 对于在其中求生存的人们来说也会产生种种影响吧。 在人称 “美丽时代”

（译者注： 指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 的法国， 出现了这种情况： 一个男性不管是多么有

野心、 能力多么强， 通过和富裕女人 （开朗的寡妇或是从其富裕的父亲那里获得陪嫁

钱的女儿等） 结婚可以获得比通过自身努力、 动力达成的社会地位更有价值的世袭资

产。 法国文学中也通过多种描绘呈现出了 １９ 世纪末欧洲的样子以及由于第一次世界大

战资产阶级没落而符合继承遗产的 “正统继承人” 并不存在的世界。 一方面这被称为

“欧洲危机”， 另一方面人们又从原有秩序的崩溃中发现 “自由” “不安” “无意识”

等， 比如在保尔·瓦雷里的 《精神危机》 一文中， 反复讨论它们是否会导致 “欧洲精

神” 的变革。 的确， 不列颠治世 （译者注： 指英国在 １９ 世纪至 ２０ 世纪的兴盛时期，

拉丁语为 Ｐａｘ 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ｃａ）、 金 －英镑本位制都处于垮台之中。 在被期待成为下一个世界

霸主的美国还没有站出来前， 世界局势是不安定的。 这种噩梦连连的状况就像现代虽

然全球化不断发展， 但依然没有解决内在矛盾。 如果只是推迟解决内在矛盾， 不用说

这会让人产生现代和那时有些许类似的模糊感觉。 不难想象这种主张会带给读者某种

冲击。

问题点

但是， 我需要指出皮凯蒂理论构造在对资本主义认识上以及对现代全球资本主义

现状的分析上存在几点问题。

第一， 皮凯蒂理论中最有力的假设———基本定律———是从外部通过历史资料得出

的。 而且， 因为他的理论依然以一个民族国家为基点， 从不要停留在一国资本主义层

面上而是站在全球资本主义分析或是全球资本主义论立场上来看， 他忽略了对宗主国

和殖民地之间关系的讨论。 这和如何看待 γ 的历史特点有关。 如果 γ 一贯很高， 现代

的全球资本主义中， 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关系事实上是政治经济关系内部的一种社会

关系。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国家虽然获得了政治性独立却在经济上被迫处于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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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地位的新殖民地问题， 同时也是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跨国企业的企业内部国际分工

和生产国际化 （外包） 相关联的视点。 当然， 这也是当今面向全球化的女权主义视角

分析的关键。

第二， 假设通过分析一国的宏观经济也可以确认财富分配不公， 那么皮凯蒂所指

的 ｃａｐｉｔａｌ （资产） 的定义中， 用金融资产减去负债的理解方式会让人不容易理解金融

资产的现代性意义。

从金融资产中减去负债， 认为非金融资产 ＋ 金融资产 － 负债 ＝ 资产的话， 金融所

带有的独特的意义就会隐而不见。 也就是说， 皮凯蒂虽然关注资产， 但是他所指的资

产主要是非金融资产———土地、 住宅、 专利等。 完全没有讨论金融资产的运作和影响

力大小。 皮凯蒂理论中， 他所指的资产之后会被继承， 而他关注的重点正是世袭制继

承的问题。

下面进一步解释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关系。

皮凯蒂主要关注从金融资产中减去负债形成的纯金融资产。 但是反过来说， 如何

理解负债很重要。 负债在我们女权主义经济学对现状的分析中更加意义非凡。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我们主要围绕金融排斥以及金融包容进行了反复讨论。 从讨

论中我们了解到， 遭受社会性金融排斥的人群一旦获得金融权利或资格， 会陷入被过

度融资或是过度借贷之中。 这也可以说是金融排斥导致过度金融包容吧。 “过度包容是

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这一说法是由现在的女权经济学最早提出来的。 这个问题我

们稍后再讨论。

总之， 如果金融资产是 １００、 负债是 ９０ 的话， 纯资产是 １０， 再加上土地和房产，

这样理解资本的话， 就无法理解现在全球化经济的核心———金融———所拥有的独特运

作方式。 对女权主义或是社会性别的研究来说， 尽管如今有关金融的讨论变得非常重

要， 却还是容易被忽视。

女权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

以之前的讨论为前提， 最后， 我想谈一下从女权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如何看皮凯

蒂对资本的理解。

首先， 我想说一下， 在广义上包括女权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内的女权主义经济学是

如何看待全球资本主义的。 当今，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诞生的女权主义经济学成立了

“国际女权主义经济学会” （ＩＡＦＦＥ）， 作为对新古典派经济学批评的经济学流派之一在

国际上拥有很大的影响力。 但是， 我个人的理解是， 经济学自身就源于新古典派经济

学、 新 ／旧制度经济学派、 凯恩斯主义、 后凯恩斯主义、 激进经济学派、 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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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而不是铁板一块。

粗略地来说， 女权主义政治经济学有部分继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认识， 关注包

括全球化与社会性别、 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劳动力流动等议题。 拉美等地有非常杰出

的女权主义政治经济学者。 市场产生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和共同体之间， 而重商主义

资本让商品经济渗入共同体之中的过程就是女权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解的资本主义， 这

也可以说是全球资本主义论的谱系。 宇野学派认为资本主义最大的矛盾是劳动力无法

商品化。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由跨国公司体制牵头的新国际分工 （ＮＩＤＬ） 中劳动力的

社会特征才是现代全球化的重中之重。 女权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特性的把握方

式与皮凯蒂完全不同。

如果将 “劳动力无法商品化” 用女权主义理论重新理解的话， 全球资本主义 － 劳

动力的状态中会随之产生根据社会建构的区隔和歧视， 分离出包括自由的雇佣劳动者、

不自由的雇佣劳动者、 个体经营、 家政工、 奴隶五种形态。 因此， 我们不会认为所谓

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本来是对劳动力、 人类、 生命的再生产进行考虑的系统。 而不如

说， 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是常伴随着国际劳动力流动、 随时 “再发现” 可利用劳动力的

系统。 那时只要是便宜且可利用的劳动力即可， 而没有必要考虑劳动力的再生产。 ２０

世纪后半叶， 在发达国家中如果不能满足劳动力再生产， 换句话说， 如果发的工资不

够支付劳动力再生产开支的话， 就无法进行资本主义再生产， 所以社会政策性措施的

规范性标准被要求包含一些促使劳动力再生产成为可能的社会习惯。 这就导致皮凯蒂

所说的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特别是 ９０ 年代以后反转发生了。 反过来说， 在 ２０ 世纪初世界

经济中苏联抬头形成对立轴， 资本主义自身不得不向福利国家靠拢。 这刚好是到 １９７５

年为止的事情。

在全球资本主义论中， 当然存在中心—半边缘—边缘的讨论。 这个讨论在依附理

论学派或沃勒斯世界体系论中被称作全球资本主义两极分化论。 颇有意味的是， 皮凯

蒂也站在两极分化论的立场上。 但是， 尽管两极分化论受到追捧， 有些现象却无法用

它解释。 事实上， 让主张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开发的依附理论破产的例证就是所谓的

“东亚奇迹”， 也就是说， 新国际分工体制下急剧经济成长的亚洲事例用该理论无法讨

论。 换句话说， 亚洲的高速经济成长和超强的积累已经无法用两极分化论来解释了。

例外的亚洲， 以前是 ＮＩＥｓ （新兴工业化国家）， 现在是中国、 东南亚、 南亚。 讨论的顺

序从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商品生产、 生产国际化到外包。 如果从女权主义经济学角度来

看， 这些会被认为是全球规模下劳动力女性化不断深化的表现， 但现如今依然被简单

地归类成国家介入型资本主义的特征。 但是， 如果超越国家介入的讨论， 会发现支持

这些的是家父长制的组织构成和意识形态的重组， 因此首次女性动员都可以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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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并不是国家介入这种表面的东西， 如果不对家庭 （译者注： 文中提到的 “家庭”

一词多是指英语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内部的组织进行分析， 无论是理论还是现状分析， 都不

能理解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中层分析的必要性

女权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劳动力女性化阶段就在关注劳动力本身以及它的特性。 以

劳动灵活化的形式削减 “力量” 的话， 劳动力就很容易成为表面的东西。 单纯地用劳

动一个概念理解的话， 就会看不到哪里有矛盾， 只是触动资本表现形式的表面而已。

因此只看到劳动力在市场中被当作一般商品买卖。

在劳动力女性化发展的过程中， 重要的是对硬将无法商业化的劳动力塞入市场的

组织， 即对家庭内部的分析。 女权主义经济学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主要是批判微观经济学

中的 “经纪人假说” 以及讨论无偿照顾经济学。 它还着眼于有关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

和再分配关系， 开始进行中层分析。 此后， 从 ９０ 年代后半期至 ２０００ 年关注重点转移至

对宏观经济的社会性别分析上， 对财政、 社会保障体系、 税制、 劳动市场进行讨论。

并且在这之后开始思考全球化， 比如跨国企业、 逃税天堂或是国际转移的价格问题。

女权主义经济学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理解不仅是看一国的微观或宏观经济， 而

且是分微观、 中观、 宏观、 全球四个阶段讨论的。

这里比较具有特色的是中观层面。 具体来说， 就是导入社会集团 （可以选择或不

可以选择）， 对家庭、 企业组织层面进行分析。 就如一般考虑的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

标一样， 家庭也以收入最大化为目标。 但是， 国际性扩大的家庭， 单靠经济要素是无

法正常运转的。 通过分析照顾劳动者的流动等就会明白， 社会给流动妇女劳动者注入

“离开孩子是坏妈妈” 的意识形态来督促她们给本国汇钱等。 同时， 并不只是收入方

面， 在资产形成和继承上， 也明确地表现出非常严重的性别不对称。

全球资本主义中， 因为有女性在跨国企业或是国际机构担任领导， 有人认为， 现

代资本主义正在推进无性别化。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认识错误。 这是因为到目前为止

一国范围的资本主义如果具有实体论上家父长制性格的话， 那么全球资本主义就会变

成完完全全的阳性中心主义的组织体， 成为阳性中心主义自身的现实 （译者注： 亚里

士多德哲学中提到的 “ｅｎｅｒｇｅｉａ”）。

阳性中心主义的全球资本主义

为何全球资本主义是阳性中心主义呢？ 是因为全球资本主义中资本运动状态不是

Ｇ—Ｗ—Ｇ′式， 而是不夹杂任何实际存在的商品， 用货币直接产生货币的。 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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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资本主义让全球层面的收缩趋势都内化成 Ｇ—Ｇ′的形式。 具体表现形态就是， 被

称为现代跨国企业体制中金融、 情报综合企业 （译者注： ｃｏｎ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ｅ 是指一些跨产业

发展的企业）， 是金融资本的最高形态。 全球资本主义是完全不夹杂其他物质、 自我繁

殖的运动态。 它也是男性无须借助女性就可以生育自己儿子的运动。 从这个意义上可

以说， 全球资本主义是阳性中心主义的。 但是， Ｇ—Ｇ′是最 “精练” 的。 它无痛无痒，

是日常意识无法觉察的形态。 而另一方面， 斯皮瓦克指出 Ｇ “…” 这种高利贷资本的

形态也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 这个 “…” 部分包含暴力， 也就是包含与榨取不

同的掠夺。 我们应该区分两者， 但现实生活中两者同时存在， 混杂在一起发生作用。

换句话说， 最 “精练” 的形态和最暴力的形态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两个难以分开、 同时

存在的局面。

这样一来， 资本主义更加激进地迈向阳性中心主义之时， 社会性别不对称也在遗

产继承———或说正是要在遗产继承中起作用。 皮凯蒂在提到财富不平等不断深化时，

就在以家庭为单位思考世袭制度。 作为超越代际的阳性中心主义， 通过让和自己无限

相似的人， 几乎和自己同样的人来继承， 自己几乎可以超越代际， 达到 “永久化”。 我

们绝不可对阳性中心主义的顽固性掉以轻心。 总之， 皮凯蒂的讨论中忽略了造成不平

等扩大的关键因素的家庭内部遗产继承问题， 比如谁被排斥、 谁是如何继承的问题。

但是， 请试着想一下， 如果你主张不平等扩大了， 假如唯一的 “君主” 偶然得到一个

挖掘而来的有用物品， 利用排他的所有权进行资产运用平安度过一生， 在 “君主” 过

世后， 这份资产要被分配给所有 “大臣”， 就需要将 “君主 － 大臣” 的集团重新安置、

平等化 （这可能是多余的， 某种程度上和基础工资原理类似）。 总之， 假如 “君王”

是排他的、 选择无限 “类似自己的人” 来继承的这种机制不运转， 那么现实中不平等

是不会扩大的。 而且如果 “君主” 是经济人的话， 自己的一生达到满足即可， 死后不

会思考子孙后代的事情吧。 对新古典经济学派来说， 代际模型等只会导致理论破产。

因为 “君主” 缺少动机。

总之， 从女权立场来看， 女权主义经济学一贯主张： 微观和宏观层面的讨论中不

能解释清现实中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积累， 但皮凯蒂理论依然以忽视宏观层面之前发

生在中观层面的排斥和歧视为前提。

毋庸赘言， 资产和社会性别之间的关系被讨论架空了。 我们可以知道， 皮凯蒂理

论中完全没有女权主义经济学一直以来重视的中观层面分析。 《女权主义经济学》 杂志

在全球金融危机过后的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号 （Ｖｏｌ １９， Ｎｏ ３） 中， 推出了以 “对金融、 经济

危机的批判和女权视角” 为题的特刊。 其中， 加里·戴姆斯克 （Ｇａｒｙ Ｄｙｍｓｋｉ） 提到了

对历史性被金融排斥的社会集体进行金融 （过度） 包容的问题。 另外， 他也对小额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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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提出了批评。

资产、 金融和社会性别的问题也被归为女权主义讨论中的新议题。 资产、 金融

的排斥以及包容存在的社会性别不对称问题是非常明确的。 可以说， 金融资产形成

会造成社会性别更加不对称。 女性通常会遭受金融排斥。 被包容， 意味着被承诺可

以借贷。 我们必须思考可以借贷这一承认行为的意味。 以学生为了支付大学本科

（或硕士） 课程的学费进行学费贷款为例， 如果也像皮凯蒂一样， 用金融资产 ＋ 非金

融资产 － 负债 ＝ 纯资产的 ｃａｐｉｔａｌ 概念理解的话， 将不会解开现代金融危机背后蕴藏

的奥秘。

我们从 ２０１１ 年开始在美国旧金山与洛杉矶对房产、 金融与社会性别的现状进行调

查分析。 我们通过采访其本人、 被调查者的儿子及其家人、 房产公司、 房产专门金融

机构、 银行、 地域信用合作社等， 调查了来自中美洲的女性家政工通过贷款购入住宅

的例子。 那时我们已经注意到那些某种程度掌握金融知识的女性。 这是因为她们的事

常有可能被只当作 “被无良经销商骗了” 的例子。 而实际上我们采访的这一例是这名

女性家政工接受正在房产公司工作的儿子的建议和劝导而选择贷款。 结果是， 虽然她

用比普通市场价格还低的价格购买了住宅， 但是因为房价大跌， 即使是变卖房产也无

法还清贷款。 这样的话就只有先支付利息维持或放弃。 我在采访时， 她正在支付利息

维持房产。 她的经济活动用皮凯蒂的理解来说意味着拥有高的储存率， 是对下一代人

有利的。 同时， 她自身养老的钱， 为自己进行的储蓄是减少的。 如果没有儿子会完全

照料自己这种强烈的 “确信”， 她是无法这么做的。 但是， 这种活动的意义在皮凯蒂对

资产的讨论中， 无论是从经济意义上还是从社会意义上都无法解释。 在现代全球资本

主义中最薄弱的一环中产生出的经济行为造成了金融危机， 但用皮凯蒂理论却无法解

释其行为的意义。

为 “山岗上” 的人敲响警钟

皮凯蒂主要围绕资产的收益率、 成长率、 储蓄率三个问题展开讨论， 表示它们会

导致资本主义矛盾扩大、 不平等增长。 这种单纯的讨论为何能引起这么大反响， 又这

么具有影响力呢？

我认为， 投资方、 要保证和确保 γ 维持在 ４％ ～ ５％ 的一方来说， 这个结论给他

们很大震撼。 他们的资本主义观主要是股东资本主义。 如果必须保证资产的收益率

比经济成长率高的话， 毫无疑问会压缩劳动者的工资。 但是， 为了生存， 工作的一

方的工资即使被缩减， 资产也会高频率地回转。 遵循流动为好的观念进行经济活动

的全球富裕阶层， 也就是说跨越国界， 想把自己的资产尽可能地以高利率运转或是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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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资产运转督促投资的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是存在的。 在我们对旧金山的调查中，

这些全球统治阶层以及富裕阶层居住在小山岗上的门禁社区 （Ｇａｔ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他

们自己随意设立规则， 即使游戏失败， 也并不是由他们自己承担损失， 而是通过暂

时的国有化财政措施或是大胆的宽容货币政策破坏原有制定的规则。 结果是， 以消

费税的形式强加给生活在民族国家内部的人们， 而他们可以拿自己不是居民等理由

为借口， 成为民族国家讨论框架中的漏网之鱼， 无须纳税就可以 （能） 逃跑。 并且，

那张账单， 像被称为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一样， 在人们生活其中的主权国家层次

上， 只有靠在民族国家中工作获取本国货币形式收入的纳税人的缴税来支付。 因此，

所有的账单都由被束缚生活在主权国家这个区域中而不得不承担支付民族国家带来

的纳税重担的人们来付。

但是， 全球范围富裕阶层的人们也担心这样的事情到何时还行得通。 资本主义推

迟自身矛盾时社会性别经常被利用。 女权经济学也注意到这个经济活动的走向， 常常

仔细地确认那个裂缝如何张合。 从这个角度来说， 皮凯蒂的讨论， 唤醒了那些既没有

那么痛彻心扉的感受也没有满腔愤慨的人们的含糊不清的恐惧之心， 是非常不可思

议的。

资本国际流动的问题

全球化研究的着力点不是宏观层面而是全球范围内行动者自身的活动。 比如，

对跨国企业内部国际分工的劳动过程的分析、 库存和成品出口的方法以及国际劳动

力流动等。 如果分析跨国企业， 我们会发现一个个企业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 即使

停留在制造业， 实际上一半在做类似金融业业务。 企业保证利润的核心业务正在发

生变化。 这时， 跨国产生的转移价格和价格操作的问题大幅度浮出水面。 也就是说，

因为市场原理在企业内的国际分工中并不起作用， 企业内部贸易中自由操作价格的

问题涌现。

在许多场所行使非常驻者特权， 或是利用逃税天堂转移母公司的方法跨越国界获

利的问题出现。 并且， 怎么使用获取的利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个意义上，

我认为皮凯蒂说的国际协调体制中应该对资产进行课税的讨论是非常有意义的。 皮凯

蒂虽然也思考了资产引起了收入的课税， 同时也应该让大众知道， 跨国企业需要将企

业内部贸易流动时价格操作透明化。 通过跨境， 将 １００ 日元的东西定价为 １０００ 日元，

或是相反地定价， 将账单转移至别处的方法有很多。 将此弄明白， 不让只在一国之内

生活的人支付才是重要的。 为何要用我们的税金给金融危机擦屁股？ 没有这么傻的人，

我认为制止乱甩账单是非常重要的。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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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付账单？

在这个讨论的基础上， 我们接下来应该思索的不单单是在阳性中心主义全球资本

主义上层中存在的富裕阶层， 同时应该思索与之相反的一侧究竟是谁。 我认为， 相反

的一侧依然存在的是可以随意操作的 “女孩” （当然这完全不是生物学意义上女孩的意

思， 而是指被点名的、 没有势力的人们）。 无论是照顾劳动还是制造业， 还是企业服务

的终端、 ＢＰＯ 产业或是内脏、 子宫， 对 “女孩” 的需求量并没有减少。 我觉得前面所

述的账单最终会甩向这些 “女孩” 们。 日本一年轻男性在泰国等地通过代孕妈妈生下

了 １６ 个孩子的事情成为社会话题。 结果， 因为他不是以人身买卖为目的， 批判的声音

也逐渐弱了下去。 但是， 他究竟做了什么呢？ 他可能生活在想获取和自己相似的人的

欲望之中。 对他来说所需要的是， 和自己相似的人类、 子宫、 照顾工人。 我想我们绝

不能对阳性中心主义世界的顽固性掉以轻心。

分析至此， 我想可以解析现代全球范围的资本主义问题， 甚至可以预测它的走向

了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皮凯蒂的讨论尽管精心地从历史角度进行了分析， 但缺少

深刻挖掘的延展性。 某种程度上他向我们展现了资本主义， 但是不触及其深奥之处。

我认为他并未彻底解答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在哪里以及它是如何解决内部矛盾以及延

长寿命的问题。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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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资本的国际化
∗
　①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罗伯特·麦克切斯尼　 贾米尔·乔娜∗∗　②

张雪琴 译∗∗∗　③

保罗·斯威齐于 １９９７ 年在 《再谈 （或者少谈） 全球化》 一文中指出， “自 １９７４ ～

１９７５ 年经济衰退以来， 近期资本主义历史有三个最重要的潜在趋势： ①增长率放缓；

②垄断 （或寡头垄断） 跨国公司的全球扩散； ③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 （斯威齐强

调全球化并非最近才有的趋势， 而是贯穿整个资本主义历史过程的典型特征）①。 其中

第一个和第三个趋势———发达国家的经济停滞和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已经成为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９ 年金融危机以来引起广泛关注的话题。 然而第二个趋势， 即可被称为垄断

资本的国际化的这一趋势却没怎么引起人们的关注。 实际上， 新自由主义过程主要是

假定垄断趋势已经消失。 在这样的叙事逻辑下， 美国和其他国家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

寡头垄断结构已经遭到瓦解， 取而代之的是全球竞争加剧的新时代。

福斯特等并不否认全球竞争加剧， 但他们指出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之后这一国际竞争

在一定程度上越来越受到限制， “它已经让位于全球垄断金融资本的新时期， 这时世界

生产越来越为能够运用其垄断权力的一小撮跨国公司所控制”。 简而言之， 福斯特等认

为现在我们面临的是 “国际寡头垄断资本主义制度” （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ｌｉｇｏｐｏ⁃

ｌｙ）。 福斯特等指出， 研究垄断资本的国际化是理解当前全球经济趋势———包括成熟资

本主义经济体的缓慢增长和金融化的先决条件。

垄断资本国际化的论据已经越来越多。 理查德·巴内特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ａｒｎｅｔ） 和罗纳

德·穆勒 （Ｒｏｎａｌｄ Ｍüｌｌｅｒ） 于 １９７４ 年在其著作 《遍布全球： 跨国公司的力量》 中写

道， “全球企业的崛起代表了寡头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新的公司结构是集中化和

全球化过程的顶峰， 这一过程是将经济置于一小撮商业企业控制之下， 而这些商业企

业不再按照经典市场的传统规则与其他企业竞争”。②

９９

①
②

③
①
②

本文刊载于 ２０１１ 年第 ６３ 卷第 ２ 期 （６ 月） 《每月评论》 上。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Ｊｏｈｎ Ｂｅｌｌａｍｙ Ｆｏｓｔｅｒ）， 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美国 《每月评论》 主编；
罗伯特·麦克切斯尼 （Ｒｏｂｅｒｔ Ｍ ＭｃＣｈｅｓｎｅｙ）， 美国伊利诺伊香槟分校传播学系首席教授； 贾米尔·乔娜

（Ｊａｍｉｌ Ｒ Ｊｏｎｎａ）， 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张雪琴， 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
Ｐａｕｌ Ｍ Ｓｗｅｅｚｙ， “Ｍｏｒｅ （ｏｒ Ｌｅｓｓ）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４９， Ｎｏ ４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７）： ３ － ４．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Ｊ Ｂａｒｎｅｔ ａｎｄ Ｒｏｎａｌｄ Ｅ Ｍüｌｌｅ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ａｃｈ：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ｉｍｏｎ ａｎｄ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 １９７４）， ２１３ － 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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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寡头垄断情形下， 一小撮企业控制了某个产业或某一特殊的生产领域， 显然这

不是古典意义上的竞争。 相反， 人们面临的是对抗与合谋的辩证关系 （ａ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ｏｆ ｒｉ⁃

ｖａｌ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ｕｓｉｏｎ）。① 特别是， “价格竞争” 被大公司认为太危险， 因此他们通常竭力

避免价格竞争。 相反， 企业之间的竞争通常采取其他形式： 寻求低成本———这是企业

的底线， 争夺资源和市场， 以及产品差异化。 今天最典型和最有代表性的企业是垄断

跨国企业———它们在多个国家运营， 但是其总部通常在某一个国家。 近些年， 资本主

义外围地区的跨国公司大幅增加， 但是这些跨国公司的总部主要还是位于发达国家。

联合国贸易暨发展会议 （ＵＮＣＴＡＤ） 在 ２０１０ 年 《世界投资报告》 中指出， “世界上最

大的 １００ 家跨国公司的构成状况表明， 核心国家 （美国、 欧盟、 日本） 占据主导地

位”， 尽管 “它们的份额增加得相对缓慢”。②

研究跨国公司的顶级主流分析家马克·卡森 （Ｍａｒｋ Ｃａｓｓｏｎ） 在 １９８５ 年评论道，

“从一个更宽广的长期视角来看， 战后的跨国公司 （ＭＮＥ） 可以被简单地视为资本国际

性集中趋势最新和最复杂的表现形式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这一观点明显源自列宁的 《帝

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③ 如今， 这一趋势为国际寡头垄断的发展所证明。 对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商业史学家路易斯·高拉姆博什 （Ｌｏｕｉｓ Ｇａｌａｍｂｏｓ） 而言， “全球

寡头垄断如太阳升起一般无法阻挡”。 事实上， 《华尔街日报》 １９９９ 年曾如此写道：

企业前仆后继地走向联合， 这似乎是无法阻挡的……世界汽车产业已经合并

成四个或八个公司， 其中两个美国汽车制造商、 两个日本汽车制造商和一些欧洲

企业很可能会成为最后的赢家。 世界顶级半导体制造商只有区区 １２ 个。 四个公司

供应了世界上所有的唱片。 十个公司主导了全球的制药业， 并且这一数量将可能

伴随着合并和并购的加剧而进一步下降， 因为有些巨头担心他们太弱小而无法在

全球竞争中取胜。 在全球软饮料行业中， 只有三家公司， 而最小的吉百利公司在

１ 月份已经将其部分国际业务卖给了全球最大的软饮料公司———可口可乐公司。 全

球商用航空业只有两家公司， 分别是波音和空客。

这一趋势在各个领域都显而易见， 例如通信、 软件、 轮胎等。 到 ２００７ 年为止， 全

００１

①

②
③

对抗与合谋的辩证概念由基思·柯林 （Ｋｅｉｔｈ Ｃｏｗｌｉｎｇ） 提出， 用于刻画寡头垄断企业。 他们是在巴兰和斯

威齐 《垄断资本》 的基础上提出这一概念的。 见 Ｋｅｉｔｈ Ｃｏｗｌｉｎｇ，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ｒａｃｙ Ｍｏｔｔ ａｎｄ Ｎｉｎａ Ｓｈａｐｉｒｏ， ｅｄｓ ，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Ｊｏｓｅｆ Ｓｔｅｉｎｄｌ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５）， ｐｐ １５５ － １６６．
ＵＮＣＴＡＤ，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０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０）， ｐｐ １７ － １８．
Ｍａｒｋ Ｃａｓｓｏｎ，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ｒｔｅｌｓ，” ｉｎ Ｐｅｔｅｒ Ｊ Ｂｕｃｋｌｅｙ ａｎｄ Ｍａｒｋ Ｃａｓｓｏｎ， ｅｄｓ ，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１９８５）， ｐ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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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并购的年均水平一直处于上升趋势 （２００７ 年达到 ４ ３８ 万亿美元）， 并且直接投资

（ＦＤＩ） 大幅增加， 其增速快于世界 ＧＤＰ 增速。 直接投资 （ＦＤＩ） 的存量从 １９８０ 年占

ＧＤＰ 的 ７％增至 ２００９ 年的 ３０％ 左右， 并且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急剧增加 （参见图

１）。 甚至这些数据在证明跨国公司的增长方面也显得过于保守， 因为它们并没有包括

各种形式的合谋， 例如扩展其全球网络的战略联盟和技术协议。 此外， 也没有考虑跨

国公司的大量外包活动， 这些外包活动将跨国公司的触角伸向了全球经济的各个领域。

无论如何， 跨国公司的扩张正在构建一个越来越集中化的世界经济体系， 现在全球 ５００

强公司的收入已经占全世界 ＧＤＰ 的 ３５％ ～４０％ 。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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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6

20

24

28

32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09（年份）

图 １　 直接投资 （ＦＤＩ） 存量占世界 ＧＤＰ 的比重 （１９８０ ～ ２００９ 年）
说明： 直接投资 （ＦＤＩ） 存量是子公司资本及储备 （包括净利润） 归其母公司的价值份额， 加上子公司对其

母公司的净负债。
资料来源： 联合国贸易暨发展会议， ｈｔｔｐ： ／ ／ 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瑞士日内瓦， ２０１１）。 ＧＤＰ 和直接投资

（ＦＤＩ） 均为当前美元价格。

随着跨国公司已经在 ２０ 个、 ５０ 个甚至更多个国家运营， 整个生产也转移到了全

球层面。 图 ２ 展示了全球 １００ 强非金融性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的资产、 销售量和

就业状况———根据其海外子公司的资产总和进行排名。 在 １９９０ 年， 世界 １００ 强非金

融性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ｓ） 只占其总资产的 ３６ ４％ ， 其销售量和

就业不及跨国公司总销售量的一半， 生产很大程度上以其母国的总部为基础。 然而，

到 ２００８ 年， 全球 １００ 强非金融性跨国公司已将其生产转移至其海外子公司， 海外子

公司的资产和收入占跨国公司总资产的近 ６０％ ， 而销售量已经超过跨国公司总销售

量的 ６０％以上。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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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2000 2008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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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全球 １００ 强非金融性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在资产、 销售量和就业上占总公司的比重

说明： 这一名单通过对非金融跨国公司的海外资产进行排名得到。 “海外子公司” 被定义为母公司至少拥有

其子公司 １０％的所有权的公司。 如果没有海外资产、 销售量和就业的报告， 那么这些跨国公司将不予考虑。 这对

９０ 年代的跨国公司的资产有影响， 因而那时跨国公司的数量降低至 ７８ 家。

近些年来， 美国的公司巨头已经将生产转移至全球层面， 表 １ 显示了世界 １００ 强

跨国公司中总部位于美国的 １８ 个跨国公司的资产、 销售量和就业的数据 （由于美国

的国内市场巨大且世界 １００ 强跨国公司的排名仅根据其海外子公司的资产， 因此只

有 １８ 家总部位于美国的跨国公司名列其中）。 这 １８ 家公司的数据反映了美国非金融

性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在资产、 销量和就业上拥有很高比重的情形： 它们的资产份额

占跨国公司总资产份额的近 １６％ ； 销售量为其的近 ２８％ ； 就业为其的近 ２３％ 。 这 １８

家美国公司一半左右的资产和生产要归功于其海外子公司， 这意味着这些公司深深

地卷入了全球寡头垄断竞争之中。 正如表 １ 所示， 在全球 １００ 强非金融跨国公司中

的这 １８ 家总部位于美国的跨国公司的绝大部分子公司的资产、 销售量和就业在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８ 年经历了大幅增加。 简单举些例子， 通用电气海外子公司的资产、 销售量

和就业分别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３６％ 、 ３８ １％ 和 ４６％ 增加至 ２００８ 年的 ５０％ 、 ５３％ 和

５３％———这使得通用电气基本上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生产制造商， 而不仅仅是一个美

国公司。 对于福特而言， 其海外子公司的资产、 销售量、 就业均出现了急剧增长，

其海外子公司的资产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７％增至 ２００８ 年的 ４６％ ， 其销售量和就业则分别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３０ ４％和 ５３％增至 ５９％和 ５８％ 。 因此， 在 ２００８ 年， 福特母公司只占其跨

国公司销售量和就业的 ４０％略多一点。 而可口可乐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在 ２００８ 年雇佣

的劳动力为 ８６％ 。 就美国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程度而言， 这些公司非常典型。 就美国

跨国公司整体来看 （包括小公司和金融与非金融性公司）， 美国母公司在 ２００８ 年，

在整个价值增值、 资本支出和就业仍超过 ２ ／ ３， 而其海外子公司低于 １ ／ ３。 然而， 母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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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２００８ 年在价值增值上相比于前 ２０ 年下降了近 １０ 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美国跨国

公司整体而言继续迈向国际化的强劲趋势。①

表 １　 总部位于美国的 １８ 家顶级非金融性跨国公司的海外资产、 销售量和就业状况

　 　 （按海外子公司资产排序），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８ 年
单位： 亿美元， 人， ％

跨国公司

资　 产 销售量 就　 业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８ 年

总量
子公司

比重
总量

子公司

比重
总量

子公司

比重
总量

子公司

比重
总量

子公司

比重
总量

子公司

比重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４３７０ ３６ ７９７８ ５０ １２９９ ３８ １ １８２５ ５３ ３１３０００ ４６ ３２３０００ ５３

Ｅｘｘｏｎ １４９０ ６８ ２２８１ ７１ ２０６１ ６９ ４ ４５９６ ７０ ９７９００ ６５ ７９９００ ６３

Ｃｈｅｖｒｏｎ ７７６ ５５ １６１２ ６６ １１７１ ５５ ５ ２７３０ ５６ ６９２６５ ３１ ６７０００ ５２

Ｆｏｒｄ ２８３４ ７ ２２３０ ４６ １７０１ ３０ ４ １４６３ ５９ ３５０１１７ ５３ ２１３０００ ５８

Ｃｏｎｏｃｏ １５６ ５３ １４２９ ５５ ３１９ ３３ ３ ２４０８ ３１ １７５７９ ４７ ３３８００ ４５

Ｐｒｏｃｔｅｒ ＆ Ｇａｍｂｌｅ ３４２ ５０ １３４８ ４７ ４００ ４９ ８ ７９０ ６１ ∗１０２０００ ∗４３ １３５０００ ７３

Ｗａｌ⁃Ｍａｒｔ ７８１ ３３ １６３４ ３８ １９１３ １６ ８ ４０１２ ２５ １３０００００ ２３ ２１０００００ ３１

ＩＢＭ ８８３ ４９ １０９５ ４７ ８８４ ５７ ９ １０３６ ６５ ３１６３０３ ５４ ３９８４５５ ７１

Ｐｆｉｚｅｒ ３３５ ５７ １１１１ ４４ ２９４ ３４ ０ ４８３ ５８ ９００００ ６２ ８１８００ ６１

Ｈｅｗｌｅｔｔ⁃Ｐａｃｋａｒｄ ∗３２６ ∗５２ １１３３ ４３ ４８９ ５６ ３ １１８４ ６９ ∗８６２００ ５２ ３２１０００ ６５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ｏｔｏｒｓ ３０３１ ２５ ９１０ ４５ １８４６ ２６ １ １４９０ ４９ ３８６０００ ４３ ２４３０００ ５２

Ｊｏｈｎｓｏｎ ＆ Ｊｏｈｎｓｏｎ ３４２ ４２ ８４９ ４７ ２９８ ４０ ７ ６３７ ４９ １０１９０１ ４８ １１８７００ ５９

Ｌｉｂｅｒｔｙ Ｇｌｏｂａｌ ３４０ １００ １０６ １００ ２２３００ ５９

Ａｋｏａ ∗２８４ ∗３５ ３７８ ７１ ∗２２９ ∗３４ ２６９ ４７ ∗７２５００ ∗５６ ８７０００ ６６

Ｕｎｉｔ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ｔｏｇｉｅｓ †３４６ †４７ ５６５ ４７ †３１０ †４６ ５８７ ５２ †２０３０００ †７０ ２２３１００ ６５

Ｋｒａｆｔ Ｆｏｏｄｓ ６３１ ４１ ４２２ ４９ ９８０００ ６０

Ｃｏｃａ⁃Ｃｏｌａ ２０８ ８０ ４０５ ６２ ２０５ ６２ ３ ３１９ ７５ ３７０００ ７６ ９２４００ ８６

Ｓｃｈｌｕｍｂｅｒｇｅｒ Ｌｔｄ ３２０ ７８ ２７２ ７５ ８７０００ ７８

　 　 注： ∗该数据表示 ２００１ 年； † 该数据表示 ２００３ 年。

资料来源： 联合国贸易暨发展会议 《世界投资报告》 （纽约： 联合国贸易暨发展会议）。

国际垄断资本经济权力的集中 （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ｗｅｒ） 在全球公司构建

各种形式的技术联盟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 摩根士坦利威特公司的资深经济学家约瑟

夫·奎因兰 （Ｊｏｓｅｐｈ Ｑｕｉｎｌａｎ） 在 ２００１ 年时将此称为 “联盟资本主义”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ｓｍ）。 奎因兰指出， “直接投资和贸易是基础， 但并不是国际参与的唯一方式”。 其他

３０１

① Ｂａｒｅｆｏｏｔ ａｎｄ Ｍａｔａｌｏｎｉ， “Ｕ Ｓ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ｐ 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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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包括 “分包协议、 管理合同、 承包协议、 特许经营、 使用许可和产品回购 （产品

分成）。 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战略联盟和合作伙伴关系， 这在过去十年的合并和并购

中已经越来越重要”。 例如，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 福特与其零部件供应商、 制造技术供

应商和设备供应商以及其他汽车制造商签订了众多的全球技术协定。 世界上主要的航

空公司也已经合并成若干超级联盟。 比如， 星空联盟， 包括美国联合航空公司、 美国

大陆航空公司和全美航空公司， 加拿大航空公司， ＢＭＩ 航空 （英国）， 德国汉莎航空公

司， 布鲁塞尔航空公司 （比利时）， 瑞士航空， 克罗地亚航空， 亚德里亚航空 （斯洛文

尼亚）， 斯堪的纳维亚航空， 布埃尔航空 （芬兰）， 爱琴海航空 （希腊）， 土耳其航空，

埃及航空， 泰国航空， 新加坡航空， 巴西天马航空， 新西兰航空， 南非航空， 全日空

（日本）， 韩亚航空 （韩国），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奎因兰解释道， “在星空联盟里， 美

国和其他国家通过建立联盟实现了规模经济”。 结果是构造了一个由某一厂商主宰的全

球飞行舰队。 当然在这个例子中， 这一主宰厂商是美国。 这种类型的超级联盟强化了

国际性的寡头垄断。 奎因兰指出， “就算微软这样实力雄厚的公司也必须参与各种技术

联盟 （比如与爱立信、 英国电信、 墨西哥电信和其他公司建立联盟） ……同其他许多

公司一样， 微软希望能够确保自己的核心地位， 因此需要充分运用全球资源”。

目前， 世界贸易的很大一部分由跨国公司的外包机构所支配。 粗略估计， 至少

４０％的世界贸易与外包相关①， 且其中以分包为主 （ ｓｕｂ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据联合国统计，

跨国公司的分包协议数已经成千上万。 跨国公司及其子公司越来越依赖分包商经营的

血汗工厂以降低劳动力成本。 例如， 耐克是一个皮包公司 （空壳公司， ｈｏｌｌｏｗ ｃｏｒｐｏｒａ⁃

ｔｉｏｎ）， 耐克将它的生产外包给亚洲的韩国、 中国、 印度尼西亚、 泰国和越南等国的分

包商， 在 １９９６ 年一只耐克鞋所包含的 ５２ 个部件由 ５ 个不同国家的分包商共同生产。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印度尼西亚， 仅 １９９６ 年就生产了 ７０００ 万双耐克鞋， 年轻女工们每天

工作长达 １１ 小时， 但每小时工资只有区区 １５ 美分。 印度尼西亚的工人日平均工资约 ２

美元， 远低于生存工资。 《跨国企业监察》 计算在 ９０ 年代末期生产制造一双售价 １４９ ５

美元的篮球鞋的劳动力成本 （假定完全在越南生产） 为 １ ５ 美元， 这只有美国零售价

的 １％ 。 通过使用分包商， 耐克母公司无须直接参与生产， 从而可以充分利用各种形式

的劳动强迫而无须承担由此引发的各种批评。 例如， 在 １９９７ 年， 一位劳动监察员走访

了位于越南胡志明市的一家来自中国台湾的耐克分包厂， 他看见一位经理要求 ５６ 名工

人在炎炎烈日下不停地工作， 其中有 １５ 人因此病倒。 针对类似滥用权力的批评， 耐克

公司的总裁菲尔·耐克辩解说， 这是分包商的错误， 这些企业不归耐克所有或经营。

４０１

① Ｗｌａｄｉｍｉｒ Ａｎｄｒｅｆｆ，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ｂ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Ｐａｐｅｌｅｓ ｄｅ Ｅｕｒｏｐａ １８ （２００９）：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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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随后耐克要求其分包商采纳新的劳动标准， 但耐克仍是依赖分包商的血汗工厂以

最大限度地剥削劳动力来使企业得以运转。 耐克的寡头垄断对手， 例如锐步， 也被迫

使用此类外包形式， 通过分包商的血汗工厂以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 美国劳工委员会

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 在 ２０１０ 年， 来自新加坡的分包商在萨尔多瓦雇佣女工为锐步生

产国家足球联赛的 Ｔ 恤， 售价为 ２５ 美元的 Ｔ 恤的劳动报酬为 ８ 美分。 这意味着工人的

工资只有其零售价格的 ３ １％左右。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外部化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ｅ） 非战略性活动， 较少地依赖直接投资

（ＦＤＩ） 或直接所有权成为可能， 法国政治经济学家贝雅特丽齐·奥裴 （Ｂｅａｔｒｉｃｅ Ａｐ⁃

ｐａｙ） 认为， “他们将继续通过分包以维持其高水平的控制”。 然而， 这一趋势在以直接

投资 （ＦＤＩ） 为基础的关于跨国公司的标准定义中并未被考虑进去， 标准定义排除了所

有的间接控制， 因此掩盖了跨国公司权力的真实程度。 诸如耐克、 苹果等企业 （他们

将生产分包给中国） 应该被视为垄断跨国企业 （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ｓｔｉｃ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他们通过国际操作和运用战略控制其供应链可以攫取高额利润， 尽管其实际直接投资

（ＦＤＩ） 相对较少。 并且， 许多这类企业直接投资 （ＦＤＩ） 的水平也很高， 比如通用电

气， 其本身就是主要的国际分包商。 因此， 通用电气非常依赖其在新加坡的分包商伟

创力和中国的分包商科龙为其提供电子元件。 世界分包的一个特点是同样的分包商可

以同时为若干个巨型公司工作， 因此这时合谋优于竞争。 伟创力作为电子设备制造业

领域全球最大的分包公司之一， 不仅为通用电气提供零部件， 而且为霍尼韦尔、 康柏、

惠普、 北电等公司提供零部件。

理解国际寡头垄断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ｌｉｇｏｐｏｌｙ） 所存在的障碍

说来也奇怪， 各种政治经济讨论关注的都是国际竞争的日益加剧， 而世界经济垄

断程度的增强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甚至左派也是如此。 对主导当今世界经济的

国际寡头垄断对抗 ／合谋的忽视主要与人们思考中存在的以下五点障碍相关： ①倾向于

从国家 ／民族而非从国际的视角思考经济分类； ②对市场的一种拜物教情结， 从而排除

了对公司权力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 的分析； ③我们称之为 “竞争的模棱两可” 的东西；

④认为金融化和新的数字通信技术会导致全球竞争不可遏制的出现； ⑤在国际水平上

一个通常的分类错误， 即将资本间的竞争与工人间的竞争相混淆。

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角度———尤其是美国这一在世界经济中长期享受无与伦比

的经济霸权的国家的角度———讨论国际竞争， 这其实是假定只有当这一竞争影响该国

的产业集中和垄断程度的时候， 国际竞争才会加剧。 例如， 由于受到外国尤其是日本

企业的入侵， 美国底特律汽车制造商的寡头垄断地位受到了削弱。 然而人们通常忽略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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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一削弱仅仅是生产的积聚和集中在国际层面转移过程的一部分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ｉｆｔ ｔｏ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ｅ）。 １９９４ 年， 盖兰伯斯

（Ｇａｌａｍｂｏｓ） 在 《寡头垄断的胜利》 一文中提到， “随着美国公司在个别产业的衰败，

新的国际寡头垄断开始出现……无论这一竞争的最后结局会怎样， 最有可能出现的形

式将是全球寡头垄断的出现”。① 事实上， 五家跨国企业———其中有两家是美国的 （通

用汽车和福特） ———现在已经占领了全球汽车生产的半壁江山， 而十家跨国企业占全

球汽车生产的 ７０％ ， 汽车生产上的寡头垄断已经在国际层面出现， 所有的这些主要企

业均在国际层面上运作起来了。②

第二个思维障碍是从抽象经济力量和交换———市场———的角度思考经济关系

（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ｆｌｏｗｓ －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而忽视了巨型公司在塑造经济形态上的作用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 ｔｅｒｒａｉｎ）。 经济理论中的自由市场概念几乎毫无意义， 但是有一点， 它明确地排除

了国家， 当然它也暗中地排除了经济体中的关于产业权力———巨型公司所起作

用———的所有考虑。③

第三个更为严重的思维障碍是对竞争概念的困惑———一方面竞争概念是经济学上

的常识性概念； 另一方面， 竞争也是日常包括商业上使用的术语。 在经济理论中， 竞

争取决于大量小企业的存在， 而任何一个小企业都没有控制市场的能力。 其他的竞争

者， 尽管存在， 但是从根本上讲也是匿名的。 因此， 企业间的直接对抗是最小限度的。

从这个角度看， 正如许多经济学家， 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 已经指出标志寡头垄断

市场典型特征的激烈对抗———今天几乎仅仅与竞争相关———在经济学上更接近于垄断

而非竞争的概念④， 因此， “竞争是模棱两可的”⑤。 事实上， 这一寡头垄断竞争 （ｏｌｉ⁃

ｇｏｐｏｌｉｓｔｉｃ ｒｉｖａｌｒｙ） （这通常被误以为仅仅是竞争） 的辩证对应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

是倾向于共谋 （勾结， ｃｏｌｌｕｓｉｏｎ） 的， 尤其是在巨型公司面临毁灭性价格竞争威胁之

际。 这一逻辑过程巴兰和斯威齐在 《垄断资本》 一书中很好地分析如下：

标准巨型公司……是生产或多或少可以彼此适当替代的诸种商品的几个公司

之一。 当其中一个公司调整它的价格时， 其影响将被其他的公司立即感受到。 如

６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Ｌｏｕｉｓ Ｇａｌａｍｂｏｓ， “Ｔｈｅ Ｔｒｉｕｍｐｈ ｏｆ Ｏｌｉｇｏｐｏｌｙ，” ｉ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Ｗｅｉｓｓ ａｎｄ Ｄｏｎａｌｄ Ｓｃｈａｅｆｅｒ， ｅｄｓ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 ｐ ２５２．
Ｗｏｒｌｄ Ｍｏｔｏｒ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００９， “ＯＩＣ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Ｓｕｒｖｅｙ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Ｄｏｕｂｌｅ Ｃｏｕｎｔｓ，” ｈｔｔｐ： ／ ／ ｏｉｃａ ｎｅｔ．
见 Ｊａｍｅｓ Ｋ Ｇａｌｂｒａ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 Ｓｔａｔ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ｐｐ １９ － ２４。
Ｍｉｌｔｏｎ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２）， ｐｐ １１９ － １２０．
Ｊ Ｂ Ｆｏｓｔｅｒ， Ｒ Ｗ ＭｃＣｈｅｓｎｅｙ ａｎｄ Ｒ Ｊ Ｊｏｎｎａ，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 － 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ｓｍ，”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６２ （２０１１）： １３ －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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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Ａ 公司降低它的价格， 可能会激起某种新的需求， 但主要的效果是把顾客从 Ｂ、

Ｃ、 Ｄ 公司吸引过来。 这些公司不愿意让 Ａ 公司把生意抢去， 必将用降低自己的价

格来进行报复， 甚或还要用削价来同 Ａ 公司抢生意。 Ａ 公司原先的举动是期望增

加自己的利润， 而其最后结果可能是使所有的公司都处于更糟糕的境地。 ……

这样一种不稳定的市场情况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早先各阶段是非常普通的， 而

且现在仍然不时产生， 但对今天的垄断资本主义来说， 已经没有代表性了。 它显

然是大公司所强烈谴责的， 大公司十分爱好向前看， 小心地计划着， 只在确有把

握的事情上打赌。 因此， 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变成了公司政策的首要任务， 对于有

秩序的有利可图的商业经营是一种绝对必要条件。

这个目的是用一个简单的办法来达到的： 禁止把削价作为经济战的合法武器。

这自然并不是一下子发生的， 也不是自觉地作出的决定。 像其他强大有力的戒律

一样， 反对削价的戒律是从长期的并且常常是痛苦的经验中逐渐成长的， 而它之

所以具有力量， 是因为它符合社会中各种强大势力的利益。 只要它被接受并被遵

守， 危险的不确定性就从最大限度利润的合理化追求中消除了。①

根据巴兰和斯威齐的分析， 成熟产业中的主导企业之间并非纯粹的竞争对手

（ｐｕｒｅ ｒｉｖａｌｓ）， 而是从事着熊彼特称之为 “协同定价” （ ｃｏ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ｉｃｉｎｇ） 的寡头

垄断竞争者。② 在不考虑其对手反击的情形下， 没有任何一个协同竞争者 （ｃｏｒｅｓｐｅｃ⁃

ｔｏｒ） 会轻易降低价格。 鉴于这类价格战的毁灭性影响， 其趋势是， 正如巴兰和斯威齐

所认为的， 在价格领域进行合谋。 在如此集中化的产业中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价

格削减是罕见的， 更常见的是该产业中最大公司的领导型价格。 福斯特等总结道， 随

着积聚和集中在全球的进一步深化以及跨国公司的进一步扩散———事实上， 跨国公司

现在已经越来越控制了全球生产———不仅在国家层面而且在国际层面上， 竞争的性质

已经发生了改变。 １９９５ 年， 经济学家爱德华·格雷厄姆和保罗·克鲁格曼在 《美国的

直接投资》 中指出， 外国直接投资 （ ＦＤＩ） 的方向， 很大程度上是 “寡头垄断竞争

（ｏｌｉｇｏｐｏｌｉｓｔｉｃ ｒｉｖａｌｒｙ） 的结果”。③ 而今占据主导地位的企业通过对生产和分配的各种形

式的控制谋求更佳的寡头垄断优势， 同时它们不仅仅在国家层面更在国际层面抵制真

正的价格竞争。

第四个思维障碍是认为金融的增长和新的数字通信技术增强了市场竞争， 削弱了寡

７０１

①
②
③

Ｐａｕｌ Ａ Ｂａｒａｎ ａｎｄ Ｐａｕｌ Ｍ Ｓｗｅｅｚｙ，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６）， ｐｐ ５７ － ５９．
Ｊｏｓｅｐｈ Ａ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ａｒｐｅｒ ａｎｄ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 １９４２）， ｐ ９０．
Ｅｄｗａｒｄ Ｍ Ｇｒａｈａｍ ａｎｄ Ｐａｕｌ Ｒ Ｋｒｕｇｍ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９５）， ｐ 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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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垄断的趋势。 事实上， 金融化和数字化与巨型公司的发展及成熟密切相关。 金融使得

现代公司成为可能， 并且加快了资本集中的速度， 尤其是通过合并和并购。 在当今全球

垄断金融资本时代 （ｅｒａ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曾经推动国家经济权力巩固

的金融资本， 现在已经在全球水平上推动公司经济权力的巩固。 并且金融公司本身已经

在世界水平上积聚和集中起来， 成为跨国公司资本流动的一部分。 曾被视为伟大的平等

主义的信息技术本身也正在经历全球垄断， 这进一步强化了垄断趋势的普遍性。①

理解全球垄断趋势的最后一个障碍是一个简单的分类错误， 将企业间的竞争———

经济学家在讨论竞争时已经做了这样的预设———与工人间的竞争相混淆。② 企业通过

“分而治之” 的策略， 获得了对不同地方、 地区和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的控制优势， 从中

获利丰厚。 资本可以在全球流动， 但是劳动力， 受制于文化、 政治、 经济和地理等因

素， 很大程度上并不能自由流动。 结果是， 工人越来越受到世界范围内工作和工资竞

争的压力， 而巨型资本 （ｇｉａ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则从工人在工作和工资上的逐底竞争 （ ｒａ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中大肆牟利。 不管是在主流经济学家还是在激进经济学家那里， 工人间的

竞争都不被视为一种经济竞争， 因为他们认为经济竞争主要与企业和价格决定相关。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 工人之间的竞争， 有别于资本间的竞争 （或者说竞争本身，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ｅｒ）， 而是与阶级斗争相关。 它是资本通过未被雇佣的产业后备军所创

造出来的工人间的一种斗争形式。 分而治之策略整合了各种不同的劳动者剩余， 确保

全球产业后备军源源不断的供给， 从而确保无保障的雇佣与潜在的失业威胁产生较少

的反抗。③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 （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认为， “失业的结构性暴力

包括由失去工作的威胁所引发的恐惧感， 这是个人主义微观经济模型的协调功能的前

提”。 或者如美国资本家萨缪尔·英萨尔 （Ｓａｍｕｅｌ Ｉｎｓｕｌｌ） 在一个世纪前指出的， “使用

劳动力最有效率的方法是工厂门口有一大堆求职者在翘首企盼”。

今天， 我们经常听到美国工人正面临来自墨西哥、 中国、 印度等国工人工作竞争的

压力， 在国家竞争的意识形态中这通常被用于灌输阶级不满。 在我们看来， 这并非竞争

强化的表现———显然这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竞争概念———而是跨国公司垄断增强的表现，

它们通过大量的海外子公司和分包商及其国家政府和政策的腐败统治， 能够对全世界的

工人实施分而治之策略。 随着垄断资本国际化程度的提高， 工人间的竞争日趋恶化： 这

８０１

①

②

③

Ｊｏｈｎ Ｂｅｌｌａｍｙ Ｆｏ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Ｗ ＭｃＣｈｅｓｎｅ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ｓ Ｕｎｈｏｌｙ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ｔｏ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６２， Ｎｏ １０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 １ － ３０．
在经济学上， 竞争主要是企业在产品市场和销售市场上的竞争。 劳动力市场上工人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

不在这一概念之内。 这一重要的区别参阅 Ｋｅｉｔｈ Ｃｏｗｌｉｎｇ， Ｒｏｇｅｒ Ｓｕｇｄｅｎ，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１９８７）， ｐ ４。
作为跨国公司控制行为关键的分而治之策略的作用将在后文 《企业规模扩大规律和跨国公司的崛起》 这

一节予以更为详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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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硬币的两面。 结果是世界范围内剥削率的提高 （以及垄断程度的提高）。 在中心国家资

本的领导下， 通过关贸总协定 （ＧＡＴＴ） 和世贸组织 （ＷＴＯ）， 关税和对资本的控制水平

不断下降， 因为帝企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相信它们非常强壮， 足够打败外围地区的企

业。 资本自由流动导致实际工资趋于停滞， 或者说， 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相对处于特权地

位的工人的实际工资趋于下降， 外围地区大量更为贫困的工人的条件则进一步恶化。

企业规模扩大规律和跨国公司的崛起

起初， 资本主义完全受建立在控制和剥削劳动力基础上的资本积累所驱动———资

本间的竞争代表了这一机制， 即快速积累取决于每个单个资本。 马克思指出， “资本主

义生产的发展， 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 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 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自

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 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① 积累自然与资本的

积聚和集中以及主要生产资料被相对一小撮人所垄断相一致。 回顾资本主义历史， 我

们可以看到激进经济学家斯蒂芬·海默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Ｈｙｍｅｒ） 对跨国公司这一经典分析的

论断， 他将此称为 “企业规模扩大规律”。 用海默的话来讲， “自产业革命之初， 就有

从工场作坊到工厂再到国营公司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以至于跨国公司这样一条企业

规模不断扩大的发展路径”。② 在商业资本主义早期 （ｍｅｒｃａｎｔｉｌｉｓ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组织生产

的基本形式是包买主制 （ｔｈｅ ｐｕｔｔｉｎｇ － ｏｕｔ ｓｙｓｔｅｍ）， 即资本家为工人提供生产资料和原

材料以让工人在家里生产， 资本家随后再去各家各户将产品收集上来， 并支付给这些

工人极低的工资。 然而， 这一制度的缺点在于资本家不能直接控制工人的劳动过程。③

因此， 生产组织发展为工场作坊形式 （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马克思将此称为协作阶段 （ ｔｈｅ

ｐｈａｓｅ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这时工人被组织起来， 服从于某一个所有者或经营者的管理， 这

就为进一步的劳动分工奠定了基础， 亚当·斯密在其制针生产的著名讨论中对此进行

了详细的说明。 前市场关系的内化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是工厂制

度的开端， 这要早于机器的广泛应用。④

９０１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三卷，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２， 第 ６４９ 页。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Ｈｙｍｅｒ，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９）， ｐ ５４．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Ａ Ｍａｒｇｌｉｎ， “Ｗｈａｔ Ｄｏ Ｂｏｓｓｅｓ Ｄｏ？：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ｉ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６， Ｎｏ ２ （Ｓｕｍｍｅｒ １９７４）： ８０ － １０４； Ｋｅｉｔｈ Ｃｏｗｌｉｎｇ， Ｒｏｇｅｒ Ｓｕｇｄｅｎ， Ｔｒａｎｓ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１９８７）．
约翰·邓宁 （Ｊｏｈｎ Ｄｕｎｎｉｎｇ） 曾经指出， 马克思及其后鲁道夫·希法亭在解释企业的发展时是最先提出内

化这一概念的， 然而在他们的理论中这样的内化并不是由于交易成本， 正如新古典经济学家科斯在其

《企业论》 中所表述的那样， 而是为了在一定条件下控制和剥削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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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马克思的话来讲， 资本主义下的分工可视为从劳动者简单加工原材料以创造产

品的制造时期， 演化为劳动者从属于机器的现代工厂 （或机器大工业） 的过程， 并且

这一过程与产业革命本身是一致的。 这一过程本质上是资本对工厂中劳动力控制的演

化进程， 以便生产更多的剩余产品， 攫取更多的利润。 分工在工场 （或工厂） 条件下

的初步发展与小型家庭所有制企业密切相关。 然而， 资本积聚和集中意味着小型家庭

企业很快即被大产业公司所替代。 从而， 单个资本的规模不断扩大。 这不仅仅是由于

财富的积累 （即资本积聚，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更是由于资本的集中， 即大资本打败或者

吸收小资本。 集中通过金融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因此金融有助于大规模并购与合并的

实现。 例如， 在 １９０１ 年， １６５ 家钢铁企业在一年内合并组建了美国钢铁公司， 这是第

一个拥有 １０ 亿美元资产的公司， Ｊ Ｐ 摩根的金融帝国为其提供了必要的信用支持。①

相比于小公司， 大公司可以享受众多的便利： 不仅仅是各种规模经济， 更主要

的是在进入壁垒和产量上的垄断优势， 从而可以获得垄断租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ｒｅｎｔｓ）。 此

外， 一旦一个公司大到足以影响整个经济， 那么这个公司可以在政治领域行使其权

力， 从而能够获取尽可能多的国家补贴和支持， 垄断资本主义整个历史即是如此。②

结果是在 ２０ 世纪， 商业企业不再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 《经济学原理》 中描绘的

家庭小企业， 而是大型的垄断公司。 对劳动的管理控制在竞争资本主义时期是相当

简单和粗暴的。 但随着市场的扩张和企业规模的扩大， 在垄断资本主义新体制下，

一个更为复杂和系统化的分工成为可能。 在 ２０ 世纪初期， 泰勒科学管理 （即伴随着

实际劳动过程日益强化的出现， 劳动过程的知识、 控制劳动者和集中管理则日趋弱

化） 的引入代表了马克思曾说过的劳动者对资本的形式隶属向实际隶属这一历史性

转变的实现。③

价格竞争在寡头垄断企业之间被取缔， 以及大量其他因素， 导致了垄断资本的胜

利。 正是在现代多部门公司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ｕｌｔｉ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最先因铁路资本而发展壮大）

的时代， 寡头垄断、 横向一体化、 纵向一体化、 集团 （ｃｏｎ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产业证券市场

以及跨国公司都出现了。 １９７８ 年， 哈里·马格多夫观察到， “商业企业的三个基本特

征———投资扩张， 公司权力的集中， 和世界市场的增长———最终在跨国公司这一形式

中得以实现”。 然而， 他补充道， “跨国公司的出现只有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才能最终

形成， 因为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一小撮巨型公司间的竞争才成为各个主导产业的标

０１１

①
②

③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Ｅｄｗａｒｄｓ， 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７９）， ｐｐ ４４， ２２６ － ２２７．
国家在大资本发展壮大过程中的作用可以参阅 Ｋｅｖｉｎ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Ｗ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ｉｃｈ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ｒｏａｄｗａｙ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０２）。
科学管理的作用， 以及它与垄断资本主义的联系可以参阅 Ｈａｒｒｙ Ｂｒａｖｅｒｍａｎ，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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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模式”。①

由于跨国公司是资本内在运动的产物———为控制劳动所进行的斗争， 积累的冲动、

竞争的压力、 信用 ／金融杠杆， 以及世界市场的增长———所以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

看， 这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全球企业理论。② 不过， 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应该予以关注。

在第一批跨国企业中部分企业最早被组织起来是为了寻找原材料， 比如石油和橡胶公

司就属于这种情况。 这仍然是跨国公司活动的一项重要因素。 然而， 更主要的因素是

资本在成熟的垄断或寡头市场上仔细调整其产量扩张和投资水平， 之所以要这样做是

为了确保其实现更高的价格水平和更丰厚的利润。 结果是需要为由此产生的大量的经

济剩余寻找新的投资渠道。 因而， 垄断公司 “受到来自内部的强制力的驱使 （即受积

累过程本身所驱使）， 走向它固有的业务领域以外和更远的领域 （ ｔｏ ｇｏ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ｏｆ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ｉｔ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这种强制力的力量愈大， 这个厂商垄断性则愈

强， 它试图处理和希望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的量也就愈大”。③

将剩余用于投资和在其他产业以及其他国家逐利的公司可以采用间接投资的模式

（即仅仅是货币投资） 或直接拥有子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 ［即直接投资 （ＦＤＩ）］ 的

模式。 采用第一种模式通常意味着这一模式相对于其竞争者拥有一定程度的垄断优势，

因为它确信它可以利用———例如， 生产商的规模经济、 以更有利的条件获取资本 ／金

融、 技术上的优势 （研究与开发）、 专利、 资产管理和更有效的销售努力等———能摧毁

进入壁垒的一切资源并获得垄断利润。 公司相信， 这能够进一步提高它对全球运营的

战略控制， 以提高企业的稳定性。④ 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其子公司间以及各子公司间的内

部贸易， 通常可以使公司运用各国法律的差异通过在彼此之间分摊利润 ／损失的方式以

避税。 跨国公司垄断性的加强意味着公司可以时常运用策略以击败对手。 因此， 格雷

汉姆和克鲁格曼认为直接投资 （ＦＤＩ） 通常采用交互威胁的形式， 即企业侵犯另一企业

的母市场， 以作为其寡头垄断竞争策略之一。

跨国公司运营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前文已述及———是最初由海默提出， 后来由

１１１

①

②

③

④

Ｈａｒｒｙ Ｍａｇｄｏｆ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Ｓｔａｇ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８），
ｐｐ １６６ － １６７．
主流对跨国公司出现的分析可以由约翰·邓宁的折衷理论进行概括， 这一理论强调了大量因素， 包括垄

断优势 （这与海默是一致的） 和市场成本的内化。 然而， 该理论的缺点在于未将积累置于分析的核心。
见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Ｊｏｎｅｓ，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ｐ １２。
Ｐａｕｌ Ｍ Ｓｗｅｅｚｙ ａｎｄ Ｈａｒｒｙ Ｍａｇｄｏｆｆ，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Ｕ 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２），
ｐ ９９．
强调将战略控制作为现代巨型公司或跨国公司———从作为对劳动过程控制形式的作坊 ／ 工场演化而来的一

种控制形式———的特征是柯林和萨金 （Ｓｕｄｇｅｎ） 《跨国垄断资本》 一书的核心。 Ｋｅｉｔｈ Ｃｏｗｌｉｎｇ， Ｒｏｇｅｒ Ｓｕｇ⁃
ｄｅｎ，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１９８７ ）， ｐｐ ８ － ２７； Ｅｄｗａｒｄ Ｍ Ｇｒａｈａｍ， Ｐａｕｌ
Ｒ Ｋｒｕｇｍ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１９９５）， ｐ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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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思·柯林和詹姆斯·皮泊思 （ Ｊａｍｅｓ Ｐｅｏｐｌｅｓ） 做进一步发展的 “分而治之” 策略。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 随着阻碍 “自由贸易” 的众多障碍被铲除， 公司可以走遍天下，

但是受移民法、 语言、 文化等众多因素所限， 劳动力往往是固定在特定的国家和地区，

这一障碍显然不可能轻易去除。 大卫·哈维提出的 “掠夺性积累” 是与全球农民被农

业综合企业驱离土地以及农民转向拥挤不堪的城市密切相关的， 这一掠夺性积累增加

了全球产业后备军的数量。 此外， 苏联解体和中国进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极大地增

强了全球工人间的竞争。 对此， 一些公司分析家提出， 全球资本主义劳动力 “翻了一

番”。 这意味着全球产业后备军在过去几十年里飞速增加， 从而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工人们彼此激烈竞争着。

分而治之策略的关键在于跨国公司依赖于通常使用最野蛮的剥削形式， 并且在各

种监管形式之外的分包公司， 这些公司主要是在南方国家。 例如， 苹果手机和平板电

脑的生产外包给中国台湾企业富士康———它在中国大陆拥有并经营了很多企业。 在

２０１０ 年前五个月， 就有 １６ 名工人在深圳富士康龙华厂区跳楼 （其中 １２ 人死亡）， 这一

厂区拥有 ３０ 万 ～ ４０ 万名工人， 他们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生活。 这一工作要求工人在长

达数小时数月的时间内单调地快速转动双手， 这些工人几乎每晚都手抽筋。 对于他们

所面临的困境， 他们将富士康谑称为 “赴死康”。 无论哪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人， 甚至是

处于资本主义低工资的外围地区的工人也面临企业将生产转移至其他工资低廉、 工作

环境恶劣的地方的威胁， 无论何时， 工人都试图组织起来进行反抗。 １９７１ 年， 针对英

国汽车工人罢工， 福特宣布将福特雅士和科迪纳的生产部分转移至亚洲。 美国关于跨

国公司管理的调查表明在处理与工会的争议时， 它们不会不乐意使用将生产转移至国

外的威胁策略 （而工会的调查表明这是很有威慑力的策略）。 这一策略被委婉地称为

“弹性生产”， 其结果是打碎并削弱了全球劳工组织。 所有这一切都是控制劳动过程的

一部分， 这与资本主义剥削体制和分工密不可分。 弹性生产意味着一种以分散的全球

生产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分工， 其核心是寻求更廉价、 更有剥削价值的劳动力。

正如基思·柯林 ３０ 年前在 《垄断资本主义》 中提出的， “资本主义按它惯有的方

式在其游荡之地留下了社会动荡的痕迹。 对任何一个跨国企业而言， 接受这样一种游

荡般的存在是大有裨益的， 这表现在它可以以适当的方式应对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更

为灵活的技术所带来的机会窗口， 而这反过来意味着对有技术劳动力的需求的下

降……无论哪里的工人只要要求涨工资或控制劳动强度和工作时间， 他们就会被其他

国家更缺乏组织性更不好斗的工人抢去饭碗。 因此， 去工业化 （发达国家的某些产业）

是这一情形下阶级斗争的产物”。

这意味着在世界低工资地区通过海外子公司和分包商进行外包生产为国际寡头垄

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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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竞争所必需。 生产领域出现了一种新流浪主义 （ｎｅｗ ｎｏｍａｄｉｓｍ）， 其区位决定通常很

大程度上由该地方劳动力的廉价程度决定， 同时帝企 （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可以在一

有工人抵抗苗头之际迅速撤离， 搬至其他国家和地区。 对于当今的寡头垄断跨国企业，

全球扩张为资本积累和生存所必需。 如果某一跨国公司进入一个新市场， 其对手也必

须立马跟进， 否则将冒被这一市场排除在外的风险。 格雷汉姆和克鲁格曼等经济理论

家将此称为跨国公司投资的 “追随领袖模式”。 贸易本身不再被认为主要源自市场的力

量———正如新自由主义理论所述———而是跨国公司的母公司与其子公司相互影响， 并

因此越来越采取内部化形式的产物。 在美国， 贸易几乎完全被跨国公司主导， 约翰·

邓宁和莎莉安娜·伦丹 （Ｓａｒｉａｎｎａ Ｌｕｎｄａｎ） 在 《国际企业和全球经济》 （２００８） 中指

出， “结合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其子公司的份额， ２０００ 年跨国公司占美国出口的 ７７％ 和

进口的 ６５％ ”。 因此， 美国国际贸易值得担忧的地方在于， 它正面临跨国公司唱独角戏

的局面。 柯林在 ２００５ 年分析跨国公司在全球增长的状况时指出， “跨国化为控制市场

引入了一个新的维度， 它带来了巨型公司对贸易模式和维度的控制， 并因此削弱了贸

易在民族国家市场内部限制垄断和寡头垄断价格行为的作用的可能”。

国际垄断金融资本的矛盾

垄断资本积累的国际化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ｏｒ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的主

要结果是世界范围内剥削的强化和停滞趋势的加深。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 以发达国

家为核心的世界经济增长十分缓慢， 而世界危机最可怕的影响大多由穷国承担。 垄断

金融资本国际化的加深不仅将停滞趋势扩散至全球， 而且导致金融化， 因为巨型公司

不能在生产领域为其大量的经济剩余寻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渠道。① 结果， 金融危机愈

加频繁且严重， 而全世界所有国家也日益受制于巨型资本， 并被迫要求救助公司， 因

为它们 “大而不能倒”。 国家、 地区和地方政府寻求通过削减公共福利以解决财政危

机， 从而提高了对整个社会的有效剥削率。 因此， 垄断资本的国际化并非有助于世界

体系的稳定， 它不仅给私人经济而且给国家政权带来了更大的危机。

不平等进一步加深。 今天， 最富有的 ２％的人口拥有全世界超过一半的财富， 其中

最富有的 １％的人口拥有全球总资产的近 ４０％ 。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垄断资本主义的黄金

年代， 富人与穷人间在资本收入上的差距为 １５ ∶ １ 至 １３ ∶ １； 但是到 ２０ 世纪末， 这一差

距扩大至 １９ ∶ １。 从 １９７０ 年至 ２００９ 年， 发展中国家的人均 ＧＤＰ （不包括中国） 只占 Ｇ８

３１１

①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ｌｉｇｏｐｏｌｙ ｔｏ 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ｏｎ， ｓｅｅ Ｃｏｗ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ｇｄｅｎ， Ｂｅｙｏ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ｒｉｎｔ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９４）， ｐｐ ９１ － １１３ Ｏｎ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ｅｅ Ｊｏｈｎ Ｂｅｌｌａｍｙ Ｆｏ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Ｆｒｅｄ Ｍａｇｄｏｆ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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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人均 ＧＤＰ 的 ６ ３％ 。 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０６ 年 （也就是在大金融危机之前）， 这一比率

为 ６ ６％ ， 同时， ５８ 个欠发达国家的人均 ＧＤＰ 从 １９７０ 年占 Ｇ８ 国家的 １ ８％ 下降至

２００６ 年的 １ ３％ 。 ２１ 世纪最初十年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不断发生的食品危机， 在一个

食品价格飞涨和投机泛滥的年代， 几百万人长期地缺乏食物。 垄断资本国际化的最大

讽刺在于垄断公司发展的整个推力处处受到根植于哈耶克、 弗里德曼自由市场经济学

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教唆和协助。 他们标榜的是在全球推行人类自由、 经济发展

和个人幸福———或者说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讲即民主， 并且将不再有任何暴政残存。 因

此， 在哈耶克看来， 这一美好未来的两个敌人是： 劳动者和国家 （这里国家是针对其

为劳动者和普罗大众服务这一情形而言）。

垄断资本国际化的新自由主义运动不仅是对工人阶级的打击， 它更需要被理解为

对整个政治民主———人们组织起来作为一股独立的力量对抗公司权力的能力———的打

击。 一小撮人的 “自由” 天堂意味着普罗大众的地狱。 事实上， 全世界的政府支出都

在严重缩水。 相反， 腐败的政治精英掌控着国家， 他们通过支持和帮助 “接管” 他们

自己 “所有” 的跨国公司而日益服务于国家垄断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 同时， 这一准

私有化的国家所有制正在全力镇压其国内的民众。① 任何一个支持工人阶级的国家方案

都是新自由主义打击的对象， 因此， 在国际上， 基本的目标是， 打着 “自由贸易” 的

幌子消除民族国家对跨国公司发展的任何限制。 这对弱国打击很大， 因为这些规则为

富国所控制的国际组织 （ ＩＭＦ、 世界银行、 ＷＴＯ） 所制定， 弱国完全无力抵抗跨国公

司的入侵。 新自由主义时代经济停滞的现实正成为巨型公司开放市场的正当借口。 垄

断金融资本的统治意味着每次危机均是采取债务泡沫扩张并且这一泡沫最终注定破灭

的金融危机的形式， 只有那些足够大且强壮到能够抵抗新自由主义的全部力量的政府

才能够在现有情形下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繁荣， 不过这样的 “繁荣” 通常不能惠及权贵

统治阶层以外的被统治者。 同时， 全世界普遍存在的这些所谓失败的政府是国际垄断

资本 （在必要的时候受到各帝国的军事力量的支持） 折磨绝大多数世界人民的表现形

式之一。

４１１

①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Ｅ Ｈａｒｃｏｕｒｔ， Ｔｈｅ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ｅｅ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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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战后资本主义霸权的经济要因

———日本的情况

渡边雅男∗ 　①

高晨曦 译∗∗　②

当我们从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回顾战后 ７０ 年的历史时， 脑内浮现出的最大谜团应该

说是以下两个问题： 资本主义能在战后如此长时间的生存， 其秘密何在； 资本主义不

仅在战后延续， 而且以两次世界大战、 全面危机的时代想象不到的规模与内况得到了

扩大和强化。 其秘密何在， 用稍微专业一点的语言来说， 给予战后资本主义 “积累的

欲望和能力”① 的根本要因是什么。 而且， 使集中———远比单纯的积累迅速的资本扩大

手段———成为可能， 一举推进了垄断资本主义成立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回答这些疑问

不正是当下的必要吗？ 只有回答了这一疑问， 我们才真正能够开始接近战后资本主义

强韧生命力的秘密， 此外， 若是做不到这一点， 我们也就无法剥除资本主义最后的神

秘性吧。 那么， 我们有什么线索呢？ 我认为， 过去在资本主义走向垄断时代的历史性

转换前， 就看透并把握了资本主义将来的马克思的议论， 以及当时他指出的 “ （对利润

率的下降趋势） 起反作用的各种 （六种） 原因”， 这些议论可以成为我们时下的着

眼点。

一　“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实现从战后的荒废到如今的恢复与复兴、 发展与繁荣的最

大要因， 在于战后资本主义建立了历史上罕见的劳动剥削体制， 并最终得到了工人阶

级的接受： 资本不可动摇地确立了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的剥削体制， 并成功

地使其体制化。 具体而言， 一方面， 使大量的劳动者成为雇佣劳动者、 强化长时间劳

动 （为绝对剩余价值的榨取）； 另一方面， 通过生产过程的技术基础永无止境的变革，

彻底推进劳动的强化 （对相对剩余价值的榨取）。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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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①
②

渡边雅男 （Ｗａｔａｎａｂｅ Ｍａｓａｏ， １９５０ － ）， 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社会学

博士。
高晨曦 （１９９３ － ）， 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本科生， 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资本主义研究会代理书记。 译有同

作者作品 《经济的金融化与资本的神秘化》 《国民收入与生产劳动》 等。
《资本论》 第三卷， 中央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２５８ 页。
参见 《资本论》 第三卷， 中央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２５８ ～ ２５９ 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政治经济学报
第 ７ 卷

只要通过战后 ７０ 年间雇佣劳动者的增加就可以清楚地知道 “大量的人被投入劳动

市场， 暴露于资本的剥削下” 这一事实。 主妇以兼职的形式、 学生以 “打工” 的形式

编入劳动力， 就连退职后的高龄者就业也达到了过去的最大规模 （５９５ 万人）。 他们主

要作为短期或非正规雇佣的雇佣劳动者， 被灵活地利用于发展战后资本主义。 日本也

同样， 加上正规雇佣的雇佣工人阶级主力， 非农就业者占总人口比重在战后 ７０ 年中不

断增加 （见表 １）。

表 １　 日本非农就业者∗、 总人口、 非农就业者占总人口比例

年　 份 非农就业者 （万人） 总人口 （万人） 非农就业者占比 （％ ）

１９５３ ２４２７ ８６９８ ２７ ９

１９５８ ２９４９ ９１７６ ３２ １

１９６０ ３１６４ ９３４２ ３３ ９

１９７３ ４６００ １０９１０ ４２ １

１９８０ ５００４ １１７０６ ４２ ７

１９９２ ６０６１ １２４５６ ４７ ６

２００９ ６０７２ １２７５１ ４７ ６

　 　 ∗就业者是从业者与休业者的并称， 其中就业者分为自营业主、 家庭从业者和被雇佣者。
资料来源： 日本统计局主页中 “劳动力调查” 栏目的 “长期时系列数据” 子栏目。

本来， 对资本而言， 作为剥削材料的劳动者数量越是增加， 绝对剩余价值的量也

越增加。 而且， 只要考虑过劳死的问题， 就能充分暴露出这些人数不断膨胀的雇佣劳

动者遭到了怎样的剥削。 在战后资本主义的世界中， 令人难以置信的长时间劳动、 过

密劳动被常态化了。 劳动时间的延长， 劳动密度的强化， 换而言之， 战后资本主义繁

荣基础的建构， 正是靠劳动在外延和内在两方面上的扩大。

二　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

实情是， 即使能够免于过劳死， 劳动者的工资水准也逼近 （会导致他们） 过劳死

的维持生存的水准。 这里所言之工人阶级， 当然包括了形形色色的劳动者。 工人阶级

中的低收入层， 其工资水准还赶不上维持生存的水准， 甚至发生最低工资和最低保障

之间的逆转现象。 与之相对的另一极， 是工人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部分。 享受有利的

劳动条件的劳动贵族也是存在的。 这些受惠层的人们， 或许能够比较充裕地享受战后

资本主义的黄金期。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立场， 正是通过夸大这一

事实， 主张战后资本主义的 “成功”。 从 “富裕的工人阶级” 论开始， 到 “阶级的死”

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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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一亿总中流”① 论， 种种谬论粉墨登场， 流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 然

而， 这些不过是幻想罢了， 马克思已经在 《资本论》 中做出了如下揭露。

马克思考察了 “对工人最有利的积累条件”② 的时期。 这一时期， “在工人自己所

生产的日益增加的并且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产品中， 会有较大的份额以

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中， 使他们能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 有较多的衣服、

家具等消费基金， 并且积蓄一小笔货币准备金。 但是， 吃穿好一些， 待遇高一些， 特

有财产多一些， 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 同样， 也不会消除雇佣工

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 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 实际上不过表明，

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 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③ 工人阶级意

识到这一点， 是在繁荣的黄金期结束， 贫富差距的时代来临， 工人阶级勤勤恳恳积累

的 “特有财产” 从他手中一点一点被夺走。

《资本论》 中引用了一则新闻纪实， 以说明资本主义繁荣期， 得到微不足道储蓄激

励的 “报酬最优厚的部分” 如何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失去了他们的 “特有财产”。 这则

纪实是一件一件走访了陷入苦难中的劳动者家庭的记者报道④：

我们又敲第二家的门， 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妇女， 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把我们

领进一间狭小的后屋， 一家大小都在那里一声不响地坐着， 呆望着快要熄灭的火。

他们脸上和他们的小屋里笼罩着的那种凄凉绝望的情景， 使我再也不愿看到类似

的景象。 妇人指着她的孩子们说： “先生， 他们已经 ２６ 个星期没有活干了。 我们

所有的钱都花光了， 那是我和孩子们的父亲在光景好时积蓄下来准备困难时用的。

请你们看吧！” 她几乎是发狂似的喊着， 一边拿出一本存取款项写得清清楚楚的银

行存折； 我们从上面可以看出， 这笔小小的财产最初怎样从 ５ 先令开始存起， 怎

样一点一点地增加到 ２０ 镑， 然后又怎样逐渐消失， 从若干镑减到若干先令， 直到

最后一次提款使存折变得象一张白纸一样一文不值。 这家人每天从贫民习艺所领

到一顿救济饭……

战后 ７０ 年， 讴歌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工人阶级大多通过 “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

从底层支撑黄金时代中特有的享乐至上主义， 或者， 他们通过 “充实较多的衣服、 家

具等消费基金” 推进大众消费热潮。 也许 （他们） 因为 “积蓄了一小笔货币准备金”，

７１１

①

②
③
④

一亿总中流 （いちおくそうちゅうりゅう， 或称一亿总中产）， 是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在日本出现的一种国民

意识。 其在七八十年代尤为凸显。 即在终身雇佣制下， 九成左右的国民都自认为是中产阶级———译者注。
《资本论》 第一卷， 中央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６７７ 页。
《资本论》 第一卷， 中央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６７７ ～ ６７８ 页。
《资本论》 第一卷， 中央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７３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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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着微薄的个人储蓄和个人投资的体验。 迄今为止， 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 拥有

了他们未曾有过的 “特有财产”， 这是事实。 也正因此， 因为工人阶级首次品尝到所有

者意识而欢天喜地①， 真的接受 “富裕的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的贵族化） 这种意识形

态的说教， 打心眼儿里相信维护体制一方鼓吹的 “阶级的死” 与大众媒体宣导的 “一

亿总中流”， 这样的人也出现了。 这正是， 到战后资本主义的黄金期迎来终焉、 急转向

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贫富分化时代拉开了帷幕为止， 短短的、 连半世纪也未满， 那一时

期看到的转瞬即逝的梦。 伴随着贫富分化社会的到来， 工人阶级在战后资本主义的白

日梦虽然破灭了， 却仍茫然地不知所措地呆立在时代的潮流前。

三　“不变资本各要素变得便宜”

战后资本主义受到了多少技术革新这一要因带来的恩惠， 啊， 不对， 它们是如何

讴歌这一技术革新带来的繁荣， 都被详细地记载在经济企划厅②的昭和 ５９ 年 《年度经

济报告———对应新国际化的日本经济》 （以下简称 《报告》）。 下面是发达资本主义的

监督官的证言③， 该报告如下记述了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原因：

源于战后美国的新商品、 新工程的技术革新波及了世界， 我国也因此在 ２０ 世

纪 ６０ 年代发展了一贯 （作业） 钢铁厂、 大型石油化学平台等装置型量产技术， 及

自动车、 家庭电器等中的组立 （一体） 型量产技术。 ７０ 年代中， 将其进一步大规

模化， 与此同时， 以石油危机为契机， 在各产业中推进能源节约、 资源节约型技

术革新。 在此基础上， ８０ 年代中， 在广泛的产业间推行以微电子 （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ｉｃｓ） 为中心的尖端技术革新。 而且这一过程并非局限于资本庞大的大企业， 现在

正扩展向中小企业。

“我国的技术， 虽然在初期阶段主要依赖技术引进， 但随着对发达国家追赶的成

功， 今后将采取开拓技术前沿的立场。” 《报告》 这般夸耀道。

这种技术革新究竟带给了资本怎样的优越性？ “ （其优越性） 在于单位生产成本的

有利化”， 《报告》 如此指出。 这不正是马克思所言 “不变资本各要素变得更便宜”

８１１

①

②

③

原文为 “有顶天”， 佛教用语， 指生死轮回的三界最上边的天， 喻指得意扬扬、 高兴得忘乎所以———译

者注。
现名经济产业省。 原日本通商产业省 （简称通产省）， 成立于 １９４９ 年 ５ 月。 １９４９ 年， 美国政府派遣道奇

到日本推行经济稳定计划， 揭开了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序幕。 随着经济转入正常化， 统制大

幅度缓和， “经济安定本部” 的历史使命遂告结束。 １９５２ 年 ７ 月， “经济安定总部” 改称 “经济审议厅”。
１９５５ 年 ７ 月， “经济审议厅” 又更名为 “经济企划厅”。 ２００１ 年 （平成 １３ 年） １ 月 ６ 日日本中央省厅改革

之后， 被改名为经济产业省。 ———译者注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５ ｃａｏ ｇｏ ｊｐ ／ ｋｅｉｚａｉ３ ／ ｋｅｉｚａｉｗｐ ／ ｗｐ － ｊｅ８４ ／ ｗｐ － ｊｅ８４ － ０００ｉ１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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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为了证明这一点， 《报告》 分析了 １９７０ ～ １９８２ 年制造业 １１ 部门中， 日本与美国各

产业的每单位产出生产成本的年率上升了多少。 其理由在于， “可以认为， 比较各个产

业， 生产费用的上升率相对较低的国家， 能强化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进一步提高比

较优势， 或者缩小 （或试图缩小） 比较劣势的差距”。

生产费用本来就是由工资成本、 资本成本、 原材料成本组成的， 技术革新能够

起到降低所有这些成本的效果。 因为单位生产费用的上升率应该可以发挥抑制工资、

资本、 原材料， 所有这些成本的上升率的效果， 所以从工资、 资本原材料各成本上

升率的加权平均中扣除技术进步率 （这是一个综合计算合理化及省力化带来的生产

力的向上、 同时实现生产规模扩大与成本下降的熟练效果， 以及能源节约和资源节

约带来的原材料原单价下降效果等的值）， 就可以得到单位生产费用的上升率， 并能

够算出日本与美国单位生产费用上升率的差距 （见图 １）。

22.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1.0

△2.0

△3.0

△4.0

0

21.86 23.02

美国制造品的单位费用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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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价格变化率贡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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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变化率贡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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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价格变化率贡献度

图 １　 单位费用变化率的日美差距和原因 （１９７０ ～ １９８２ 年）
　 　 译者说明： ０ 轴上方代表对日本有利， ０ 轴下方代表对日本不利。 横轴从左至右分别为， 制造业合计、 石油煤

炭、 陶瓷工业、 食品香烟、 造纸业、 纺织业、 再生金属、 化学、 一次金属、 一般机械、 电气机械和运输机械。
资料来源： 本表基于经济企划厅 《国民经济计算》， 能源经济研究所 《能源平衡表》、 美国商务部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Ｃａｒｒｅｎ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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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 除去石油煤炭、 陶瓷工业等行业， 日本的单位生产费用出

现了有利的变化。

《报告》 特别强调， 这种单位生产费用的有利变化， 并非由当时广为流传的低工资

造成的。 在日本， 工资成本上升率对单位生产费用有利变化的贡献度是负向的， 通过

原因分解我们容易理解这一点， 例如， “如果我们考察制造业， 在单位生产费用上升率

整体为日本带来了 ３ ３％的有利变化的同时， 工资成本上升率却对日本造成了约 ０ ５％

的不利影响。 盖过工资成本因素不利化， 带来单位生产费用有利化的主要原因， 应当

认为是包含降低原材料成本费用的技术进步”。

因此， 《报告》 得出了如下结论： “可以说越是技术进步率高的产业， 越能将单位

生产费用的上升率抑制得更低， 从而可以强化国际竞争力， 并逐渐成为我国新的支柱

产业。”

从这些当事者的资料中， 我们也能明白技术革新是如何强力地支撑了战后资本主义。

四　 “相对过剩人口” 的存在

或者说， 接收相对过剩人口的新生产部门的形成， 这样的问题更为妥当。 如马

克思所言， 只要存在相对过剩人口， 就会出现剥削这些人的 “新的生产部门， 特别

是生产奢侈品的部门， 这些生产部门把其他生产部门中常常由于不变资本占优势而

失业的上述相对过剩人口作为基础， 而这些生产部门本身则建立在活劳动要素占优

势的基础之上， 以后才逐渐地走其他生产部门所走过的路”。① 战后的资本主义也提

供了接收这些相对过剩人口的新容器， 人们大举涌入这些新部门， 从而这一部门的资

本能够在有利的条件下确保高利润。 在这些部门中， “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占有相当大

的比重， 工资则低于平均水平， 结果这些生产部门的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都非常

高”。② 马克思称这种状况为 “劳动或多或少不完全从属于资本的现象”③， “即使这种

现象初看起来和一般发展水平已不相适应， 这种现象仍会继续存在”④。 在这些产业部

门中， 只要看看可被称作战后资本主义繁华的第三产业的兴盛， 就能明白这一事态。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 政府将重化工行业作为支柱产业， 努力培育钢铁、 化学

产业、 汽车、 家庭电器等制造业。 这是因为， 这些行业生产力上升率的基准高， 需求

的收入弹性高， 然而， 随着国民收入水准的上升， 国内需求的重点从耐久消费品移向

０２１

①
②
③
④

《资本论》 第三卷， 中央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２６３ 页。
《资本论》 第三卷， 中央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２６３ 页。
《资本论》 第三卷， 中央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２６３ 页。
《资本论》 第三卷， 中央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２６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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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服务领域 （如图 ２ 和表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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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日本分产业的收入弹性变化情况

　 　 说明： 收入弹性是指收入每增加 １％引起的需求增加的百分率； 为了排除经济周期的影响， 采取了 ２０ 年的移

动平均线。
资料来源： 日本内阁府 （经济产业省） 《国民经济计算》。

表 ２　 日本分产业的收入弹性变化情况

年　 　 份 １９５５ ～ １９７４ １９５６ ～ １９７５ １９５７ ～ １９７６ １９５８ ～ １９７７ １９５９ ～ １９７８ １９６０ ～ １９７９ １９６１ ～ １９８０ １９６２ ～ １９８１

制 造 业 １ ５３０ １ ５２２ １ ５３２ １ ５４２ １ ５３７ １ ５２９ １ ５２０ １ ５２０

第三产业 １ １３０ １ １４３ １ １５８ １ １８２ １ ２１３ １ ２５０ １ ２８９ １ ３２３

服 务 业 ０ ９２７ ０ ９４２ ０ ９５８ ０ ９９１ １ ０３３ １ ０８７ １ １４７ １ １９９

年　 　 份 １９６３ ～ １９８２ １９６４ ～ １９８３ １９６５ ～ １９８４ １９６６ ～ １９８５ １９６７ ～ １９８６ １９６８ ～ １９８７ １９６９ ～ １９８８ １９７０ ～ １９８９

制 造 业 １ ５０７ １ ５１６ １ ５３５ １ ５６０ １ ５６８ １ ５８２ １ ５６８ １ ５３５

第三产业 １ ３５５ １ ３８９ １ ４１３ １ ４４３ １ ４７６ １ ５１９ １ ５３５ １ ５１７

服 务 业 １ ２４４ １ ２７２ １ ２８９ １ ２８６ １ ２７６ １ ２８８ １ ２８７ １ ２８９

年　 　 份 １９７１ ～ １９９０ １９７２ ～ １９９１ １９７３ ～ １９９２ １９７４ ～ １９９３ １９７５ ～ １９９４ １９７６ ～ １９９５ １９７７ ～ １９９６ １９７８ ～ １９９７

制 造 业 １ ５０８ １ ４８７ １ ４５７ １ ４３０ １ ３９５ １ ３５２ １ ３２８ １ ３０４

第三产业 １ ４６３ １ ４２８ １ ４１６ １ ４０３ １ ４０９ １ ４１６ １ ４１５ １ ４１５

服 务 业 １ ２４２ １ ２０９ １ ２０８ １ １９５ １ １８４ １ １６６ １ １３７ １ １１５

年　 　 份 １９７９ ～ １９９８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９ １９８１ ～ ２０００ １９８２ ～ ２００１ １９８３ ～ ２００２ １９８４ ～ ２００３

制 造 业 １ ２４５ １ ２００ １ １８４ １ １５３ １ １１０ １ ０８５

第三产业 １ ４１１ １ ４１０ １ ４１２ １ ４２０ １ ４２７ １ ４５４

服 务 业 １ ０８７ １ ０８６ １ ０８９ １ １００ １ １１７ １ １６７

一般而言， 从制造业向服务产业的移动被称作 “服务经济化”， 这一现象也能在就

业结构上得到确认。 让我们注意 １９７０ 年以后分产业的就业者数量， 农牧饲渔业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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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自不消说， 制造业的构成比也下降了， 而第三产业的从业者比例占压倒性多数

（见图 ３ 和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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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 运输通信业 不动产业 金融保险业
电力、燃气、自来水 建设业 制造业 农牧饲渔业

批发零售业

18 20 20

图 ３　 分产业的就业者数比例的变化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６ 年）
注： １９７０、 １９７５ 年以平成 ２ 年基准，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５ 年以平成 ７ 年基准，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６ 年以平成 １２ 年为基准。
资料来源： 内阁府 《国民经济核算》。

表 ３　 １９７０ ～ １９９５ 年分产业的就业者比例的变化

　 　 　 　 年份

行业　 　 　 　 　 　
１９７０ １９７５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农牧饲渔业 １９ ７２ １５ ４０ １２ ９４ １０ ８４ ８ ７９ ７ １８

采矿业 ０ ４６ ０ ３０ ０ ２５ ０ ２０ ０ １６ ０ １３

制造业 ２６ ６９ ２５ ４２ ２３ １２ ２３ ４４ ２３ １６ ２０ ６２

建筑业 ８ １４ ９ ４５ １０ １０ ９ ００ ９ ６５ １０ ４４

电力、 燃气、 自来水 ０ ５２ ０ ５７ ０ ６２ ０ ６３ ０ ６３ ０ ６７

批发零售业 １６ ０３ １７ ２４ １７ ７２ １７ ９５ １７ １８ １７ ６２

金融保险业 ２ ４２ ２ ７４ ２ ９９ ３ １５ ３ ３３ ３ １５

不动产业 ０ ６４ ０ ８２ １ ０２ １ ２０ １ ４６ １ ４８

运输通信业 ５ ５１ ５ ８０ ５ ７６ ５ ６３ ５ ６１ ５ ８１

服务业 １２ ７０ １４ ０９ １７ ７３ ２０ ２５ ２２ ４８ ２５ ２３

其他 ７ １７ ７ ３０ ７ ４９ ７ ６２ ７ ９３ ８ １７

　 　 注： １９７０ 年、 １９７５ 年以平成 ２ 年为基准，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５ 年以平成 ７ 年为基准，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６ 年以平成 １２ 年为基

准； “其他” 中， 包含了 “政府服务生产者” 以及 “家用民间非营利服务生产者”。
资料来源： 内阁府 《国民经济核算》。

第三产业的成立是以第一、 第二产业中失业的相对过剩人口作为基础， 而这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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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部门本身则建立在活劳动要素占优势的基础之上。① 因此， 在当初， 这些产业的劳动

生产力比其他的产业低也是当然的了。 然而， 美国的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 Ｂａｕｍｏｌ） 却将其视为问题。 一般而言， 在一个生产力上升率较高的部门 （典型的如

制造业） 与较低的部门 （服务产业） 共存的经济中， 因为伴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 生

产力上升率较低的服务产业的权重会逐渐上升， 只要针对制造业制造品的收入弹性不

是极端的高， 生产力上升率较低的服务的相对价格 （费用） 上升和服务部门的劳动份

额上升就会持续， 结果， 经济整体的增长率会逐渐钝化， 这就是鲍莫尔病②的思维过

程。 也就是说， 可以认为， 前者 （制造业） 因为资本集约化等劳动需求下降， 由此

剩下的劳动者流入生产力较低的部门 （服务业）， 结果经济整体的增长变得钝化。 如

果考虑到马克思论述的， 第三产业的成立是以第一、 第二产业中失业的相对过剩人

口作为基础， 而这些生产部门本身则建立在活劳动要素占优势的基础之上③， 这一事

实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 那么问题到底是什么呢？ （恐怕在于人们认为） 制造业的高

生产力与服务业的低生产力共存是不自然的， 是一种病。 从制造业的高生产力出发

来看， 服务业的低生产力大概是必须要治疗的 “病” 吧。 从前面马克思的记述来看，

“即使这种现象初看起来和一般发展水平已不相适应， 这种现象仍会继续存在”④， 这

在鲍莫尔眼里成了问题， 他无法理解这一现象的 “原因”， 而是认为 “服务产业” 这

一新部门中潜入了什么病原菌。 从这一思维中产生的只能是， “服务” 中肯定藏有什么

神秘性， 这样越发的混乱和自以为是。 然而， 现实并非如此。 如马克思所言， 不过

“它也是下述情况造成的结果： 可供支配的或失业的雇佣工人价格低廉和数量众多， 一

些生产部门出于其本性而更加强烈地反对由手工劳动转化为机器劳动”⑤。 证据就是，

在鲍莫尔的祖国———英国，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 随着 ＩＴ 化的进展， 服务产业的生产力

加速上升， 认为鲍莫尔病已经被治愈了的看法广为流传”⑥。 如马克思所言， “这些部门

本身又建立在活劳动要素占优势的基础之上 （当初本来建立在活劳动要素占优势的基

础上， 后来可能离开了低劳动生产率）， 只是逐渐地走上其他生产部门所走过的路”⑦。

３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资本论》 第三卷， 中央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２９７ 页。
鲍莫尔病 （Ｂａｕｍｏｌ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是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在一篇研究经济增长的论文 （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ｅ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Ｃｒｉｓｉｓ”， １９６７， ＡＥＲ） 中提出来的。 他建立了一个两部门宏观经

济增长模型， 其中一个部门是 “进步部门”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ｅｃｔｏｒ）， 另外一个部门是 “停滞部门” （ｎｏｎｐｒｏ⁃
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ｅｃｔｏｒ， 后来鲍莫尔常用 ｓｔａｇｎａｎｔ ｓｅｃｔｏｒ）， 进步部门的生产率相对快速增长将导致停滞部门出现相

对成本的不断上升。
《资本论》 第三卷， 中央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２９７ 页。
《资本论》 第三卷， 中央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２９７ 页。
《资本论》 第三卷， 中央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２９７ 页。
参考前文所提到的 《通商白皮书》。
《资本论》 第三卷， 中央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２９７ 页。 括号内的字为作者所加———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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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担心， 战后资本主义或许正这样窃窃私语吧。

五　对外贸易

换言之， 也可以说是将国民经济统合于世界市场的问题。 今日被冠以全球化之名

的这一世界规模上的经济统合， 是贸易、 人口移动、 资本流动等各运动的总和， 具体

而言， 通过世界 ＧＤＰ 测算的各国出口物品的合计， 与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相对应

的外国资本余额的比例 （只是， 发达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被从这里面剔除了）， 严格的

边境管理下人口移动的限制 （历史上向美利坚合众国的移民是个例外）， 这些都是可以

测量的。

当我们用这些指标测量时， 我们能确认 １８７０ 年以后， 资本主义世界存在三个大波

（长波） （如图 ４ 所示）， 即全球化的历史性波动。

40 每十年移民美国者人数（右轴） 出口额占全球GDP的比重（左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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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三波全球化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全球化与经济发展》， 新井敬夫日文译，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东京， ２００４， 第 ２７ 页。

１８７０ 年前后开始的这一世界规模的经济统合是资本主义的结果。 从那时起到一战

爆发是第一波。 运输费用的下降支撑了各国国民经济的统合， 世界第一次见证了资本

主义的全球化的展开。 马克思在 《共产党宣言》 及其他的作品中展望资本主义的话语，

正是在资本主义走向第一次全球化的过程中。

然而， 一战及其后的潮流在这一全球化的基础下大踏步后退了。 虽然， 一般人认

为政治上的民族主义高扬， 经济政策上的以邻为壑 （Ｂｅｇｇａｒ ｔｈｙ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 政策的采用

是这一后退的原因， 但我们有必要找到试图掌握全球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间国际对立

的真正原因。

等到新的美国的国际霸权得到确立， 第二次全球化开始， 已经是二战结束的时候

了。 美元基轴体质、 国际通货管理、 贸易规制这些美帝国主义下的经济统合虽然一直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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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到 １９８０ 年前后， 但正如世界银行的政策研究报告所述， “持续到 １９８０ 年前后的全

球化第二波， 几乎就是向第一波全球化的回归”。①

我们现在正见证着的， 是这之后继续的第三波全球化浪潮。 可以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后逐渐变得显著的第三波全球化， 理解为 ７０ 年代袭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滞涨波的历

史性反动。 向政治上的新自由主义、 经济上的新的经济统合 （第三波全球化） 的急转

弯在全世界引起了这一浪潮。 彻底否定甚至在第二次全球化下也能得到保护的工人阶

级的利益， 以摧毁一切对资本运动的障碍的决意向前推进市场的规制缓和 （ｄｅ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 或称放松管制）， 其背后正是主导这一新潮流的资本势力。 现在不只有物资的移

动 （贸易）， 资本移动、 劳动移动、 文化、 教育、 福利等都在强力推行以资本利益为最

优先的结构改革。 这正是， 资本点燃的新的反革命的狼烟。 也可以说， 反动的时代已

经到来了。 战后资本主义暴露出了它的本性， 打开了贫富分化与危机和战争的世纪。

六　股份资本的增加

严格地说， 股份资本的增加是资本集中的和平手段， 与作为暴力手段的合并， 以

及单纯的积累手段相区别。 战后资本主义驱使这一和平的手段， 在巨大的规模上推进

资本的集中， 使垄断的时代开花结果， 这是无须再言的历史事实。

在此， 让我们从资本主义扩大的角度在概念上整理一下在战后引发的资本的运动。

首先， 资本主义扩大与发展的方法中， 有缓慢的资本扩大手段， 如积累， 也有远

比积累迅速的资本扩大手段， 如集中。 如马克思所言， 无论采取哪种手段， 因为集中

能够提供远比单纯的积累更迅速的资本扩大手段， “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

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 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 但是， 集中通

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②。

顺便提一下， “集中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杠杆”③ 就是竞争与信用。

同资本扩大存在缓慢 （积累） 和迅速 （集中） 两种方法一样， 集中也存在暴力

（合并） 与和平 （股份公司的设立） 两种方法。 前者是进行吞并的强制性道路④， “在

这种场合， 某些资本成为对其他资本的占压倒优势的引力中心， 打破其他资本的个体

内聚力， 然后把各个零散的碎片吸引到自己方面来”⑤。 与此相对， 后者属于 “比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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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世界银行： 《全球化与经济发展》， 新井敬夫日文译，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东京， ２００４， 第 ２８ 页。
《资本论》 第一卷， 中央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６８８ 页。
《资本论》 第一卷， 中央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６８７ 页。
《资本论》 第一卷， 中央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６８８ 页。 原文为 “……强制的道路进行吞并”，
由于日语语序问题， 为与上下文一致， 这里调整了引文的语序———译者注。
《资本论》 第一卷， 中央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６８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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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的办法”， 它 “把许多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资本融合起来”①。

战后 ７０ 年能够确认到股份资本增加的事实背后， 潜藏着无论是用和平的方法， 还

是用暴力的方法， 通过这些方法以未曾有的规模进行着的资本集中的历史。 其证据在

于， 支撑战后资本主义的日本企业数量在 ２００６ 年有 １５１ ６ 万家， 其中采取股份公司这

种经营组织的企业占压倒多数的 １４９ ６ 万家。② 此外， 历史上未曾有过这样规模的资

本集中， 它的背景中， 潜藏着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积累以同样未曾有的规模发展这

一事实。 马克思用简洁的语言整理了如下一连串的关系：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

的发展， 竞争和信用———集中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杠杆， 也以同样的程度发展起来。

同时， 积累的增进又使可以集中的材料即单个资本增加， 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

又替那些要有资本的预先集中才能建立起来的强大工业企业， 一方面创造了社会需

要， 另一方面创造了技术手段。”③ 战后 ７０ 年， 资本主义所运行的道路正如马克思

所写。

垄断企业正是这一过程的结果。 马克思对股份公司的设立推进集中并由此产生出

垄断企业的事实做出了如下预测： “集中可以通过单纯改变既有资本的分配， 通过单纯

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来实现。 资本所以能在这里， 在一个人手中大量

增长， 是因为它在那里， 在许多单个人的手中被夺走了。 在一个生产部门中， 如果投

入的全部资本已融合为一个单个资本时， 集中便达到了极限 （７７ｂ）。 在一个社会里，

只有当社会总资本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手中， 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

的时候， 集中才算达到极限。”④

恩格斯在马克思文章的第 ４ 版中追记了一个注释 （７７ｂ）， 给予这一事态 “垄断”

的名称。 “英美两国最新的 ‘托拉斯’ 已经在为这一目标而奋斗， 它们力图至少把一个

生产部门的全部大企业联合成一个握有实际垄断权的大股份公司。”

也就是说， 在这里， 马克思与恩格斯简洁地描述了资本集中的进展促成股份资本

的增加以及垄断企业的产生这一历史性潮流。 此外， 这一巨大的垄断企业的生产过程

中， 含有 “强大工业企业的技术手段” 这层意思。 或者， 反过来说， 垄断的发展产生

了社会性欲望与巨大的产业， 而竞争和信用成为支撑它的制度性基础， 如果这样考虑，

这一表述正好恰当地表现了战后 ７０ 年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

战后的资本主义在给自然、 人类与社会带来严重危机的同时， 为何还能维持其

６２１

①
②
③
④

《资本论》 第一卷， 中央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６８８ 页。
日本总务省统计局 《事务所·企业统计调查》。
《资本论》 第一卷， 中央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６８７ 页。
《资本论》 第一卷， 中央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６８７ ～ ６８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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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 本文试图说明其一般理由。 通过我们的表述， 至少我们能够明确， 马克思指

出的、 与利润率下降倾向的一般规律相对、 起反作用的六个原因， 足以成为说明日本

战后资本主义繁荣原因的要素。 接下来的问题在于， 需要确认， 在说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的收益性危机和 １９８０ 年以后 （资本主义） 向新自由主义的变质时， 这些原因能够发挥

何种程度的说明能力。

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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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平原小农经济的中农化趋势

杨思远∗ 　①

摘　 要： 内蒙古河套地区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土地流

转的推动下， 家庭经营规模出现扩大趋势。 本文以浩丰村调查材料为基础， 揭示出这

一趋势形成的两个途径， 即通过土地经营规模和养殖规模扩大。 中农化对河套平原农

村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 是农村经营体制在家庭承包基础上演化的新事项。

关键词： 河套平原　 小农经济　 中农化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隆兴昌镇浩丰村， 位于黄河大 “几” 字最顶端的

上部西端， 是个移民村庄。 历史上因逃避饥荒和战乱， 大批汉族人先后自山东、 河南、

河北、 安徽、 陕西、 山西、 甘肃、 宁夏和青海等地迁居于此， 这些汉族移民及其后裔，

在河套平原黄灌区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 形成了兼具汉蒙民族经济特点与河套地域经

济特色的种养业并重的村庄经济结构。

浩丰村包括八个自然村， 村民按人民公社时期的习惯称自然村为 “队”。 ２０１３ 年

浩丰村总户数为 ５１３ 户， 共 ２３５９ 人， 劳动力 １０６９ 人， 土地总面积 ３０５９６ 亩， 人均耕地

７ ６１ 亩， 劳均耕地 １６ ８０ 亩。 ２０１３ 年全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为 １６９ 人， 其中男性

１１８ 人， 女性 ５１ 人。 １９７９ 年浩丰村土地承包到户， 重建了小农经济， １９９８ 年第二轮承

包中， 农户承包地虽有调整， 但幅度较小。 我们在浩丰村调研时发现， 小农经济并没

有在市场竞争中陷于破产， 相反， 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土地向种养大户的集中， 出

现了中农化趋势， 无论农户经营的土地规模还是养殖规模都在扩大。

一　小农经济的中农化

对于人均占有土地较少的小农经济， 由于不敌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 在竞争中势

必陷于破产境地。 为避免这一局面出现， 学界提出了合作化和资本化两种不同的改造

方案①， 也有少数学者注意到小农经济超稳定结构特性， 主张长期坚持。 浩丰村小农经

１３１

①
①

杨思远，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笔者过去是持合作化主张的， 可参见杨思远 《对小农经济的改造》， 载 《管理学刊》 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 《巴
音图嘎调查》， 中国经济出版社， ２００９； 《咀头村调查》， 中国经济出版社， ２０１０； 《中国少数民族生产方

式研究》， 中国经济出版社， ２０１３； 《鄂温克族自治旗经济社会生态发展战略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０ 年）》， 中国经

济出版社，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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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演化出现的新动向， 否定了这些不同主张， 既不是合作化， 又不是资本化， 也不是

维持小规模经营， 而是中农化， 这一现象在河套平原地区相当普遍， 作为一种现实趋

势， 值得在理论上认真总结。

所谓中农化， 是指以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 在集体所有制实行土地承包到户的基

础上， 通过农村人口外迁和农户承包地经营权的流转， 使得最初较小规模的家庭经营

向中等规模经营转变的过程， 是小农向中农的跃升。 土地家庭承包为中农化的开启提

供了起点和条件， 农村家庭人口变化和小农经济分化则促进了这一进程。

无论是小农经济还是中农经济， 都是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 土地承包到户无疑

是这个变革的起点。 人民公社时期， 基本经济和核算单位是生产队。 公社解体后， 集

体土地先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很快就过渡到土地家庭承包。 土地家庭承包的

发包方是农村集体， 即原来公社体制下的生产队， 承包方是农户。 承包后， 农民家庭

成为基本经营和核算单位。 在浩丰村， 集体经营层次完全丧失， 年终没有任何集体收

益， 更谈不上集体收益分配。 浩丰村的八个生产队， １９７９ 年实行土地承包时， 各户按

人口分配土地， 人均约 ６ 亩， 各队稍有差异。 和内地人均 １ 亩多土地相比， 浩丰村人

均土地面积较多。 ４ ～ ５ 口人的家庭， 承包地在 ２４ ～ ３０ 亩。 这是浩丰村小农经济的起

点， 小农之小主要指以农户为单位， 占有土地面积少， 经营规模小。

为避免小农经济陷于破产， 学界提出的替代方案是走规模经营道路。 但无论是通

过合作化道路， 组建合作农场， 还是通过土地流转和资本下乡， 组建资本制农场， 其

共同点在于， 动摇了农户作为农村经济细胞组织的地位， 合作农场和资本制农场都是

不同于农户的经济组织。

这两种替代方案忽视了以下两个现实条件。 第一， 与党和国家现行的农村政策不

相符。 在现阶段， 党在农村政策的核心是坚持土地家庭承包长期不动摇， 在 １９９８ 年实

行第二轮土地承包后， 承包期限更加延长了， 至少 ３０ 年不动摇。 只要土地家庭承包政

策不变， 农户作为基本经营和核算单位的地位就不可能动摇。 第二， 承包后的农民不

愿失去赖以维生的土地， 无论是把土地交给合作社， 还是交给农业资本家， 农民都不

愿意。 限于这两个条件， 合作化和资本化作为理论替代方案， 在现实中受挫。

专业合作化尝试很久了， 也较为普遍， 它主要局限在农业生产的产前和产后的流

通领域， 生产合作社极为少见。 像华西村、 南街村等保留原有集体经营的村庄在全国

亦不普遍， 有一些村庄集体统一经营和农户分散经营双层并举， 但仍然以家庭为基本

经营单位。

中农化趋势则适应了上述两个条件。 首先， 它坚持了以农户为基本经营单位没有

动摇， 同时， 它没有停留于小规模经营， 而是在土地适当集中的条件下， 扩大经营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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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实现从小农向中农的转变。 所以， 中农化是以土地家庭承包为起点又不满足于家

庭小块土地经营这一现实矛盾推动的。 但是， 要实现土地向种植和养殖大户集中， 需

要很多条件， 中国农村经济变革恰恰为此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

二　中农化趋势产生的条件和促进因素

首先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由于农村生育政策较城市家庭宽松， 且执行力度和效

果不佳， 农村家庭人口和劳动力增加较快， 势必造成人均占有土地越分越少。 在浩丰

村， 一户三四个孩子的现象较为普遍， 而承包地的面积无法增加， 按理说， 户均土地

随着子女独立门户和承包地在家庭内部的析分， 只能越来越少， 小农经济应当出现微

型化趋势， 而不应出现中农化趋势。 但事实并非如此， 农户内部并不随着子女分家而

析分土地， 大量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 以及进城务工经商减少了土地压力。

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以及城镇转移需要诸多条件： 农民的社员身份解除后获得

劳动力所有权， 城镇对农业户籍人口限制的松弛， 城镇有接纳农村剩余劳力的就业空

间等， 这些条件在中国城乡改革中逐步形成并成熟起来。

土地家庭承包， 使很多学者将目光投射到土地上， 没有注意到劳动力所有权的变

化。 劳动力所有者从集体转到农户的过程， 隐藏在土地家庭承包当中。 土地包到户，

集体的社员就变成了作为基本经济组织的农户的成员， 社员身份悄然隐退。 农民获得

对自身劳动力的所有权， 可以自由使用自己的劳动力， 这种自由包括三个方面： 农业

生产中自由使用， 自由从事非农产业， 自由出卖劳动力。 农民再也不需要由生产队长

统一安排每天的农活， 想什么时候出工就什么时候出工， 想做什么农活就做什么农活，

出工无须人等人， 干活无须人看人， 这是农业生产中的自由。 工人做工， 农民种地，

似乎天经地义， 但获得劳动力所有权的农民可以从事非农产业， 最初是在离土不离乡

的乡村企业发展工业， 后来是离土又离乡， 进城务工经商， 这是从事非农产业的自由。

农民不仅有使用自己劳动力即劳动的权利， 而且可以出卖劳动力， 有成为雇佣劳动者

从而为雇主劳动的权利。 无论是农忙季节在农村临时性出卖， 或是常年性进城出卖劳

力， 都以自由劳动力的出现为前提。 在浩丰村， ２０１４ 年一个成年劳力的日价格是

１２０ 元。

最初在农村从事非农产业的剩余劳动力经历了一系列转变过程： 从单纯粮食作物

种植到增加经济作物种植， 从种植业到养殖业， 从种养结合到专业户种植或养殖， 从

种养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到乡村企业， 从离土不离乡的非农产业到离土又离乡的城

镇工商服务业。 这一系列的转化， 是一条农村分工分业的较为清晰的演化路径。 从生

产主体来看， 实际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从粮食种植到经济作物种植， 从农业到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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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再到工商服务业的转移。 如果说， 从粮食种植到经济作物种植没有脱离土地， 那

么养殖业的发展就是半脱离土地的限制， 因为发展养殖业需要饲料地， 而到手工业和

乡镇企业， 以及进城务工经商， 基本上脱离了土地的直接限制。 在浩丰村， 人民公社

时期 “以粮为纲”， 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 葵花是适宜河套平原地区种植的主要经济作

物， 但在人民公社时期种植面积不到 １０％ 。 土地承包后， 葵花种植以其高于粮食种植

的收入， 其播种面积迅速增加， ２０１３ 年占播种总面积的 ８０％ 。 受蒙古族畜牧业为主导

的生产结构的影响， 浩丰村的圈养畜牧业发展很快， 主要养殖品种是羊， 同时保留了

汉族养猪的传统。 据我们入户调查， 一只羊的毛收入大约相当于一亩地的纯收益。 因

此， 承包土地面积较少的家庭， 往往是养羊大户。 浩丰村乡村企业极不发达， 面对有

限的土地， 直接进城务工经商成为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形式。

浩丰村农民主要以农民工的身份直接参与工业化和城市化， 分散到内蒙古自治区

各地， 甚至走出自治区范围。 他们经营的轮胎业在包头、 鄂尔多斯、 呼和浩特广泛分

布， 以浩丰村一队为代表的货运业司机则远涉山东、 四川、 河南、 安徽、 甘肃、 山西、

青海、 宁夏和新疆， 一次出门长达数月方归。 此外， 各地的建筑工地上， 也有浩丰村

农民工的身影。

浩丰村 ８０％外出务工人员， 大多从事汽车轮胎经营业， 主要业务是充气、 补胎和

换胎。 经营轮胎业者如此之众， 与一个名叫索老五的人有关。 据村支部书记王青岐介

绍， 索老五人称 “轮胎大王”， 是浩丰村七队的名人， 真名索建喜， 在家排行老五， 被

称索老五。 他建立的天佑公司在浩丰村开轮胎经营之先河， 由于从本村招聘员工， 带

动了浩丰村许多村民涉足此行。 例如， 七队村民边继安的长子李爱喜和四子边建喜①，

在鄂尔多斯开设一家轮胎经营铺； 三子李满喜则在包头市开了一家轮胎经营店； 只有

次子李双喜留在七队务农， 有承包地 ３０ 亩， 另租入土地 ３０ 余亩， 兄弟 ４ 人成家后并未

析分土地。 由此可见， 正是外出务工造成了小农家庭的土地没有进一步析分， 反而出

现了农户之间的土地流转和农户经营规模的扩大。

浩丰村一队有七八户从事货运经营业， 贾宝、 王魁、 王三、 李刚、 李宝、 沈活沈

平兄弟、 赵海瑞、 赵海峰 （２０１２ 年病故）， 每户都养有解放牌货运挂车， 车厢长、 吨

位大。 这些货运专业户， 一般常年在外跑运输， 足迹遍布全国， 即使有承包地亦无力

耕种， 只能出租； 更准确地说， 这些农户之所以买车跑货运， 正是因为承包地太少，

不足以养家糊口。 他们有的已经在城里买房， 有的选择住在村里， 主要考虑留守的妇

女儿童可以和老人一起生活， 相互照料， 亦有出于发展家庭养殖业需要的考虑。 即使

４３１

① １９６８ 年， 边继安 “倒插门” 到妻子李秀莲家， 育有 ４ 子 １ 女， 前 ３ 个儿子随母姓， 分别是李爱喜、 李双

喜、 李满喜， 后 １ 子 １ 女随父姓， 分别是边建喜、 边爱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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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城里， 这些货运专业户的户籍都保留在浩丰村， 他们从事非农产业， 将土地流转

出去， 促进了浩丰村小农经济的中农化。

在浩丰村以及整个内蒙古自治区， 城镇化是促进小农经济中农化的重要因素。 城

镇化是人口向城镇的集中过程， 这是伴随市场化和工业化必然出现的现象。 推动浩丰

村城镇化的力量有三种： 外出务工、 孩子教育和城镇购房。 关于外出务工前已述及，

这里只谈后两种。

进入 ２１ 世纪后， 全国性的撤并村办小学和幼儿园， 加快了城镇化步伐。 浩丰村在

２００７ 年完成了撤并工作。 关于这项改革， 社会上存在不同意见， 在浩丰村村民中至今

能够听到反对的声音。 主要理由是： 孩子们上学路途遥远， 乘车极不安全， 从实际出

发， 各户必须出一个劳动力 （往往是年轻的母亲或老人） 到县城租房陪读， 开支极大

不说， 将一个劳动力长期变成纯消费性人口， 所增加的农民负担， 远甚于取消的农业

税费负担； 孩子得不到家庭温暖， 年轻妇女长期在城里无所事事， 促使离婚率上升。

村民反映的这些意见基本属实。 有些地方校车不安全、 不及时、 不能适应学校教学和

活动安排， 造成不便时有发生。 不过村民也说： 县城办的小学和幼儿园教育质量较村

办小学和幼儿园要高， 师资力量要强， 教学条件要好。 从推动城镇化来看， 小学和幼

儿园的集中， 带动了城镇人口的集中和住房需求、 货币性消费需求的扩大。

在浩丰村无论是娶媳妇还是嫁女儿， 女方都要求在城里购房。 结婚购房意味着新

一代农民城镇化的生活取向， 姑娘出嫁前要求在城里有房， 既是考虑将来孩子入园入

学需要， 也是农村经济排斥新增人口的具体表现， 出嫁姑娘是农村人口城镇化的又一

推力。

外出务工经商的是年轻劳动力， 出嫁进城的姑娘同样是年轻人， 加之上学的孩子

离开农村， 浩丰村留守者多为妇女、 老人， 这种现象在我国农村具有普遍性， 是城市

化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在浩丰村， 大概目前留在农村种地和从事养殖业的老一代农

民， 年龄在 ５０ 岁以上居多， 年青一代外出务工经商， 并且在城市拥有住房， 但其户籍

仍保留在农村。 即使根据最近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年青一代农民落户城镇， 也不会改变其作为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的资格， 因为这个

《意见》 虽然旨在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 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

分， 但提出 “进城落户农民是否有偿退出 ‘三权’， 应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在尊重农民意愿前提下开展试点。 现阶段， 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 宅基地使用

权、 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这就是说， 即使取消了农业户口与非

农业户口的区别， 但城乡的区别仍然是存在的， 市民和农民不仅居住地不同， 而且享

有的权益也不同， 现在的农民工要么无意取得市民身份， 要么会演变成 “三权市民”，

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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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享有 “土地承包经营权、 宅基地使用权、 集体收益分配权” 的市民， 这是目前拥有

城市户口的市民所没有的权益。

小农经济的中农化趋势是在土地家庭承包和农民获得劳动力所有权基础上， 通过

农民工形式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 避免了家庭承包地析分， 并以承包地流转

形式向经营大户集中实现的。 在这个过程中， 农民工是城镇化的主要动力， 此外， 农

村撤并小学和幼儿园， 以及新一代农民在城镇购房是主要的促进因素。

家庭人口的自然减少也是一个促进因素， 这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是女孩较多的家

庭， 在 “减人不减地” 政策下， 出嫁后使得娘家较多的承包地保留下来； 二是老人过

世， 可以造成和女孩出嫁同样的效果。

另外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是有一定积累的家庭通过扩大养殖规模实现中农化。 浩

丰村农户经济的基本结构是种养结合， 养殖业以养羊为主。 那些有一定积累的农户，

基础母畜规模增加， 出现养羊大户， 而基础母畜和土地一样， 都是主要的农业生产资

料， 养殖规模的扩大是小农经济中农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　中农化——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

中农化的重点不在 “中农” 的确切规模， 而在 “化” 字， 在于以家庭为单位经营

的土地面积和养殖规模的扩大。 养殖规模的扩大虽然也是中农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但

以养羊为主的养殖业同样需要一定的耕地作为饲料地， 因此， 本节先介绍土地经营规

模的扩大。

家庭经营土地面积的扩大， 主要通过土地流转来实现， 部分地块四沿有荒地的，

也通过垦荒来实现。 浩丰村原来有不少可垦荒地， ２０１３ 年全村尚有可垦荒地 ３００６ 亩。

农户开垦的土地不属于 “计税地”①， 与承包地和租入地性质不同。 现录下我们调查的

农户土地流转和开垦的情况：

村会计刘月明夫妇 １９７８ 年婚后单立门户， 次年土地包到户， 按人均 ６ 亩计，

分得承包地 １２ 亩， １９８４ 年生下女儿刘兰， 村里补 ６ 亩土地， １９８６ 年生下儿子刘

伟， 再补 ６ 亩， 共计 ２４ 亩。 １９９７ 年从五原县食品公司 （现属五原县商务局） 一次

性租入 ３０ 亩， 租期为 ２３ 年， 每亩年租金为 ３２ 元人民币， 一次性付清 ２２５００ 元。

１９９８ 年他在租入地边沿垦地 ２６ 亩， 因此， 从 １９９８ 年以后， 刘月明一户拥有 ８０ 亩

地。 ２００２ 年刘兰出嫁， 按 １９９８ 年以前村里的规定， 应收回 ６ 亩地， 但此时已经实

６３１

① 所谓 “计税地” 是指需要向国家缴纳农业税， 以及承担集体提留的土地， 尽管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浩丰村取消

了农业税费， 但在统计上， 仍然把计税地单列。 村会计刘月明说： “取消的农业税费还有可能恢复， 如果

有一天恢复征税， 大家也只愿意以 ‘计税地’ 作为征税对象， 垦荒地不应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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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增人不增地、 减人不减地” 政策， 刘月明一户继续保有 ８０ 亩土地， 其构成

是： ２４ 亩承包地、 ３０ 亩租入地、 ２６ 亩开垦地。

七队村民石建军和张丰枝 １９８６ 年结婚并单立门户， 从大家庭的 ３６ 亩承包地中分得

９ 亩， 村集体又分给 １１ 亩， １９８８ 年石建军女儿出生， 村集体再分给 ４ 亩， 共有了 ２４ 亩

自有土地。 后来又租入 ６１ 亩， 每亩年租金 ３００ 元， 一次性支付 ５ 年租金。 ８５ 亩地的构

成是： ２４ 亩承包地、 ６１ 亩租入地。

一队村民肖月生家 ３ 口人， 在 １９８０ 年按人均 ４ ６ 亩标准， 共承包土地 １３ ８ 亩。

２０１２ 年修建 Ｓ２１２ 省道征用他家土地 ５ 亩， 每年每亩征地补偿款为 ８００ 元， 连续补偿若

干年①。 同年， 肖月生租入本村村民承包地 ７ 亩， 每年总租金 １０００ 元， 一年一付。 肖

月生家经营土地共计 １５ ８ 亩： ８ ８ 亩承包地、 ７ 亩租入地。

七队杨爱兵、 张孝莲夫妇家有 ６０ 亩地， 其中 ５０ 亩为承包地， １０ 亩为租入地。 由

于杨爱兵身体不好， 所有土地由妻子张孝莲耕种。

四队村民白俊明一家 ３ 口有 １６ 亩承包地。 白俊明是家里的长子， 婚后一直和父亲

在一起生活。 ２０１０ 年， 他父亲随弟弟去县城打工， 大家庭的 ５６ 亩承包地全归白俊明耕

种， 每亩年租金 ２００ 元， 共计 １１２００ 元， 一年一付。 所以， 白俊明一家共有 ７２ 亩地，

分为 ２０ 多块， 最大的 ５ 亩， 最小的只有 １ 亩。

七队魏国俊家共有 ２２ 亩土地， ９ ４ 亩为承包地， 其余为开垦地。

八队曹连生家有承包地 １８ 亩， １９９８ 年、 ２００２ 年共开垦荒地 ３２ 亩， 全家现有地

５０ 亩。

七队张继忠家共有 ７０ 亩地， 其中承包地为 １９ ３ 亩， 夫妻俩和大女儿每人各有

５ ２ 亩， 儿子张龙出生时因村集体没有更多的土地， 只分给 ３ ７ 亩； 开垦地为 １０ ７

亩； ２００４ 年， 租入另外两户外出打工村民的土地 ４０ 亩， 每亩年租金 ３００ 元， 一年

一付。

七队张葵香家里共有土地 ８０ 亩， 除承包地 ３０ 亩外， 其余都是租入土地， 年租金每

亩 ３００ 元。

七队五保户刘根家是土地租出户。 １９８０ 年第一轮承包时， 由于当时刘根的两个孩

子已经单立门户， 全家 ２ 口按每人 ６ 亩标准， 分得 １２ 亩地。 １９８９ 年第二轮承包时， 由

于本村土地较多， 人均承包土地 ７ ５ 亩， 刘根家的承包地由原来的 １２ 亩调整为 １５ 亩。

但此时刘根夫妇年事已高， １５ 亩承包地都交给小儿子耕种。 小儿子因病去世后， 由儿

媳负责耕种， 不收取租金。

７３１

① 据肖月生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秋后都收到了补偿金 ４０００ 元， 到底能连续补偿多少年， 他亦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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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队张利明家在 １９８０ 年土地包到户时， 全家有他本人、 父亲和奶奶 ３ 人， 按人均

３ 亩标准分地 ９ 亩。 张利明 １９８３ 年结婚， １９８４ 年、 １９８８ 年分别生育一子一女， 加之张

利明父亲共 ５ 口人， 在 １９９８ 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 共承包土地 ３５ 亩。 ２０００ 年村集体

又一次分配荒地， 每人 ０ ９ 亩， 张利明家里土地又增加了 ４ ５ 亩， 他将这些荒地全

部开垦。

二队村民田树一家有承包地 ３５ 亩， １９９８ 年租入土地 ２４ 亩， 共计 ５９ 亩， 每亩年租

金 ３００ 元， 一年租金总额为 ７２００ 元。

七队的姬德忠家有 １８ 亩承包地， 开垦地 １ 亩， ２０１０ 年租入土地 ７７ 亩， 全家共经

营土地 ９６ 亩， 每亩年租金 ３００ 元， 在浩丰村属于种地大户。

六队的石瑞生 １９６３ 年与赵清莑结婚， 到 １９８０ 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育有 ３ 个女儿，

１ 个儿子。 因人口多， 分到的土地较多， 为 ５０ 亩， 由于家庭女孩多， 出嫁时实行 “减

人不减地” 政策， 所以 ５０ 亩承包地全部由儿子耕种， 这是中农化的一种特殊情况。

七队段继明一家， 土地包到户后承包土地 ３０ 亩， 之后又陆续开垦了 ２０ 多亩， 共经

营土地 ５０ 亩。

六队吴永刚家有耕地 ４２ 亩， 其中承包地 ２０ 亩， 开垦地 ２２ 亩。

六队鲁三女家现有承包地 １３ 亩。 ２０１３ 年， 由于二儿子在外地从事个体经营， 他的

１７ 亩地转包给鲁三女， 年租金 ５０００ 元。

三队的王青岐是浩丰村党支部书记， 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他家有 １０ 口人， 分得承包

地 ６０ 亩， 同时也分到 １ 头骡子和 ５ 只羊， 还有一辆二绞车。 １９９８ 年第二轮承包时， 家

庭人口减为 ５ 人， 只分得 ４０ 亩承包地， 由于王青岐年纪大， 将其中的 ２５ 亩出租给外

甥， 每亩年租金 ２００ 元， 自己只种 １５ 亩地， 属于土地租出户。

五队李锁成家第一轮承包时全家 ７ 口人的承包地是 ４２ 亩， 第二轮承包时， 承包地

面积未动。 ２００３ 年， 李锁成开始租种哥哥的耕地 ４０ 亩， ２０１０ 年又租种其小舅子耕地

１０ 亩。 承包的土地租金为口头协议， 每亩每年 ２００ 元， 一年一付， 缴付日期不定。 李

锁成家之所以成为葵花种植大户， 就是因为他家经营土地面积达到 ９２ 亩。

浩丰村现任村主任石树林也是六队队长， １９９９ 年以 ４ 万元从七队承包了 ９００ 亩荒

地， 承包期为 ３０ 年。 之后， 石树林利用自己的推土机和挖掘机开始对荒地进行改造：

将洼地推平、 开渠、 改良土壤 （碱性太高）， 耗费了大量财力物力。 ２０１１ 年， 石树林

终于在自己改造了 １１ 年的荒地上栽种 ６００ 亩树苗， 树种是红柳和灌木。 ２０１２ 年， 石树

林在自己的林地边与人合伙建立了养殖场， 取名为 “新世纪林产业养殖场”。 ２０１３ 年，

政府征地建设太阳能发电站， 石树林的林地在政府规划用地范围内， 政府征用了石树

林 ５８０ 亩林地， 补偿他 １００ 多万元。 石树林的承包地有 ３０ 亩， 自己只种 １０ 亩， 另 ２０

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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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无偿送给亲戚和同村村民耕种， 还代交水费。

七队赵溶喜家里一共有 ８６ 亩土地。 １９７９ 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 ４ 口之家分得 ２４ 亩

地， 此后开垦荒地 １２ 亩。 还有 ５０ 亩是从两个出租户租入的。 其一是 ２００８ 年从跃进村

村民董勇立家租入 ２５ ６ 亩， 签订了 ５ 年合同， 由于董勇立是赵溶喜哥哥的好友， 年租

金是每亩 ８０ 元， 远低于市场价格。 ２０１３ 年续签 ３ 年， 每亩租金涨到 ２８０ 元， 每年 ３ 月

１ 日春耕前一次性付清租金 ７１６８ 元， 先缴租金后种地。 其二是 ２０１２ 年赵溶喜从七队村

民段继光家租入了 ２４ ４ 亩地， 年租金是每亩 ３００ 元。 由于和出租户的关系不同， 租金

相差很大， 随着时间的推移， 租金也越来越高。

四队温伟柱家在第一轮承包时， 全家 ９ 口， 每人分到 ５ 亩地， 共 ４５ 亩， 后来垦荒

４７ 亩， 共经营 ９２ 亩。 温伟柱的弟弟温柔刚单立门户后分出去 ４２ 亩地， 由于温柔刚在

县城教书， 家里劳力不足， 自己只耕种 １２ 亩， 其余 ３０ 亩土地全部出租给浩丰村四队队

长王永明， 每年租金 ６０００ 元。 温伟柱家现有耕地 １００ 亩， 分家时分得 ５０ 亩， 又从五原

县食品公司租了 ３０ 亩， 自己开垦土地 ２０ 亩。 １９９７ 年他和同村的刘月明、 侯小娃三人

合伙从五原县食品公司租入 ９０ 亩地， 各种 ３０ 亩， 租期 ２３ 年， 在五原县公证处一次性

预付租金 ６７５００ 元， 每人分摊 ２２５００ 元， 合算下来每亩年租金只有 ３２ ６１ 元。 合同规定

任何政策都享受， 但国家税收则按地亩计缴。 温伟柱颇有远见， 一亩地租金才合 ３２

元， 据我们调研， 浩丰村八个队目前每亩年租金最便宜的也要 ２００ 元， 一般是 ３００ 元。

１９９８ 年第二轮承包时， 由于两个妹妹出嫁、 父亲去世和自己三个孩子出生使家庭人口

增减平衡， 承包地面积并没有变化。

七队的王永胜、 蔺凤枝夫妇在第一轮承包时， 家有 ４ 口人， 按每人 ４ ７ 亩， 共分

得承包地 １８ ８ 亩。 １９９２ 年， 村里进行土地平整、 重新分配， 王永胜家分得了 ２７ 亩。

王永胜父母去世后， 老人的承包地由王永胜兄弟两家平分， 各得 ６ 亩， 这样， 王永

胜家经营的承包地 ３３ 亩， 家庭人口减少也能促进中农化， 条件是 “减人不减地”。

六队的魏前帮家一直靠种地为生。 １９７９ 年土地包到户时， 全家 ５ 口按每人 ５ 亩，

共分得承包地 ２５ 亩， 待 １９８４ 年女儿出生后补给 ５ 亩， 共有 ３０ 亩地。 １９９６ 年， 魏前帮

的三弟魏耀邦嫌农业税费太重①， 将自己的 ２０ 亩地交由魏前帮耕种， 每年还向魏前帮

支付 １００ 元作为代耕费用， 以免土地抛荒。 魏前帮十分乐意接收这 ２０ 亩地， 加上自己

的 ３０ 亩地， 魏前帮家现经营土地 ５０ 亩。 看来昔日繁重的农业税费在有些地方导致土地

抛荒， 在浩丰村反倒促进了中农化进程。

三队的范永恒家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前， 按 “增人分地、 减人收地” 的政策， 最初

９３１

① 当时税负名目繁多， 最多达 １５ 种， 一亩地一年税费高达 １００ 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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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 ３ 口， 人均 ８ 亩， 共分得 ２４ 亩。 后来育有两个孩子， 村里又分给他 １６ 亩， 全家便

有 ４０ 亩承包地。 １９９９ 年， 邻居张某一家打算搬到五原县城居住， 请范永恒帮助照料他

家的 １２ 亩地， 不收租金， 只是不许土地抛荒。 这对双方都是美事儿， 范永恒自然应承

下来。 这样， 范永恒家实际经营土地 ５２ 亩， 年毛收入有 ５５５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张家人从

县城返乡收回了属于他们的 １２ 亩地， 并将其转租他人， 范家耕地恢复到 ４０ 亩， 年毛收

入降到 ４２５００ 元。 此例说明， 中农化在个别农户那里可能出现逆转， 因为中农化是以

承包地经营权属于各户为前提， 经营权所有者在出租土地上占据主动， 愿出租就出租，

愿收回就收回。

四队队长王永明家有地 ７２ 亩， ４２ 亩是承包地， 另外租种本村温柔刚家承包地 ３０

亩。 年租金是每亩 ２００ 元， 协议签订期限为 ３ 年， 每年春播前付清一年的全部租金。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都是一次性支付 ６０００ 元。

一队赵玉根家有承包地 １８ 亩， １９８９ 年赵玉根以每年 ３００ 元租金租种别人 ３２ 亩地，

连自己的承包地一共有 ５０ 亩。

一队货运司机贾俊峰， 村里人习惯称贾宝， 他家承包地只有 ３ 亩， 根本无以维生，

他索性将地给父母耕种， 也不要租金， 自己只顾跑长途货运， 养了一辆解放牌货运挂

车。 此例说明， 土地析分到极致， 会出现反弹， 促进土地集中， 前提是存在非农产业

就业空间。

五队郭二牛家有土地 ５０ 亩， 其中本户承包地 ４０ 亩， 租种同村五保户路亮家承包地

２ 亩， 开垦地 ８ 亩。 ２ 亩租地的租金每年为 ４００ 元， 每亩租金 ２００ 元。

八队刘利军家有 ７ 亩承包地， 八队在第一轮承包后就不再增减土地了， 所以这 ７

亩是从 １９７９ 年就分给了刘家。 ２０１３ 年， 刘利军还租种了舅舅家的 ２４ 亩， 他舅舅去

鄂尔多斯市给在那里学修轮胎的儿子做饭。 因为甥舅关系， 租金要低一些， 每年每

亩 ２００ 元。 在租种舅舅家的 ２４ 亩地之前， 刘利军一家 ４ 口靠 ７ 亩地肯定是不行的，

土地上一年的纯收入也就 ５０００ ～ ６０００ 元。 刘利军一直靠打工和扩大养殖业来维持家

庭生计。

我们在浩丰村一共调研了 ４０ 户， 从上述详细列举的材料看， 有 ３０ 户涉及土地流转

或者土地转包， 占所调研总户数的 ７５％ 。 其中， 土地流出户只有 ３ 户， 即浩丰村党支

部书记王青岐、 七队五保户刘根、 一队货运司机贾俊峰。 土地流入户 ２７ 户， 其中一队

村民肖月生家因征地减少 ５ 亩， 但又租入 ７ 亩， 经营土地总面积还是增加的， 因此计

入土地净流入户中。 土地流出户占调查总户数的 ７ ５％ ， 土地流入户占 ６７ ５％ 。 三队的

范永恒家 １９９９ 年租种张家 １２ 亩地， ２０１０ 年又被收回， 出现逆转现象。 由于调查户是

随机抽样得到的， 可以认为浩丰村通过土地经营规模扩大而实现中农化的农户超过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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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３， 是很普遍的现象。

由表 １ 可知： ２０１４ 年已调研的中农化的 ２７ 户， 承包地总面积为 ７５０ ５ 亩， 户均承

包地为 ２７ ８ 亩； 由于租入土地总面积 ６０８ 亩， 使得户均经营土地面积增加了 ２２ ５ 亩；

由于开垦土地 ４８８ ８ 亩， 使得户均经营土地面积增加了 １８ １ 亩。 由于租入土地和开垦

土地使得户均经营土地面积共增加了 ４０ ６ 亩， 是户均承包地的 １ ４６ 倍， 使得户均经营

土地总面积达到 ６８ ４ 亩， 这就是中农化的一个主要表现。 这个面积的确是一个中农所

经营的土地面积。 从表 １ 可以看到， 大多数中农化的农户经营土地面积分布在这个平

均数周围。 平均来说， 中农经营的土地面积中， 承包地占 ４０ ６％ ， 租入地占 ３２ ９％ ，

开垦地占 ２６ ５％ 。

表 １　 浩丰村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

单位： 亩、 元

中农化农户 承包地 租入地 开垦地 经营土地总面积 每亩租金 租地关系

刘月明 ２４ ３０ ２６ ８０ ３２ 户企

石建军 ２４ ６１ ０ ８５ ３００ 同村

肖月生 ８ ８ ７ ０ １５ ８ １５０ 同村

杨爱兵 ５０ １０ ０ ６０ ３００ 同村

白俊明 １６ ５６ ０ ７２ ２００ 亲戚

魏国俊 ９ ４ ０ １２ ６ ２２

曹连生 １８ ０ ３２ ５０

张继忠 １９ ３ ４０ １０ ７ ７０ ３００ 同村

张葵香 ３０ ５０ ０ ８０ ３００ 同村

张利明 ３５ ０ ４ ５ ３９ ５

田　 树 ３５ ２４ ０ ５９ ３００ 同村

姬德忠 １８ ７７ １ ９６ ３００ 同村

石瑞生 ５０ ０ ０ ５０ 人口减少

段继明 ３０ ０ ２０ ５０

吴永刚 ２０ ０ ２２ ４２

鲁三女 １３ １７ ０ ３０ ３００ 亲戚

李锁成 ４２ ５０ ０ ９２ ２００ 亲戚

石树林 ３０ － ２０ ３２０ ３３０ ０ 户企 ／ 赠送

赵溶喜 ２４ ５０ １２ ８６ ８０、 ３００ 朋友 ／ 同村

温伟柱 ５０ ３０ ２０ １００ ３２ 户企

王永胜 ３３ ０ ０ ３３ ０ 遗产

魏前帮 ３０ ２０ ０ ５０ ０ 亲戚

范永恒 ４０ １２ ０ ５２ ０ 同村

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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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中农化农户 承包地 租入地 开垦地 经营土地总面积 每亩租金 租地关系

王永明 ４２ ３０ ０ ７２ ２００ 同村

赵玉根 １８ ３２ ０ ５０ ３００ 同村

郭二牛 ４０ ２ ８ ５０ ２００ 同村

刘利军 ７ ２４ ０ ３１ ２００ 亲戚

合　 计 ７５０ ５ ６０８ ４８８ ８ １８４７ ３

这里需要明确中农化和中农户的概念区别。 中农化作为家庭土地经营面积的扩大，

是一个过程； 而中农户是通过中农化达到这样一个水准， 就是家庭经营土地面积要在

全村平均经营水平之上。 在我们这里， 把中农户经营的最低土地面积确定为 ６８ ４ 亩，

标准是通过中农化增加的土地面积是农户平均拥有承包地面积的 １ ４６ 倍， 等于或高于

这个最低标准的户都是中农户。 因此， 那些虽然没有达到中农户经营规模， 如鲁三女

家 ３０ 亩地， 其中 １３ 亩为承包地， １７ 亩为租入地， 不属于中农户， 实际属于低保户，

但存在中农化现象。 此外， 像魏国俊、 曹连生、 吴永刚、 郭二牛、 王永胜等家庭， 如

果仅按照土地经营规模， 不考虑牲畜养殖规模， 也都不能算作中农户， 但存在中农化

现象。 总之， 中农化是一个过程， 中农户则是一个有确定经营规模标准的农户。 中农

户是中农化的结果， 中农化是中农户形成的过程。 当然， 中农户的经营规模不能仅限

于土地亩数， 还要考虑养殖牲畜的多少， 第四部分将考察养殖规模的作用。

浩丰村中农化存在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中农化的家庭不够稳定， 土地流转有一定

的期限， 有的较长， 有的较短， 中农化一般以年为单位进行， 这与农业生产以年为再

生产的自然周期是相吻合的。 中农化年年在进行， 但具体到谁家土地经营面积在扩大，

存在一些变数。 二是土地租出户和租入户之间的关系虽然已经市场化， 但融入了许多

非市场因素， 亲友之间、 同村内部的土地流转极为普遍， 土地出租对象的选择顺序是

由亲到疏， 就像遗产继承顺序一样。 不同关系表现在租金价格上有明显区别， 随着租

出户与租入户关系由亲到疏， 租金也由低到高。 三是通过垦荒实现中农化的空间在浩

丰村仍然很大， 因为全村还有 ３００６ 亩可垦荒地。

四　中农化——农户养殖规模的扩大

种养结合是浩丰村农户经济的基本结构， 在中农化过程中， 土地的集中只是其中

一个方面， 农户养殖规模的扩大是另一个重要方面。 地处内蒙古河套地区的浩丰村，

其家庭养殖业受到汉蒙两个民族畜牧业传统的交错影响。 蒙古族主要发展草原游牧畜

牧业， 浩丰村作为一个定居村庄， 则建立了圈养畜牧业， 但养殖种类上既有蒙古族养

羊的传统， 也有汉族养猪的传统。 在市场经济的今天， 浩丰村家庭养殖业具有半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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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自给的性质， 几乎所有家庭饲养的畜禽， 都有一部分自用， 一部分出售。 规模较大

的养殖户， 畜禽产品的商品率更高。 至于由张继忠牵头建立的浩丰村种养合作社饲养

的牲畜， 其商品率最高。 妇女是发展养殖业的主要劳动力， 形成男种女养的家庭内部

分工格局， 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充分利用。 养殖业所需饲料主要靠种植业提供， 精饲

料则需外购。 种养结合对于浩丰村生态环境改善具有基础性意义。

在浩丰村， 农户对于仔畜的获得有繁殖和购买两种途径， 羊羔靠各户的基础母羊

繁殖， 种公羊也由各户饲养； 猪仔则靠购买来解决。 浩丰村养猪规模远远小于养羊，

而且养猪多用于农户自家食用， 符合汉族肉食需要。 小规模养羊也主要食用， 这受蒙

古族肉食习惯的影响。 至于禽类产品， 多数家庭食用。 因此， 在考察中农化时， 我们

更注重农户养羊规模的扩大， 尤其是基础母羊数量的增加是中农化的重要指标， 基础

母畜具有和农户经营土地亩数同样的经济意义。 表 ２ 所示是全村主要牲畜数量的统计。

表 ２　 浩丰村 ２０１３ 年度牲畜头数统计

队　 别 绵羊期末存栏数 绵羊繁殖成活数 绵羊出栏数 猪期末存栏数 猪购进数 猪出栏数

一　 队 ７６８ ３５４ ３２７ ６１ ５０ ５１

二　 队 ７６９ ３９６ ４０４ ４３ ３２ ３７

三　 队 ９２７ ４６３ ５５２ ４４ ３６ ３７

四　 队 ４３５ ４７６ ５７５ ４４ ４１ ３８

五　 队 ５１５５ ２３６８ ２６８５ ７４ ５４ ５０

六　 队 ２８６０ １３２２ １５１４ ６０ ６２ ５０

七　 队 ９６９ ４４０ ５４７ ４７ ４９ ４３

八　 队 １４８１ ６７８ ６７６ ６５ ５４ ４４

合　 计 １３３６４ ６４９７ ７２８０ ４３８ ３７８ ３１３

　 　 资料来源： 五原县隆兴昌镇统计站 《畜牧业统计资料》 （２０１４ 年）。

在浩丰村， 家家都有养殖业， 但不能据此考察中农化进展， 我们把所调研的养殖

猪羊规模在 １０ 头 （只） 以上的农户胪列如下。

一队的赵玉根家 ２０１４ 年购进 １３２ 只羊， 其中母羊 ７２ 只， 羯羊 ６０ 只。 均为半大时

从各户陆续购进， 每只价格平均在 １０００ 元， 基础母羊每只达到 １６００ ～ １７００ 元， 一共投

资 １３ 万元。 赵玉根说， 如果按照 ２０１３ 年羊肉价格每斤 ２５ 元计算， 养羊有利可图， 但

２０１４ 年降到 １６ ～ １７ 元， 肯定会亏损。

四队的王永明家 ２０１４ 年养羊 ４０ 只， 其中有 ２０ 只基础母畜。 品种为西北寒羊与本

地羊的杂交种绵羊， 寒羊常一胎多仔， 杂交种一年两胎。 当年产羔羊， 养至 ４ ～ ５ 个月

即可出栏。 王永明经营养殖业不购买饲料， 每年自己收获的玉米要留 ６０００ ～ ７０００ 斤作

饲料， 玉米秸秆、 葵花盘粉碎后可作青贮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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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队的刘利军一家由于土地严重不足， 发展成为八队养殖规模最大的养殖户。 近

年来， 他养羊规模在 １００ 只以上， 基础母羊就达到 ５０ 只， 喂好了一年可产两胎， ４ 个

月即可出栏。 每年出栏总数为 ５０ ～ ６０ 只， 伙卖给羊贩子， 每只价格在 ５００ ～ ６００ 元。 每

年养羊纯收入在 ２５０００ ～ ３００００ 元 （见表 ３）。

表 ３　 ２０１４ 年浩丰村养殖大户牲畜头数和销售收入

单位： 头 ／只、 元

养殖户 存栏头数 基础母畜 预计出栏数 预计销售收入

赵玉根 １３２ ７２ ６０ ４２０００

王永明 ４０ ２０ ２２ １３０００

刘利军 １０５ ５０ ５５ ２７５００

吴永刚
３０
５ （猪）

１７
１３
２ （猪）

３００００

石树林 １０５ ５０ ５５ ３５０００

赵溶喜
１３
３ （猪）

６
５
２ （猪）

２２０００

温伟柱 ２４０ １００ １２５ ８７５００

范永恒
４１
４４ （猪）

２０
２ （猪）

２０
４０ （猪崽）

４７０００

刘月明
３０
４ （猪）

１８
１２
２ （猪）

２７２００

石建军 ３１ １８ １３ １００００

肖月生
８
２ （猪）

４
４
１ （猪）

１２０００

张孝莲
４０
３ （猪）

４０
４２
２ （猪）

４００００

白俊明
２０
１ （猪）

２０ ２０ １５０００

李永亮 １０ １０ １０ ６０００

魏国俊 １３０ ７０ ６０ ４００００

张继忠
２６０
３ （猪）

１２０ ２００ 多 １０００００

张葵香 ３７ １５ ２２ ２０２５０

张利明 ２８ １３ １５ １００００

张永林 ２０ １０ ２５ ２００００

杨彩霞
２０
３ （猪）

１０
１０
１ （猪）

１５０００

合计 １９ 户
１３８９
６３ （猪）

６８１
７０８
５０ （猪）

６０４９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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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队的吴永刚家在 ２０００ 年后， 曾养羊 １００ 多只， 其中有 ２８ 只是二女儿出嫁时收到

的聘礼。 到 ２０１４ 年， 他家养猪 ５ 头， 养羊 ３０ 只， 按吴永刚所提供的市场行情， 一只羊

能卖到 １０００ 元左右， 一头猪能买到 ８０００ ～ ９０００ 元。 养羊几乎没有成本， 而养一头猪大

概要 １０００ 元的成本， 包括饲料、 豆饼和购买猪仔的投资。 吴永刚家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３ 年

卖了 ８ 只羊和 ２ 头猪， 净收入 ２２０００ 元。

六队队长， 也是浩丰村村主任石树林， ２０１２ 年在自家的林地边与人合伙建立养殖

场， 取名 “新世纪林产业养殖场”， 主要养殖当地绵羊， 品种为寒羊二代。 养殖场成立

时， 购进 ２００ 多只羊， 经营一直很好， 但到 ２０１４ 年初， 受布病疫情影响， 羊肉市场行

情一路下跌， 很多消费者不敢购买羊肉， 虽然石树林养殖场并没有出现疫情， 但仍难

售出。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初调研期间， 养殖场的羊只剩下 １００ 多只， 且处于亏损状态，

石树林正在为养殖场扭亏为盈筹划着。

七队赵溶喜家 ２０１４ 年养羊 １３ 只， 其中基础母羊 ６ 只， 种公羊 ２ 只， 羔羊 ５ 只， 这

些羊都不卖， 等逢年过节或来亲戚时宰食。 赵溶喜家还养了 ３ 头猪， ７ 月初每头已达

１００ 斤， 到 １２ 月能长到 ３００ 斤， 赵溶喜准备出栏时卖掉 ２ 头， 毛猪每斤价格约 １０ 元，

这样可获得 ８０００ ～ ９０００ 元收入， 剩下 １ 头过年宰杀。

四队养殖大户温伟柱家 ２０１４ 年养羊 ２４０ 余只， 基础母羊 １００ 只， 羔羊 １４０ 余只，

分 ２０ 个羊圈饲养， 其养殖规模在浩丰村仅次于张继忠家的 ２６０ 只， 排名第二。 他家从

２００９ 年开始搞养殖， 当年只有 ６ 只大羊， 品种都是小尾寒羊， ２０１０ 年购买 ２ 只种公羊。

小尾寒羊耐粗饲， 喂好了一年可产两胎， 为西北寒羊与本地品种的杂交种。 ２０１３ 年初，

温伟柱家的养殖规模曾达到 ３００ 只， 当年卖了 １４０ 多只羔羊。 温伟柱介绍说， 每只基础

母羊每年喂饲料及防疫成本大概是 １４０ 元， 而一只出生两个月的羔羊也就喂 ４０ 元左右

的饲料， 且羔羊肉价格高， 所以会把羔羊卖掉。 ２０１３ 年温伟柱出售的 １４０ 只都是羔羊，

每只价格在 ６００ ～ ８００ 元。 按 ７００ 元算， 当年养羊收入达 ９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五原县鸿

鼎农贸市场羔羊肉价格为每斤 ２３ 元， ８、 ９ 月份最高时达 ２５ 元，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降到每斤

１８ ５ 元。 大羊的肉价为每斤 １５ 元。

三队的范永恒家在 １９９３ 年以前并没有饲养牲畜， 随着孩子长大并开始上学， 全家

开销越来越大， 才开始养殖并逐年扩大养殖规模。 １９９３ 年， 范永恒家仅有 ３ 只基础母

羊， 一只种公羊， 年产羔羊 ３ 只。 １９９４ 年增加到 ６ 只基础母羊， 一只种公羊， 年产羔

羊 ６ 只。 到 ２０１３ 年， 基础母羊扩大到 ２０ 只， 种公羊 １ 只， 年产羔羊 ２０ 只， 每只羔羊

能卖 ５００ ～ ８００ 元， 每年出售羔羊的收入为 １００００ ～ １６０００ 元。 基础母羊作为生产资料并

不出栏， 但 ５ ～ ６ 年基础母羊需要淘汰更新。 范永恒家还养猪， 基础母猪 ２ 头， 公猪 ４

头， 年产猪仔 ４０ 头， 每年出售猪仔收入约为 ２００００ 元。 另养鸡 ４０ 只， 主要是自家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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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送礼， 并不出售。 范永恒家 ２０１３ 年养殖业的货币收入为 ３００００ ～ ３６０００ 元。

七队的刘月明是浩丰村会计， 他家 ２０１３ 年饲养猪 ４ 头， 羊 ３０ 只， 其中基础母羊

１８ 只， 当年产羔 １２ 只。 两头大猪共有 ６００ 斤， 两头小猪共 ４００ 斤， 以毛猪每斤 １０ 元

计， 价值 １００００ 元。 每年出栏 １２ 只羊， 每只按 ６００ 元计， 价值 ７２００ 元。 不过刘月明家

经济条件较好， 饲养牲畜一半食用， ２０１３ 年全家吃掉 ７ 只羊、 ２ 头猪和十多只鸡。

七队石建军家 ２０１４ 年养羊 ３１ 只， 其中基础母羊 １８ 只， 羔羊 １３ 只。

一队肖月生家 ２０１３ 年饲养了 ８ 只羊和 ２ 头猪。 每年出栏羊 ４ 只， 猪 １ 头， 其余畜

禽为自给性养殖。 出栏时节， 个体收购商会入村收购， 肖月生将出栏牲畜直接卖给牲

畜贩子， 每只羔羊约 ６００ 元。 猪则按斤出售， 每斤市价约 １０ 元， ２０１３ 年肖月生家出售

猪 １ 头， 销售收入 ３５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养殖牲畜收入所得共计 ５９００ 元。

七队张孝莲家 ２０１４ 年饲养 ４０ 只基础母羊和 ３ 头猪， 每年出栏羔羊 ４０ 余只， 猪 ２

头， 另 １ 头为自家食用。

四队白俊明家 ２０１３ 有基础母羊 ２０ 只， 当年出栏 ２０ 只羔羊， 其中 ２ 只为食用， １８

只出售， 每只价格 ７５０ 元左右。 基础母羊每 ７ ～ ８ 年淘汰一次。 主饲料为自家种植的玉

米， 同时还添加一些复合饲料。 复合饲料每袋 １８０ 元， 共需 ３ 袋。 另有猪 １ 头， 是自给

性养殖。 ２０１３ 年， 白俊明家养殖业毛收入 １３５００ 元， 饲养成本 ５８４６ 元， 纯收入

７６５４ 元。

一队李永亮家饲养了 １０ 只小尾寒羊， 这是基础母羊， 每年出栏数也在 １０ 只左右，

通常他都是卖给来村里收购的个体商贩， 每只可卖 ５００ ～ ６００ 元。

七队魏国俊家最初向农村信用社申请了农贷 ６ 万元， 购买了几十只羊， ２０１４ 年发

展到了 １３０ 只， 品种为寒羊二代。

七队张继忠家 ２０１４ 年养了 ２６０ 头羊和 ３ 头猪， 养猪供自家食用。 羊的品种为寒羊

二代， 市场上羊肉价格每斤 ２０ 元左右。 每年出栏数 ２００ 多只， 年销售收入达 １５ 万元。

张继忠在防疫、 肉羊杂交、 圈养舍饲、 卫生消毒、 科学喂养、 合理配料等方面颇为专

业。 ２００２ 年， 受电视新闻关于种养合作社节目之启发， 他带领四队队长王永明、 儿子

张龙、 两个弟弟张山虎和张继文、 四队村民温伟柱、 梁永光共 ７ 人创办了浩丰村的种

养合作社， 以养羊数目和经营土地亩数入股。 合作社创立初期没有政策扶持， 没有贷

款， 都是社员户投入， 规模较小， 每户就几十只羊， 经过多年发展， ２０１４ 年以张继忠

家 ２６０ 只和温伟柱家 ２４０ 余只两大户为主， 其余五户规模不等， 王永明有 ４０ 只， 梁永

光有 ７０ 只， 张山虎有 ３０ 只， 张继文有 ２０ 只， 张龙有 ５３ 只， 总计 ７００ 多只羊。

五队张葵香家 ２０１４ 年有 ３７ 只羊， 其中有 １５ 只基础母羊， 一般两年能产 ３ 胎， 平

均每年 １ ５ 次， 羊羔的价格是每只 ３００ 元， 张葵香家一年出栏羊羔的毛收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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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５０ 元。

三队张利明家 ２０１４ 年有 ２８ 只羊， 其中有 １３ 只基础母羊， 产羔 １５ 只， 出栏羔羊每

只能卖到 ６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出栏羊的销售收入 １００００ 多元。

三队张永林家 ２０１４ 年共养了 ２０ 只羊， 其中 １０ 只大羊、 １０ 只基础母羊， 每年基础

母羊能产羔约 １５ 只， ４ 个月后可出栏， 每只羔羊可卖到 ６００ 元， 每只大羊可卖到 １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张永林家出栏羊的销售收入是 ２００００ 元。

二队杨彩霞家 ２０１４ 年饲养了 ２０ 多只羊， ３ 头猪。 每年杨彩霞家出栏羊 １０ 多只，

猪 １ 头。 每只羔羊约 ６００ 元， 成羊约 １３００ 元， １ 头猪约 ６０００ 元。

从表 ３ 可以看出， １９ 户养殖大户占所调研 ４０ 户的 ４７ ５％ 。 其中， 养殖大户平均养

殖规模达到 ７３ 只羊和 ３ ３１ 头猪， 户均养殖业收入 ３１８３９ 元。 表 ４ 是这些养殖大户的规

模分布情况。

表 ４　 ２０１４ 年浩丰村养羊大户的规模及占所调研户数的比例

存栏规模 （只） １０ ～ ５０ ５１ ～ １００ １０１ ～ ２００ ２００ 以上

养羊大户户数 （户） １２ ２ ３ ２

养羊大户占调研户 （％ ） ３０ ５ ７ ５ ５

由于浩丰村是汉族村庄， 汉人肉食以猪肉为主， 加以禽蛋类产品， 因此， 即使养

殖大户平均养猪也只有 ３ ３１ 头， 且主要是自食， 一般农户即使不养羊， 也都喂有 １ ～ ２

头猪和若干只鸡鸭。 考虑到这一点， 表 ４ 只列出了养羊规模。 如果计算不同养殖规模

的农户占养殖大户的比例， 则有： １０ ～ ５０ 只的户占养殖大户的 ６３ １６％ ， ５１ ～ １００ 只的

户占 １０ ５３％ ， １０１ ～ ２００ 只的户占 １５ ７９％ ， ２００ 只以上的户占 １０ ５３％ 。 需要说明一

句， 所谓养殖大户是指和全村一般农户相比， 养殖规模较大， 但从绝对规模来说尚属

中农经营规模或正在中农化。

比较一下表 １ 和表 ３ 不难发现， 种植大户和养殖大户具有很高的重合性。 可见，

种养结构的互补性很强， 在中农化过程中， 这种结构保持了连续性。

现在我们可以把中农户标准从种植业和养殖业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予以确定。 如果

我们把农户经营的最低土地面积达到 ６８ ４ 亩、 养殖规模至少达到 ７３ 只羊作为中农户的

标准， 显然过于严格。 这是因为， 有些土地经营大户， 养殖规模并不大； 而另一些养

殖大户恰恰是因为土地经营面积较少而扩大养殖。 因此， 我们采取纯收入标准来确定

中农户标准， 可能更为适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实际。 我们把 ６８ ４ 亩土地纯收入与养殖

７３ 只羊的纯收益加总， 所得到的纯收益总额， 作为中农户的标准。 按照每亩土地纯收

益 １１００ 元、 每只羊纯收益 ６００ 元计算， 这个中农户的纯收益标准是 １１９０４０ 元。 基于

此， 那些养殖规模虽然较小但土地经营规模较大， 以至足以抵消养殖规模较小对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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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减少效应的农户； 或者土地经营规模较小但养殖规模较大， 以至足以抵消土地经营

规模较小对纯收益减少效应的农户， 都属于中农户。 他们是： 石树林、 温伟柱、 范永

恒、 刘月明、 张继忠、 姬德忠、 李锁成 ７ 户。 另外， 准中农户 （年纯收益略低于或超

过 １０ 万元） 的有： 赵玉根、 赵溶喜、 石建军、 白俊明、 张葵香、 王永明 ６ 户。 中农户

和准中农户共 １３ 户， 占所调研总户数 （４０ 户） 的 ３２ ５％ 。

五　中农化的经济动因

从土地流转主要在家族内部及村内流转可以看出， 农民重视土地， 肥水不流外人

田。 从家族内部土地流转的价格普遍低于村内流转价格 （见表 １） 说明， 血缘关系比

地缘关系更为紧密， 这种紧密关系影响到经济生活。 中农化在种、 养两个方面的推进

有着内在的经济动力， 我们先看土地纯收益情况。

浩丰村种植业以经济作物为主。 ２０１３ 年农作物播种总面积为 １５４４１ 亩， 其中葵花种植面

积 １２２７４ 亩， 占播种总面积的 ７９ ４９％； 玉米种植面积 ２１６０ 亩， 占 １３ ９９％； 单种小麦 ７２８

亩， 占 ４ ７１％； 种植甜瓜 ２７９ 亩， 占 １ ８１％。 葵花亩产葵花籽 ４５０ 斤， 玉米亩产 １２５０ 斤。

２０１３ 年， 二队的田树租入土地 ２４ 亩， 加上自家承包地 ３５ 亩， 共计 ５９ 亩， 每亩租

金 ３００ 元， 年租金总额为 ７２００ 元。 表 ５ 列出了田树一家的种植业成本。

表 ５　 ２０１３ 年田树家种植业生产成本

　 　 　 　 　 　 　 　 　 品种

成本　 　 　 　 　 　 　 　 　 　
玉米 １０ 亩 葵花 ３９ 亩 小麦 １０ 亩

灌溉 （８０ 元 ／ 亩）
４ 次 × ８０ 元 ／ 亩 × １０ 亩 ＝
３２００ 元

２ 次 × ３９ 亩 × ７０ 元 ／ 亩 ＝
５４６０ 元

２ 次 × ８０ 元 ／ 亩 × １０ 亩 ＝
１６００ 元

农机服务 （３５ 元 ／ 亩） １０ 亩 × ３５ 元 ／ 亩 ＝ ３５０ 元 ３９ 亩 × ３５ 元 ／ 亩 ＝ １３６５ 元 １０ 亩 × ３５ 元 ／ 亩 ＝ ３５０ 元

种子
１０ ／ １ ５ 袋 × ８５ 元 ／ 袋 ≈
５６７ 元

３９ ／ ８ 袋 × １２００ 元 ／ 袋 ＝
５８５０ 元

１０ 亩 × ４ 公斤 ／ 亩 × ６ 元 ／ 公
斤 ＝ ２４０ 元

地膜 （２ 公斤 ／ 亩）
１０ 亩 × ２ 公斤 ／ 亩 × １３５ 元 ／
１０ 公斤 ＝ ２７０ 元

３９ × ２ × １３５ ／ １０ ＝ １０５３ 元 １０ × ２ × １３５ ／ １０ ＝ ２７０ 元

肥料 （基肥

和追肥）

磷酸二铵
２ 次 × １０ 亩 × ５０ 斤 ／ 亩 ×
１７０ 元 ／ １００ 斤 ＝ ３４００ 元

２ × ３９ × ５０ × １７０ ／ １００ ＝
６６３０ 元

２ × １０ × ７０ × １７０ ／ １００ ＝
２３８０ 元

钾肥
１０ 亩 × ５０ 斤 ／ 亩 × １７０ 元 ／
１００ 斤 ＝ ７５０ 元

０ 元 ０ 元

尿素
２ 次 × １０ 亩 × ３０ 斤 ／ 亩 ×
１００ 元 ／ １００ 斤 ＝ ６００ 元

２ × ３９ × ３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２３４０ 元

２ × １０ × ２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４００ 元

小计 （元） ９１３７ ２２６９８ ５２４０

合计 （元） ３７０７５

２０１３ 年秋， 隆兴昌镇鸿鼎农贸市场玉米均价为每斤 １ 元， 葵花均价为每斤 ３ ８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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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树家玉米销售总收入 １８０００ 元； 葵花籽销售总收入 ６６６９０ 元； 小麦没有出售， 用于全

家口粮。 由此可计算出， 种植玉米每亩纯收入为 ８８６ 元， 种植葵花每亩纯收入为 １１２８

元。 每亩玉米纯收入之所以低于葵花， 是因为田树家养了 ２０ 只羊和 ３ 头猪， 有一部分

玉米留作饲料没有出售， 如果加入这个因素， 每亩玉米纯收入也能达到 １０００ 元。

据村支部书记王青岐估算， 浩丰村一般农户种植葵花， 亩产为 ４５０ ～ ５００ 斤葵花

籽， 市场价格为每斤 ４ 元， 每亩的毛收入为 １８００ ～ ２０００ 元。 每亩成本在 ６００ ～ ８００ 元，

每亩葵花纯收益在 １１００ 元是较为可靠的数字。

七队农民边继安种植西葫芦， 亩产西葫芦籽虽低于葵花籽， 但价格却高于葵花籽

一倍以上， 计算结果是每亩毛收入和葵花种植大致相同。 但种植西葫芦的好处是可以

减少自然风险， 因为西葫芦喜雨， 葵花喜旱， 所有的地都种葵花或都种西葫芦， 等于

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表 ６ 是每亩西葫芦的纯收益。

表 ６　 每亩西葫芦的纯收益

毛收入 成本费用 纯收入

２５０ 斤 × ９ ３５ 元 ／ 斤

１ 种子： １ 桶 × ２３０ 元 ／ 桶
２ 地膜： ２ 公斤 × １３ 元 ／ 公斤

３ 二胺： ７０ 斤 × １ ７ 元 ／ 斤
４ 尿素： ５０ 斤 × ０ ９２ 元 ／ 斤
５ 生命素： １ 瓶 × １０ 元 ／ 瓶 × ２ 次

６ 水费： １００ 元 ／ 亩
７ 耗油费： ９００ 元 ／ 年 ÷ ３７ 亩

毛收入 － 成本费用

２３３７ ５ 元 ５６５ ３２ 元 １７７２ １８ 元

与葵花种植相比， 每亩西葫芦的毛收入高于葵花， 而在成本费用中， 种葵花的费

用又略高于西葫芦。 这主要是因为葵花种植需要追肥 １ 次， 还需要喷洒除草剂和灭虫

剂， 浇水比西葫芦多 １ 次。 如果每亩葵花纯收益按 １１００ 元， 而每亩西葫芦的纯收益为

１７７２ １８ 元， 较葵花高出 ６１ １％ 。 在调研中我们感觉到， 边继安不仅具有老农的丰富经

验， 而且有一定的经营素质。 他发现雨水多少对葵花籽和西葫芦籽产量的影响具有相

反的效果， 每年适当安排两种作物播种面积， 可收风险对冲之效； 他还发现了西葫芦

与葵花种植之间存在比较利益。

按照每亩纯收益 １１００ 元计， 租金为 ３００ 元， 租种一亩土地， 租入户收入为 ８００ 元。

这就是种植户中农化的利益和动力所在， 肥水不外流， 土地流转限于家族内部和本村

内部， 正在于这 ８００ 元。

再看养殖户中农化。 据四队队长王永明介绍， 养殖户售羊方式有两种： 一是活体

出售， 往往是成群卖掉， 也叫 “伙卖”， 每只价格在 ６００ ～ ７００ 元， 羊贩子来村里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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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是先宰后卖。 农民把羊运至屠宰场， 或者宾馆饭店， 宰杀后羊肉按斤计价， 羊

皮、 羊头和羊血单算， 一只羊可卖到 １０００ ～ １１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羊肉价格最高每斤达到 ２４

元，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底降到 １７ ～ １８ 元。 据村委会主任石树林估算， 如果市场羊肉价格在 ２０

元左右， 一只羊销售收入达到 ７００ 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这是羔羊价格， 如果是大羊，

每只价格在 １３００ ～ １５００ 元。 养羊的饲料主要是自产玉米， 青贮饲料有玉米秸秆、 葵花

盘及羊草， 也需购买一定量的混合饲料。 部分农户由于玉米产量有限而饲养牲畜较多，

也需要购买部分饲料玉米， 地少的农户发展规模化养殖， 连用作青贮饲料的玉米秸秆

和葵花盘都需要购买， 因此各户养殖成本差距较大， 但多数农户养羊不计成本， 因为

饲料自给。

比较养羊的毛收入和种地的纯收入 （扣除土地租金）， 一只羊相当于一亩地， 这是

浩丰村发展养殖业的经济动力。 对于地少的农户来说， 发展养殖业是克服土地限制的

主要途径， 尽管由于地少， 自产饲料不足供应， 但多养羊才能摆脱困境是浩丰村农民

的共识。 八队养羊最多的农户是刘利军， ７ 亩承包地年纯收入为 ５０００ ～ ６０００ 元。 近年

来， 为增加收入， 他把养羊规模提高到 １００ 只以上， 基础母羊就达 ５０ 只， 每年出栏总

数为 ５０ ～ ６０ 只， 每年养羊纯收入在 ２５０００ ～ ３００００ 元， 是土地年纯收入的 ５ 倍。

六　小农经济中农化的性质

中农化的结果是小农经济逐步成为具有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 这一转变既坚持了

农户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同时接纳了土地流转这一影响制度演化的新因素， 将党和

政府在农村长期不动摇的土地承包政策的原则性， 与土地流转带来的对城镇化、 工业

化和市场化相适应的灵活性结合起来， 是城乡经济综合演化的产物。

首先， 中农化是土地承包制基础上出现的趋势， 它不改变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

所有， 中农化趋势无论是推进还是偶有反复， 都不改变承包地的权属关系。 小农经营

的土地归农户， 中农经营的土地也归农户， 只不过是若干户承包地在一个中农手里的

集中， 这种集中通过土地转租形式实现， 第一， 没有动摇土地集体所有， 第二， 没有

动摇承包户对土地的经营权。 因此， 中农化应当被视为土地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的深化

和创新， 是土地包产到户体制进一步演化的产物。

其次， 中农化是城乡经济发展互动的产物。 从浩丰村经济发展历程来看， 这种互

动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初期， 为了维护

小农简单再生产， 为了在家庭人口增加情势下， 不致因土地析分而使这简单再生产无

以为继， 必须游离出一部分家庭劳动力， 从事农村非农产业或进城务工经商， 也就是

以在乡农民工和进城农民工的形式 “离土”， 这个阶段的城市化动力来自小农经济对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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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劳动力的排挤， 城镇化的动力来自农村内部。 第二个阶段则反过来， 由于从事非农

产业或进城务工收入超过农户经营土地收益， 吸引部分农民离开土地， 将承包地转租

给留守农户， 推动留守户成为中农， 即中农化是城市经济发展和进城农民工增长的附

带现象。 一开始城镇化以小农经济的维持为推动力， 后来出现的中农化则以城镇化为

带动力。 中农化正是农村以土地流转形式适应城市经济发展的产物， 土地流转增强了

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试想， 如果没有土地流转， 进城农民工的承包地

不是被撂荒， 就是农民难以迈出进城的步伐。

这里需要对一种绵延既久且流行甚广的观点提出质疑， 这种观点认为， 农民都进

城打工了， 农村土地将来就会无人耕种。 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在于看到了城镇化对农村

劳动力的吸纳作用， 但这个趋势会遇到反击的力量， 就是随着农民工进城， 留守农户

会逐步中农化， 小农变成中农。 经营规模扩大完全可能出现家庭农场经营收益并不低

于， 甚至高于外出务工的收益。 这样一来， 外出务工大潮最终会触底， 而这个底绝不

是农村土地无人耕种， 而是懂经营的种养大户一定会产生。 农村的将来不是无人种地，

而是种地的人数减少， 但素质更高的一批新型农民会出现， 并伴以机械化的推进。 前

面我们已经指出， 浩丰村留守农民， 年龄大多在 ５０ 岁以上， 新型农民在现阶段主要不

是指年轻的农民， 而恰恰是指经验丰富的老农， 下一节将进一步说明这个论点。

中农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 它没有出现制度化的雇工现象， 但家庭农场

以获取货币性收入为目标， 逐步取代过去以自给性生产为目标。 小农经济是自给性生

产， 由于自给不能自足， 小农会出售一部分剩余农产品， 但那只是对自给性生产的一

种补充。 浩丰村中农化的家庭农场基本上面向市场经营， 以获取货币性收入为主要目

的。 货币性收入和利润是不同的概念， 利润说到底来自雇工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

家庭农场的货币性收入实际是农民劳动创造的价值， 它不是雇佣劳动的产物， 而是农

民自主劳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创造。 因此， 中农化的家庭农场不是资本主义性

质的农场。

中农化的家庭农场也不是合作性质的农场。 中农手里的土地有三类： 承包地、 垦

荒地、 租入地。 前两类都是中农自己拥有经营权的土地， 垦荒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

但农民垦荒劳动以及后来长期经营中投入的劳动改良了土壤， 垦荒地的占有权和经营

权长期归垦荒户， 是合理的， 但现在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 租地关系具有资本关系的

性质。 根据前面的研究， 每亩地纯收益在 １１００ 元， 租金为 ３００ 元， 如果是亲戚关系，

也要支付 ２００ 元， 租金率为 １８ １８％ ～ ２７ ２７％ ， 这个租金率是不低的。 但这种资本关

系属于家庭农场外部关系， 不是内部关系， 内部不存在雇佣关系。 租地关系既不是合

作性质的劳动关系， 也不是入股性质的股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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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所有制经济采取土地包到户的经营体制， 可以视作集体所有制的一种实现形

式， 我们已经指明， 中农化是土地包到户经营体制演化的产物， 因此， 中农的家庭农

场仍然可以视作集体经济的一种新的实现形式。

七　中农化趋势的经济后果

经营土地面积达到多少亩、 养殖牲畜达到多少头， 方能构成中等农场规模， 不是

本文关注的中心问题， 并且我们相信， 这个中等农场的标准恐怕会因地因时而有所不

同。 问题在于中农化趋势的出现所带来的经济新事项的萌芽及其各种后果。 上一节我

们指出， 中农化是城镇化的一个附带现象， 但这种附带现象不是完全被动的， 它对农

村经济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影响。

首先自然是家庭农场经营规模的扩大。 我们已经发现， 浩丰村种植大户和养殖大

户具有高度的重合性， 种养结构在中农化过程中得到加强。 如果按照中农户均经营土

地总面积 ６８ ４ 亩和户均养羊 ７３ 只来计算， 这个经营规模就是中农化的一个重要结果，

也是中农化的主要表现。 经营规模的扩大无疑增强了家庭农场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

险的能力。

中农化还促进了农业机械化。 早在 ２０ 世纪， 我国农村合作化初期， 毛泽东曾提出

“先合作化， 后机械化” 的主张， 现在看来先中农化也能促进机械化。 实际上， 无论合

作化还是中农化， 都能提高土地经营规模， 这是机械化的前提。 由于家庭农场劳动力

有限性和经营土地规模扩大的矛盾， 迫使中农大量采用机械作业。 浩丰村主要的农用

机械按用途可分为五类： 犁耙工具、 播种机具、 收获脱粒机具、 饲料加工机具、 农用

运输工具等。 除黄灌区无须灌溉机器之外， 这五类机械囊括了种植业和养殖业的主要

生产环节。 犁耙工具主要有整地机械、 耕地机械； 播种工具有起垄铺膜机、 气式精密

播种机、 精少量铺膜点播机； 收割脱粒机具主要有小麦联合收割机、 玉米联合收割机、

葵花脱粒机； 饲料加工机具主要有饲草打捆包膜机、 秸秆压块机、 饲草料粉碎机； 农

用动力、 运输工具主要是四轮拖拉机。 农业机械的使用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 节省

了劳力。 例如， 使用动力旋耕耙整地， 可一次性完成碎土、 平地、 疏松作业工序， 作

业宽度 ３ 米， 作业深度 ３ ～ ２５ 厘米范围可调节， 生产率约为每小时 ３０ 亩。 耕地机械使

用 ６５ 马力以上的拖拉机配套的圆盘深松犁， 与传统的铧式犁相较， 其特点是打破了铧

式犁耕地形成的犁地层， 有利于作物根系生长， 另外， 翻过的土地， 地表平坦， 没有

大坷垃， 可节水， 来年整地省工。 起垄铺膜机适用于各种瓜果类、 番茄等作物的起垄

栽培作业， 可一次性完成种肥深施、 开沟起垄、 铺膜等多项作业。 气式精密播种机与

精少量铺膜点播机对玉米、 籽瓜、 葵花等作物既能深施种肥， 又可铺膜穴播作业，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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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精准， 可实现节支增收目的。 北汽福田的 “谷神” 系列、 新分 “富浪” 系列和新疆

系列联合收割机适合于河套灌区作业， 其割幅为 ２ １３ 米， 配套动力为 ６５ 马力拖拉机。

玉米联合收割机的主要品牌有中垦公司生产的 ４ＹＢ － ３Ｈ 型， 其不对行茎穗兼收型背负

式收割机， 配套动力 ６０ 马力以上拖拉机， 割幅 １ ８ 米， 有三个垄口， 果穗损失率小于

３％ ， 玉米秸秆回收率达到 ９０％以上， 每小时可收割玉米 ３ ～ ５ 亩， 是玉米收获青贮的

理想机械。 饲草料打捆包膜机， 可将粉碎后的玉米、 葵花盘、 麦草秸秆经该机打捆，

再用无毒拉伸膜进行密封包扎， 此方法能长期保持饲草的新鲜， 并且经厌氧菌发酵后

能增加饲料的适口性营养， 是代替传统土窖青贮饲料的一种现代化饲料保存方法。 该

机与 １２ 千瓦电动机配套， 作业率每秒 ３０ 包。 秸秆压块机适用于各种农作物秸秆和牧草

的深加工， 制成的饲料饼块可作牛、 羊等牲畜的粗饲料， 从秸秆喂入到饼块压成均可

自动流水作业， 可拖拉行车， 随时移动作业， 配套动力 ４２ 千瓦电动机， 生产率每小时

１ 吨。 饲草料粉碎机可将干湿饲草料及秸秆粉碎加工。 拖拉机则不仅可为各种农用机械

提供动力， 而且可以运输货物。 这些农业机械的广泛使用， 可节省中农家庭在种养业

的主要生产环节的大量劳力投入。

中农化是农民收入的重要增长点。 按照中农户均经营土地总面积 ６８ ４ 亩和户均养

殖 ７３ 只羊来计算， 这个经营规模的农户年纯收入可达 １１９０４０ 元， 若以 ４ 口之家计， 人

均纯收入可达 ２７９６０ 元。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材料， ２０１３ 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为 ８８９６ 元， 与此相较， 浩丰村中农家庭人均纯收入是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 ３ ３５

倍。 在小农经济基础上， 农村居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渠道来自小农经济外部， 例如从事

非农产业和外出务工， 从小农家庭经济内部似乎找不到收入的增长点， 中农化解决了

这个问题， 它通过种植业和养殖业规模的扩大实现了农民增收。

中农化提高了农畜产品的商品率， 开辟了农民货币增收新渠道， 化解了货币缺乏

型贫困。 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性经济， 中农的家庭农场则主要面向市场提供农产品。

小农只将剩余产品作为商品出售， 商品率很低， 中农的农畜产品基本供应市场， 商品

率很高。 小农如果能够实现自给自足， 可以不需要任何货币性收入， 问题在于小农可

以自给， 但不能自足， 这就产生了对货币支出的需求， 而小农的自给性生产不能提供

货币性收入， 于是当今小农普遍陷入 “货币缺乏型贫困”。① 中农化造成的农畜产品商

品率的提高， 以及整个家庭农场被纳入市场经营， 投入和产出以货币形式形成资金流，

中农的收入货币化了， “货币缺乏型贫困” 通过中农化找到了新的解决途径。

中农化以及市场化经营培养了一批懂经营的新型农民， 出现了经营性的家庭农场。

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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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丰村党支部书记王青岐， 村委会主任石树林， 村会计刘月明， 一队队长张耀， 一队

村民赵玉根， 四队养殖合作社发起人张继忠和温伟柱， 四队种植大户白俊明， 七队种

植大户赵溶喜， 七队种植大户姬德忠， 五队种植大户李锁成， 七队种植大户石建军等，

都是这样的新型农民， 虽然他们年龄偏大， 但他们不仅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 而且

有市场竞争观念和农场经营理念， 尽管这些理念尚显粗陋， 但与小农意识相比， 是质

的飞跃。 石树林的规模化经营思想， 直接导致他创立了种养合作社。 １９９９ 年他一次性

以 ４ 万元从七队承包了 ９００ 亩荒地， 且承包期为 ３０ 年， 可谓大手笔。 刘月明善于经营

的眼光使他在 １９９７ 年就从五原县食品厂一次性租种 ３０ 亩地， 租期长达 ２３ 年， 平均每

亩租金仅为 ３２ 元， 次年他又在租地边上开垦 ２６ 亩， 成为种植业大户。 一队现任队长张

耀不仅在他父亲创办的玉忠碳素厂跑过货运业务， 还发展了信鸽养殖、 九锦元农家院，

现正筹划在浩丰村以外地区建立规模化种植和养殖场， 并与旅游业形成一条龙服务。

赵玉根可以说是浩丰村能人， 勤劳是农民的本分， 但善于经营是市场经济培养出来的。

他从餐饮服务到经营服装， 从长途贩瓜到收购葵花籽， 从购养货车到承包绿化， 从打

零工到出租房屋， 从逮蝎子到规模化养羊和特种养殖，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成为一队有

名的经营能人。 善于经营使赵玉根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实力， 但这并没有改变他勤劳的

农民本色。 张继忠和温伟柱建立了浩丰村最大规模的种养合作社， 养殖规模达到 ７００

余只羊， 在养殖规模、 养殖技术、 经营方式和组织化方面走到了全村最前列。 四队种

植大户白俊明经营土地 ７０ 多亩， 每年种植业纯收入就达 ４２０００ 元， 此外还经营养殖业

和商业。 七队种植大户赵溶喜经营土地 ８６ 亩， 七队的姬德忠经营 ９６ 亩地， 五队的李锁

成经营 ９２ 亩地， 七队种植大户石建军经营 ８５ 亩地， 他们严格成本核算， 均取得了经营

的成功。 这些中农化的农户， 实际已经成为家庭农场或家庭养殖场， 随着种养规模进

一步扩大， 种植养殖专业化可期， 生产服务业深化可望。

八　小农经济合作化与资本化理论评析

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之所以未出现合作化与资本化， 而出现中农化， 有着深刻的经

济根源。 合作化与资本化作为两种不同的理论主张， 有如下共同的预设前提： 以家庭

为经营单位的小农经济不可能实现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欧洲中世纪以封建庄园为基本经济单位， 到资本主义兴起后， 先是以手工工场为

基本经济单位， 后以工厂和公司为基本经济单位， 家庭从未成为基本经济细胞组织。

在理解中农化时， 恰恰是难以解构的农民家庭经济成为最初的出发点。 小农家庭作为

基本经济单位， 历史上始于秦国的商鞅变法。 秦国赖此家庭经济组织取得了对封建井

田制经济的优势， 最终获得耕战的胜利， 秦统一中国后， “废井田， 开阡陌封疆”，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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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 置郡县”， 男耕女织的家庭经济成为此后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 尽

管小农的破产和重建通过王朝更替形成周期， 但无可否定的是， 小农家庭是农业文明

时期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经济细胞组织， 远胜于欧洲的封建庄园。 新中国成立后的合作

化和集体化， 一度废除了家庭经济组织， 生产队、 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成为基层经济

组织， 家庭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受到压制。 农村改革后， 之所以产量包到组、 产量包到

户、 联产承包制都是短命的， 而土地包到户迅速成为遍及全国性的承包形式， 盖因唯

土地包到户才能重建小农经济， 激发小农发家的积极性。 在浩丰村， １９７８ 年联产到组、

联产到户、 土地包到组都在短期内被超越， １９７９ 年全面推行土地包到户， 才使农村集

体经济的经营体制稳定下来， 所以， 严格说来，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早已不存在， 存

在的是家庭土地承包制。

合作化和资本化主张都认为， 这种小农经济不可能实现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相反，

小农经济只能走向两极分化和破产。 小农经济为什么会走向破产呢？ 概括其原因主要

有： 承包地因家庭人口增加而析分， 造成规模越来越小； 自给性生产排斥市场和技术

进步， 劳动生产率低， 而生产成本有上升趋势； 小农经济难以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

险； 身处全球化的小农经济无法和国际农业垄断资本相抗衡。

这些原因都是建立在小农经济规模不仅不能扩大， 反而会缩小的基础上， 问题在

于小农之小， 在于规模， 而不在于家庭。 家庭作为农村经济组织可以容纳较小规模，

也可以容纳较大规模。 能否在长期维护家庭作为经济组织的基础上来扩大规模呢？ 这

个问题实际上落在合作化和资本化理论视域之外。 这两种理论认定小农经济会破产，

因此开出扩大经营规模的合作制农场和资本制农场的主张。

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合作化和资本化主张， 在理论上把经营规模的扩

大和经济组织选择等同起来， 大规模生产需要有大规模的经济组织， 合作社和资本制

农场必然与大规模组织相适应， 家庭组织则等于小规模经营。 河套平原上出现的中农

化趋势， 击破了这个理论， 家庭组织可以与小农相结合， 也可以和中农相结合， 在土

地家庭承包体制长期不变的政策下， 在农村非农产业活动空间不断得到拓展以及城市

提供较多就业机会的条件下， 同一个家庭组织可以实现从小农向中农的跃升。 在这个

过程中， 家庭人口增长并不必然造成家庭经营规模的缩小， 机器的大量采用可以提高

农业劳动生产率， 经营规模的扩大可以增强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 在国家

各种扶持和保护政策下， 国际垄断资本的竞争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不影响中农化

趋势的贯彻。

相反， 资本化之所以未能成为趋势， 在于资本化农场的建设需要获得集中连片且

长期稳定的土地经营权， 这同家庭经济组织的存续相矛盾。 如果靠众多小农家庭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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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间游离出不同地块供资本建造占地千万亩的农场， 估计至今一个农场也建不起来。

更为重要的是， 农户承包地按年度出租， 短期契约结束后可以收回， 这显然都不利于

资本制农场大面积长期占地的需要。 一句话， 资本制农场不便于直接从个别农户取得

经营所需要的土地， 它需要的是和县、 乡， 至少是村集体一次性取得所需用地， 这在

内蒙古其他地方能找到很多例证。 对于农户来说， 将承包地直接转租给资本制农场，

长期不能收回是难以接受的。 从利益关系来看， 如果资本制农场能够获得高利润， 农

户倾向于提高土地租金， 而资本制农场主出于逐利本性， 则倾向于以低租金取得土地，

这种利益冲突在被征地农民和开发商那里已经表现得很典型了。 资本制农场不可能建

立在土地家庭承包基础上， 而只能建立在根本否定这一基础上， 这就注定资本制农场

难以通过个别农户的土地流转而产生， 难以作为一种趋势出现。 全国范围的资本制农

场已经出现不少， 但据笔者观察， 无一是直接从农户手里通过土地流转建立起来的。

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推动合作化也难以实现。 合作农场如果是长期的， 必然和资本

制农场一样， 要求农户长期放弃对承包地的经营权； 如果合作农场允许社员自愿入社

和退社， 则不可能稳固推进合作化。 合作农场的举办所遇到的最大困难在于人才， 在

于既具奉献精神的好人又懂合作社经营管理的能人。 就经营管理的素质来说， 农村并

不乏其人， 但具有奉献精神的却较少。 现有的能人只愿单干， 不愿为他人， 尤其生产

合作涉及劳动安排、 记工评分、 劳动效率提高、 分配标准确定等复杂利益关系处理的

难题， 因此， 供销合作社远较生产合作社发展迅速。 浩丰村张继忠和温伟柱等人建立

的种养合作社仅是一种流通领域的合作， 各户的羊打上各户不同的印记， 出栏时按各

户出栏数计算销售收入， 仅在饲料购买、 疫病防治和统一销价等有限项目上联合对外。

相反， 小农经济的中农化则得到了国家和自治区的许多政策支持， 如土地家庭承

包体制的长期坚持， 取消农业税费， 对粮食作物、 农机具购买进行补贴， 施行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 农村养老保险、 能繁母畜补贴等， 尤其是对土地承包制度的长期坚持，

以及土地流转实行依法、 有偿、 自愿原则， 使得农户能够作为农村经济细胞组织持续

存活下去， 从而阻滞了合作制和资本制农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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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教程新编》 第四版的几个问题

荣兆梓∗ 　①

《政治经济学教程新编》 第四版的新书， 我也是前两天才拿到手的， 自己的作品拿

到手里自然是挺高兴的， 更高兴今天有机会和全体合作者一起， 来讨论这本新书的特

点。 现在大环境很好， 对政治经济学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过去的大半年当中， 习

近平总书记多次为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发表重要讲话， 大家对政治经

济学越来越重视。 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我们也更有底气了。 今天别的不多说， 就说这

个本子。 这个本子的若干特点， 是前几版就一直有的， 修改之后， 原有的特点更加鲜

明了； 当然也有此次修订之后新的特点。 我们分三层讲。

一　本书总体框架的特点

第一点是总体框架的特点。 这个框架从第一版开始就已经确定， 这是程恩富教授

在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编的 《现代政治经济学新编》 用的框架： 参照马克思 《政治经

济学批判》 六册本构想构建全书大框架。 六册本构想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完成， 他完成

了 《资本论》 三卷， 大体上相当于六册本设想的前三册， 包括生产过程、 流通过程、

生产总过程， 这个是 《资本论》 的思路。 然后是国家过程、 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 这

样一共六个部分。 我们基本上就按照这样一个顺序来构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构架。

这个本子的特点是什么， 我在第三版出版后写过一篇文章， 发表在中国人民大学的

《教学与研究》 ２００９ 年第 ９ 期， 题目是 “政治经济学教程编写和使用的几点体会”， 文

章中就有 “一贯到底” 的基本框架的提法， 这个特点是早就有的。 所谓 “一贯到底”，

就是按照市场经济一般的逻辑， 一贯到底地安排教科书各篇章， 逐章展开市场经济一

般的内容， 并且逐章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 把它们放在

每一章里面讲， 而不是将之安排在教科书的两个部分中分别讲。 这就是 “一贯到底”

的思路。 这个思路我们从 ２００６ 年初版开始， 已经坚持了 １０ 年。 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

话， 总体上只有一个变化： 越往后在这个大框架里面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就

越充实。 现在回想一下第一版， 第一版也是这个思路， 但是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话讲

得很少， 有的章节根本就没说社会主义， 现在也不能说每章都讲透了， 但基本上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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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都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相关内容， 而且讨论得越来越充实。 因此这几个版本从

这个趋势来看， 总体构架的设计意图贯彻得越来越充分。

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框架？ 之前我说过这个问题， 今天我还要进一步强调， 因为

这确实具有现实针对性。 现有的教科书框架结构无非三种。 第一种框架结构就是苏联

模式留下来的，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框架， 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政治经济

学社会主义部分， 分为两个部分， 形成上、 下分册。 这种思路的缺点在市场经济背景

下表现得非常明显， 大量市场经济共性的内容， 没地方安排， 没办法讨论。 所以说，

传统的两分法已经不适用于改革开放以来 ３０ 余年的实践， 跟不上当前政治经济学理论

的发展。 这个结构不易于讨论， 我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这两种制度下市场经济的共性，

它更多强调两种经济制度的根本区别， 似乎在所有的经济环节上两种社会制度都是完

全不一样的。 现实情况其实不是这样， 这个结构已经与现实脱节。

第二种思路是先讲市场经济一般， 然后讲资本主义部分、 社会主义部分， 全书分

三部分来讲。 现在采用这种框架的教科书比较多， 比如我手上拿的 “马工程” 的 《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应该说是最权威的书， 这本书现在就是这个框架。 我对这

个框架持批评态度， 在公开场合讲过多次。 这个框架的问题在哪里？ 最大的问题是，

现在理论研究对于哪些内容属于市场经济， 哪些内容属于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 还

存在较多争论， 有许多问题还没有搞清楚。 按 “三分法” 结构写教科书， 各部分内容

就要分得很清楚， 没法含糊过去。 我举个例子来讲： “资本” 这个概念在资本主义部分

才提出来， 而不在市场经济一般中讲， 社会主义部分中也不讨论公有资本范畴， 这种

认识已经远远落后于实践， 也没有反映理论研究的前沿。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更高

阶段， 生产要素都商品化了， 包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所以市场经济和资本关系是不

可能分开的。 现在的教科书恰恰就把他分开了。 我认为这是十分有害的。 我们的学生

从来没接触过政治经济学理论， 本科生的政治经济学初级教程一上来就给他们这样一

个概念， 他们会感觉不对劲： 这和现实不符合。 现实当中资本到处存在， 不但有私有

资本， 还有公有资本， 教科书里怎么说资本是资本主义的范畴呢？ 由此， 学生无外乎

形成两种想法： 一种认为， 这个本子不符合实际， 我们不相信你了； 另一部分学生选

择相信书上的教条， 进而怀疑当代中国还是不是社会主义。 这个危害很大， 这种结构

不能用。

以上两种教科书结构不适用于当前， 还有一个理由，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的理论建设落后于实践， 不仅不能够准确地区分市场经济一般和社会主义， 而

且理论上真正有创新的比较少， 这方面内容现在还大多以专题的形式呈现， 还没形成

一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理论。 按照党中央的要求，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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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济学体系， 还需要更多探索。 这种情况下将两部分或者三部分分开来讲， 研究不

足的缺点就更加暴露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研究水平。 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建

设必须与实践结合， 反映中国特色。 将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写进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当

然是必要的。 但是， 如果没有系统的理论框架， 只是按政策出台的时间顺序罗列， 这

样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写成了政策的发展史， 其中哪些做法是符合市场经济一般

的规律， 哪些做法突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必须弄清楚。 把我国成功

的做法都推到社会主义部分， 结果资本主义部分就变成了 《资本论》 的缩写版， 社会

主义部分就写我国当前的政策汇编， 很容易变成这样的两张皮。 资本主义部分很系统，

但是和现实是脱开的， 社会主义部分完全是实践， 没有理论的系统性。 我这里说的不

是一种可能性， 而是基本事实。 翻开 “马工程” 的教科书， 这种痕迹也很明显。 为什

么会这么做呢， 因为这种做法比较省事， 都是现成的东西不需要动脑筋， 也免去了许

多争论。 要使中国的实践变成系统理论， 要花工夫， 需要创新。

从这三点理由来看， 前面这两种结构不好， 还是 “一贯到底” 的结构比较好。 这

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我们搞了十年了， 感觉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很多新

东西放到这个框架里比较顺理成章， 这个框架就适合逐步的创新、 加入、 充实。 当然

从长远来看， “一贯到底” 未必是唯一合理的选择。 但从当前实际看， 它可能是最佳选

择。 复旦大学张晖民教授给本书的推荐词， 讲的就是这个特点。

二　内容与观点的突破

后面的重点放在本书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的不同， 这个其实是更重要的， 这个框

架好在能把理论创新的东西吸纳进来， 而且有一定的系统性。 下面逐章讨论， 我认为

本书的内容与观点在每一章都有一些突破。 这里着重讲前三版没有涉及， 或者内容未

展开、 提法不明确的东西。 今后的教学中， 如果这些新内容、 新观点都被忽略了， 这

个版本的优势就凸显不出来。 如果教师对这些新内容不理解、 嫌麻烦， 教学中就很容

易忽略， 所以这里多讲两句。

第一章的主要不同点在第二节， 第二节在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时

候， 有些提法是之前教科书没有的。 首先， 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般的方法论时，

从经济学范式比较的角度归纳了四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是唯物主

义而不是唯心主义的， 是集体主义的研究方法而不是个体主义的， 是历史演进而不是

非历史的， 是矛盾分析法而不是单纯的均衡分析法。 这是在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中提

出来的， 有针对性， 有自己的特点。 第二节的最后一小节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方法论基础， 讲了三点， 第一点是讲生产力的重要性， 如果说社会主义政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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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什么区别的话， 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解放和发

展生产力； 第二点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点论，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

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会上讲的， 不是一点论， 两点都要讲； 第三点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仍然要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 我们在讨论社会主义经济时始

终强调这个思想， 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来分析研究市场经济， 包括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 这是第一章的内容。

第二章有两节是跟现实挂得比较紧的。 一是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这一节。 这一节

里面我们讲到社会主义为什么存在价值体系， 有些提法是新的。 马克思说了市场经济

的前提条件是分工和私有制， 我们现在的提法是这两个条件是互为前提， 不可分割的，

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 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 苏联教科书在解释社会主义为什么实行

计划经济时， 是将这两条分开来讲的： 社会主义虽然还有分工， 但消灭了私有制， 所

以商品经济的经济条件也就大体不存在了。 但事实上， 分工和排他性占有这两个东西

是互为前提的， 有了前者就必然有后者， 反过来一样。 我们强调不可分割， 有其重要

含义和针对性， 从这里出发， 我们再讲公有产权的排他性， 及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必然联系。 这个观点前几个版本中已经有， 这么多年教学中感觉学生还是能够理解

的。 另外就是这章的第五节有一些提法和其他教科书不一样： 市场经济有传统发展阶

段和现代市场经济两阶段， 现代市场经济又有两种形式， 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 站在这个角度， 再来讨论两者的共性特征和根本区别。 其实这个观

点是全书主线， 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看成现代市场经济的两种形式， 然后再充分地

讨论二者的共性和个性。 这两点是跟其他书不一样的， 当然， 正因为不一样， 理论界

会有一些争论， 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赞成本书的观点。 相信大家在国内的学术交流中经

常会遇到这种争论。

第三章第一节讨论资本范畴， 讲社会主义经济的劳动力商品。 这个观点现在还有

一些同志不赞成。 但是如果没有劳动力商品， 我们现在提公有资本这个范畴， 也就不

符合政治经济学的逻辑。 这两个范畴是不可以分割的， 只有先承认社会主义劳动力商

品， 才能承认公有资本， 因此这是一个重要突破。 史正富教授在本书推荐词里面写到

我们有两个突破， 其中一个突破就是公有资本。 第三小节讲资本的一般属性和公有资

本， 其中初步涉及了私有资本与公有资本社会属性的差别。 由此可以延伸到劳资和谐

可能性的讨论。 这方面的讨论将来还可以进一步深化， 应该是一个有很强现实针对性

的话题， 绝对不应该回避。 如果教学中回避了， 学生就会怀疑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中资本现象比比皆是， 如果回避， 政治经济学就成为 “鸵鸟理

论” 了。 第三章第二节讲生产资料所有制， 特别讲公有制为主体， 这是沿着公有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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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路往下延伸。 公有制为主体， 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性， 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因此

都有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依据。 现在这一部分内容的展开也不够。 第三章在讨

论相对剩余价值的时候也有一些新提法， 一些新思考。 比如自动化生产体系、 智能生

产；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怎样导致工人实际工资的上升。 劳资之间的正和博弈离开了相

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就说不清楚。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 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然后正和博

弈才有可能。 这是我们的新东西， 但是这章展开得也不够。 现在回过头来翻这个本子，

其实这章的内容还可以进一步展开， 扩展成两章， 后面讲遗憾的时候我还会继续讨论。

第四章的突破主要在公有经济再生产、 公有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等。 指出公有资

本积累与老百姓消费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社会主义可以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

富裕。 这不是空话， 这是公有制条件下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 这个理论结论有没有根

据？ 我们靠实践说话： 改革开放 ３０ 多年的实践当中， 我国经济数据反映的不仅仅是经

济增长的奇迹， 同时也是消费增长的奇迹。 中国在 ３０ 多年的时间保持了 ９ ２％ 的消费

增长， 这同样是奇迹。 此外， 我们还向学生展示了减贫数据， 全世界 ８０％ 甚至更大比

重的减贫成就是中国人贡献的。 这是有力的证据， 证明我们的公有资本积累规律。 这

一章还有个突出点， 我们在讲社会主义社会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的时候， 理直气壮地

提出： 共产主义是必然趋势。 共产主义在我们的教学中已经多年不提了， 即使讲共产

主义， 也往往把它理解为单纯的信仰， 甚至是一种迷信， 却不谈它的科学依据。 但实

际上， 共产主义是有生产力基础的， 因此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这一点政治经济学的理

论应当讲清楚。 我们在书中有一段延伸阅读， 可以引导学生深入讨论。 马克思当年在

写 《资本论》 初稿 （１８５７ ～ １８５８ 年手稿） 的时候， 对 “价值生产” 的历史条件， 有非

常充分的讨论。 一百多年后回头看市场经济的发展， 会对他的理论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明确提共产主义的生产力条件， 也是本书的一个特点。 教科书一般不追求理论创新，

但理论创新的成果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 应当有选择地应用到教科书当中去， 这就是

教科书编写的突破。

第五章的突破集中在第三节第四小节 “供求平衡与市场实现”， 在这一节里至少提

了两个很重要的观点。 第一， 有关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实现条件理论， 这个理论

背后有一个明确的假定前提， 即假定市场是供需平衡的。 在供求平衡的条件下来讨论

总资本再生产实现条件。 我们在这节里面强调这一理论的假定前提， 同时强调马克思

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上是供需不平衡的， 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必然会导致供求不平

衡， 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的根本问题。 那为什么要讨论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呢？ 我们通过

这个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提出， 马克思的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实际上是马克思的宏观经济

学， 在再生产的实现条件中涉及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构平衡问题。 马克思在 《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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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说， 市场失衡有两种： 一种是局部的失衡， 这个市场本身可以解决； 另外一种是整

体的失衡， 如果出现整体失衡， 市场本身是难以解决的， 需要国家调节， 甚至通过危

机和战争来解决问题。 这涉及我国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 这一节的教学

可以让学生理解，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依据的。 过去

我们教科书没有涉及这个问题， 以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提出来的时候， 各派理

论家都出来争发明权。 为什么说这个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 关键是， 只有马克思主义

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建立价值形态宏观结构与实物形态宏观结构的统一模型， 对当

前我国宏观经济问题有现实的针对性。 书中这块的阐释可能还不够清晰， 希望在和大

家的讨论当中， 使这部分理论逐步清晰起来， 更加充实起来。 课堂上还可以给学生讲

得更展开一点。

第六章关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理论， 我们吸收了前沿理论成果， 特别是我和

我的团队最近的研究成果， 把新的提法用到教科书里。

第七章第三节关于现代股份公司和虚拟经济， 提法也有我们自己的特点。 顾海良

教授在看我们这部分文本时指出， 虚拟经济讲得太简单， 可以更展开点。 这一版来不

及了。 将来有机会一定按他的要求加以充实。

第八章有两个点是新的。 第一点， 我们主张从价值与使用价值两方面理解 “作为

宏观经济指标的国民收入”。 之前我没看到哪个教科书这么讲， 但实际上， 商品二重性

理论用到国民收入是同样适用的， 而且现在看来还必须要这么做。 现在很多人质疑，

说你讲劳动价值论， 然后讲价值和劳动生产力成反比， 那怎么用价值量来衡量财富增

长？ 一些资深的政治经济学者专门写文章， 想要补这个 “漏洞”。 我觉得， 关键在于从

商品二重性角度去理解国民收入。 其实国民收入从使用价值的角度理解， 就是全部净

产品。 我们看国民收入的统计， 凡是国民收入的增长， 或者其国际比较， 统计数据用

的都是不变价， 现在更多是用购买力平价。 为什么用不变价或者购买力平价？ 很显然

它在考量社会净产品实物量的增长。 我们搞政治经济学的如果连这一点和学生都讲不

清楚， 那学生对劳动价值论当然有疑虑了。 用国民收入衡量物质财富的增长只能在净

产品使用价值的意义上来理解， 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学生对这个问题自然就理解了，

不需要再去讲什么成反比、 成正比。 中国科学院的何祚庥老先生老是与我们纠缠这个

问题， 说劳动价值论搞错了， 说劳动价值论要增加一个效率指标， 商品价值乘以效率

指标才是国民收入。 其实他纠缠的还是这个问题。 虽然本书在这方面话不多， 但基本

说清了这个问题。 另外一点， 就是按劳分配的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按劳分配和

按要素分配叠加， 讲这个特点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新的提法。 然后是讨论国民收入分

配的效率和公平统一的问题， 我们提了劳动平等的概念。 在延伸阅读材料中对这个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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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作了完整的阐释。

第九章变化较大。 中国人民大学的孟捷教授见到我说， 第九章恐怕是这本书里面

创新最多的， 或者说是突破最多的。 的确这章的写法和其他教科书的写法不一样。 之

前很多本子没有这一章， 程恩富的 《现代政治经济学教程》 是有这一章的。 这一章往

往一上来就讲市场失效， 把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结论先介绍一遍。 这当然不合适， 政治

经济学应该有自己的理论体系。 社会经济的国家过程其实是马克思原计划要讲的， 但

是后来没有来得及讲。 《资本论》 前三卷还没有涉及六册本的一些问题， 国家问题、 国

际贸易问题都没有， 但并不代表马克思不重视这个问题， 或是没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

现在把马克思之后一些新的研究成果， 比如国家在要素市场形成中的作用， 用到教科

书里。 这个观点波兰尼做过系统阐释， 史正富教授一直在强调这个观点。 如果没有国

家的话， 要素市场不可能靠市场的自发力量形成， 要素市场的形成是国家强力发挥了

决定性作用。 本书这里是有突破的。 第二点突破在第四节， 我们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有一些新话： 社会主义政府的 “中性” 与非中性问题，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当

年我们提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时候， 有一些左派批评， 共产党怎么能代表全民利

益？ 全民利益大概就是中性政府的概念， 一个执政党首先要代表全社会利益。 我们解

释了 “中性” 与非中性之间的关系， 其实从国家利益和全民利益考虑问题， 恰恰是对

劳动群众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最大化。 所以说， 要把人民放在中心地位。 另外一个

突破就是强调社会主义的政府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中承担重大责任。 这一节的最后两小

节讲了国有经济改革的意见、 地方政府在市场经济当中的作用问题。 这里面都有些新

东西。

第十章最大的特点是合并了之前版本中两章的内容———国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

从教学实践看， 因为课时紧缩， 讲到这里往往没时间了。 另外一个方面， 之前的教科

书这两章的很多内容都是从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学教材中照搬过来的， 这个东西和政

治经济学无关， 有些是技巧性的， 有些甚至是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相冲突的。 这

一版我们删减了一些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无关的技术性知识， 把国际贸易与

国际经济中南北矛盾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突出出来， 最后分析了我国在国际经济新秩序

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内容与结构都有些突破。

本书第三版最后还有一章讨论两种经济制度的历史地位， 对学生来说太深， 教学

中往往也时间不够， 这一版干脆拿掉了。 好在主要观点在第二章、 第三章增加的内容

中已多有涉及， 应该不影响学生的完整理解。

三　改变行文风格的努力

第三个特点是我们在此次修订中特别强调的： 改变行文风格， 使课本与学生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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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近。 曼昆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对我们有很大启示， 人家写得多通俗， 多么接学生的

地气！ 我们理论上要和他公平竞争， 形式上如果达不到他的水平， 竞争中就还是弱势。

这是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 尽管这一版还不可能达到那样通俗易懂的水平， 但是我

们把问题提出来了， 我们在努力了。 力求在行文风格更贴近学生， 相信大家一翻开书

就可以感觉到。 刚才有老师对我讲， 能感觉到清新的空气。 这是对我们全体参编人员

非常大的鼓励。 当然我们自己知道， 这个事情做起来不容易。 之前打算多用案例， 在

一些重要的知识点都要有故事出场。 编写中大家都很努力， 写了很多故事， 但是统稿

的时候发现不少故事不适用。 一种情况是故事太旧， 年代太久远。 另一种情况是例子

举得不贴切， 主题扣得不紧， 圈子绕得太远。 还有些例子， 问题讲得过于复杂， 学生

反而不容易理解了。 好在本书编写者都在教学一线， 希望大家在教学中多动脑筋， 并

且发动学生来编写案例。 恳请大家把自己满意的案例记录下来， 通过微信群分享。

延伸阅读材料也有些新特点。 过去这块也有， 但此次在材料选择中特别强调引导

学生联系实际， 去思考。 有些学生是学有余力的， 他读了这些材料以后可能会想到更

深入的问题， 像这样的例子我们书里比较多。 比如说关于向共产主义转变的生产力条

件， 关于香港收入再分配效果的分析， 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经济改革的意见 （信托

制）， 等等。

四　此次修订留下的若干遗憾

三个优点讲完了， 下面讲点遗憾。 写稿子的人永远是这样的， 除非不回头去看，

否则遗憾总是难免。 首先贴近生活的例子还是太少了， 大家还得努力。 其他的细节问

题也不说了。 这里集中谈在现有框架下能够讨论、 可以展开而没有讨论、 未能展开的

一些内容。 这些内容跟结合实践发展建设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有密切关系。 假如能把

它们放进去， 这个结构框架会显得更充实， 但是我们漏掉了。 我们漏掉的东西还挺多

的， 这里讲七点， 我觉得是逻辑上主要漏点， 但不一定准确， 大家还得讨论。 当然现

在讲这些不是为了马上要改本子， 而是把问题提出来， 我们教学中可以注意。 这也涉

及我们下一步的科研， 一些内容没有放进去， 是因为科研还没有跟上， 还没研究清楚，

还没有把握。

（１） 第三章第二节基本经济制度， 可以加两小节： 一是在公有制为主体后面加第

三小节， “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性” 或者 “公有制有效实现形式”， 公有制不仅仅有

公有资本这一种形式， 还应该有工人合作工厂这种形式。 至少要讲这两种形式。 我们

这里没讲， 逻辑上不完整。 二是最后加第五小节， “不同经济形式的效率比较”， 以说

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政治经济学依据。 之所以要有不同经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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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不同的市场环境里不同经济形式的效率是不一样的。 比如国有经济就不适合小

规模经济， 这是一个效率比较问题。 把效率比较问题稍微展开讲一讲， 我们才能把多

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生产力基础展现出来。 这块我们没讲， 有点遗憾。

这块研究是有些东西的， 前些年我搞企业研究， 对这块涉及比较多。 本来是有条件加

进去的。

（２） 第七章第一节可以加一小节， 前面讲了利息和企业利润， 其实企业利润后面

还可以进一步讲经营者报酬。 资本有管理职能， 光讲剥削是不完整的， 资本家还有参

与管理的一面。 《资本论》 里马克思是讲过的， 过去教科书不提， 其实这对当前现实非

常重要。 怎么理解私营企业主的地位和作用， 怎么理解国有企业中高层经理人的作用

和地位， 都跟这相关。 本章第三节可以在第三小节股息与红利之后加一小节， 讨论职

业经理人的地位及其薪酬的双重性质。 其高额报酬， 不仅仅是劳动报酬， 单从按劳分

配的角度讲不清楚， 还有个分享剩余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观点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里

面应该讲。 这个问题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应当从劳动报酬与剩余价值分配的双重视角

予以说明。

（３） 本节第四小节虚拟经济的讨论应当延伸到经济金融化， 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

上讨论泡沫的膨胀和破裂， 以完善马克思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理论。 顾海良教授的

建议， 应该展开。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讨论经济金融化问题， 因为整本教科书没有专

门的讨论。 虚拟经济要从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来讲， 泡沫是怎么膨胀的， 怎么破裂的。

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 我们才能把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讲清楚。 当然这节要加的话，

可能还需要学术研究。

（４） 第八章在讨论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后， 应加一小节 “共同富裕理论”， 从公

平与效率统一的角度分析共同富裕分两步走的必要性与现实性。 这个对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太重要了。 邓小平讲共同富裕要分两步走，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首先考虑效

率问题， 达到一定条件了更多地要讲公平了。 所以共同富裕理论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来

说明我们党是如何灵活运用公平与效率辩证法的。

（５） 第九章第四节可增加一小节， “国民经济规划的制定和实施”， 从社会主义国

家在经济发展中承担更大责任， 延伸到国民经济规划的制定和实施， 并对五大发展理

念作更多阐释。 现在我们五大发展理念是放到延伸阅读里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遗憾。

这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里面还挺重要的。 当然更多内容需要在中国特色

的发展经济学中讨论， 但政治经济学里面应该有更多反映， 所以可以加这么一小节。

（６） 第十章本来觉得很好了。 复旦大学张晖民看了我们书的电子稿以后， 说还是

有些地方漏掉了， 比如说第十章讲全球经济的时候， 没有讲到我们的 “一带一路”，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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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国际化等问题， 没有展开讲； 第十章第三节我们没有把依附理论作为一个重点，

应该在这个地方讲一小节。 依附理论讲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的关系， 即所谓 “南

北关系”， 也就是在全球资本主导下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困境。 开放才能发展， 但开放

了就依附， 就被剥削， 这是一个两难问题， 这个内容首先要在这个地方讲， 我觉得中

等收入陷阱就是这个陷阱， 哪还有什么别的陷阱？ 在第三节讲了这个内容， 第四节就

有铺垫了。 中国为什么能够在非依附条件下发展？ 中国道路对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普

遍意义是什么？ 我们要做政治经济学分析。 受张教授的启发， 我觉得第四节的标题可

改为 “中国道路及中国和平崛起”， 这样可能就更完整了。

遗憾， 就讲这么多。 希望大家更多研究这些问题， 更多讨论这些问题， 逐步把研

究和讨论的成果反映到教学当中。 条件成熟后， 我们再改一稿， 使这本教科书的结构

框架更充实。

五　关于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问题

由这本书的编写联想到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建设问题， 这不是今天讨论的重点， 简

单说说几句。

《政治经济学教程新编》 是本科生的初级教材， 是一本基础理论课程。 但是在当前

阶段， 我们应该充分理解到政治经济学在本科经济学学习阶段的重要性。 最初我们认

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最基础的， 但是有一段时间已经把它与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

学并列了。 经济学基础理论三本书重要性好像是一样的， 甚至在很多的实践教学当中，

政治经济学落到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之后， 有的学校甚至都不开了。 如果系统

地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近一段时间的一系列讲话， 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 政治经济

学这门课程在经济学本科生教学中的基础性地位无疑在宏观、 微观经济学之上。 除了

这门课程之外， 我们在本科教学当中应该还要开其他一些课程， 所谓独木不成林， 单

独一门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学生形成很深的印象。 还需要开中级课程： 《资本论》 导

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现在缺的是理想的教科书。 改革开放 ３０ 多年，

我们现在拿不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子， 感得挺惭愧的。 这个事情

大家都要提上日程， 有条件有机会的话， 大家争取开。 现在不能开的， 我们有一门叫

中国当代经济的课， 可以当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教， 一定是用马克思政

治经济学的原理、 立场、 观点来讲当代中国经济， 这样逐步形成一个更系统的本子。

我觉得还有一门课是要开的， 它就是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去讲当代资本主义， 是不是

可以叫作 “当代资本主义专题”， 不一定系统， 但是我讲几个问题。 当然研究生阶段还

可以继续开 “政治经济学前沿系列讲座”， “资本论专题研究”。 光是政治经济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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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程是不够的， 我觉得一个学校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要能够往前走， 核心问题是它与

中国经济实践之间的结合程度。 所以一定要努力的开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方法研

究中国经验的应用经济学课程。 现在没有这样的课程， 我们所有的经济学课程都是在

教从西方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西方理论。 改革开放初期， 有一段时间我们没有市场经

济的教科书， 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们的经济学教学以介绍西方理

论为主， 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中国实践已经在全世界形成巨大影响， 大家都在围观

中国经济奇迹， 中国经济学应该有底气讲中国故事， 从我们的实践中提炼相关理论，

而不是一味地讲我们和西方有多大差距， 我们应该如何与国际接轨， 等等。 我们应当

总结我们成功的经验， 研究我们特有的优势。 这些东西总结出来就是理论。 如果我们

的经济学教学更多地重视研究中国经验的课程， 比如当代中国财政学， 当代中国发展

经济学， 马克思宏观经济理论， 社会主义微观制度分析， 中国区域经济研究， 中国收

入分配研究， 等等。 研究中国经验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拿中国数据去套西方理论， 另

一种是全面研究中国经验， 有成功的， 有失败的， 成功的地方有很多都没有按西方理

论去做。 我们可以总结自己的经验， 把这些总结出来的经验理论化， 就是中国特色的

应用经济学。 我认为， 真正要把中国经验总结好， 还是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如果真正是从中国经验出发， 你最终发现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有用。 在实践

经验与理论原理的互动过程当中出理论， 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除此

之外国民经济学、 国际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 劳动经济学也都可以开设专门研究中国

经验的课程。 开这些应用经济学的课程应当以讲中国经验为主， 而不是主要介绍西方

理论的课程。 我期待这样一个转变， 有了这样一个转变， 政治经济学在课堂上的地位

就会逐步树立起来。 如果确立这样的目标高度， 就是我们不光介绍西方的经济学理论，

而且提炼中国经验去改造现代经济学。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目标高度， 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就会成为不可替代的工具， 或者应该说： 具有指导意义。

今年 ５ 月 １７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号召： “我国

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贯穿研究和教学全过程”。 这不仅针对我们这些搞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教

师， 而且适用于全体经济学科的教师， 甚至所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如何贯彻习总

书记的号召？ 我的体会： 联系中国实践搞好科研最重要。 中国的实践现在是一个巨大

的宝库， 我们搞经济学研究的人， 坐在金山边上如果对这个宝库的价值视而不见， 那

真是瞎眼了。 在此前提下， 一是课要讲好， 要打动学生， 使他们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科

学性和实践性。 首先是自己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将问题搞清楚， 即使自己没想清

楚， 也要真诚地和学生讨论这些问题。 只有这样， 才能打动学生。 二是主意要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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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政治经济学现在被边缘化， 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这些搞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人不

大会出主意。 我们这本书的推荐者之一， 南京大学的葛杨教授说， 他最近在研究， 改

革开放 ３０ 多年以来政治经济学究竟在研究什么？ 他用数据说话， 发现 ８０％以上的文献

都在研究文本， 搞来搞去都在研究马克思怎么说。 我们钻在马克思的文本里， 争得不

亦乐乎， 等到习近平要主意的时候， 说不上话， 或交上去的东西跟实际离得太远。 这

怎么可能成为主流？ 出主意是非常重要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只有解决中国问题， 才能真正成为中国经济学科的主流。 让我们为开拓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共同努力！

附： 《政治经济学教程新编》 第四版全书目录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演化 ……………………………………………………

　 一、 “经济” 溯源 ……………………………………………………………………

　 二、 政治经济学的形成 ………………………………………………………………

　 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

　 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

　 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点 …………………………………………………

　 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

　 四、 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义 ……………………………………………

第三节　 本书的内容结构

第二章　 商品与货币 …………………………………………………………………………

第一节　 商品 ……………………………………………………………………………

　 一、 商品的二因素 ……………………………………………………………………

　 二、 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 …………………………………………………………

第二节　 商品的价值量 …………………………………………………………………

　 一、 商品价值量的决定 ………………………………………………………………

　 二、 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 ……………………………………………………………

　 三、 商品价值量的变化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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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商品经济及其基本矛盾 ………………………………………………………

　 一、 商品经济一般性质 ………………………………………………………………

　 二、 商品经济产生的基础性条件 ……………………………………………………

　 三、 社会主义普遍存在商品经济关系 ………………………………………………

　 四、 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

　 五、 商品拜物教 ………………………………………………………………………

第四节　 货币 ……………………………………………………………………………

　 一、 价值形式的发展与货币的产生 …………………………………………………

　 二、 货币的职能 ………………………………………………………………………

　 三、 货币流通规律 ……………………………………………………………………

第五节　 价值规律与市场经济 …………………………………………………………

　 一、 价值规律 …………………………………………………………………………

　 二、 市场经济一般 ……………………………………………………………………

　 三、 现代市场经济的两种形式

第三章　 资本与剩余价值 ……………………………………………………………………

第一节　 货币转化为资本 ………………………………………………………………

　 一、 资本总公式及其矛盾 ……………………………………………………………

　 二、 劳动力成为商品 …………………………………………………………………

　 三、 资本的一般属性与公有资本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

　 一、 现代市场经济下的公有制和私有制 ……………………………………………

　 二、 公有制为主体 ……………………………………………………………………

　 三、 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 ………………………………………………………

第三节　 剩余价值的源泉 ………………………………………………………………

　 一、 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 ………………………………………………………

　 二、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

　 三、 剩余价值率 ………………………………………………………………………

　 四、 剩余价值的源泉和本质 …………………………………………………………

第四节　 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 …………………………………………………………

　 一、 绝对剩余价值生产 ………………………………………………………………

　 二、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 ………………………………………………………………

　 三、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若干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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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两种剩余价值生产的关系 ………………………………………………………

　 五、 剩余价值规律 ……………………………………………………………………

第五节　 工资的本质与形式 ……………………………………………………………

　 一、 工资的一般现象与本质 …………………………………………………………

　 二、 工资的形式 ………………………………………………………………………

　 三、 工资量的变化

第四章　 资本积累 ……………………………………………………………………………

第一节　 简单再生产 ……………………………………………………………………

　 一、 简单再生产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 ………………………………………………

　 二、 简单再生产是资本价值的再生产 ………………………………………………

　 三、 简单再生产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

第二节　 扩大再生产 ……………………………………………………………………

　 一、 扩大再生产的源泉 ………………………………………………………………

　 二、 扩大再生产类型 …………………………………………………………………

　 三、 资本积累量的影响因素 …………………………………………………………

第三节　 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 …………………………………………………………

　 一、 资本积聚 …………………………………………………………………………

　 二、 资本集中 …………………………………………………………………………

　 三、 垄断和垄断竞争 …………………………………………………………………

第四节　 资本有机构成与相对过剩人口 ………………………………………………

　 一、 资本有机构成 ……………………………………………………………………

　 二、 相对过剩人口 ……………………………………………………………………

第五节　 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和历史趋势 ……………………………………………

　 一、 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 …………………………………………………

　 二、 公有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 ………………………………………………………

　 三、 资本原始积累 ……………………………………………………………………

　 四、 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

第五章　 资本循环、 周转和社会总资本再生产 ……………………………………………

第一节　 资本循环 ………………………………………………………………………

　 一、 产业资本循环 ……………………………………………………………………

　 二、 产业资本正常连续循环的条件 …………………………………………………

第二节　 资本周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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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资本周转和资本周转速度 ………………………………………………………

　 二、 生产资本的构成对资本周转的影响 ……………………………………………

　 三、 固定资本的周转与折旧 …………………………………………………………

　 四、 预付资本总周转 …………………………………………………………………

　 五、 可变资本和年剩余价值率 ………………………………………………………

　 六、 加快资本周转速度的意义 ………………………………………………………

第三节　 社会总资本的运动 ……………………………………………………………

　 一、 社会总资本与社会总产品的实现 ………………………………………………

　 二、 社会总资本的简单再生产 ………………………………………………………

　 三、 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 …………………………………………………………

　 四、 供求平衡与市场实现 ……………………………………………………………

第四节　 经济周期与危机 ………………………………………………………………

　 一、 经济周期波动 ……………………………………………………………………

　 二、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

　 三、 社会主义的经济增长周期

第六章　 平均利润与商业利润 ………………………………………………………………

第一节　 成本、 利润和利润率 …………………………………………………………

　 一、 成本价格和利润 …………………………………………………………………

　 二、 利润率及影响利润率的因素 ……………………………………………………

第二节　 产业资本和平均利润 …………………………………………………………

　 一、 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 ……………………………………………………………

　 二、 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

第三节　 平均利润率的变动趋势

　 一、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利润率下降趋势 …………………………………………

　 二、 利润率下降和利润量增加 ………………………………………………………

　 三、 阻碍利润率下降的因素 …………………………………………………………

　 四、 利润率下降趋势与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 ………………………………………

第四节　 商业资本与平均利润 …………………………………………………………

　 一、 商业资本的形成和作用 …………………………………………………………

　 二、 商业利润是平均利润

第七章　 利息和地租 …………………………………………………………………………

第一节　 借贷资本与利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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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借贷资本及其特点 ………………………………………………………………

　 二、 利息和企业利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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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文献计量研究

———基于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３ 年的 ＣＳＳＣＩ 文献分析

杨虎涛　 李思思　 邓　 川∗ 　①

摘　 要： 本文以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 的 ＣＳＳＣＩ 期刊文献为数据来源， 通过关键词和

中文图书分类号结合的方式， 选出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３ 年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 ５２３７ 篇， 并

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等软件对这一期间中国政治经济研究的发文数量、 机构和关键词的变化进

行了考察和分析。 研究表明， 从关键词分布上看， 中国政治经济学对政治经济学基础

理论、 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极为关注， 关键词爆发分析则表明， 中国

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具有较强的政策导向， 关注现实问题， 而对中国知网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３ 年

的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的考察也表明， 政治经济学专业后备人才的培养需要进一

步加强。

关键词： 中国政治经济学　 文献计量　 科学研究纲领　 中国知网

一　引言

在 ２０１０ 年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上， 曾有学者提出， 政治经济学什么都可以研究，

因此已经失去了这一学科的特色。 持类似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 很多人认为， 当前中

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已经没有鲜明的学科特色， 在方法、 概念和理论框架上和西方经

济学有趋同态势， 而对这一趋势， 有人认为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一种深化和发展，

有人则认为是一种学科发展的泛化和去纲领化。

按照拉卡托斯的 “科学研究纲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 ＳＲＰｓ） 理论，

一个完整的或成熟的理论体系通常有三个特征： 有一个公有的 “硬核” （ｈａｒｄｃｏｒｅ）， 有

一组保护硬核的 “保护带”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ｂｅｌｔ） 和引导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的 “启示法”

（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ｓ） 构成。 其中， 硬核是指不可证伪的理论或无法拒绝的公理， 它由若干个最

能反映这种理论体系特征的核心概念组成， 这些硬核为研究者从事科学研究提供了一

个基本的理论框架， 它们是科学研究纲领的核心， 不容许被改变、 被反驳和被否定。

７７１

① 杨虎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 李思思，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

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 邓川，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

方向为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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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硬核受到反驳或否定， 整个理论体系就受到反驳或否定。 而所谓保护带， 是

指一组附属性假说或假设， 这些假说或假设可以通过科学研究或经验证据来加以检验、

证伪或拒绝。 保护带的作用是保卫硬核不受经验事实的反驳或否定， 但保护带本身可

以被修改、 调整和替换， 如果放松保护带之后仍能保护硬核， 则理论体系的解释力会

进一步增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硬核、 保护带是什么呢？ 根据方福前教授的研究， 马克思主

义和激进经济学的硬核主要包括： 潜在矛盾关系和结构影响历史发展、 唯物主义和人

对事物的主观评价之间的复杂关系、 资本家资本积累的基本动机、 资本家和工人之间

的利益对立； 保护带则包括只有活劳动 （ 可变资本） 生产剩余价值、 利润等于剩余价

值、 资本家设法通过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来积累越来越多的利润。① 上述硬核和保护带构

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别于其他流派的重要特征。 这即是说， 政治经济学有其独有

的理论特征， 尽管在研究的选题上可以多样化， 但至少其理论硬核和保护带应得到充

分体现。

之所以要强调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学科特征， 是因为当我们试图用文献计量方法对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行趋势、 特征和主题进行刻画时， 必须从众多经济学文献中

筛选出属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文献， 而不同于西方政治经济学研究有着专属期刊的是，

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专属期刊较为缺乏， 仅仅选取一两个公认的政治经济学期刊

将疏漏掉大量的政治经济学文献， 而要对散见于众多期刊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进

行收集， 必须要找出其识别特征。 根据上述的硬核和保护带观点， 以及与中国政治经

济学研究的一些学者的交流，② 笔者认为， 可以通过关键词中是否包含与上述硬核和

保护带相关的概念， 对众多经济学文献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相关的文献进行筛选，

经过多次试错， 本文确定了政治经济学、 资本积累、 有机构成、 剩余价值、 虚拟资

本、 生产力、 生产关系、 生产方式、 商品经济、 价值、 剥削、 劳动价值论等十二个

关键词。

二　数据来源与方法说明

文献计量分析 （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是指以文献信息为研究对象、 以文献计量学

为理论基础的一种研究方法。 作为一种可以客观、 量化地揭示学术研究发展规律的文

献分析工具， 已在经济与管理学研究领域中得到了广泛运用。 该方法强调采用数学与

８７１

①
②

方福前： 《根据硬核和保护带来划分经济学流派》，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
本文通过关键词集合选取政治经济学文献的方法曾在 ２０１４ 年在河南大学召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上与

丁堡骏、 薛宇峰、 沈旭等学者交流过， 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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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方法来考察文献的外部特征， 从而描述、 评价和预测某一学术领域的研究现状与

发展趋势。① 通过对文献信息进行计量分析， 如题名、 关键词、 作者、 期刊、 年份、 文

献内容以及引文信息等， 可以定量地揭示某一学术领域的发展历程、 研究重点以及未

来的研究方向。 目前， 文献计量分析已被看作总结历史研究成果、 揭示未来研究趋势

的一种重要工具。

本文文献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 ＣＳＳＣＩ 数据库， 同时借助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可视化科学计量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② 中国知网是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

据库， 包括经济类主要核心中文期刊。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能通过对关键词、 作者和被引用

等关系的分析， 显示某一学术领域一定时期内的发展趋势与动向。 在数据采集上， 本

文采取了如下的分析步骤： 首先， 通过中图分类号限定， 中图分类号是采用 《中国图

书馆分类法》 对科技文献进行主题分析， 并依照文献内容的学科属性和特征分配的分

类代号， 在本文研究中， 采取 Ｆ０ 经济学的分类， 而不用 Ｆ０ － 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总论） 的分类， 因为采用 Ｆ０ － ０ 的分类方法必然会漏掉大量用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进

行的针对现实问题以及经济学方法论和思想史的研究文献； 其次， 在 Ｆ０ 限定之后的经

济与管理科学分类中， 剔除掉管理科学； 最后， 按前述原则确定十二个具有政治经济

学硬核和保护带特征的关键词， 包括政治经济学、 资本积累、 有机构成、 剩余价值、

虚拟资本、 生产力、 生产关系、 生产方式、 商品经济、 价值、 剥削、 劳动价值论等进

行进一步的限定， 并设定， 只要论文关键词中出现了上述十二个关键词中的一个或一

个以上， 均纳入搜寻结果。 之所以只选择了十二个关键词， 是因为中国知网数据库搜

索引擎最大容纳搜索条件为 １４ 个， 在使用了中图分类号和剔除管理科学之后， 十二个

关键词已经是容纳极限。 需要说明的是， 在关键词匹配上， 本文采取了模糊分类而非

精确分类， 这样， 以上述关键词为核心的拓展词语就不会被漏掉。③ 时间范围设定为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３ 年， 来源类别选择 ＣＳＳＣＩ。 之所以选取这一区间， 主要是因为 ＣＳＳＣＩ 电子

数据库推出的时间在 １９９８ 年， 而知网对 ＣＳＳＣＩ 的文献收集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２０１４ 年

的文献尚未收录完全。 根据上述方法， 笔者选出了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３ 年的 ５２３７ 篇文章， 然后

对这类文献的基本题录字段做排名和刻画， 再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对其关键词和作者进

行分析。

为了对上述方法所挑选出的文献分析进行比对校正， 在此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选

９７１

①
②
③

邱均平、 王曰芬： 《文献计量内容分析法》，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０８。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操作手册”， ｈｔｔｐ： ／ ／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ｉｓｃｈｏｏｌ ｄｒｅｘｅｌ ｅｄｕ ／ ～ ｃｃｈｅｎ ／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Ｍａｎｕａｌ ｐｄｆ。
例如， 以有机构成为例， 如采取精确分类， “有机构成提高” 这样的关键词就会被漏掉， 但如果采取模糊

分类， 则以诸如有机构成变化、 有机构成提高等为关键词的文献就不会被漏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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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中国政治经济学发文较为集中的代表期刊 《政治经济学评论》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３ 年所刊发

的论文， 人工剔除掉书评、 会议信息、 刊物发行等文章， 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政治经

济学文献， 再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关键词分析， 对第一步的文献挑选方式进行印证， 考

察其关键词和发文机构的吻合程度。 最后， 为了考察政治经济学后备研究力量， 本文

也对知网所收录的中国优秀博士论文库中政治经济学专业的 １８６ 篇的博士论文进行了

方法、 选题和关键词的逐一考察。

三　中国政治经济学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的研究概况

（一） 发文数量

用关键词搜索的方法， 本文在中国知网的 ＣＳＳＣＩ 数据库经济与管理类文献中查找

出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３ 年这一时期， 发表文献 ５２３７ 篇。 历年文献量见图 １ 和表 １。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年份）

图 １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３ 年政治经济学 ＣＳＳＣＩ 期刊历年发文数量

表 １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３ 年政治经济学 ＣＳＳＣＩ 期刊历年论文数量

单位： 篇

年　 份 文献数 年　 份 文献数

１９９８ ２２６ ２００６ ３４７

１９９９ ２４６ ２００７ ３０７

２０００ ２５２ ２００８ ３３２

２００１ ３７７ ２００９ 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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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 ４３０ ２０１１ ３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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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表明， ２００２ 年为发文最高年份 （６２４ 篇）， 其原因与 ２００１ 年中国正式加入

ＷＴＯ 有直接关系， 而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两年的发文数量增长可能与 ２００７ 年金融危机爆

发有关系。

（二） 关键词分析

在关键词排行上， 频数最高的词依次为劳动价值论、 生产力、 价值、 马克思、 劳

动价值理论、 政治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和生产劳动等。 其中劳动价值论出现 ４７３ 次，

生产力 ３２０ 次， 价值 ２９７ 次， 马克思 ２７７ 次， 劳动价值理论 ２０４ 次， 政治经济学 １７５

次， 西方经济学 １６６ 次， 生产劳动 １６３ 次， 价值理论 １５７ 次， 马克思经济学 １４４ 次， 价

值量 １４３ 次， 劳动 １３８ 次， 生产要素 １３２ 次， 生产关系 １１５ 次， 虚拟资本 １１５ 次， 关键

词的这种频次反映出中国政治经济学学者对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和传统命题的关注程

度较高 （见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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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政治经济学 ＣＳＳＣＩ 期刊关键词频数排名

（三） 发文期刊

在发文期刊上， 排名前五名的杂志分别是 《当代经济研究》 （４６７ 篇）， 《生产力研

究》 （３３４ 篇）， 《经济学动态》 （１６０ 篇）， 《经济评论》 （１６０ 篇），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１４６ 篇） （详见图 ３）。

（四） 作者归属地

对作者归属地的研究表明，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３ 年， 中国人民大学和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

研究的发文数量遥遥领先， 其余依次为厦门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南京大学、 武汉大

学、 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清华大学、 西北大学、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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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３ 年政治经济学 ＣＳＳＣＩ 期刊发文数

共中央党校、 吉林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中心 （详见图 ４）。 在 ＣＳＳＣＩ 所涉及

的各大高校学报中， 发文量在十篇以上的为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华南师范大学学

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西北大学学报》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山西财经大学

学报》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中央党校学报》 《南开经济研究》 等， 这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出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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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关键词共现分析

通过对关键词共现分析， 可以发现，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３ 年， 总体上看， 传统政治经济

学基础命题的讨论， 如劳动价值论、 按劳分配、 剩余价值论等， 始终是中国政治经

济学研究的热点， 这表明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对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的高度关注，

此外， 对西方经济学的反思、 比较研究， 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和对经济危机的解释

也吸引了大量的研究者。 在图 ５ 中， 圈位置越左， 表明其对应的关键词出现得越早，

圈的位置和大小则代表关键词在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３ 年相互之间的关联程度及出现的频度，

图形显示， 比较大的圈中， 集中了劳动价值论、 按劳分配、 劳动耗费、 政治经济学

研究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典型范畴， 且毗邻程度较高， 表明这些词语经常共同作为

关键词呈现在同样的论文中。

生产力 西方主流经济学

方法论
《资本论》

使用价值

生产方式
价值理论

价值创造
马克思

生产价格
政治经济学生产劳动 李嘉图

社会劳动
劳动生产率

萨伊 经济增长 经济学

社会生产关系价格 分配方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必要劳动时间
核生产要素分配

价值

劳动价值理论
金融危机

可持续发展
剩余价值
知识经济 商品价值论

中国经济学按券分配

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虚拟经济

资本主义生产
服务劳动

社会必要劳动

发展

劳动价值
劳动本身

价值分配
剩余价值理论 雇佣工人

资本积累
知识经济时代

理论经济学
资源配置

理论体系

马克思经济学
虚拟资本

共同富裕

生产关系社会主义
新政治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研究

劳动价值论 生产要素
商品经济

劳动
科学技术

价值规律

创新

新自由主义

资本效用价值论
消灭剥削 《资本论》研究

资本论 市场经济体  价值增殖过程

劳动耗费人力资本 分配

       收入分配

马克思主义

四方经济学

图 ５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３ 年政治经济学 ＣＳＳＣＩ 期刊论文关键词共现网络

（六） 关键词爆发分析

进一步对关键词做时间爆发历史分析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ｕｒｓ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则可以发现， 尽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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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上看， 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的讨论在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３ 年所占比重很大， 但从关键词爆

发时点和时段的观察上看，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对中国现实问题极为敏感， 在研

究上表现出了较强的政策导向性。 图 ６ 中横杠线的深色部分表示关键词突然爆发增长

的时期。 从各年的关键词爆发及其持续时间可以看出， 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具有极

强的现实敏感性。 例如， １９９８ 年之后， 正值知识经济初露端倪之际， 关于知识经济、

知识价值的讨论成为爆发强度最高的关键词； １９９７ 年邓小平逝世之后， 社会科学界掀

起了关于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大讨论， 而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正是邓小

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重要内容， 因此， 这一期间， 消灭剥削、 共同富裕也成为爆发强

度极高的关键词； ２００８ 年之后， 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开始和经济危机的逐步演化， 关

于资本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金融危机、 政治经济学、 经济危机的讨论日趋热烈，

并一直持续到 ２０１３ 年。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３ 年， 方法论、 新自由主义和

马克思主义等关键词也一直是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中的爆发性词语， 持续时间最长，

这表明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对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 批评与反思一

直非常重视， 体现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对中国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极为关注。 而

这一爆发起点始于 ２００６ 年， 笔者猜测， 这与刘国光先生在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５ 日公开批评

教育部边缘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著名讲话有关。

图 ６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３ 年政治经济学 ＣＳＳＣＩ 期刊关键词爆发时期

三　代表性期刊和博士论文的文献计量研究

为了避免数据采集中的疏漏， 我们进一步对 《当代经济研究》 这一发文较为集中

的政治经济学代表性期刊进行研究， 由于文献量不大， 我们用人工筛选的方式对书评、

会议综述等进行了剔除， 然后对其发文量和关键词进行了分析。

《当代经济研究》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３ 年共计发文 ４６７ 篇， 发文单位主要为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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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中心、 吉林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等机构。 文章的

关键词 １５１ 个， 但共词关系比较集中， 政治经济学、 价值、 资本、 利润率为主要共词，

１５１ 个关键词中， 单个词语出现频率最高的前三位是政治经济学 （５ ２０８％ ）， 利润率下

降 （３ １２５％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３ １２５％ ）， 其余高频词包括资本积累、 危机理论

等， 这种共词关系和高频词与之前知网中筛选出的 ５２３７ 篇文献的研究结果基本相符，

这说明本文采取的采样方法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博士研究代表着学科发展的前沿， 也代表着未来的研究力量， 为此， 我们选取了

中国知网中优秀博士论文库的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进行了考察。 需要说明的是，

这一数据并不代表所有的博士论文， 而只代表与中国知网签订协议的学校和机构所培

养的博士并获得作者授权的论文。 搜索结果表明，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３ 年， 政治经济学博士学

位论文共计 １８３ 篇 （见图 ７）。 从标题上考察， 具有典型政治经济学特色的博士论文 ２７

篇， 涉及资本积累、 经济危机、 不平等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问题； 以制度经济

学、 产业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占据一半以上， 技术创新、 分工研究 １１ 篇， 经济

增长研究 １４ 篇， 对这些文献逐一的摘要研究发现， 在所用理论和方法上， 基本上以西

方经济学为主。 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如许多学校在博士点招生时挂靠了

政治经济学博士点， 博士生导师对博士生选题方向和研究领域的宽容等。 但不容忽视

的是，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后继人才培养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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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３ 年中国知网呈现的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数量分布

博士学位论文中， 西北大学、 中央党校等机构占据比例较高。 在博士论文关键词排

行中， 出现了与期刊论文关键词不一样的格局， 其关键词依次为经济增长 （１７ 次）、 制度

（１０ 次）、 可持续发展 （８ 次）、 分工 （６ 次）、 创新 （６ 次）、 技术进步 （６ 次） 等。

热点研究领域识别如图 ８、 图 ９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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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３ 年中国知网博士论文发文高校、 机构排名

结语

通过文献计量法的研究， 我们发现， 在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３ 年， 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表现

出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 研究力量的地域分布不均衡， 北方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成

果比较集中， 而南方高校相较之下比较薄弱； 第二， 中国政治经济学对政治经济学基

础理论、 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极为关注， 但关键词爆发分析则表明，

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具有较强的政策导向， 关注现实问题； 第三， 中国政治经济学

专业后备人才培养亟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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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周其仁先生质疑剩余价值生产理论的再质疑

王明友∗ 　①

摘　 要： 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一直有各种各样的 “质疑”， 经济学家周其仁先

生提出的关于 “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在交易费用视角下难以成立” 的观点可谓新的 “理

论挑战”。 然而， 若是回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体系去看， 周先生的 “质疑” 不但与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本身并不对榫； 而且， 马克思在其 《资本论》 第一卷中分析剩

余价值生产时抽象掉 “交易费用” 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使然； 周先生无疑需要

在逻辑层面严密论证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是否成立， 但遗憾的是， 周

先生对此未置一词。 当然， 周先生的 “质疑” 也会刺激经济学界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自

身逻辑进行深入思考。

关键词： 马克思经济学　 剩余价值　 劳动二重性　 资本　 交易费用　 从抽象上升

到具体

毋庸讳言， 笔者是当代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先生的学术崇拜者， 对周先生有

关中国现实经济与改革的很多分析高度认同， 尤其对周先生把科斯倡导的 “研究真实

世界经济学” 的方法运用得出神入化十分钦佩。 为此， 笔者曾多次去北京大学旁听周

先生的课， 且获益良多。 然而， 吾爱吾师基于热爱真理。 因而， 在此想对周先生就剩

余价值生产的一个 “质疑” 冒昧提出一孔之见， 既是与周先生讨论， 也意在求教于诸

方家。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周其仁先生应科斯之邀，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召开的纪念中国改革 ３０

年研讨会上所作的 《中国做对了什么： 回望改革， 面对未来》 的主题发言中， 在回顾

中国改革是如何把企业家请回中国的历史过程时讲道：

没有人指出， 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是交易费用为零。 马克思在理论上坚持，

当资本在 “流通领域” 雇用劳力时， 双方交易遵循的是等价原则。 在这里， 一切

商品包括劳力商品的价格等于价值， 因此就排除了资本对劳力的剥削。 奥秘发生

在其后： 当资本家带着雇来的工人进入工厂的大门以后， 通过组织、 指挥、 命令

９８１

① 王明友， 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经济学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学基础理论和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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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生产出高于其劳力价值的产品； 最后， 企业主带着这些产品回到商品流通领

域， 再次通过等价交换而完成剩余价值的实现。

很明白， 在上述各个环节， 都没有交易费用这回事。 不是吗？ 资本家似乎可

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顾客及其需求的各种细节， 从而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

资本家也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待雇的劳力和其他生产要素， 从而决定以什么价

格、 什么合约形式雇多少要素； 资本家甚至无须付出监督和管理的努力， 就可以

使团队产品自动大于团队成员个人产品的算术之和。 在这个前提下———也仅仅在

这个前提下———我们当然同意马克思的意见： “剩余价值” 不但是 “多余” 的，

而且还带有道义上不公正的剥削性质。

问题是， 真实世界里的交易费用决不为零。 一般如商品和服务的买家与卖家，

特殊如资本家与工人， 他们之间在市场上的互相发现、 订约和履约， 都要付出昂

贵的费用。 交易费用不为零， 就既不存在自动的 “等价交换”， 也不存在不需要经

营、 监督和管理的经济组织。 从这点看， 发现市场、 协调供求、 组织生产等项职

能， 绝不是 “多余的”。 资本家们获取的报酬， 部分是投资于企业的财务资本的利

息， 部分是作为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服务回报。 至于这些收入的水平高低， 是由市

场竞争———企业家与企业家的竞争、 工人与工人的竞争、 商品买家与买家的竞争

以及商品卖家与卖家的竞争———决定的。

资本家当然要利用自己的相对稀缺性谋求更高的收益。 像任何市场中的人一

样， 资本家也可能在履行合约的过程中， 侵犯、 损害各相关利益方———其他股东、

各种债权人、 工人、 上下游供应商、 产品经销商， 甚至顾客———的利益。 人们可

以用 “剥削” 之名囊括所有这些侵权行为， 但是无论如何， “剥削” 并不是资本

家的唯一职能， 正如可能的假冒伪劣行径并不是商贩的全部职能一样。 在真实世

界里， 人们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与增加交易费用的行为———两者皆可图利———经

常混杂在一起。 究竟哪一种行为主导了经济， 取决于现实的约束条件———习俗、

道德、 法律及法律的实际执行。①

应该说， 周先生的上述阐述逻辑是清晰的， 提出的问题也是 “尖锐” 的。 特别是

从 “交易费用” 切入， 并认为资本家在节约交易费用上做出了贡献， 资本家得到的剩

余价值， 其实就是对资本家节约交易费用的补偿或报酬。 同时， 也包括资本家对生产

活动的监督和管理的报酬。 可以说， 这是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最新的， 也是最硬的挑

战。 然而， 对周先生这番举重若轻的论证， 笔者却有几点疑问。

０９１

① 周其仁： 《中国做对了什么： 回望改革， 面对未来》，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第 １８ ～ １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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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从周先生所举证的两个 “资本家不费吹灰之力” 和一个 “资本家无须付出

监督和管理的努力” 来看， 周先生显然是在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的层面谈问题。 可问

题在于， 马克思这里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分析恰恰是在把使用价值撇开， 抽象出价值，

把具体劳动抽象为抽象劳动的基础上展开的。 所以， 这里如果要证明剩余价值生产理

论无效， 首先必须 “证伪” 马克思的 “价值” 和 “抽象劳动” 这两个范畴。 显然， 周

先生没有对此发表意见。 在马克思的理论逻辑里， 作为资本所有者的 “资本家”， 是以

其 “资本” 投入具体的物质生产活动的， 其所投入的资本也只是以具体劳动的物质要

素参与了具体的劳动过程， 而并不进入抽象劳动过程， 因为从抽象劳动的视角看， 作

为具体劳动过程之要素的资本已经被抽象掉了。 所以， 这里的关键还是在于 “劳动二

重性” 这个枢纽问题。 至于资本家对生产活动的监督和管理， 《资本论》 并没有回避，

而是从资本主义管理的 “二重性” 和结合的劳动与联合生产， 社会化大生产本身需要

“指挥” 与 “协调” 的角度作了合乎逻辑的说明。 在马克思的逻辑里， 资本的职能和

管理的职能是不同的范畴， 它们是可以分离的， 单纯的管理从抽象劳动的角度看， 是

作为复杂劳动来对待的， 其创造价值自不待言。 现实经济生活中资本 “所有权” 与

“使用权” 的分离， 资本所有者的资本获利职能和管理职能相分离的普遍情况正在以

“铁的事实” 印证着马克思上述逻辑的历史穿透力。 另外， 关于资本获得利息的问题马

克思非但没有回避， 反而给予了合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自身逻辑的说明。 因而也就是

说， 周先生的 “指责” 与马克思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的真实情况并不 “对榫”。

第二， 关于资本的所有者、 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和雇佣工人所得到的实际收入份额

要受到市场竞争———如周先生所说， 是由企业家与企业家的竞争、 工人与工人的竞争、

商品买家与买家的竞争以及商品卖家与卖家的竞争决定的———之影响的问题， 马克思

也同样看到了， 并在 《资本论》 第三卷中有多处非常深刻的分析。 但无论如何， 在马

克思看来， 这些竞争只是对新价值的分割比例产生影响， 并不创造新价值本身。 况且，

周先生所说的实际收入份额分割问题是从价格角度着眼的， 同类之间的竞争影响价格

这一点马克思同样是肯定的， 只是价格和价值不是同一层面的问题。

第三， 马克思在 《资本论》 里的叙述方法是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对剩余价值

生产的叙述从 “等价交换” 出发正是这种方法使然。 而这种等价交换当然不可能使价

值的量发生变化， 那对引起价值量发生变化的原因的找寻， 也就只能是从生产当中

“注入” 了新的 “抽象劳动” 这一方向来探索。 剩余价值就是这么剖析出来的。 为了

先说清楚最本质的内容， 马克思在这里先抽象掉了流通， 抽象掉了交换， 抽象掉了资

本家之间的竞争， 抽象掉了市场供求， 抽象掉了价格对价值的偏离， 当然也就抽象掉

了资本家的人力资本， 抽象掉了交易费用。 这里， 根本就不是资本家费不费 “吹灰之

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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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的问题， 而是这里先不用讨论资本家到底费了多少 “吹灰之力” 这个问题。 因而

显然， 这里实际必须讨论的是： 马克思的这种抽象分析方法到底成立不成立。 如果要

说马克思这里的抽象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不对， 那就先要 “证伪” 马克思 “从抽象上升

到具体” 的叙述方法。 显然， 周先生同样也没有进行这个逻辑论证。 在这里， 周先生

是用马克思的这个推演在没有 “交易费用” 的前提下是成立的这样一种说法回避了真

正需要进行逻辑论证的问题。 而且言外之意， 如果不是像马克思那样抽象掉 “交易费

用”， 即如果把 “交易费用” 引入讨论， 那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也就难以成立了。

这里我想附带指出的是， 马克思在分析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之前曾诙谐地写道： “我

们再回头来谈我们那位未来的资本家吧。 ……他用内行的狡黠的眼光物色到了适合于

他的特殊行业 （如纺纱、 制靴等） 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① 马克思这里所说的 “内行

的狡黠的眼光” 又何止是借 “吹灰之力” 就可以具备的呢？ 这里只是先将其抽象掉

而已。

而我的第四点疑问恰恰在于： 马克思经济学真的就没有讨论 “交易费用” 吗？ 《资

本论》 第一卷分析剩余价值生产时的确没有讨论 “交易费用”， 因为这里已经把交换过

程抽象掉了。 但 《资本论》 第二卷和第三卷是涉及 “交易费用” 的， 因为现代西方经

济学中的交易费用是指因交易而引发的各种费用。 马克思虽未用 “交易费用” 这个词，

但马克思对 “纯粹商业流通费用” ———为了实现商品的价值， 使之由商品转化为货币

或由货币转化为商品， 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所必需的费用———进行了详细研究。② 马

克思对 “纯粹商业流通费用及其补偿问题” 的讨论的对象可是 “正儿八经” 的 “交易

费用”。 当然， 一个世纪以后新制度经济学对交易费用的讨论的确深化了不少， 但也不

能由此就无视马克思对交易费用的奠基性分析。 马克思把这个问题放到后面去， 那又

是由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决定的。 这同样也牵扯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到底对不对。 遗憾的是， 周先生对此也没有表态。

第五， 在马克思的 《资本论》 里， 交易费用不仅不创造价值， 反而是对价值的

“社会扣除”， 它还会影响价值的实现， 即影响价格的高低 （西方经济学者也是如此看

法）。 如果用交易费用的存在来否定剩余价值生产的存在， 或者说否定剥削的存在， 那

显然是用流通领域的问题来否定生产领域里的问题， 这在逻辑上同样是有问题的。 因

为， 是生产决定交换， 而不是交换决定生产。 而且， 用克服交易费用解释增殖， 还有

退回到重商主义的危险。 这种做法在逻辑上是否站得住脚， 其实还都是问题。

２９１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４４ 卷，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 第 ２１５ ～ ２１６ 页。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４５ 卷，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第 １４６ ～ １５５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４６
卷，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第 ３２１ ～ ３３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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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 要推断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不成立， 还真绝不是仅仅像周先生

这样 “不费吹灰之力” 地以一句 “真实世界里的交易费用绝不为零， 因而资本家所得

的那部分增殖是节约交易费用的收益” 就能轻而易举地解决的。

第六， 当然还应指出的是， 周先生从 “真实世界” 存在交易费用的角度来 “质

疑” 剩余价值生产理论， 对人们深入研究马克思经济学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因为， 这

会刺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进一步深入挖掘马克思经济学的逻辑解释力。

３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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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层社会结构与市场经济

———评阿格列塔、 白果的 《中国道路———资本主义与帝国》

马梦挺∗ 　①

一　引言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 石油危机爆发， 这几乎宣告了战后所谓福特主义式的繁荣的终

结。 彼时占据主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似乎无力对眼前的危机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及对

策， 正如琼·罗宾逊夫人所言， 现代西方经济理论陷入了 ３０ 年代以来的 “第二次危机”

之中。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一批法国经济学家开始回到马克思的观点， 在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之上， 吸收凯恩斯主义、 法国年鉴学派的思想， 构建了一种研究资

本主义条件下经济长期发展的分析框架， 这正是法国 “调节学派”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

米歇尔·阿格列塔是法国 “调节学派” 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之一， 其所著的 《调

节与资本主义》 一书被认为是 “调节学派” 产生的标志。

我们知道， “调节学派” 以对战后福特主义大批量生产体系及 ７０ 年代出现的福特主

义危机的分析见长， 其分析对象多为西方发达国家。 但随着 “调节学派” 理论的不断深

化， 更多的新现象被吸收， 尤其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经济全球化的突飞猛进， 使得许多第

三世界国家不断进入他们的理论视野。①近年来， “调节学派” 更是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 阿格列塔与其中国学生白果合著的 《中国道路———资本主义与帝国》 一书便是 “调

节学派” 中国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②

目前， 距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爆发已经七年， 从目前的形势看， 世界经济至今没有走出

泥沼。 与此同时， 中国经济也进入了 “新常态” 时期， 亟须解决经济结构中的诸多矛盾。

套用 “调节学派” 的概念， 中国乃至世界经济都显然正在经历 “积累体制” 的危机。 在

如此关键的时期， 关注国外学者的中国研究进展， 充分吸收其有益的理论成果定然可以

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经济结构所遇到的矛盾。 而以分析制度与经济结构变迁见长的 “调

４９１

①
①

②

马梦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调节理论很难说是一个已经确立的、 单一的理论体系， 就连其中占主导的巴黎理论学家也并没有形成一套固

定、 连贯和完整的概念， 杰素普 （Ｂｏｂ Ｊｅｓｓｏｐ） 在其 《调节理论回顾与展望》 一文中划分了七个调节主义学

派。 参见陈叶盛 《调节学派理论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 ２００８。
Ｍｉｃｈｅｌ Ａｇｌｉｅｔｔａ， ａｎｄ Ｇｕｏ Ｂａｉ，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３）。 该书的序言部分

曾被翻译成中文并在国内发表， 但第二作者 “白果” 被误译为 “郭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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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学派” 更是应该得到我们的重视。

《中国道路———资本主义与帝国》 一书出版后， 中国学者早已对有其所关注。 该书

的序言部分已被翻译成中文， 以 “从帝国历史到资本主义的独特发展” 为题发表。① 此

外， 还有一篇两位法国学者针对该书的书评也已被译成中文。② 此书评的内容， 我们在

下文还将参考。

本文将集中介绍书中较富新意或有启发意义的两点内容， 并作简要的评论， 以就

正于方家。

二　双层社会结构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阿格列塔在书的前半部分集中关注了一个问题： 中国和西方为何在 １８ 世纪末出现

了大分流？③ 他引用了英国经济学家麦迪逊的数据来阐明这个问题。 由表 １ 我们可以看

到， 中国的 ＧＤＰ 在 １９ 世纪之前都显著高于西欧， 但在 １９ 世纪为西欧所超越， 此后二

者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 直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才出现相对差距 （即 ＧＤＰ 之比） 缩小的

趋势。 不仅如此， 麦迪逊的数据还表明即使在 １９ 世纪以前， 中国的资本化程度也是长

期停滞不前的。 众所周知， 西欧经济的跃升是工业革命的结果， 那么人们自然会问：

为何帝国时期中国没能产生工业革命， 以致在近代彻底落后于西方呢？ 在书中阿格列

塔集中介绍了其中政治体制方面的因素。

表 １　 中国、 日本、 印度、 西欧与美国 １６ ～ ２１ 世纪的 ＧＤＰ 与人均 ＧＤＰ

国家或地区 １５００ 年 １７００ 年 １８２０ 年 １９１３ 年 １９５０ 年 １９７３ 年 ２００３ 年

ＧＤＰ （十亿美元， ＰＰＰ， １９９０）

中国 ６１ ８ ８２ ８ ２２８ ６ ２４１ ４ ２４５ ７３９ ４ ６１８７ ９

日本 ７ ７ １５ ４ ２０ ７ ７１ ７ １６１ １２４２ ９ ２６９９

印度 ６０ ５ ９０ ７ １１１ ４ ２０４ ２ ２２２ ２ ４９４ ８ ２２６７ １

西欧 ４４ ２ ８１ ２ １５９ ８ ９０２ ３ １３９６ ２ ４０９６ ５ ７８５７ ４

美国 — — １２ ５ ５１７ ４ １４５５ ９ ３５３６ ６ ８４３０ ８

人均 ＧＤＰ （千美元， ＰＰＰ， １９９０）

中国 ０ ６０ ０ ６０ ０ ６０ ０ ５５ ０ ４５ ０ ８４ ４ ８０

日本 ０ ５０ ０ ５７ ０ ６７ １ ３９ １ ９２ １１ ４３ ２１ ２２

５９１

①
②

③

米歇尔·阿格列塔、 白果： 《从帝国历史到资本主义的独特发展》， 《国外理论动态》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２ 期。
托尼·安德烈阿尼、 雷米·爱莱拉： 《中国是否是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评米歇尔·阿格列塔 〈中国道

路———资本主义与帝国〉》， 《当代经济与社会主义》 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
“大分流” 一词来自美国历史学家、 汉学家、 “加州学派” 代表人物彭慕兰的名著 《大分流： 欧洲， 中国

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即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Ｅｕｒｏｐｅ，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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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或地区 １５００ 年 １７００ 年 １８２０ 年 １９１３ 年 １９５０ 年 １９７３ 年 ２００３ 年

人均 ＧＤＰ （千美元， ＰＰＰ， １９９０）

印度 ０ ５５ ０ ５５ ０ ５３ ０ ６７ ０ ６２ ０ ８５ ２ １６

西欧 ０ ７１ １ ００ １ ２０ ３ ４６ ４ ５８ １１ ４１ １９ ９１

美国 — — １ ２６ ５ ３０ ９ ５６ １６ ６９ ２９ ０４

ＧＤＰ 比重

中国 ／ 西欧 １ ４０ １ ０２ １ ４３ ０ ２７ ０ １８ ０ １８ ０ ７９

中国 ／ 美国 — — １８ ２９ ０ ４７ ０ １７ ０ ２１ ０ ７３

人均 ＧＤＰ 比重

中国 ／ 西欧 ０ ８５ ０ ６０ ０ ５０ ０ １６ ０ １０ ０ ０７ ０ ２４

中国 ／ 美国 — — ０ ４８ ０ １０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１６

　 　 资 料 来 源： 转 引 自 Ｍｉｃｈｅｌ Ａｇｌｉｅｔｔａ， Ｇｕｏ Ｂａｉ，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
２０１３）， ｐ ４２。

（一） 中华帝国的双层社会结构与 “斯密陷阱”

阿格列塔将中国自汉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归结为一个双层社会结构 （Ｔｗｏ － ｌａｙｅｒｅｄ

Ｓｏｃｉｅｔ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①。 他形象地说道： “汉及之后两千年的帝国政府， 作为一个集中的团

体事实上漂浮在一个由自我组织的地方农业社区组成的汪洋大海之上。”② 上层是一个

单一的集权官僚体系， 它以皇权为中心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因而有能力对私人领域

进行充分的干预。 任何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力量， 一旦积累起大量的社会物质资源就会

被视为对政权莫大的威胁。 这是传统中国社会私人资本无法充分积累的原因。 在这一

庞大的官僚系统之下则是以家庭为纽带的、 家长制的乡村自治社会。 国家的合法性建

立在民众对于福利的满意程度之上， 儒家伦理以及一系列非正式制度 （如 “关系”）

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而反观西欧社会， 国家的周围存在着诸如贵族、

教会及金融资本等几股强大的势力， 政权时刻面临着威胁， 因而其合法性往往建立在

不同政治势力相互妥协的基础之上， 故而成文法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更加重要。

阿格列塔将中华帝国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 的政治秩序的维护归结为三个机制：

①中央集权的单一且庞大的官僚体系；

②官员与普通大众都需要遵守的基于儒家学说的诸多道德指令；

③为确保中央权威， 建立社会秩序的高压措施。

６９１

①
②

阿格列塔认为这一社会结构最早可以追溯到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
Ｍｉｃｈｅｌ Ａｇｌｉｅｔｔａ， Ｇｕｏ Ｂａｉ，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 ２０１３）， ｐ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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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格列塔指出， 商品经济在帝国时期的中国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事实上在 １８ 世

纪都已处在工业革命的前夜。 当时的东亚和欧洲都陷入了亚当·斯密所谓的 “高水平

均衡陷阱” （Ｈｉｇｈ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Ｔｒａｐ） 之中。

在亚当·斯密看来， 工业的发展因为规模效应边际报酬递增， 而农业则由于土地

的限制边际报酬递减。 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和市场的扩张， 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将受

到土地、 农产品产量等初级资源的限制。 这一限制在阿格列塔的文中被称作 “斯密陷

阱” 或 “高水平均衡陷阱”①。 而要突破这一陷阱， 或需要一场农业革命使得农业产量

有质的提升， 或通过对外贸易从外部获取条件。 西欧社会最初正是依靠海外贸易走出

了 “斯密陷阱”， 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通过贩卖奴隶到美洲地区开发大片的农地，

西欧国家得以从美洲进口大量廉价的农产品， 从而突破了自身的初级资源限制。 与此

同时， 西欧国家又将工业品销售到美洲。 这就是著名的 “三角贸易”。

那么， 为何西欧社会可以通过海外贸易走出 “斯密陷阱”， 而传统中国则不能呢？

阿格列塔认为秘密就在于政治体制的差别。 在西欧， 国家间长久地竞争使得每个国家

都不能不重视军事力量， 尤其是海军的发展。 对军事的投资促进了技术创新以及长途

贸易与世界市场的形成。 此外， 战争对资金的需要也大大提升了资产阶级在国家中的

地位。② 而在同时期的中国， 政府支出只占 ＧＤＰ 很小的比例。 对航海的支持因为财政

的原因早早地结束了③， 况且中国的航海事业的目的也不在军事与贸易。 帝国时期的中

国面临的主要军事威胁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 因而海军并不受到重视。 同时， 庞大的

官僚机构也排斥资产阶级的发展。

而在广大的乡村， 一个特殊的经济结构也阻碍了资本积累。 阿格列塔认为传统中

国的农业社会是一个可以高度容纳剩余劳动力的结构， 这从三方面不利于城市的工业

化进程： 第一， 剩余劳动力被保留在乡村， 城市无力吸引足够的劳动力； 第二， 乡村

社会所生产的剩余被人口的增长所吸收， 城市无力从乡村提取剩余； 第三， 人口过剩

７９１

①

②

③

伊·懋可等研究中国资产主义萌芽问题的学者也用 “高水平均衡陷阱” 这一概念描述明清时期中国经济

的状况。 不过他们更强调农业产量与人口之间的关系。 在他们看来， 当时的农业实际上存在较大程度的

进步， 但这一进步为人口的增长所吸收， 因而农业未能向城市工商业资本积累提供足够的剩余。 在这批

学者看来， 明清时期中国农业的总产量尽管在上升， 但是人均产量， 即劳动生产率却在下降。 李伯重对

此持不同意见。 李伯重认为在明清时期， 商品经济的发展预示着当时正发生着工业与农业之间、 地区之

间的分工与专业化， 这将提高劳动生产率， 同时他将这一类型的增长称作 “斯密型增长” 已与马克思意

义上的资本自我积累式增长相区别。 见 Ｅｌｖｉｎ Ｍａｒｋ，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ｓｔ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３）； 李伯重 《理论、 方法、 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 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李伯重

《江南农业的发展 １６２０ ～ １８５０》，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７。
彭慕兰在其书中还特别强调煤矿对于英国率先发起工业革命的重要作用， 这使得工业革命看上去多多少

少有些偶然性。
指明成祖年间， 郑和七次下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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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极低的劳动力成本， 这压制了技术创新。① 阿格列塔认为， 正是传统中国这一双层

社会结构阻碍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 直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中国才逐渐走出 “斯密

陷阱”。

（二） 集权官僚体制的重建与工业化

如果帝国时期的中国未能进入工业化进程是因为一个高度集权的官僚体系的话，

那么 ２０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 现代化尝试屡屡失败则是因为缺乏一个足够强大的国家

政权。

阿格列塔在书中指出晚清政府在西方国家的侵略下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对地方政府

的控制。 洋务运动 “发展最主要的障碍是国家的软弱。 各省已经放松了与中央权力的

联系， 于是现代化变得过于依赖各省长官彼此之间的竞争和他们各自的生涯轨迹”。②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军阀混战， 自不必说， 就连蒋介石的国民党也不过是一个 “部分统

一的政权”。 这一政权与 “地区的军阀共存， 而且它的大部分资源来自城市， 这是它唯

一有效控制的地方”。③

上述情况直到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彻底改观。 阿格列塔认为中共事实

上重建了传统中国的政治秩序， 他说：

旧的统一系统被重建了。 新形成的统一所依赖的意识形态是共产主义面貌下

的儒家传统。 人民民主专政是对绝对的中央权威的重申， 它的合法性建立在民众

的福利水平之上。④

而且， 阿格列塔认为中共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权要比帝国时期的国家更加强大， 国

家此时已经彻底深入人民的私人领域。

不过， 与帝国时期的国家不同， 重建的双层社会结构现在不仅不阻碍工业化， 反

而成为工业化的主要推动力。 阿格列塔认为当时的经济仍然深陷 “斯密陷阱”， 而且不

具备进行广泛国际贸易的政治条件。 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 一套计划经济体系被建立

起来， 国家开始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 “大跃进” 战略 （ “Ｂｉｇ Ｐｕｓｈ”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阿格

列塔认为正是毛泽东时代在 “大跃进” 战略下的发展为之后改革年代的经济奇迹创造

了前提条件， 而其中从制度因素看， 最重要的就是单一的集权官僚体系的重建。 这一

政治体制为改革年代所继承， 不仅如此， 阿格列塔还将维持这一政治体制视为改革的

８９１

①
②
③
④

Ｍｉｃｈｅｌ Ａｇｌｉｅｔｔａ， Ｇｕｏ Ｂａｉ，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 ２０１３）， ｐ ７３．
Ｍｉｃｈｅｌ Ａｇｌｉｅｔｔａ， Ｇｕｏ Ｂａｉ，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 ２０１３）， ｐ ５０．
Ｍｉｃｈｅｌ Ａｇｌｉｅｔｔａ， Ｇｕｏ Ｂａｉ，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 ２０１３）， ｐ ７３．
Ｍｉｃｈｅｌ Ａｇｌｉｅｔｔａ， Ｇｕｏ Ｂａｉ，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 ２０１３）， ｐ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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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目标， 而非一些经济学家所宣称的市场自由化。 阿格列塔指出， 将改革年代的经

济奇迹完全归因于市场自由化是荒谬的， 否则将无法解释 ２０ 世纪上半叶中国工业化尝

试的屡屡失败。

进一步的， 阿格列塔认为在改革年代维持这一政治体制取决于三个条件。 第一，

为人民提供最基本的福利， 这是政权合法性最主要的来源； 第二， 保证官僚系统服从

中央的领导， 这需要基于一定的意识形态， 比如帝国时期的儒家道德准则或者毛泽东

时代的革命理念， 但最根本的是依靠对官员的任免权， 同时需要对支持现有体制的官

员提供物质和政治的奖赏； 第三， 需要对威胁到既存官僚体系的组织力量进行镇压。①

阿格列塔对改革年代的分析， 我们将留到第三节再做具体介绍。

（三） 中国政治体制所具有的未来图景

可以说， 对中国双层社会结构， 尤其是上层的官僚系统的分析贯穿了全书， 是阿

格列塔一再强调的重点。 阿格列塔并没有像很多自由主义者那样， 将中国的政治体制

简单地归于 “专制” 或者 “威权政府”。 作为一名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学者， 反思西方

的政治经济体制是阿格列塔考察中国问题的出发点。 身处西方社会， 阿格列塔敏锐地

感受到了以代议制民主为特点西方政治体制所面临的困境。 他在书中写道：

当代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与开放， 通过将国家在金融、 交通与通信管制上面

的特权私有化， 通过建立像中央银行那样不依赖于选举的独立的权威机构， 通过

建立像欧洲委员会那样的官僚式国际组织， 代议制民主的合法性已经被破坏了。

而且， 新自由主义号称市场才是集体福利的代理机构， 尽管这已经被证明是错误

的。 公务员再也不具备实现大众利益的公共使命。 最后， 随着社会越来越分化，

公共利益下降为更多的具体目标， 同质的大多数能够表达集体意志的谎言被拆穿

了。 ……很明显， 民主的合法性需要重新建立。②

阿格列塔对代议制民主这样的程序民主深感怀疑， 与代议制民主相比， 阿格列塔

更欣赏的是一种交互式、 参与式的民主。 这种民主的政治合法性将建立在道德原则上，

而非程序。 交互式民主是政治权力与公民的相互接近， 通过持续的互动保证政治权力

为社会福利服务。 公民社会自我组织成一系列团体， 比如地方的行政委员会、 村落、

智库、 ＮＧＯ、 网络社团等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 向国家施加压力。 而国家则应该对

公民社会做出回应， 旨在造福大众的行政表现将赋予政权以合法性。

站在批判西方政治体制的角度， 阿格列塔认为中国源自其帝国时期的政治体制具

９９１

①
②

Ｍｉｃｈｅｌ Ａｇｌｉｅｔｔａ， Ｇｕｏ Ｂａｉ，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 ２０１３）， ｐ ８６．
Ｍｉｃｈｅｌ Ａｇｌｉｅｔｔａ， Ｇｕｏ Ｂａｉ，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 ２０１３）， ｐ ２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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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发展为参与式民主的潜力。 与代议制民主相比， 中国的政治体制具有两个优势： 首

先， 因为国家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并不是来自民主程序， 而是基于其行政表现， 所以中

国政府几乎需要为社会中所有的问题直接负责， 尤其是那些事关国家安全、 可持续性

与大众生活水平的问题。 另一个优势是政治稳定性保证了中国政府具有长远的眼光，

由此可以进行长远的战略规划。 政府可以独立于资本， 真正地代表人民的长期利益。

世界经济的增长体制正在经历变迁， 阿格列塔预测未来的世界可能进入一个更加

考虑人与自然及人与后代关系的可持续性的增长体制。 他认为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将

有可能使其成为未来增长体制的领导者。 如果未来中国在对抗气候变化等全球公共问

题上能够做出突出的表现， 能够不依靠霸权而取得其他国家的信赖， 那么中国就有可

能带领世界走向一个新的增长体制。 而这也将创造一个新的政治模式， 它既不是代议

制民主， 也不是威权政体， 而是参与式民主。

三　中国改革时期增长体制的变迁及未来

（一） 调节方式与增长体制

阿格列塔在书中尝试用调节理论来分析中国改革时期的体制变迁。 阿格列塔首先

澄清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这两个概念， 在他看来， 资本主义并不等于市场经济。 阿

格列塔严厉地批判了将两者等同的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 斥之为概念上的极权主义。

在他看来， “资本主义是一个权力关系组成的系统， 其调节过程包括了非市场型的社会

制度”①； 市场经济必须受社会制度的规范， 社会制度是 “资本主义的轮辖” （ ｔｈｅ

Ｌｉｎｃｈｐｉｎ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②。 国家不仅需要为市场提供基础设施， 而且要调整收入分配，

完全依靠市场的自我调节将导致社会的分裂。 这一系列社会制度被 “调节学派” 概括

为 “调节方式” （ｔｈｅ Ｍｏｏｄ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对于调节方式与增长体制之间的关系， 阿格

列塔谈道：

调节方式总是与资本积累产生的潜在的分裂相互作用。 只要调节方式可以疏

导资本积累的矛盾， 将权力的游戏从一次次妥协中向前推进， 它就形成了一个具

有稳定性的增长体制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ｇｉｍｅ）。 当新的矛盾使权力长时间地通过金融中介

过度向资本家利益倾斜， 已经确立的制度将不再能够维持增长体制的一致性。 调

节方式将失效， 危机就会发生。 它开启了一个制度重建的过渡时期， 直到资本主

义找到新的创新性力量， 被整合进新的增长体制之中。③

００２

①
②
③

Ｍｉｃｈｅｌ Ａｇｌｉｅｔｔａ， Ｇｕｏ Ｂａｉ，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 ２０１３）， ｐ ５．
Ｍｉｃｈｅｌ Ａｇｌｉｅｔｔａ， Ｇｕｏ Ｂａｉ，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 ２０１３）， ｐ ３．
Ｍｉｃｈｅｌ Ａｇｌｉｅｔｔａ， Ｇｕｏ Ｂａｉ，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 ２０１３）， 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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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个增长模型： 斯密、 马克思与熊彼特

在分析改革时期中国增长体制变迁时， 阿格列塔使用了三个模型。 第一个是我们

在上文已经提到的斯密模型。 该模型强调因城乡、 地区间、 企业间分工所带来的增长，

这一增长最终将受到初级资源的限制， 即所谓的 “斯密陷阱”。 马克思则说明资本的目

的在于无限地自我积累， 阿格列塔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定义马克思式增长。 国家力量为

资本积累这一目的服务， 也就是说， 在马克思那里， 政治、 社会制度因素最终都被还

原为资本。 在马克思看来， 资本的积累最终将导致剧烈的阶级冲突。 威胁资本主义的

不是亚当·斯密强调的初级资源， 而是阶级斗争。 熊彼特同意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自

我实现的逻辑， 但他不接受资本主义将导致工人的普遍贫困并引发世界革命的观点。

熊彼特对技术创新做了新的分析， 认为技术创新不仅发生在生产过程， 而且还出现在

消费方式、 组织形式和社会规则领域。 经由这些领域的创新， 工人阶级有可能获得更

高的实际工资、 更好的工作条件与社会福利。 创新既有可能是创造性的， 也可能是毁

灭性的， 但总体上并不一定与利润率的下降相联系。 创新有可能促进所有要素生产率

的提高从而使资本产出比得以维持。 这一意义上的增长被阿格列塔定义为熊彼特式

增长。

（三） 中国经济的增长体制变迁

根据调节理论与三个增长模型， 阿格列塔将 １９４９ ～ ２００８ 年的中国经济划分为三个

阶段。 １９４９ ～ １９７８ 年是控制经济阶段， 这一体制是新建立的国家政权在极不利的条件

下， 为走出 “斯密陷阱” 所采取的特殊手段； １９７８ ～ １９９４ 年是土地、 劳动密集型的斯

密式增长阶段， 毛泽东时代的一系列成果为经济恢复到斯密式增长提供了条件；

１９９４ ～ ２００８ 年是资本密集型及出口导向型的马克思式增长阶段。 最后， 阿格列塔预测

２００８ 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将走向围绕可持续性的熊彼特式增长阶段。

１ 从计划经济回到 “斯密式增长”

上文已经提到， 阿格列塔认为毛泽东时代的 “大跃进” 战略为 １９７８ 年之后的改革奠

定了基础， 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单一集权官僚体系的重建。 阿格列塔认为， 中国经济在毛

泽东时代一直面临着自然资源的限制， 而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也决定了中国不可能依靠

国际贸易来解决这一问题。 于是中共选择了一条依靠计划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

道路。 但是僵化的指令经济在微观层面压抑了个人的经济动机， 使得整个体制缺乏个人

激励， 这是毛泽东时代增长体制面临的主要矛盾。 阿格列塔指出， 事实上在 １９４９ ～ １９７８

年间， 中共曾经几次试图通过行政去中心化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① 的形式来

１０２

① 具体来讲， 就是将一些计划权力下放以引入一些竞争， １９５６ 年与 １９６５ 年的改革均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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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解决这一矛盾， 但最终都失败了。 直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突破这一矛盾的条件才逐

渐成熟。 在农村， 出现了 “绿色革命”①， 农业生产力有了突出的增长； 人口增长开始

减慢， 出现了一个极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 国际环境也趋于缓和。 而另一方面，

毛泽东时代所仰仗的革命意识形态正在失去它的效力， 人民对生活水平的长期停滞感

到不满， 政权的合法性开始受到威胁， 改革势在必行。 由此阿格列塔认为尽管中国的

改革从表面上看确实朝着市场自由化的方向， 但是主导改革的原则却是维持既有的政

治体制。 如果需要的话， 国家也有能力推动相反方向的改革。

阿格列塔将 １９７８ ～ １９９４ 年阶段的改革称为 “没有失败者的改革” （Ｒｅｆｏｒｍ ｗｉｔｈ⁃

ｏｕｔ Ｌｏｓｅｒ）。 他认为这一阶段的改革继承了计划经济时期相对平等的分配体系。 在农

村， 这主要表现在平均的土地承包与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 在城市则表现为依赖

国家的雇佣体系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工资

体制。

改革在农村取得了成功， 但在城市， 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的加强以及价格改革却

引起了相当程度的混乱。 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在改革过程中不仅没有提升， 反而恶化

了。 尽管如此， 城市的官僚集团却从自由化的改革中发现了将政治权力变现为经济利

益的渠道。 例如， 在允许国有企业留存部分利润这一政策改革上， 阿格列塔认为表面

上这是政府与企业的利润共享， 实质上是国家与官僚的利润分配。② 不过总体上， 阿格

列塔仍然认为这一阶段的改革取得了成功， 大多数人从这一改革中获利， 政治体制的

合法性得到了维护。

不过，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开始， 第一阶段改革的内在矛盾便开始暴露。 随着价格

管控的放开， 工农剪刀差逐步缩小， 国企效益也开始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财政

已经无力维持一个相对平等的分配结构。 于是， 国家在 １９８８ 年推出了 “财政包干” 制

度。 但是 “财政包干” 制事实上赋予了地方政府相当的财政自主权， 结果造成中央政

府的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越来越低，③ 这大大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

力。 与此同时， 银行改革也赋予了银行过度的信贷权力， 银行与地方官员的结合导致

信贷的过度扩张， 最终引发通货膨胀。

阿格列塔认为从 ８０ 年代末至 ９０ 年代中期这段时间， 维持政治体制所必需的三个条

件都已经出现了问题。 首先， 最严重的是 “财政包干” 制下中央政府对其官僚系统的

２０２

①

②

③

阿格列塔强调了引起 “绿色革命” 的三个因素： 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育种技术的发展、 化肥工业的引入

以及人民公社时期兴建的水利设施。
阿格列塔认为， 在必要的情况下， 国家可以开展与市场自由化相反方向的改革， 但是这里的例子却表明，
官僚集团事实上是自由化改革的受益者， 改革过程有着官僚系统内在的逻辑。
最低的时候中央财政只占到总财政收入的 ３％ 。 到 ９０ 年代中期， 中央支出的一半需要依靠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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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出现了问题。 “孱弱的财政能力恶化了单一政治权力的信用， 等级官僚体系从内部

开始崩溃。”① 其次， 私有经济出现并迅速发展， 而此时的国家却还没有形成足够的制

度来引导这些新的经济。 这些新的组织不仅独立于官僚体系之外， 而且引发了官僚们

的 “下海” 潮。 最后， 因为 ８０ 年代末失控的通货膨胀， 人民的福利水平下降， 对政府

的不满正在增加。 为应对这些挑战， 改革进入了第二阶段。
２ 从斯密式增长到马克思式增长

阿格利塔认为， ８０ 年代末的危机预示着既有的调节方式已经无法维持一个相对平

等的分配体系， 于是从 １９９４ 年开始的第二阶段改革也就不再可能是 “没有失败者” 的

改革。 １９９４ 年推出的分税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财权分配的问题， 恢复了中央对地方的

控制力。 而接下来对国企的 “抓大放小”， 使得国家在甩掉财政包袱的同时， 保留了对

经济核心部门的控制权。 不过， 国企工人下岗是非常危险的举动， 因为这将威胁到政

权的合法性。 但幸运的是， 这些下岗工人很快被迅速增长的私有部门所吸收。 为提升

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控制通货膨胀， 银行系统也做出了改革。 但是阿格列塔认为这一

改革是不彻底的。 政府对金融系统的一系列管控扭曲了货币资产价格， 降低了金融市

场的效率。

不只是货币资产价格被扭曲， 劳动力、 能源、 乡村土地及环境这些核心要素都被

低估了。 这鼓励了资本密集型的投资， 并导致内需不足， 出口在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 正好与美国的赤字经济相匹配：

因为各种原因， 在 １９９４ ～ ２００８ 年的中国， 核心要素的价格被扭曲到很低的程

度。 这种扭曲鼓励了资本密集型项目的广泛投资， 因此弱化了劳动力在生产投入

中的角色。 工资保持在低水平， 因此限制了家庭的购买力。 大量产品不能被国内

需求所吸收， 流入世界市场， 导致被广泛讨论的经常账户的不平衡。 与此同时，

国内需求疲软， 社会愈发不平等。②

在一系列改革之后， 政府的角色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保障人民基本的福利水平依

然是政权合法性的主要来源， 但是此时政府已经不再直接掌控经济的各个部门， 而转为

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同时维持经济增长。 不过， 中国政府在面对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态度

显示， 在必要的情况下， 它依然会毫不犹豫地直接主导投资， 管控宏观经济。 而且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政府主导的投资在中国经济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官僚体系是 “这

些投资计划最热心的支持者， 因为他们不仅从中得到晋升所需的政治凭证， 也获得了寻

３０２

①
②

Ｍｉｃｈｅｌ Ａｇｌｉｅｔｔａ， Ｇｕｏ Ｂａｉ，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 ２０１３）， ｐ １０２．
Ｍｉｃｈｅｌ Ａｇｌｉｅｔｔａ， Ｇｕｏ Ｂａｉ，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 ２０１３）， ｐ ２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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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或腐败的机会”①。 私有经济也广泛地参与到政府支持的投资计划中， 并得到了政府全

方位的帮助。 政府主导的投资主要依靠土地抵押从银行融资， 这就将地方政府主导的投

资、 银行与房地产价格捆绑在了一起。

３ 对未来的展望： 走向可持续型增长体制

在阿格利塔看来， ２００８ 年危机的爆发预示着世界资本主义既有的调节方式已经无

法解决经济增长体制中的矛盾。 阿格列塔预测在未来 ２０ 年左右的时间内， 世界资本主

义将过渡到一个新的阶段。 具体到中国， 阿格列塔同样认为在过去 １４ 年中所形成的增

长体制业已走到了尽头。 他说：

有力的资本密集型积累会遇到越来越强的阻碍， 这将影响到它的有效性与盈

利能力， 因为这侵犯了那些位于调节方式核心的市场： 社会人口结构改变下的劳

动力市场， 扭曲资本分配的资本市场， 停滞的服务部门， 越来越稀缺的初级资源

以及恶化的环境。②

那么， 中国经济在未来将走向何方呢？ 结合中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特点， 阿

格列塔预测未来中国增长体制的核心将是可持续性。

在阿格列塔看来， “可持续性增长将在增长体制内长期地保护环境， 因此也将保护

我们后代的福利”。③ 阿格列塔认为可持续性这个概念呼应了中国领导人构建和谐社会

的目标， 这一原则也已经体现在了中国政府的 “十二五” 规划当中。 当然这是一个巨

大的任务， 必须伴随着宏观经济结构根本地转变。 阿格列塔认为 “可持续性增长将引

起经济思想、 会计、 政府政策以及金融组织的革命”。④

阿格列塔提出了真实财富的概念以取代当前基于货币的狭隘的财富观。 真实财富

包括三个部分： ①生产资本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②包括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 制度性

基础设施及国外净金融资产在内的无形资本； ③自然资本。⑤ 阿格列塔认为政府应该以

真实财富的最优化取代 ＧＤＰ 增长率， 作为战略规划的目标。

那么， 阿格列塔凭什么认为中国将或者有能力转向可持续性增长呢？

在阿格列塔看来， 中国最重要的资产是它的政治体制， 这一体制保证了中国政府

具有长远的眼光， 可以在有关城镇化、 基础设施、 能源及消除污染等方面发挥决定性

的影响。 比如， 阿格列塔认为中国政府有能力进行新一轮的价格改革， 改变劳动力、

４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ｉｃｈｅｌ Ａｇｌｉｅｔｔａ， Ｇｕｏ Ｂａｉ，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 ２０１３）， ｐ １１１．
Ｍｉｃｈｅｌ Ａｇｌｉｅｔｔａ， Ｇｕｏ Ｂａｉ，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 ２０１３）， ｐ １７４．
Ｍｉｃｈｅｌ Ａｇｌｉｅｔｔａ， Ｇｕｏ Ｂａｉ，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 ２０１３）， ｐ １６４．
Ｍｉｃｈｅｌ Ａｇｌｉｅｔｔａ， Ｇｕｏ Ｂａｉ，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 ２０１３）， ｐ １６４．
Ｍｉｃｈｅｌ Ａｇｌｉｅｔｔａ， Ｇｕｏ Ｂａｉ，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 ２０１３）， ｐ 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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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 能源、 乡村土地及环境价格被严重低估的现状。 再比如在阶级冲突上， 阿格列

塔认为尽管中国不存在像西方那样集体谈判的政治背景， 但是中共的政权的合法性有

赖于保证人民的基本福利。 如果中央政府可以对社会需要做出回应并将官僚的利益与

人们的需要联合在一起， 那么公民社会的草根民主与党的领导之间是可以共存的。 事

实上， 在 ２００８ 年之后， 中国政府的确推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劳工的政策。

另外， 阿格列塔认为引领未来经济增长体制的是节俭创新 （Ｆｒｕｇ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节

俭创新将创造出低能耗、 低污染的产品， 实现消费品大规模的更新换代。 节俭创新符

合资本降低生产成本以提高利润的逻辑。 而产品价格的下降也将有利于刺激低收入群

体的消费， 扩大内需。 中国已经成为 “世界工厂”， 依靠国际分包及产业转移来引进先

进技术已经走到了顶点。 未来中国必须依靠本土化的创新， 而处于世界分工体系底端

的中国私有企业将最有动力进行节俭创新。 当然， 创新需要政府在教育、 基础设施方

面更多的投入， 而中国政府显然有这个能力。

阿格利塔还为中国构建一个可持续型增长体制进行了具体的政策设计， 概括起来

主要是三点。 第一， 进一步开放服务部门。 高端服务业， 尤其是生产与社会服务将可

以提高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 吸收高学历的职工， 提高人力资本在经济中的重要性。

第二， 应该深化财政改革， 提高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 增强财政在收入再分配中的作

用， 并通过税收提高无形资本与自然资本的价格。 第三， 建立一个福利国家。

正如我们在第二节末尾已经介绍的， 阿格列塔认为中国独特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

制将使其在向可持续型增长体制的转型过程中占得先机。 中国有可能成为未来世界经

济的领导者。

四　几点评论

阿格列塔在书中自始至终都在强调市场经济运行所必需的一系列制度前提， 这被

浓缩为 “调节方式” 这一概念。 调节理论的这一灵感来自凯恩斯主义和法国年鉴学派，

比如阿格列塔在书中提到了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

费尔南·布罗代尔在他对西欧经济历史富有洞见的分析中注意到市场经济并

不等于资本主义经济 （Ｂｒａｕｄｅｌ， １９８５）。 资本主义只有在一个内嵌了新兴的资产阶

级利益的国家权力建立之后才能出现并发展。①

必须承认， “调节学派” 对政治社会制度的强调是对新自由主义一个强有力的批

５０２

① Ｍｉｃｈｅｌ Ａｇｌｉｅｔｔａ， Ｇｕｏ Ｂａｉ，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 ２０１３）， ｐ ５８。 引文中的参考

文献为 Ｆ． Ｂｒａｕｄｅｌ， Ｌａ ｄｙｎａｍｉｑｕｅ ｄｕ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ｒｔｈａｕｄ， １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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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阿格列塔在他对中国的分析中敏锐地注意到了政治体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特殊

作用。 但是，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一旦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分析当中， 那么理论所要处

理的问题就变得复杂得多。 笔者认为阿格列塔的分析有很多真知灼见， 但也难免忽略

了一些对于理解中国经济乃至现代中国至关重要的因素。

１ 阿格列塔未能指明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动力所在

根据汪晖①的介绍， 在对中国历史的描述和分析中， 事实上存在着两种叙事结构。

一种被他称为 “帝国” 的中国叙事。 在这一叙事中， 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被看作农业

的、 专制主义 （封建） 的和反现代的， 而在鸦片战争之后， 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 中

国才开始了现代化的转型， 逐步演变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中

国的历史叙述以及美国费正清开创的 “挑战 － 回应” 模式堪称采用 “帝国” 叙事的典

型。 另一种被称作 “民族 － 国家” 的中国叙事。 这一叙事试图在传统中国内部寻找现

代性的因素， 企图构造一条与西欧近代文明完全平行的现代转型轨迹。 日本京都学派

是这一叙事的典型代表， 他们模仿欧洲近代文明的叙事模式， 将 “东洋的近世” 追溯

到唐宋朝时期的中国， “将现代政治、 法律和文化传统诉诸从政教合一的多民族帝国框

架中脱离出来的近代的国家 （成熟的郡县制）、 近代的宗教 （世俗性的宗教）、 近代的

哲学 （宋代理学）、 近代的学制 （科举） 和许多其他事物”②。

从阿格列塔对 “中华帝国” 这一概念的使用来看， 他似乎遵循的是 “帝国” 叙事模

式， 在书中 “中华帝国” 与 “传统中国” 两词几乎同义。 但是从具体内容来看， 他却又

多强调新中国与传统中国的内在继承性， 将共产党政权看作单一集权的官僚体系的重建，

将共产主义看作换了面目的儒家学说。 但这个在阿格列塔看来完全是复归传统的体制却

发挥着与传统时期截然相反的功能。 在阿格列塔的叙述中， 古代中国的双层社会结构起

到了抑制资本积累的作用， 而在 １９４９ 年之后， 这一体制却反倒成为工业化所必需的前提。

显而易见， 阿格利塔也并没有试图从传统中国内部寻找所谓现代性。 这样一来， 阿格列

塔的叙述就缺少一个环节， 即他未能说明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动力所在。

在笔者看来， 既然传统中国的体制是一个阻碍工业化的结构， 而现代中国则形成

了一个促进工业化的结构， 那么二者的差别才是阿格利塔需要重点叙述的。 阿格列塔

的叙述显然存在着逻辑上的断裂。 他未能说明， 为何帝国时代的官僚机器能够通过近

代革命得以更新， 而不是像其他帝国体制那样趋于解体？ 也未能说明从孙中山的 “五

６０２

①
②

汪晖：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第一卷， 三联书店， ２０１５。
“唐宋转变” 说的出现与 １９ 世纪末日本的国家转型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先后击败了中国海军和沙俄帝国

之后， 日本开始参与到西方列强对太平洋、 东南亚和亚洲大陆的控制权的争夺当中， 因而内在需要一种

新的世界史框架和战略性视野 （汪晖：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第一卷， 三联书店， ２０１５， 第 ５ 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双层社会结构与市场经济
第 ７ 卷

族共荣” 到毛泽东的 “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 一种新的民族认同是如何形成的？ 这两

个问题是阿格列塔不能回避的， 尤其是如何认识新的民族认同将直接关系对中共政权

合法性的认识。 在笔者看来， 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并没有阿格列塔概括得那样简单。 在

资本极度稀缺， 同时受西方国家敌视的情况下， 这一新生社会主义政权的真正合法性

或许还在于充分地调动、 组织人民， 以密集的劳动投入替代资本， 以推进工业化进程。

要做到这一点， 依靠儒家伦理是不可能的， 因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绝非可以被简单

地视为换了面目的儒家学说。

２ 阿格列塔忽视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对政治体制的制约

在对中国改革时期的叙事中， 阿格列塔认为市场经济的建立事实上是以毛泽东时

代的建设为前提的， 失去这些前提来建立市场经济只能是回归 １９４９ 年之前的情况。 阿

格列塔进而认为， 政治体制的维持才是改革的首要目标， 而不是市场自由化。 这些阐

述都是有道理的， 但是笔者认为阿格列塔似乎过分地关注政治体制， 这使得其在叙述

改革进程时忽视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对政治体制的制约。 阿格列塔的叙述给人的感

觉是， 为了保证人民的福利以维持政治统治， 改革的过程是一个政策试错的过程， 是

一个不断纠正之前政策的负面影响而趋于完善的过程， 也正是这一逻辑将阿格利塔的

思路导向了一个可持续型增长体制的理想境地。 虽然在中国的体制下， 国家对经济有

很强的干预能力， 但国家权力的使用并非如阿格列塔所暗示的那般独立。 就以倡导可

持续增长为例， 中国政府早在 ２００３ 年就提出了 “科学发展观”， 倡导 “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 协调、 可持续的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但在现实中， 维

持经济增长以保证就业仍然是最核心的目标。 要维持经济增长， 就需要为资本创造扩

大再生产的有利条件， 以维持利润。 一旦可持续增长与解决就业发生冲突， 前者就要

让位于后者。 这在中国的基层政府可以找到很多例子。

比如， 中国政府正在部分县市推行新的政绩观， 改变唯 ＧＤＰ 的政绩考核模式。 据

有关媒体不完全统计， ２０１４ 年全国有至少 ７０ 个县市取消 ＧＤＰ 考核， 而代之以诸如

“生态保护指数” “绿色发展指数” “民生幸福指数” 这类综合指标。 随后这些县市便

开始处理高耗能、 高污染、 低小散产业。 但是这些市县很快就感受到了财政收入和就

业下降所带来的压力， “不考核 ＧＤＰ 不等于不注重 ＧＤＰ， 不考核工业总产值也不等于

不注重工业发展”， 工业增加值悄悄地又回到了考核指标之中。 这些地方的官员只能表

示 “没钱搞生态”。①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 中国劳动力的低成本并不仅仅是因为阿

７０２

① 《割不掉的 ＧＤＰ》， 经济观察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ｅｏ． ｃｏｍ． ｃｎ ／ ２０１５ ／ ０６２０ ／ ２７７１６１．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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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列塔提及的人口红利， 更关键的因素是劳动力的主体———农民工的劳动场所与其劳

动力再生产发生的场所在空间上的城乡分割， 即所谓半无产阶级现象。① 中国的劳动力

结构在内受制于城乡二元制度， 在外则受制于国际产业分工， 绝非仅仅依靠顶层的制

度设计就可以轻易突破。

在阿格列塔设想的可持续型增长体制中， 节俭创新被放在了重要的位置。 在阿格

列塔看来， 节俭创新符合资本逐利的动机， 而且越是在产业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 越

具有节俭创新的动力。 自然， 一个新的增长体制的形成离不开重大的技术创新， 但是

节俭创新是否具有这种潜力值得怀疑。 从劳动过程看， 节俭创新只是一种资本节约型

创新， 对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而言， 其效果远远不如劳动节约型创新。 当然， 阿格列

塔并不仅仅认为节俭创新是一种资本节约型创新， 他认为节俭创新还将实现消费品的

更新换代， 刺激消费需求。 但是在现代的消费品生产中， 产品创新事实上更强调缩短

产品的使用周期， 比如每年都要推出新一代产品的苹果手机， 依靠不断的新花样来维

持需求。 而节俭的内涵之一却是增加产品的耐用性， 延长使用周期， 这恰恰会在不远

的将来降低消费需求。

我们认为阿格列塔设想的可持续型增长体制， 灵感应当来自战后美国的福特主义。

但正如孟捷指出的， 调节学派在分析战后黄金年代的形成中过分强调了消费的制度性

增长， 将其作为了推动积累的根本动力， 忽略了资本积累才是真正的主动轮， 最终沦

为消费不足论的理论变种。② 以中国为例。 中国经济饱受诟病的一点是其过分依赖投

资， 消费需求不足。 但是这个消费不足的经济结构， 消费规模在 １９７９ ～ ２０１１ 年间仍然

保持了高达 ９ ０％的增长率。 这一消费规模的增长事实上来自由投资带动的就业增长以

及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的转移。③

３ 阿格列塔未能系统说明官僚体制与经济改革之间的关系

前文已经介绍， 调节理论注重分析调节方式与资本积累的互动关系， 但这一理论

原则在阿格列塔对中国改革的叙述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 于是， 事实的阐述代替

了理论的归纳演绎， 使得整个叙述过程缺乏内在的张力。

阿格列塔在书中曾将政治体制的维持细分为三个机制： 保障人民福利、 维持官僚

体系与排斥威胁到政治体制的组织力量。 在笔者看来， 既然一个相对自主性较强的国

８０２

①

②

③

孟捷、 李怡乐： 《改革以来劳动力商品化和雇佣关系的发展———波兰尼与马克思的视角》， 《开放时代》
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
孟捷： 《战后黄金年代是怎样形成的？ ———对两种马克思主义解释的批判性分析》， 载 《 “财富的生产和分

配： 中外理论与政策” 理论研讨会暨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第 ２２ 届年会论文集》， 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２０１２， 第 １２ 页。
史正富： 《超长增长———１９７９ ～ ２０４９ 年的中国经济》，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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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权力表现为一个单一的集团官僚体系， 那么对官僚体系的分析或者说对中国政府运

作机制的分析， 即阿格列塔所称的第二个机制就应该被放在重要的位置。 阿格列塔在

书中两次提到了官僚与改革的关系。 第一次是 ８０ 年代以市场自由化为方向的城市改

革， 阿格利塔认为自由化方向的改革为官僚提供了变现政治权力机会。 第二次是论述

政府主导的投资， 阿格列塔认为在这些政府主导的投资计划中， 官僚可以获得大量政

治寻租的机会。 但是， 阿格列塔并没有在书中系统阐述官僚与改革之间的关系， 这是

一大缺陷。 另外， 阿格列塔也未能说明为何一个广泛寻租的官僚集团和经济的高速发

展可以并存。

对于这个问题， 笔者认为可以参考史正富 “三维市场经济” 的提法。 在史正富看

来， 中国的地方政府除了履行一般认为的公共管理职能外， 还从多个渠道直接参与到

经济竞争当中， 承担地区发展管理者的职能。 不同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具有竞争

关系， 从而带动了地方投资， 促进了经济增长。 地方政府构成了传统经济学视野下政

府、 企业之外的第三个唯独。①

至于阿格列塔为中国政治体制所设计的参与式民主图景， 虽然我们不同意托尼·

安德烈阿尼和雷米·爱莱拉在 《中国是否是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评米歇尔·阿格列

塔 〈中国道路———资本主义与帝国〉》 一文中将之归为民主社会主义， 但我们同意的是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该具有更深远的政治内涵。②

９０２

①
②

史正富： 《超长增长———１９７９ ～ ２０４９ 年的中国经济》，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第 ３５ ～ ４３ 页。
相对于西方的代议型民主， 和阿格列塔所倡导的参与式民主， 王绍光从中国的政治实践中提出了以群众

路线为核心的代表型民主， 参见王绍光 《中国的 “代表型民主”》，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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