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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经济学者倾向于运用当前流行的理论和思维解释历史现象，阿西

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它用新古典经

济学的自由竞争市场和多元政治体制解释国家的兴盛和社会繁荣，但这种简单化

的历史重构具有明显的非历史取向，从而内含着严重缺陷。从这一角度看，该书

的问题表现为：一是简单地在社会的繁荣与贫困同制度的包容性间画等号，将面

临一系列的历史和现实挑战；二是以现代社会“普世”价值的民主政治解释和审

视人类历史，犯了绝对主义错误；三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有效市场和制度变迁理

论解释经济发展史，犯了“先射箭后画靶”的错误；四是基于实践界定“有效集

权”等概念犯了同义反复和社会达尔文主义错误；五是以偶然因素解释“有效集

权”的成因，实际是一种非历史取向的态度；六是过于夸大民主制度这一单一因

素对国家兴衰的作用，陷入“见树不见林”的视觉盲点；七是以囿于现代主流经

济学信条的事后性分析指导社会实践，会导致“南橘北枳”的结果；八是以攫取

性制度揭示无序式经济增长，但对“无序”的内涵存在片面性理解；九是根本问

题在于囿于特定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犯了逻辑实证主义错误。事实上，阿

西莫格鲁等人强调的包容性制度，与其说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不如说是经济

持续增长的结果；与其说是社会经济繁荣程度的决定因素，不如说主要是经济持

续平稳增长的基础。非历史取向很大程度上也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特征，而

这根基于其自然主义和科学主义思维之中。因此，必须认清这种非历史取向，才

能科学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和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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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流经济学嵌入了强烈的非历史取向：它热衷于构建“普遍性”的抽象

模型和理论并以此解释历史，而不是深入剖析不同时空下的历史社会环境；而且

尤其热衷于以抽象的自由和民主观及西方世界的当下制度指导其他发展中国家

和转型经济国家的改革实践，而不考虑不同国家具体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文化



传统。这种非历史取向也深深影响了当前我国的经济研究：有些学者盲目遵循新

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思维和基本原理，将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华盛顿共识”

当成我国社会经济改革的基本目标及改革是否成功的衡量标准，进而将任何纠正

市场失灵的行为都视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涉，结果就彻底否定了在体制转型和

经济发展中产业政策和政府功能的必要性与可行性。[1]同时，基于非历史取向的

信条，那些将历史简单化或以新古典自由主义解读经济发展史的著作，广受一些

经济学者的欢迎和传播。如，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就是

一个典型例子，它基于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地位和理论，解释西方国家何以兴起及

其他国家为何衰落，从而得到很多经济学者的高度赞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张

夏准更早剖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史的《Kicking Away the Ladder》[2]及相

关著作，却一直未能得到国内经济学者的足够关注，在西方社会也受到主流经济

学的严重漠视，因为它揭示了西方社会发展实际走的是与现代主流经济学所鼓吹

的完全不同的路径。有鉴于此，本文尝试通过对《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解读，

揭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非历史取向，以更好地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和论断。

一、《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是现代主流经济学非历史取向的典型代表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强调：“任何复杂的社

会现象，比如世界上几百个政体不同经济和政治路径的起源，都可能有多方面的

原因，这使得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避免寻找单一原因的、简单的、广泛使用的理

论，而是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出现的看似相同结果做出不同解释。相反，我们

已经提供了一个简单理论，并用它来解释新石器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

概况。我们的选择不是因为我们简单认为一个理论能够解释所有问题，而是认为

一个理论能使我们关注类似事物，又是会以牺牲某些有趣的细节为代价。”[3]问

题在于，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所谓的简单理论，就是简单地将制度的包容性与社

会繁荣联系起来。“比起由少数人建立、从多数人那里攫取资源却无法保护产权

或者刺激经济活动的攫取性制度，实施产权、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并鼓励在新技术

和新技能投资的包容性制度，更有利于经济增长。”进一步的，他们将包容性经

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统一起来。“包容性经济制度和包容性政治制度是相互支持的，

也就是说，以多元主义方式广泛分配政治权力并能够实现一定政治集权以建立法

律和秩序的制度是安全的产权和包容性市场经济的基础。同样，攫取性经济制度



跟攫取性政治制度是协调联系的，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他们会为自己的利益

保持并发展攫取性经济制度，运用他们获得的资源，巩固对政治权力的控制。”

[4]显然，阿西莫格鲁等人对制度作包容性与攫取性的区分并高度评价包容性制度，

这与新自由主义流派的二分学说完全一致，例如波普尔区分的开放社会和封闭社

会，哈耶克区分的自发扩展秩序与人造控制秩序，诺思、瓦斯利和温格斯特等人

提出的“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open access social orders）和“受限进入的

社会秩序”（limited access social orders），等等。[5]问题是，这些一分为二

的简单化理论能够解释人类社会的复杂历史吗？能够为当前世界各国尤其是发

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思维指导吗？阿西莫格鲁等人很大程

度上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代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实质上也只是借助对历

史的阐释，为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提供依据，因而必然会赢得那些深受

新古典自由主义影响的现代经济学者的欢呼和赞誉；同时，构建包容性制度和促

进可持续经济增长也是当今世界的基本价值诉求，因而也会得到社会大众的青睐

和支持。问题是，只要跳出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窠臼，拓展视野去接触和思考更

广泛的史料，就可以清楚地发现《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在案例诠释及所提

论断上的片面性及非历史倾向。为了更好地阐明这一点，以下从九个方面加以剖

析。

二、简单地将社会繁荣与制度的包容性画等号

阿西莫格鲁等人对历史发展往往持有一种简单化的论断，而这必然会遭到历

史和现实的一系列挑战。一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儒家所主导的中华社会比基督教

所主导的西欧社会具有更高的包容性，地方精英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起到重要作

用，整个社会对经济活动的看法也更积极，但为什么没能跳出低收入陷阱？对此，

彭慕兰、戈德斯通等历史学家都将之归咎为中国社会没能像西方世界那样从外部

世界获得额外的资源。[6，7]二是西欧社会也存在包容性程度不一的具体政体。如，

荷兰往往被视为最早建立包容性民主体制的地区，诺思等人也认为荷兰率先建立

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8]但荷兰的经济中心地位为何会被英国取代呢？对此，王

国斌将之归咎为荷兰的政治没有像英国那样利用经济变化以牟利。[9]三是从整体

看，西方世界崛起时期的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也伴随着对外扩张、征服、殖民和掠

夺，同时无论是国内生产还是国际贸易都依旧存在大量管制，那又如何简单地将



之归功于所谓的包容性制度呢？西方世界很大程度上崛起于重商主义时期，此时

不仅政治上依旧专制，而且经济增长也主要依靠对外攫取。四是从人类历史看，

阿西莫格鲁等人也认为古罗马共和国已经建立了包容性制度，而后来的古罗马帝

国却逐渐走向攫取性制度，但试问能在何种意义上说早期的经济发展比后来更为

成功呢？而且某种意义上，原始公社时期几乎所有的部落、城邦或共和国都采取

某种集体决策的民主体制，而到了罗马帝国时期财产权才被写进法律。五是就当

前现实世界而言，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建立了类似西方社会的民主制度和市场机制，

更不要说这些制度比西方社会经济腾飞时期更为健全，但其经济发展状况并不乐

观，这又如何解释呢？对此，张夏准举例说，1875 年的意大利经济水平与现在

的巴基斯坦相差不大，但当时意大利没有实现成年男子普选，没有专业化的官僚

制度，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也没有竞争法；同样，1913 年的美国经济水平与

现在的墨西哥相差不大，但当时美国的制度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墨西哥。[10]六是

阿西莫格鲁等人似乎将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视为不相容的，认为二者的组合

极为少见。果真如此吗？实际上，在古代社会如古希腊，几乎所有公民都可参与

公共事务的讨论并提出自己对城邦发展的意见乃至参与决策，但当时的经济活动

却受到严格限制；相反，尽管现代人在市场活动中享有充分的经济自由，但无法

真正参与公共领域的决策。对此，贡斯当就认为，古代人在公共事务中有很大的

自由，而现代人则主要在私人生活领域享有自由。[11]

三、以现代性的民主政治解释人类过去数千年的发展

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和多元化的政治体制只是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才逐渐成为

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阿西莫格鲁等人以此分析和批判历史实践就犯了“绝

对主义”错误。绝对主义认为，对历史进程的判断有一种“绝对正确”的标准，

并可由此审查历史上的错误以避免今后再犯此类错误。这实际上是否定了历史发

展的渐进性。众所周知，现代民主体制发源于英国和法国，但两国是分别通过渐

进和激进两种不同方式实现了社会民主，两国在不同阶段的经济表现也相差很大。

如，激进变革使法国出现巨大的社会动荡，因而受到崇尚新自由主义的新古典经

济学者和新制度经济学者如科斯和诺思等人的贬斥；但曾经称霸全球的英国后来

却逐渐陷入利益集团的相互牵制及社会僵化之中，因而政治学家如奥尔森等人对

其进行了深刻反思。[12]进而在流行的新自由主义观点中，英国正是通过实行自由



贸易政策而战胜了实行干预主义政策的对手法国，从而成为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

的霸主。但是，为了避免潜在的反对和挑战，阿西莫格鲁等人连这些显著差异都

不愿稍作比较分析，却简单地以被西方社会高度概括的民主多元政治作为理论分

析的共同前提。试问，这种分析又有多大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呢？再如，阿西莫

格鲁等人将美国 19 世纪中叶的南方制度视为攫取性制度，但是按照当时的标准

或新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当时的南方恰恰是在实行一种自由主义制度，其奴隶

制也并不意味着低效率。福格尔等甚至认为，如果不是运用强大的国家力量，根

本无法促使奴隶制解体。[13]为了对历史上更多经济增长现象提供解释，阿西莫格

鲁等人又创设了一些新的术语，但这些关键性术语的含义却非常含混。如，什么

是“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阿西莫格鲁等人用“充分集权和多元政治”

定义“包容性制度”，而用“缺少充分集权或多元”定义“攫取性制度”，以避免

现实世界中处于经济困境的民主制度所引发的批判。阿西莫格鲁等人承认，“英

国 1688 年光荣革命后没有变为民主国家，而且远不是民主国家，只有一小部分

人有正式代表；但重要的是，英国的制度是多元主义的。”[14]但问题是，又如何

定义“充分集权”和“多元政治”呢？如果不界定清楚，同样会成为一种“口号”

和政治宣讲。更不要说民主往往会滋生极端行为和寡头政治，没有自律的多元政

治往往也会引发社会对立和掠夺。进一步地，民主和多元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如何

运行，根本上又涉及文化和宗教等问题，而这又会强化术语内涵的含混性。

四、囿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有效市场和制度变迁理论解释经济史

阿西莫格鲁等人对待历史进程所持的基本路线是先接受新古典经济学的有

效市场和制度变迁理论，进而以此分析和诠释一些历史案例。显然，这是一种“先

射箭后画靶”的分析方法，犯了流行的交叉混同谬误：以一种先验思维去展开分

析和寻求答案。这种分析方法具体表现为：仅仅看到伴随西方经济持续增长及市

民社会的演进而带来的制度变革和现实形态，就以这种事后的制度形态论证和解

释事前的社会经济现象必须具有这种制度特性；或者根据后来的经济发展评估相

伴随的政治经济制度，并以西方后来的经济增长，证明当时的政治经济制度即使

不是最优也至少是最合适的。在这里，阿西莫格鲁等人论证其观点的一个重要依

据是，所有富裕国家都是采用民主制度、尊重民权和人权并享受健全市场的国家。

问题是，他们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同样采用民主制度、尊重民权和人权并享受健



全市场的另一些国家为何没有实现富裕？如果再附加“市场的健全性”这一条件，

那么又如何界定市场的健全性？更不要说，在市场机制和政治制度几乎没有改变

的情况下，那些被视为成功的欧洲国家为何正逐渐衰落？为使解释显得合理，阿

西莫格鲁等人又针对性地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和术语以躲避各种批判，这就是拉卡

托斯所讲的保护带策略。如，阿西莫格鲁等人强调包容性制度在经济发展和国家

繁荣中的根本性作用，但当人们发现一些具有包容性制度的国家（如海地、印度

及菲律宾等）并没有兴盛时，他们则转而将之归咎于缺乏足够的权力集中；相反，

当一些不具有包容性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等）也取得经济快速

发展时，他们转而质疑这种增长的持续性。这样，“包容性制度”又转而被定义

为“民主制度+有效集权”，但是这种弥补也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如，究竟要经济

发展多长时间才能算得上持续？儒家制定的社会规范使中国社会在一千多年的

时间都处于社会领先地位，这能否证明其制度规范的优越性？相应地，如果以古

罗马帝国的后期衰落论证攫取性制度不如包容性制度，那么试问：有哪个国家和

哪种制度能够维持数千年的昌盛呢？阿西莫格鲁等人没有给出任何明确的说明。

五、基于实践界定“有效集权”具有明显的同义反复问题

阿西莫格鲁等人几乎没有对他们提出的概念术语进行明确界定，例如将“有

效集权”解释为“多元但足够集中”就非常含混。同时，阿西莫格鲁等人提出的

很多术语也主要诉诸实践来定义：只要是经济发展不好的国家和地区就判定为没

有实现“有效集权”，甚至将经济繁荣地区的衰落也归咎为包容性制度的逆转。

而这实质上正是一种同义反复，导致其所提出的包容性制度等无法证伪，从而在

波普尔意义上并不是一个科学论断。阿西莫格鲁等人之所以有此论断，又在于他

们将自己的研究和分析思维根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制度达尔文主义之中：诺思

将一般社会制度的优劣与交易费用的大小进而与经济效率的高低联系起来，阿西

莫格鲁等人则进一步将民主制度与经济增长进而与国家兴衰联系起来。如，基于

英国 17 世纪经济持续增长及相应霸权地位的确定，阿西莫格鲁等人先验地认定

与之相应的制度具有包容性，进而以光荣革命对国王和官员权力的限制作为多元

社会的例证。但由此也可从历史上举出诸多反例：自 14 世纪尤其是“三十年战

争”后，神圣罗马皇帝的权力一直受到容克地主的制约，但为何德国没有走上经

济持续增长的资本主义道路？面对历史中这些差异现象，更为合理的解释可能是：



一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权力集中的度在不同时期并不相同，因为经济发展所需资

源往往因时空而异；二是经济发展不仅取决于谁（哪个社会阶层）拥有权力，更

在于获得权力的人将资源用于何处。就英国而言，光荣革命之所以能推动经济增

长，根本在于权力转到追求物质利益的商人及由此发展而来的资本家手中，从而

会制定一系列有助于提高物质利益的政策。关于这一点，阿西莫格鲁等人也承认，

“大大方便了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后更加包容的政治制度的出现”的“第一

个因素是新涌现的商人和实业家”。[15]不过，也正因为商人取得了权力，经济效

率而非其他价值成为决策的主要依据，甚至利用国家权力为经济扩展服务，从而

带来严峻的社会问题，而这些都已为波兰尼所刻画。[16]正是由于阿西莫格鲁等人

的分析囿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思维，因而看不到基于现代经济理论视角无法发现的

一面，甚至他们自己也不愿看到这一面，导致其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只会是一叶障

目，对现实实践的指导也必然只是在“路灯下找钥匙”。

六、用偶然因素解释“有效集权”的成因实际是一种非历史取向

在比较不同国家或地区制度差异性的成因时，阿西莫格鲁等人往往简单地将

之归咎于某些偶然因素，认为偶然因素造成的初始差别在演化过程中不断放大进

而形成了不同制度，并将之称为制度漂移。显然，这种偶然因素观实际上等同于

将社会发展视为无意识的自然选择结果，也意味着后来的社会发展往往是由前人

或历史的“错误”所决定。这是一种明显的非历史取向。正是受这种非历史取向

影响，阿西莫格鲁等人并没有试图挖掘历史演化过程中更为深层次的社会因素。

如，从历史可知，相类似的偶然因素出现在某些地区可能引发制度转变，而在另

一些地区却没有，这如何解释呢？就阿西莫格鲁等人着重剖析的发现美洲新大陆

所引发的大西洋贸易而言，同一偶然事件对英国和西班牙的影响就存在很大差异。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政治制度改变往往是经济基础变动的结果，只是政治制

度确立后反过来又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这意味着在审视制度变动时，不能简

单地以单一因素加以解释，而是要考察事物内在的对立力量。以此审视制度变迁

就可发现：首先，制度变革本身是一个连续而非一蹴而就的过程，初始敏感性条

件可能会导向特定的发展路径，但其他因素或后来出现的事件也可能对其进行改

动或修正。其次，在不同时空下，地理、文化、资源、人力及制度等因素对经济

发展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同样的因素在某一时期对经济发展起推动作用，但



在另一时期则可能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然而，阿西莫格鲁等人仅仅从偶然因

素就导出制度变革，进而将民主制度视为决定经济发展的终极因素，却没有追究

由偶然因素导向制度变革这一蝴蝶效应背后的时空背景和传导机制，也没有考察

与包容性制度变革相适应的特定地理文化因素。[17]如，阿西莫格鲁等人将工业革

命视为英国崛起的关键性偶然因素。但试问，如果英国在与西班牙的战争中遭受

失败，又何来光荣革命呢？正是囿于一些偶然因素，阿西莫格鲁等人的论断往往

受到其他历史证据的质疑和挑战，由此作具体的历史分析也必然会遭遇极大困境。

七、夸大制度这一单一因素致使分析出现视觉盲点

阿西莫格鲁等人的历史解释基本囿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偏重于局

部均衡的数量分析，凸显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而非相互作用的因果机理。显然，这

种分析方法往往会夸大自己所关注因素的重要性，进而将之视为影响事物发展的

关键性因素，乃至往往出现“见树不见林”的视觉盲点。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集

中关注那些“明显”或“主要”因素，阿西莫格鲁等人陷入了自身曾认识到的单

一性思维之中，乃至不再对这些因素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因素进行考察，反而美其

名曰“一个成功的理论不会如实地再造细节”，而必然“会以牺牲某些有趣的细

节为代价”。如，在对威尼斯衰落的分析中，阿西莫格鲁等人将之归咎于少数狭

隘精英垄断了经济机会和政治权力进而建立了攫取性制度。但问题是，首先，他

们所谓的攫取性制度建立在 13 世纪末和 14 世纪初，远早于威尼斯的经济衰落，

而且此后还出现了文艺复兴。其次，16 世纪后，不仅威尼斯衰落了，曾经沟通

中西方贸易的佛罗伦萨和热那亚都衰落了，难道这些地区都同样转向了攫取性制

度？因此，阿西莫格鲁等人对威尼斯衰落的解释远不如传统的历史学认知更有说

服力：随着君士坦丁堡的沦陷、新大陆的大发现及新航线的开辟，原有的贸易垄

断利益被分流乃至消失，而新航线的起点如里斯本、安特卫普及汉堡等则开始兴

盛和繁荣。同时，杨虎涛还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某一国的包容性制度的建立可能

与另一国攫取性制度的建立有关。[18]基于上述分析，就可更好地理解东亚“四小

龙”的当前经济困境：它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尤其是中国

内陆经济崛起造成了利益分流；相反，这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它们的制度已从包容

性转向攫取性，因为东亚“四小龙”地区的当今制度肯定比经济高速发展的 20

世纪 60—80 年代更为包容。当然，面对这种质疑，阿西莫格鲁等人又要转向“有



效集权”的解释。但问题在于，他们从未确定何种“有效集权”是最佳的。阿西

莫格鲁等人甚至还挖苦说，“今天，威尼斯除了有一点渔业之外，唯一的经济就

是旅游。”[19]但试问这有什么不对吗？威尼斯曾经的贸易优势已经不再，而旅游

恰恰是它现在的比较优势，充分发展这种具有比较优势产业显然是恰当的。

八、基于现代主流经济学信条构建事后性的解释理论

阿西莫格鲁等人对历史的事后性解释还受制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单一信条

和思维，即市场竞争的有效性。显然，这往往会使我们无法以更广的视角去观察

和分析复杂而多元的世界历史；相应地，以此指导现实的制度变革和社会实践更

会导向“南橘北枳”的结果。如，正是由于阿西莫格鲁等人将制度与国家兴衰联

系起来，由此推演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改革应从制度改革着手，且首先

要建立民主宪政体制。显然，这种思路与基于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是一致

的。但试问，“休克疗法”迄今在多大程度上是成功的呢？同时，即使在历史认

识方面，以单一的事后性学说进行解释也存在明显的片面性，甚至是牵强附会。

如，对于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研究最新成果表明，英国自发地产生工业革命

有其独特条件。其中，被广为接受的是英国史学家雷格莱的观点，即近代工业化

有两个条件：一是在制度层次上的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化；二是下述意义上的

资本主义化：越来越多地从矿藏中、而非从农业产品中获取原料，尤其是能够开

发大批能源储备。相应地，英国而非荷兰或法国得以逃脱斯密型增长限制的原因

就在于，它同时拥有这两大条件，尤其是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煤矿大开发，而这为

新的机器提供了蒸汽形式的热能。[20]王国斌也认为，煤的开发对于西方兴起起到

关键作用，因为“近代农业中土地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以能源使用效能降低

为代价的，因此，近代农业中资本与劳动生产率之增加，与能源之大量使用密不

可分”。[21]同时，历史学家的大量考察都表明，欧洲世界之所以在 17—18 世纪普

遍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一个关键因素是它们从新大陆的发现中获得了“史无前

例的生态横财”，[22]进而突破了斯密型增长的内在限制。一方面，正如雷格莱等

指出的，如果没有美洲新大陆，英国需要至少 130 万英亩的土地用来产糖、2300

万英亩的土地来种棉花；正是煤矿的开发和新大陆的征服使英国避免了东亚的劳

动力密集型经济模式，而节省下来的土地和劳动力直接推动了棉纺织业的技术变

革和规模扩张。[23]另一方面，从新大陆获得大量的金银，不仅可用来购买东方尤



其中国更高质量的产品，而且还有足够资金用于资助由好奇心驱动的科研发明，

以至在 18、19 世纪出现了“发明爆炸”；而这种“发明爆炸”又以纺织业为先导，

进而引发了工业革命。弗兰克就认为，欧洲在 19 世纪最终确立全球经济霸主地

位，根本在于从新大陆攫取了金银，进而获得了进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

的机会，并站在了亚洲的肩膀之上进行赶超发展。[24]有鉴于此，美国的加州学派

对这种历史偶然性在西方兴起过程中的意义给予了高度关注。如，彭慕兰将中西

方在 1800 年以后出现的大差距或“大分流”，归结为源于发现新大陆这一历史机

缘，[25]而不是如阿西莫格鲁等人所谓的建立包容性制度。

九、对攫取性制度下的经济增长分析揭示了无序式经济增长，但对“无序”

的内涵存在片面理解

鉴于我国及其他一些没有实行西方式政治经济制度的国家和地区所取得的

巨大经济增长成就，迫使阿西莫格鲁等人在原先相对强硬的立场后退了一大步。

但同时，阿西莫格鲁等人又指出，攫取性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

方面，它可能带来某种经济增长，因为精英阶层为攫取更多利益往往也会鼓励增

长，这在最低限度的政治集权下尤其如此；另一方面，它带来的经济增长往往不

可持续，很多国家都在达到攫取性增长的极限后走向衰落或解体。在这里，阿西

莫格鲁等人持有的理由是：“第一，持续的经济增长要求创新，而创新必然伴随

创造性破坏，在经济领域就是新的取代旧的，在政府领域内就是破坏已经建立起

来的权力体系。由于控制攫取性制度的精英阶层担心创造性破坏，他们将会抵制

它，攫取性制度下萌生的任何增长最终都是短命的。第二，控制攫取性制度的那

些人以牺牲社会其他人的利益获得大量收益的能力，意味着攫取性制度下的政治

权力是非常令人渴求的，这使得许多集团和个人为获得它而斗争。因此，在攫取

性制度下，许多强大的力量推动社会走向政治动荡。”[26]显然，如果将阿西莫格

鲁的最低限度政治集权视为一种相对的社会无序状态，那么他们的论断就在一定

程度上揭示了无序式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速度与制度有序程度之间存在某种

“倒 U型”关系，进而面临无序式经济增长相同的危机——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

性，而经济增长方式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也就是一个社会制度逐渐完善的过程。

[27]在这里，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往往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如阿西莫格鲁等人

所认为的先决条件，这显然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



基于对无序式经济增长特点、成因和问题的系统剖析，[28]审视阿西莫格鲁等

人对无序式经济增长中“无序”内涵的理解，就可得出以下几点认识：第一，阿

西莫格鲁等人主要关注政治权力相对集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无视不受制约的

市场膨胀所带来的负效应，而这正是笔者《中国经济增长何以告别制度无序性》

一文侧重分析的。第二，阿西莫格鲁等人认为，经济制度往往由政治制度所决定，

因而他们主要或仅仅关注政治制度的包容性；但实际上，政治权力的集中和经济

权力的集中往往可以独自发展，非包容性政治制度与包容性经济制度乃至偏盛的

经济权力往往可以同期并存，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何以告别制度无序性》一文

的分析所表明的。第三，阿西莫格鲁等人将经济问题简单归咎为人们缺乏政治权

力的结果，进而将所有的经济问题都打上政治标签。但实际上，对政治权力的争

夺往往由少数政客主导，社会大众更需要安定和平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而政治权

力争夺不仅会引起社会动荡，而且会进一步扰乱经济秩序。这可从苏联、东欧社

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和中东地区政乱中窥见一斑。第四，新自由主义立场使阿

西莫格鲁等人仅仅关注政治精英对新的创造发明的破坏和阻滞，却无视对新发明

的破坏和阻滞更多来自那些试图维持其垄断地位的商业精英或所谓的“企业家”，

这在凡勃伦的著作中有着充分刻画；甚至仅仅将攫取性制度的创设归咎于政治权

力的集中，却无视金钱权力也存在集中并同样会造成攫取性制度，这在加尔布雷

斯的著作中有着充分刻画。事实上，按照阿西莫格鲁等人的分析进路，企业垄断

当然也应属于典型的攫取性制度，但《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通篇却不见着墨。

十、整本书的分析根本上囿于特定的新古典经济学框架

阿西莫格鲁等人通过历史数据来支持现代主流经济学论点的做法，根本上也

是承袭弗里德曼的逻辑实证主义，其基本特点就是：从假设推导出结论，再以案

例或数据印证结论，由此论证假设的合理性。正是按照这种分析思维，只要搜集

到足够的史实用以证明制度包容性与国家兴衰之间存在正相关，那么“包容性制

度是国家兴衰的关键要素”这一假设就被当作合理的，进而成为不言自明的分析

前提。相应地，在面对中国过去 30 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阿西莫格鲁等人也就

简单地将之归功于摆脱攫取性经济制度而走向更包容经济制度的结果。如，在很

多经济学人看来，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三化”改革就是在建立包容性经

济制度。不过，作为具有科学精神的学者，应该做更进一步的提问：中国正在发



展的包容性经济制度能够释放多大的经济能量呢？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除

了市场化改革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例如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如果有这样的追

问，我们又何以将中国改革的成功简单地归功于“三化”改革这单一要素？进而，

在当前世界中，还存在不少经济政治制度更具包容性的国家，包括“三化”改革

也更为彻底的国家，它们为何没有取得像中国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呢？其实，如

果进一步放宽视野，就更容易明白，经济政治制度的所谓“包容性”本身并不是

决定性的，这种单一制度并不能完全解释经济发展的状况。再以巴西为例，阿西

莫格鲁等人以巴西军政府倒台后的经济发展，论证包容性经济政治制度的作用。

也许，在阿西莫格鲁等人写作本书时期巴西还处于经济上坡时期，但当前巴西遭

遇了显著的经济困境，这又如何解释呢？正是根基于这种简单化的思维缺陷，尽

管诺思提出了“制度决定发展”理论以及阿西莫格鲁在此基础上发展为“政体决

定论”，但他们后来都没有基于这些理论对人类历史作广泛而深入的剖析，也没

有在理论逻辑上作更严谨的学理分析，而仅仅是在孤立的著作中，通过案例分析

方式作以泛泛的归纳性陈述。试问：这样的“一般性”理论又如何令人信服呢？

尽管如此，基于现代经济学的单一性思维，阿西莫格鲁等人的论断却往往被用于

在不发达国家或“非民主”国家鼓吹激进的“制度革命”，其理由是“制度革命”

这一“偶然性因素”将会持续导向经济繁荣，而时下“非民主”国家的经济高速

增长只是暂时现象。

十一、认识嵌入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的非历史取向

从以上九个方面剖析阿西莫格鲁等人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的分析

思维：它简单地以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抽象理论审视和解释复杂的人类历史，从而

夸大了包容性制度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进而严重忽视对其他

更为重要因素的挖掘。由此也可认识到，被很多经济学者誉为“上乘佳作”的《国

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嵌入了深深的非历史取向：它无视不同国家或地区在发展

过程中采取的不同政策和制度，没有挖掘不同国家或地区采取不同政策和制度的

时空环境，更抹杀了西方社会走向包容性制度的特定历史条件；相应地，它的分

析和论断往往停留在信念、口号乃至泛政治的层次上，而无法真正为当前欠发达

国家的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实质性建议。当然，不可否认，包容性制度对推动人类

社会经济发展确实起到重要作用，但从根本上说，这种作用更明显地体现在对经



济持续发展的维系上，而不是在经济起飞的促进上。简要的解释是，往往在发展

至一定的生产和投资规模后，才会迎来包容性竞争和有组织管理的需要；同时，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商业阶层的崛起，他们也越来越要求享有更大的经济自由和

政治权力。

事实上，基于以上的系统分析，就可推演出一些基本认知：第一，阿西莫格

鲁等人强调的包容性制度，与其说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不如说是经济持续增

长的结果。事实上，阿西莫格鲁等人看到 1688 年英国、1789 年法国及 1868 年

日本基于政治革命而建立的包容性制度，主要都是国内经济发展的结果，在这之

前就已形成了多元主义思潮。第二，阿西莫格鲁等人强调的包容性制度，与其说

是社会经济繁荣程度的决定因素，不如说主要是经济持续平稳增长的坚实基础。

事实上，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或手段是多重的，甚至往往是在社会秩序并

非公正合理的条件下实现的；但无序而不公正的社会制度不仅造成自然资源的过

度开发，也会造成人类之间的冲突和内耗，从而难以维持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第三，阿西莫格鲁等人所认为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及其潜在危机，与其说主要体

现了非包容性制度下的权威增长特征，不如说是失去自律性的市场偏盛所呈现的

无序增长特征。事实上，当前我国的包容性政治制度还存在有效集权，但包容性

经济制度却明显地不受节制，表现为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已威胁其他一切社会价

值。第四，经过一轮无序式经济高速增长后，经济的持续发展往往会产生制度变

革和有序化诉求；但它要求建立的是一种波兰尼意义上的自律性制度，[29]而非阿

西莫格鲁意义上的包容性制度。事实上，制度的包容性本身就比自律性更难界定，

更重要的是，强调制度的包容性实际上内含了对各种逐利行为的允许和放纵，进

而可能滋生不受节制的无序市场。有鉴于此，波兰尼特别强调，市场经济的过快

发展必须由其他力量加以牵制，政府在其中要发挥积极作用。[30]

十二、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非历史取向及其原因

非历史取向很大程度上也是现代主流经济分析的重要特点和缺陷，这是由其

哲学思维和方法论决定的。一般地，现代主流经济学在特定引导假定下逐渐蜕化

成为一种解释共同体，致力于为社会经济现象提供新古典主义解释，进而将经济

学研究导向一种故事构造。[31]吉伯德（Gibbard）等就提出：“模型……是一个有

着具体结构的故事，……对经济学家而言，模型的一个解释性用途还在于讲述故



事。”[32]问题在于，故事既可讲述想象的世界，也可讲述真实的世界。而在学术

界，一些学者基于论文发表的目的讲述故事和构建模型，就会囿于现代主流经济

学的逻辑和范式，讲述一些自足的故事。这就导致这些构造的故事往往脱离真实

世界，甚至出现一个故事到另一个故事的自我演化。同时，为提高其论文被接受

和发表的可能性，一些经济学者还会大肆使用数理逻辑和数学符号，以便伪装成

客观的科学研究，例如通过回归分析“构造”似乎可信的故事。正是由于数学措

辞的泛滥，现代主流经济学被打造成为一门追求逻辑严谨和形式优美的艺术，它

注重的是研究结论的优美及研究本身带来的乐趣，而不是对真实世界的描述和揭

示。[33]何梦笔曾写道：“新古典模型只是为计量经济学工具服务的。它不需要声

称是对现实真实的描述。如果通过统计检验，经验上得出了有意义的结果，那么

就可以得出结论：理论是正确的。”[34]

正是由于经济学被当作一门艺术及经济研究蜕化为一种故事构造，导致一个

个远离现实的漂亮的主流经济学“水晶球”被创造出来。但这种做法根本无助于

社会现象的理解和现实问题的解决，从而没有推动经济学科的实质进步。关于这

一点，可以举一些经典例子加以说明。例 1：曾为数位学者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的信号机制理论表明，教育仅仅是对社会成员能力或智力水平进行筛选的过滤器，

对受教育者的劳动效率没有帮助。但试问，入学和毕业考试能够完全甄别出人的

生产能力吗？尤其是一个人在孩童时代就可决定其教育水平吗？显然，这种假设

没有任何现实依据。例 2：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通过对历史数据的计量分

析认为，19 世纪的铁路建设对美国经济发展所起作用微不足道，将同样费用投

入水路运输建设会更有价值。但试问，当今社会还有多少人会否认铁路的作用比

运河更大呢？其实铁路更主要的贡献在于促进了一场生产和运输的变革，不仅使

生产地域不再受原先河流的影响，而且引发了企业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革，

而这些都不是简单的计量分析能够揭示的。例 3：现代计量史学家根据留存的工

资等资料，将被传统定性为“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正名为农业革命，理由是工资

水平及其购买力总体上是上升的。问题是，基于留存下来的数据得出的分析结论，

果真就比历史学家具有连续性的基于更为全面考察得出的结论更为可信吗？事

实上，即使工资水平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而不断提高，这也不意味着工人

生活水平的相应改善，因为失去传统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后的工人需要购买更多



的生活资料。更不要说当时工人的贫困生活、糟糕的卫生条件、震惊的车间事故，

不仅为大量的调查报告所证实，而且为大量的文学作品所刻画。

其实，作为一门致用之学，经济学理论贵在能够透过纷繁芜杂的现象去揭示

事物的本质，通过实然和应然的结合打造出“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学说体系。但

故事构造式的艺术取向却明显将二者隔离开来：嵌入功能主义和工具主义思维的

计量实证集中关注对实然的解释，从而往往是“道中庸而极不高明”；嵌入自然

主义和唯理主义思维的数理建模则致力于对逻辑真理的追求，从而往往是“极高

明而不道中庸”。但不少经济学者却依然津津于为目前这种故事构造和艺术臆想

式的研究取向辩护。如，瓦里安（Varian）认为：“没有人抱怨诗歌、音乐、数

论或者天文学是‘没用的’，但我们却常常听到有关经济理论过度深奥的抱怨。

我想，我们可以按照纯粹审美的理由来为经济理论提供一个合理的辩护。”[35]问

题是，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挖掘现象背后的实在或规律，而不是构建与现实

脱节或局限于现象解释的故事，这种讲述故事式的研究在功利主义氛围下往往会

蜕变为一种自娱自乐的游戏，或在选择性的“客观”数据上臆造一种“事实”描

述。同时，任何科学在性质上都与艺术截然不同，以追求美感的艺术类比追求真

理的科学，只会导致经济学科越来越偏离科学的轨道。当然，对现实和历史的阐

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讲述故事，但如果要硬性地将丰富的历史故事套在一个极

其抽象而封闭的框架之中，就会导致历史的扭曲或消失。麦克洛斯基（McCloskey）

指出，作为比喻的模型与体现历史的故事之间往往存在背反关系：模型越不清晰，

故事就越能较好地与历史世界相适应；模型越精确，历史就会被描述得越荒谬。

[36]尤其是，现代主流经济学还热衷于将特定时空下得出的结论推广到其他领域，

从而犯下严重的工具主义谬误。

同时，基于故事编造式的艺术追求，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还呈现强烈的方

法导向而非问题导向：局限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及其常规范式下对一些细

枝末节问题，或基于先验的理性假设进行数理建模和逻辑推导，或基于局部的统

计数据进行计量实证和回归分析，目的都只是为新古典经济学观点、理论和定理

提供逻辑或数据的支持，进而以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压制其他学

派和学科的挑战与批判。[37]也正是受制于八股式的方法导向，现代经济研究往往

只能提供某种自圆其说的解释，而无法揭示历史的真实发展情形，进而无法为现



实实践提供合理的指导。如，一些经济学者基于收益—成本的静态分析，编造了

交通规则“左侧通行”向“右侧通行”的演变：早先的骑士是佩刀的，靠左行驶

是为了便于在与敌人相遇时快速攻击；后来随着枪支取代了刀，于是就开始靠右

行，因为这样更有利于拔枪射击。问题是，这种分析如何解释目前两类交通规则

依然在很多国家或地区并行的事实呢？其实，从历史看，交通规则的改变源于法

国大革命，并且随着拿破仑军队的扩张而逐渐移植到其所占领的其他国家，并由

此形成了自西向东的扩散。[38]同样，姚洋也以阿西莫格鲁对西方选举权扩展的分

析为例，说明以经济逻辑代替深入的社会、政治和历史分析的谬误。西方国家早

期的选举权只给予有一定财产的男性，以后才通过降低财产限制扩大到所有男性，

并最终在 20 世纪初扩大到女性。对此，阿西莫格鲁提出的理由是：当权的强势

集团惧怕没有选举权的人们的暴力反抗，从而试图形成与潜在反抗者间的权力分

享，让后者失去暴力反抗的理由。但实际上，姚洋认为，妇女之所以能够获得投

票权，主要与人文主义的伸张、特别是妇女本身的自我觉醒有关。[39]

最后要指出的是，众多现代经济学者之所以盲从这种具有明显非历史取向的

常规范式，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根植于西方社会的自然主义思维，以自然科学的一

元进步观看待社会科学和社会实践。同时，与自然主义思维相伴随的肯定性理性，

又派生出庸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维，它将自由竞争的市场结果视为自然秩序和

社会正义的体现，并以交易费用降低及帕累托有效原理等为现实的合理性提供辩

护。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倾向于基于社会发展状况而对社会制度作好坏评价，

并由此要求发展中国家采取好的制度和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尤其是基于西方中

心观，好的政策和制度往往是有利于产权清晰和经济自由，并体现为“华盛顿共

识”的那些政策和制度，包括民主宪政、私有产权的保护、高效的司法机构、严

控的货币制度、健全的财政体制、宽松的金融监管及市场导向的公司治理机制等。

显然，在新古典经济学思维的解释下，这些制度被视为欧美发达国家在历史广泛

采用并发挥出重要作用的制度，进而被新古典经济学教材及相应著作广泛宣扬和

论证。但实际上，正如张夏准质疑的：“发达国家现在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那些

政策和制度，真的是它们自己在当初的发展过程中用过的吗？”张夏准通过大量

的历史案例证明，“发达国家并不是通过使用那些它们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政策

和制度而得到今天的地位的。它们中的大多数都频繁地使用了‘不好’的贸易和



产业政策，如保护幼稚产业政策、出口补贴等。这些措施在今天都是为 WTO 所不

赞成，甚至坚决抵制的。”[40]不幸的是，现代经济学者对经济史的解读往往随着

主流经济学的关注重点、研究思维及兴趣观点的变化而变化，乃至出现借由新古

典经济学的市场理论和产权观点生搬硬套地重构历史的明显倾向，从而带有明显

的非历史取向。如，早期诺思的《西方世界的兴起》就潜含这种倾向，它以交易

费用的大小论证制度的优劣进而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将社会经济发展的焦点集

中到产权保护。同样，阿西莫格鲁等人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则是最新的典型

例子，它从竞争的自由度论证制度的优劣，进而解释看似相似国家和地区为何出

现发展分岔，将社会发展的焦点集中到单一的西方的民主政治。

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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