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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与传统丛书序

袁伟时

这套丛书收录的是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术著作。

决定取舍的首要条件在于是否真正的学术著作，人类是随着

知识和文化的积累和提高而成长的，钟爱学术就是珍视人类的未

来，戕害学术，以伪乱真，是对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卑劣伤害。

思想闪光，学术真知，源于自由心灵的翱翔和碰撞。千年一

贯，亿万同音，调同腔同，创新生机消磨殆尽，这类中世纪的遗

毒应该连根铲除。现代社会是以思想和学术自由为标志的。进入

我们这个园地，相应地有个严肃的规矩：珍视自己的脑袋，说真

话，说自己的话。

学术研究是探索未知世界的艰苦跋涉。真正的学术著作是联

结已知与未知世界的形质各异的铺路石。从小小的单篇论述到长

篇巨著，都应在人类文化积累的永无止境的征途中留下自己大小

不等的印记。在当代中国，一个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者如果经受

不住心灵的孤寂和思考的痛苦，不能坦然对待飞来的横逆和尘世

的喧嚣，不可能有真正经得起时间筛选的学术成就。这一领域的

探索往往伴随着意想不到的艰辛和压力，而所能得到的最高奖励

不过是创新的喜悦与傲骨的增长，以及来自读者的真诚理解。这

套丛书就是为分享这些探索者的甘苦而存在的。

世界很大，我们的力量很小。当代牵动世界的大事莫过于占



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人在付出过于巨大的代价后终于走上了现代

化的道路。这个过程的各种问题特别是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研究，

是本丛书优先关注的课题。

这套丛书出版之初，曾获霍英东基金会慷慨支持。当时有关

人士说了一句话：“ 你对历史负责，对社会负责”。我一再思考着

这句话，企盼越来越多志同道合者秉着这个宗旨携手共进。

１９９５年春于广州中山大学



经济与伦理的对话

（ 代自序）

一

知识如同生活，总有着某种时代主题的对应和变换，虽然它

们所持的信念或信仰有可能始终如一。个人如此，社会也如此。

在我们这个“ 经济中心”的时代，经济学自然而然地成为了“ 时

代的最强音”。同样自然但不一定是理所当然的是，这一时代的

中国知识状况引起了非经济学界的各种反应，所谓“ 经济学扩张

主义”、“ 经济学帝国主义”之类的说法，大概就是这些反应中的

一种表达。

坦率地说，我自己不大赞同这类说法，虽说我或多或少能够

理解这类说法的言外之意，并且，作为我自身学术职业的伦理学

研究还是面临和遭遇经济学帝国扩张或理论挑战最为严重的知识

领域。这些年，经济学界的许多前沿学者对伦理道德发表了诸多

真知灼见。毕竟经济学家们位处“ 经济中心”的时代广场，他们

的理论触须与现时代中国社会的生活脉搏律动契合得最亲密、最

深入、最牢实。这是值得诸如伦理学这样的人文学科羡慕和学习

的。记得不久前一位外专业的学友对我戏言：“ 喂！伦理学家，

你不觉得你们的伦理学正在遭受经济学的知识强暴么？”

我听后一怔，竟无言以答。这让我又想起另一位友人的另一



种戏言。他曾指着一则道德报道对我说：“ 喂！老兄，这年月，

该你们伦理学“ 火”啦！”我知道，“ 火”是一个新近从域外传人

的时髦字眼。在美国的许多“ Ｔａ 和商品ｌｋＳｈｏｗ／（“ 调侃秀”？！）

广告中都能听到或见到“ ｏｎｆｉｒｅ”的字样，把它译作“ 火”或

“ 火爆”妙极。我在另一篇随笔里，有意将其直译为“ 在火头

上”，意思只是想表达时下中国伦理学经受现实挑战和煎熬的痛

状而已。当然，这或许只是我自己的主观感受。毋庸讳言，在全

民皆“ 市”、市场经济热火朝天的非常时刻，伦理学所承受的

“ 烤”验以及伦理学工作者的切身体会的确是非常的。只不过由

于伦理学与经济学有着某种不太为人们在意却又实在的知识渊源

关系，而使得伦理学对当今中国经济生活的此番感受尤其有难以

言表的隐意罢了。

也许是受两位友人两种不同意味的戏言所激发，这几年我不

知不觉地对经济学产生了特殊兴趣，开始有计划地系统阅读一些

经济学著述，特别是那些与伦理学相关的和关心道德问题的经济

学者们的著述。但愿我的朋友不会因此而以为，我是在无意识地

接受经济学的知识诱惑或“ 知识强暴”。我自认为自己对经济学

的阅读旨趣并非完全是出于知识的时尚追求，至少，我所秉持的

伦理相关性阅读原则，还能或多或少证明我的阅读仍然是有选择

的。萨特说，选择意味着自由。照此推理，选择性的阅读也就意

味着阅读者和知识者的自由。保持知识者的姿态，所谓“ 知识的

强暴”就不可能。相反，只会在跨学科的自由阅读中获得新的知

识和思想资源，产生别有洞天的感觉。

我最初读到的是厉以宁先生的《 经济学的伦理问题》，这或

许是因为书名本身最切合我的选择性经济学阅读原则。随后又读

哈耶克、康芒斯、科斯、诺思、弗里德曼和森等，当然还重读了



洛克、亚当·斯密、边沁、密尔（ 旧译“ 穆勒”）、韦伯、罗尔斯、

诺齐克和哈贝马斯，甚至还有孔子、墨子、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

等中外先贤。这些阅读具有极强的连带效应，以至于我起初是顺

藤摸瓜，继而是水深火热，最后竟云里雾中，不得不高呼

“ ＳＯＳ”（ 紧急求救）。定下神来，脑海里几乎一片空白，惟一留

下的只有赫然凸显的四个大字“ 经济伦理”。

但是我必须申明，迄今为止我所形成的“ 经济伦理”概念极

其粗陋。在此情况下，鬼使神差地写出一本经济伦理，肯定是一

种风险投资。好在“ 只管耕种，不问收获”已然被公认为中国人

文知识分子的德性，尽管在时下京城的日常用语中，“ 德性”已

被贬义地用于责骂或讥讽，不再有中西古代用语中的那种褒奖成

分。我对经济伦理的初步理解是，它是一个完整的人性和人生概

念，至少在形式上可以对所谓“ 经济人”和“ 道德人”（ 也许还

有“ 政治人“”、组织人“”、理性人“”、工具制造者”等等）及其

行为的价值意义提供相互照应的系统解释。因此，它有可能提供

一种较为完整系统的现代性的人生知识或“ 人的知识”。三百多

年前，伟大的近代思想先驱弗兰西斯·培根曾经不无伤感地谈到，

在人类知识体系中，最贫乏却又最需要的知识是关于人的知识，

与关于自然的知识（ 自然科学）和关于神的知识（ 神学）相比，

关于人的知识简直是贫弱不堪。对于自称文明者的人类来说，这

的确是个问题。经济伦理的研究或可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提供某些

有意义的思路和资源。

二

然而不幸的是，不知是由于现代人类知识体系的内在分裂过



于迅疾障眼，还是因为这种知识分裂也具有劳动分工的性质，以

至造成各知识门类或部门间的专业知识竞争也带有某种原始的市

场竞争的特征，终于使得“ 经济人”与“ 道德人”相互陌生，或

成为双簧角色，因而使得作为双方知识合法性之辩护人的经济学

家与伦理学家也形同陌路，老死不相往来（ 我只是就中国的情形

而言）。我想，这也是一种“ 现代性的后果”（ 吉登斯语），一种

可以称之为中国现代性知识状况的话语异化。“ 异化”一词是人

们用来刻画和评价现代性特征的一个拿手词，兼备黑尔（ Ｒ．

Ｍ．Ｈａｒｅ）教授所说的描述词与价值词的双重语词属性。它意指

相互分离、隔膜和陌生。这些特质正好描绘出现代中国知识体系

发生专业分化、专业间隔和专业间陌生化的知识状况。

经济生活的劳动分工和自由竞争能够创造远远高于自然经济

或传统经济体系的生产效率。这一经济学的价值生产效率原理似

乎也应该适合于人类知识生产中的专业分工和竞争之一般情形。

事实上，虽说近代以降再也没有能够出现亚里士多德那样的“ 百

科全书”式学者（ 马克思语），但学科间的专业分化和竞争的确

创造了空前的知识效率和知识繁荣，即使是益发受到人们普遍抱

怨的人文科学群，也在知识的构成、信息的容量和传达方式、以

及理论方法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人们对人文学科（ Ｈｕ－

ｍａｎｉｔｉｅｓ）至今还未能走出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智慧先

贤的影子之类的指摘，更多地应被看作是一种“ 知识增长”标准

的误用，而非确切的知识评价。

我这么说，是想表示一种不同的看法：即经济学的效率原理

并不一定完全适合于人类知识生产的解释。知识分类和知识生产

的专业化固然不可避免（ 感谢孔子和亚里士多德！他们早在两千

多年前便为我们提供了知识划分的蓝图。不能否认，孔子的



“ 六艺”之说和亚里士多德的学科分类图式有着人类知识分类的

纲领性意义），但这种专业化分下是否就是人类知识生产乃至高

效率生产的惟一有效方式？经济学、尤其是现代制度经济学的研

究表明，经济的效率并不全然产生于劳动分工和自由竞争，而且

也源生于交易和合作。没有充分的商品（ 市场）交易和健全合理

的交易秩序，也就是说，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合作，不仅效率有

限，而且有可能因为竞争无序而导致零效率或负效率。分工与合

作一如硬币之两面。这一点也同样适合于人类知识生产。“ 百科

全书”式的权威型完备型知识者不可能再有，然“ 百科”间的对

话和合作却不能没有。否则，我们的知识就只可能是麦金太尔教

授所感叹的那种“ 零散的知识碎片”，因而无法构成哪怕是某一

门学科如伦理学的完整知识图景，更难于形成一个传统性的连贯

的知识谱系。而不同学科专业间的对话也就可能演变成金牌与银

牌之争的故事。我在小学课本上读到这个故事时，曾经有过一种

幼稚的疑问：我问老师；为什么那两位将军不交换一下位置看看

盾牌的另一面呢？那样，他们不就知道了那盾牌原本一面为金一

面为银么？老师反问我说：“ 那样还会发生这样的故事么？”如今

看来，人类自身的许多故事原本是可以不发生的，或者说是不幸

和误会才发生的。

三

不幸的是（ 又是一个不幸，它是前一个不幸的连带后果），

在现代知识分化中，经济学与伦理学被分别归属到社会科学与人

文科学两大领域，而且由于这两大知识区域的发展日益呈现“ 非

均衡”状态，它们之间的距离几乎有越拉越大之势，以至出现



“ 经济学不讲道德”这种断情绝交的话。我理解这句话的本意：

作为一门科学知识的经济学，只能基于经济的经验事实，而不能

顾及、甚或依赖于有着强烈价值情感负担的道德伦理因素。就技

术目标和技术要求而言，这种见解确乎是有道理的，符合现代科

学的知识论规则。科学是关于事实真理的学问，不能纠缠于任何

价值情感或个人主观偏好选择。道德已经被现代科学主义者、包

括科学主义哲学家自身（ 如，“ 维也纳小组”和所谓“ 非认知主

义”的“ 元伦理学”，“ ｍｅｔａ－ｅｔｈｉｃｓ”）判定为是个人情感意愿的

表达，它无法通过科学知识论的标准检验。与之对照，被划人社

会科学范畴的现代经济学，则通过自身的技术化、数理化和实验

化，正在不断逼近（ 但仍然未能完全达到）科学化的知识目标。

然而，伦理学果真如西方某些元伦理学家所断定的那样，已

然成为一种“ 非科学的知识”（“ ｎｏｎ－ｓｃ Ｈ．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ｕｔｎａｍ语）了吗？或者，只能作为一种“ 不可编码化”的知识

（ ｎｏｎ－ｃｏｄｉｆｉｅ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或“ 意会的知识”（ ｔａｃｉ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吗？反过来我们也可以问：难道经济学就能够完全如一些经济学

家所期望或想象的那样，可以整个儿卸脱人文道德的负担，一身

轻松地步人严格科学的知识殿堂吗？

答案恐怕依旧如故。这“ 故”者是经济学的原始知识谱系和

学术既定（ ｇｉｖｅｎ）：当她把自己的知识出身地确定为亚里士多德

的“ 家政学”或“ 家政理财术”（ Ｏｉｋｏｎｏｍｉｋａ）时，她就不能干

干净净地卸脱这一历史既定的负担。再退一步，当她把英国人亚

当·斯密认作自己的现代养父时，她也不能完全彻底地改变自身

已有的知识特性或身份（ 英文中的“ ｓｔａｔｕｓ”一同的原义）。

诚然，“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经济学可以仰仗现代知

识系统的支撑与借用，改进甚至重构自己的现代知识形态。但这



仍然只能是技术性知识层面上的。它无法变更或者忘却自己的知

识目的：即被现代经济学界公认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

所确定的“ 富国裕民”的知识目的。而在我看来，一切以人的活

动或行为、人的关系和人的存在为研究主题对象的科学知识，或

者更简明地说，一切以人类价值现象而非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的

科学知识，都不大可能像数学、物理和计算机科学那样，获得纯

粹科学的知识特性，而且也似乎没有绝对必要持有这种科学化的

知识欲望。伦理学如此，经济学亦复如此。凡欲望者，均带有深

不可测、大不可量的本性，何必非得在不确定的人事中寻求一种

绝对确定性不可呢？

我提出这样的劝告，并不是想要打击一些经济学家追求科学

真理的积极性。事实上，在技术知识的层面上，经济学完全拥有

这种优势，也有这样的“ 职责”（ 在韦伯的意义上讲）。因为现代

经济学不仅可以获得诸如数学、统计学和实验科学的技术知识供

应或支持，而且她原本就有这样的知识传统。比如说，早在亚里

士多德那里，“ Ｏｉｋｏｎｏｍｉｋａ”就具有技术或技艺的意义。只不过

是指生活的技术或技艺。当亚氏把“ 节俭”（ 在价值学意义上，

“ 节俭”与“ 经济的”通义）视为一种生活“ 美德”（ 　ａｒｅｔｅ，

ｖｉｒｔｕｅ）时，他也同 ”正是他们赖以通时告诉人们，“ Ｏｉｋｏｎｏｍｉｋａ

达这一生活美德之目的的优良技术，它可以帮助人们达于“ 吝

啬”与“ 奢侈”两个极端的“ 中道”（ ｇｏｌｄｅｎｍｅａｎｓ），且“ ｇｏｌｄｅｎ

ｍｅａｎｓ的本意即有（ 黄金般）价值的方式或手段。不过话又说

回来，亚氏的这一观点同时也暗示了伦理学（ 关于生活美德的智

慧）与经济学（ 关于如何实现生活美德或人生完善之目的的技术

知识）之间的原始亲缘关系。



经济和伦理原本同宗共源。这一点在大多数经济学家那里是

没有多大疑问的，即令有所疑问，也多半是出于知识技术的原

因。譬如说，在亚当·斯密那里就没有疑问。现代的经济学家不

会忘记，被他们称之为自己专业知识之父的斯密一开始并不是经

济学家。他是在格拉斯哥大学教了１８年道德哲学之后才转向经

济学研究的。并且最重要的是，在斯密时代的苏格兰知识体系

中，经济学和法学、政府学等等都只是道德哲学这一知识目录中

的子学科，所以，斯密的知识者身份或学术职称一直都是道德哲

学讲座教授，而无论是他的伦理学（ 以其首部学术代表作《 道德

情操论》为代表），还是其经济学（ 以其另一部作品《 国富论》

为代表），抑或是他对国家法律、政府税收和警察等课题的研究，

几乎始终都得到过他的哲学家挚友休谟的思想供应和理论支持。

最后还值得提及的是，常常为许多经济学家（ 也许不只是经济学

家）引以为经典概念的“ 无形之手”（ ａｎ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ｈａｎｄ，或译为

“ 看不见的手”）并不是首先出自他的经济学代表作《 国富论》，

而是出自他的伦理学代表作《 道德情操论（》 见蒋自强中译本，商务

页），后者的出版几乎比前者早近２０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３０ 年

（ １７７６－１７５７＝１９），且被作者自己最为看重因而修订次数最多。

提示这些知识史方面的原始事实，仅仅是为了给经济学与伦

理学之间的现代对话提供一种聊以叙旧的话头和谈资。当然我们

同样也不应忘记德国经济史学派提出的“ 亚当·斯密问题”，也就

是《 道德情操论》提供的“ 道德人”概念与《 国富论》提供的

“ 经济人”概念之间的矛盾问题。这个问题的出现，似乎可以看

作是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别然相向、继而分道扬镳的一个标志，



也可能是许多年来两个学科及其知识代表之间产生隔膜和陌生的

重要因由。但这并不能构成双方对话的根本障碍，因为它很可能

是一个伪问题。

首先，若承认人性、人格和人的生活的独立完整性，也就是

说，如果我们承认任何人都不可能作为纯粹的“ 经济人”或“ 道

德人”而单独地存在、行动和生活，那么无论是经济学，还是伦

理学，都不可能单独地解释或理解人的存在、行动和生活的价值

意义，甚至也不能单独地承诺解释人类经济行为的知识使命。人

的经济行为或经济生活，不仅仅是一种“ 合理算计”的纯粹的经

济行为。易言之，它不只是一个行为技术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行

为价值问题。既如此，对它的知识了解，就不能只停留在“ 如何

经济地或理性地行动或生活？”的问题上，至少还需要了解“ 为

什么和怎样才能经济地或理性地行动和生活？”等问题；亦即，

不单要了解人的经济行为的方式或技术，还要了解其目的和条

件。这其中，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合作既不可缺少，也可能更合理

有效。

另一个理由是，实际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都相信

并持守着上述知识信念。往远处看，从亚当·斯密到边沁、密尔

到康芒斯到哈耶克到罗尔斯到前不久荣获经济学诺贝尔奖的森，

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共享着这一知识信念。顺便再说一句，森教授

在高就伦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之前，曾长期供职于哈佛大学哲学

系。他的办公室恰好就在有着数学和逻辑学讲座教授头衔的普特

南与有着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讲座教授头衔的罗尔斯教授的办公室

之间（ 我不能说这是上帝的有意安排！），其学术路径似可与当年

的斯密一比。尽管这种可比性只可能限定在两者的思想旨趣上，

也足以成为本文题意的一个“ 支撑”要素。就近处说，包括厉以



宁、茅于轼、张曙光、汪丁丁、盛洪、何清涟等先生在内的当代

中国最负盛名的前沿性经济学家，几乎都是“ 讲道德”的行家高

手。不管他们如何“ 讲”法，能“ 讲”本身就是一种学术姿态，

一种跨学科的对话姿态。毫无疑问，中国急需经济伦理，而中国

的经济伦理也急需大批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以及一切关心于此

的人 在这里，“ 知识”即是关于经济们都能持有这种知识的

伦理主题的，也是关于他们和他们的思想之间的 姿态。

五

真诚地说，我不仅是把我们这些经济学界的先进们的道德话

语当作伦理学界珍贵而新鲜的理论滋养来倾听和拜读的，而且也

是将之自视为一种友好的对话邀请来对待的。我必须承认，正是

来自他们的“ 道德声音”（ 常常有震耳发聩之力量），触动我开始

关注和思考经济伦理问题，并不揣冒昧尝试着用伦理学的眼光来

打量起现代经济这一日新月异的高地。此处的风光的确迷人！自

由倘佯在这一高地的人们无法不产生“ 一览众山小”的豪迈与潇

洒。因为身处这高地，也就等于弄潮于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大潮潮

头。让我奇怪的是，为什么我的绝大多数伦理学同道至今未能

“ 到此一游”？是因为担心经济学的人气太盛而产生些许弱势者般

的知识恐惧？还是不愿意跨出自己专业的工作间去冒“ 不务正

业”的风险？抑或根本上就甘心接受经济学的“ 殖民化”或“ 经

济学帝国主义”的“ 知识强暴”？

但愿这一切都只是我个人的主观臆测。本来嘛，伦理学从来

就没有放弃过对经济的关注。我们至尽依旧坚持着诸如“ 经济与

道德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这一伦理学基本原理。然



而我担心的是，这种关注在很大程度上似乎还只是停留于“ 经济

一般”，没有能够深入市场经济（ 更不用说是更为特殊的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腹地。我的这次冒险也多半只属于

一种张望试探式的学术游戏。如果它能够成为日后人们得以致达

“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高远境界的一块铺路石，我就大

喜过望了。

但无论如何，目前的伦理学局限应当突破。这种局限极大地

限制了伦理学自身的思想资源和知识更新。谁都明白，迄今为

止，我们和我们的社会仍然在挪用着我们的传统道德文化的资

源，包括我们民族文化的道德传统和我们的革命道德传统。可长

期挪用而无所积蓄，终究是会出现文化“ 赤字”。于是，我便产

生了一种理论直觉（ 或学术幻觉？）：在当今中国的经济学与伦理

学之间，似乎同样也存在着一种知识形态上的“ 贫富两极分化”

也同样需要一种知识“ 扶贫”。我无意去刻意地奉承或抬高经济

学和经济学家们的“ 伦理学工作”，也没有资格代表所有的伦理

学同道来作自我检讨。但我心底里确实想有意激发我的同道们的

理论勇气，包括给我自己壮胆，以积极的学术姿态回应来自经济

学界的对话邀请。我们应当承认经济学知识的现代优越性，但我

更愿意把这种优越性理解为当代中国的知识优先性或知识领先，

而非知识的价值优越性。而且我确信，这种优先性并不也不应该

构成经济学与伦理学、乃至所有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跨学科学术

对话和知识交易的心理障碍。对话的前提是平等，目的是双方的

知识互利，即相互了解和理解基础上的思想创新与知识增长，而

其原则一如经济交易。或许，这也可以成为一种知识交往的伦理

原则。

秉持这一知识交往的伦理原则，我尝试性地写出了这部《 现代



经济伦理导论》“。导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一词的本意是，给读者以

某种可能“的 介绍”，为作者自己开展一种新知识“的 入门”。

急就于公元２０００年伊始，北京西北郊悠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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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

导论　　市场经济的道德维度

一　　问题及其意义

本篇的标题已经暗示了作者行文的基本意图。所谓“ 市场经

济的道德维度”，是指市场经济本身的道德性及其理解，它至少

涉及两个方面：其基本方面是，作为现代人类经济生活和行为的

基本模式，市场经济是否有其内在的道德意义和价值尺度？这一

问题的前提预设是：作为人类经济行为的创造性成果而非自发性

产物，市场经济的建立与运行必定有其内在的合道德性价值依

据，或者说，它必定能得到某种道德证明的支持。问题在于，这

种合道德性或道德证明论据何在？另一个直接相关的方面是，如

果我们确认市场经济的合道德性，那么，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

是，除了有其一般经济学考量和经济行为规范（ 经济制度或体

制）之外，市场经济也必定有其特殊的道德考量和道德规范。问

题在于，如何确立和理解这种特殊的道德考量标准和道德规范？

前一方面关乎人类现代经济生活和经济行为本身的价值理解；后

一方面则延伸到了有关人类经济生活与道德生活的关系理解，以

及基于这两大生活领域的主题科学或知识系统的经济学与伦理学

之间的关系理解。在作者看来，前一个方面往往为伦理学者所忽

略，而后一个方面又常常成为经济学者和伦理学者之间的主要分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

歧点。

一般意义上的经济与道德关系问题自古有之，只是如今尤

甚。中国先秦时期儒、墨两家的义利之争；西方古典伦理学中亚

里士多德和康德关于德与福关系的探究；都以不同的述理方式表

达了这一主题和观念。然而，在１９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

们提出所谓“ 亚当·斯密问题”之前，这一问题并未演化成截然

两分性（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ｙ）的知识合法性问题。事实上，直到１９世纪

中叶，这一问题一直都被置于道德哲学的整体知识框架内加以思

考，它没有被分割成分属于经济学和伦理学的两个独立无关的知

识主题，相反，却始终保持着统一完整的价值论构成特性，因而

也没有产生我们今天所提出的经济伦理问题，亦即人类经济生活

的合道德性或道德合理性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确认，经济伦理问题是一个“ 现代性”问

题。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合法化，这一问题终于凸显，以至成

为近年来国内学界（ 尤其是经济学和伦理学界）的一个热点。如

果说，伦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反应基本上还只是停留在一般道德

批评或时论的层面，那么经济学界的有关讨论则已然触及这一问

题的根本方面。诸如，“ 道德力量”（ 厉以宁语）在市场经济生活

中的作用；道德是否构成市场经济的“ 成本要素”？经济学是否

或应 ？又当如何“ 讲道德”？乃至中国经济学家自否“ 讲道德”

依我个人的理解，“ 讲道德”这一短语在当今中国学术界的言述语

境中，具有两种不尽相同的意味：其一是在马克斯·韦伯的“ 学术职责”意

义上的，其二是在知识论意义上的，相对于经济学而言，前者是某种外在

性的社会负担；而后者却是一种内在的知识合法性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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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道德责任问题；等等。 从理论上看，经济学界的前沿探讨

实际揭示了这样几个根本性的问题：（ １）市场经济本身的道德合

理性之价值理解；（ ２）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知识合法性和

道德正当性证明的关系理解；（ ３）进而，作为一个延伸性的知识

问题，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现代知识界限和相互对话（ 乃至相互支

撑）的知识社会学理解。

我想特别申明的是，无论经济学界对上述问题的见解如何，

他们的探讨本身已经显示出对中国社会课题的理论自觉，不仅提

示和深化了经济伦理这一时代课题的中国意义，而且也表达了他

们对经济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之现代知识结构特性的学理思

考。作为一名伦理学学者，我乐于把他们的探讨看作是一种学科

间对话的邀请，并愿意努力作出积极的响应，以求我们能够在经

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共同建立某种建设性的理论交往，推进经济伦

理论域中“ 中国知识”体系的创生。

较能典型反映上述状况的理论事实，是近期发生在经济学界的关

于经济学该不该“ 讲道德”（ 我视之为经济学是否需要有必要的道德考量的

问题）、如何“ 讲道德”（ 我视之为经济学考量经济生活中道德要素之作用

的学理方式问题）的争论。参见盛洪：“ 道德、功利及其他”，载《 读书》

杂志，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第７期；樊钢：“ ‘不道德的’经济学”，载

同上杂志，１９９８年第６期；姚新勇：“ ‘不道德的’经济学的误区”，载同

上杂志１９９８年第１１期；厉以宁：《 经济学的伦理学问题》，北京：三联书

店１９９５版，《 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 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北

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汪丁丁：《 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北京：三联书店

经济学家的思１９９８年版，《 回家的路 想轨迹》，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１９９８年版；茅于轼：《 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１９９７年版；何清涟：《 现代化的陷阱 北

京：今日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等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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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释“ 亚当·斯密问题”

由于作为“ 现代性”问题的经济伦理源自所谓“ 亚当·斯密

问题”，所以，“ 亚当·斯密问题”仿佛现代经济伦理研究必须由

之开始的一道原始方程式，不解开它，就难以厘清经济与道德这

两个同样具有人类生活之根本意义的社会价值函数之间的蕴涵

关系。

所谓“ 亚当·斯密问题”，是指近代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

人、１８世纪英国最著名的道德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两

部代表作《 道德情操论》（ １７５９）与《 国富论》（ １７７６）之间主题

观点的相互冲突问题。它最早由１９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

家发现和提出。他们认为，在《 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基于人性

本善的假设，把源于人的同情和同感的利他主义情操视为人类道

德行为的普遍基础和动机；而在《 国富论》中，他却把人性本恶

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把个人利己主义的利益追求当作人

类经济行为的基本动机，于是，一种人性本善的道德利他主义社

会（ 普遍）道义论与一种人性本恶的经济利己主义个人（ 特殊）

目的论，便矛盾而奇妙地共生于作为思想家的斯密理论之中。考

虑到斯密时代的知识状况的特殊构成性特征 即：在１８世纪

的苏格兰知识体系中，所谓道德哲学，既包括法学和伦理学这类

规范性人文社会科学。也包括政治经济学和“ 政府学”一类的实

证应用性社会科学，其主题观点和学科立场的内在矛盾既无法消

解，也无法理解。由此人们也就相信，这既是作为思想家思想的

“ 斯密问题”，也是横亘于斯密伦理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无法公度

的理论问题。同时，它还暗示着现代人类经济生活和行为与道德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5

生活和行为之间的内在紧张，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与伦理学

之间的深刻悖论。

这种 ，它是否真的无确信被视为斯密研究的传统“ 信条”

庸置疑？在当代中国语境中重提这一问题，自当别有深意。事实

上，只要我们大致了解斯密时代的知识状况，并仔细解读斯密的

这两部作品，所谓“ 斯密问题”本身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问

题，毋宁说，它的真正意义在于，如何认识市场经济的道德维度

问题，其所关涉的经济伦理（ 道德作为经济的价值要素和评价标

准）与伦理经济（ 经济生活作为人类道德的利益基础）的科学理

解及其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解释问题，我将之简称为经

济伦理与伦理经济之现代概念的知识合法性和现实合理性问题。

在斯密的时代，伦理学与经济学并不具有相互分离或独立的

知识特性，二者均属道德哲学的范畴。这意味着经济学不仅有社

会实证科学的知识特性，同时也有人文价值的规范特性。当

１７５２年斯密就任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讲座教授时，便从道

德哲学这一总科目中，先后开出神学、伦理学、法学、政府学和

政治经济学等课程。这一知识概念与其时代的知识信仰和文化理

智气候是 在西方古典知识系统的图式中，政治经济学相宜的。

还隶属于人文科学，而后者的共享宗旨是：为人类寻求合乎人性

的幸福生活，探明正确的道路或方式（ 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ｗａｙ）。因此，无

参见［英］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一书中译本“ 译者序言”，

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版，第１页。

参见［美］Ａ·麦金太尔：《 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一书（ 万俊

人等中译本，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麦氏是书考证了斯密的

前任、著名情感主义伦理学家哈奇逊时期苏格兰大学教育体制中的知识系

统及其构成特征，可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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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探究人类心灵之善的伦理学，还是探究有效实现人类物质善

的经济学，抑或探究人类社会制度善（ 好社会或好政府）的法学

和政府学，都万变不离其宗。其所变者在于探究方式的差异，而

其所宗者则始终是人性之善或人类幸福，实际上，斯密接受和传

播知识的文化模式，也正是当时整个欧洲大陆占支配地位的知识

图式。比如，当时绝大部分哲学家都把重心放在知识论和道德哲

学这两个基点上，因而关于人类理性认知能力（ 休谟式的“ 理

解”；康德式的“ 理性批判”等）和理性实践能力（ 康德的“ 实

践理性”、休谟的“ 人性论”等）便很自然地成了哲学家们探究

争论的焦点。在英国，这一特点主要是通过苏格兰常识学派的认

知主义和剑桥新柏拉图派的道德情感主义体现的。斯密浸淫于这

一知识氛围中，在格拉斯哥大学，他受到哈奇逊道德情感论的言

传身教；在牛津，他结识休谟并与之成为终身挚友，后者在《 人

性 １７５１年，当他以教师身份重返格拉斯哥论》对他影响尤深。

时，仅仅讲授了几个月的逻辑学，便被正式聘任为权威性的道德

哲学讲座教授。不难理解，这种普遍的时代知识状况与特殊的个

人知识背景，很大程度上预制了斯密的思想言路。作为其职责承

诺，他必须遵循道德哲学的知识规范。其时，道德哲学几乎具有

百科全书的性质，其中的政治学主要讲政府原理和政治制度，以

及政治管理与商业、政府财政、金融、警察和军事财政（ 包括战

时货币体制），这实际上相当于后来的政治经济学。 从教授经

济学到逻辑学再到道德哲学的学术经历，似乎暗示了斯密从单一

参见周辅成主编：《 西方著名伦理学家评传》，“ 亚当·斯密”篇

特别是第３２８～３２９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参见同上书，第３２８页注释［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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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学科到完备性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演进和理论整合，其两部

作品的思想言路可为显证。

在《 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谈论的似乎只是人类诸种道德情

操的生成问题。但实际上他所关注的远不只是道德的知识，更重

要的是人类道德知识的本源和实践基础。在此，他的出发点是人

性善论。该书第一章便写到：“ 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

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

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

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

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

感情。我们常为他人的悲哀而伤感，⋯⋯这种情感同人性中的所

有其他的原始感情一样，决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最

大的恶棍、极其严重地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

情心。”

在《 国富论》中，斯密似乎采取了相反的出发点：人性本

恶。然而在他看来，人性本善与人性本恶都是人性的原始事实，

最善者也会自保自利，最恶者也不乏同情。正是这种人的天性生

成了人类自身两个伟大的行动目标：“ 维持个体的生存和种族繁

衍”。 前者要求个人努力追求自我发展，后者要求每一个体必

须兼顾他人福利，保持其行为的“ 合宜性”。这两个相互关联的

动机，促成了人类个体目标与整体目标的内在关联，仿佛有一只

《 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中译本，第５页。译者将“ ｓｙｍｐａｔｈｙ”

译为“ 怜悯”，似有过译之嫌，不如译作“ 同感”贴切。在文本的上下文

中，原作者实际解释了这一语词的用意：“ 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

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

同上书，第１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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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看不见的手”将个体的自利行为导向人类社会的共同善。

经济学术语说，个体充分而合理的自由竞争和创造，必然带来社

会整体福利的增长，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自然秩序。人们不应忘

记，被视为斯密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之一的“ 看不见的手”，

最早却出自其道德哲学代表作《 道德情操论》。这一概念推理逻

辑使我们想到同期法国思想家孟德威尔的《 蜜蜂寓言》。后者曾

证明个人与社会如同蜜蜂与蜂巢的关系，只要每一只蜜蜂勤劳采

撷酿蜜，最终的结果必定是整个蜂巢蜜流充盈。这就是孟德威尔

“ 私恶即公利”的著名命题。与之相似，斯密用“ 看不见的手”

对国民财富及其起源作了同样的推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

实行完全自由的经济竞争，才是增加国民财富并使之最大化的根

本途径。马克思证实：斯密的逻辑推理来源于孟德威尔，因为

《 国富论》中有一段话“ 几乎逐字逐句抄自贝·德·孟德威尔的

《 蜜蜂的寓言，或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的注释⋯⋯。”

从人性本善利他和人性本恶利己两个完全对立的前提假设出

发，却奇妙地推出了相同的结论，成就了两个相互平行而非相互

背离的推理逻辑。这种殊途同归是如何造成的？在斯密看来，这

一结果仍然只能诉诸于人性的事实才能获得解释。两个出发点的

不同，仅仅表明导致同一结果的两种动机的差别，同情利他的道

德动机更为积极，而自私利己的经济动机则较为消极。但它们的

基本价值目标却是相同的。在道德生活世界，促使人保持其行为

参见《 道德情操论》，第２３０页。

参见马克思《 资本论》第１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３９３页注释［５７］。马克思所指的那段话

是《 国富论》上卷第一篇第一节“ 论分工”的最后一段。参见郭大力、王

亚南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修订版，第１１～１２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9

之“ 合宜性”的根本原因是人类普遍存有的同情心，它使人通过

想象、参与、分享和模仿（ 设身处地）等方式，形成诸如仁慈

（“ 习惯性的同情”）和正义（ 同情基础上的责任感和仿效“ 第三

者”或“ 公正旁观者”所养成的公道心）等基本道德情操，进而

通过善行善功来实现美德完善。个人德行圆满的根本标志是“ 善

功”（ ｍｅｒｉｔｓ），即既善且功的结果。行为之善在于其合宜适当，

行为之功则在于能够产生实际功效（ 物质的或精神荣誉性的）。

故有善功＝合宜＋功利的自明公式。这一公式可以被看作是对

“ 斯密问题”之原始方程式的解。由此可见，事情并不像德国历

史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所指控的那样，是斯密自己有意制造了“ 经

济人”与“ 道德人”之间的人格分裂和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价

值紧张。相反，在斯密这里，这种分裂或紧张与其说是经济学与

伦理学对人性和人类行为之不同方面的知识考量的结果，还不如

说这原本只是一种人性二元论事实的本真反映。而且这种二元论

事实并非不可沟通的两种价值依据，而是一种复杂的人性论前

提。由此，斯密的道德推理实际不是在制造问题，毋宁说揭示了

一个深刻的现代性问题：在商 条件下，是否能够或是品经济

否应当将人类经济行为与其道德行为完全分离开来？人格能否截

然分裂？

斯密本人的回答似乎是否定的。“ 经济人”也罢，“ 道德人”

也罢，都只是人性之一面。而且人类道德行为也不是全然非经济

在斯密这里，“ 商品经济”比“ 市场经济”的概念内涵似更为宽

泛。如他所说，一旦社会劳动分工形成，“ 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

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

为商业社会。”《 国富论》中译本，第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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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绝对无私，道德的善功并不一般地要求人们非功灭私，而首先

是达到行为的合宜与功效。同样，人类的经济行为虽然根源于人

的私利动机，但它与人的道德行为一样，也具有“ 交换”或交易

的社会化特征。不同只在于，经济行为的社会交换是直接现实性

利益的交换（ 通过商品或货币），而道德行为的交换则是间接的

精神价值的交换（ 通过社会的评价体系以及由此给行为主体所带

来的“ 愉悦”或“ 痛苦”感受）。总之，人类的道德行为与经济

行为都不可能脱离人类自身的两个伟大目标：保存自我与发展

种族。

斯密的解释并非毋庸置疑，即使就其理论框架本身论也难以

获得充分正当性的证明。首先，一种情感利他主义的社会道义论

观点如何与一种经济利己主义的功利目的论观点达于协调？“ 道

德人”与“ 经济人”能否仅仅凭借某种利益尺度（“ 功”）而相互

贯通并和谐一体？这仍然有待论证。最起码，利己与利他在价值

目的论维度内是直接对峙的，没有任何绝对必然的条件可以担保

在所有特殊境况中，每一个人的每一种利己行为都能带来公益的

效果。其次，人性善恶二元论和人类两个伟大目标的前提假设，

比之于单纯的性善或性恶论似乎有更大的回旋余地，但毕竟只能

作为一种形上的理论前提条件或预制，不能同时作为证明其理论

结论的论据。这一质疑同样适合于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这种

经济学中，人性自私自利的动机假设（ 即：每一个人都天性趋利

避苦，由此形成自然而然的利益竞争），与市场经济的无限制效

率目标（ 即：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必然产生最大化利益）是相互

照应的。问题是，无数事实表明，市场经济秩序并非完全自然

的。最后，两个伟大目标的设定，使人很容易联想到近代以来的

社会契约哲学（ 如霍布斯和洛克），和后来斯宾塞关于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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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性利己主义”（ 婴儿吸奶）与“ 血亲利他主义”（ 母亲哺育）

的社会进化论伦理解释。 而类似的论证不仅在理论上容易受到

强有力的攻击（ 如，社会道义论伦理的攻击），而且内含一种过

于直露的功利主义目的论冲动。

然而，这恰恰证明由“ 斯密问题”所引发的问题是有意义

的。它表明，人类的经济行为与其道德行为在终极目的的意义上

难以截然分开，如同完整的人格难以被截然分裂为所谓“ 经济

人“”、道德人“”、政治动物”⋯·⋯一样。由是观之，所谓经济学

该不该“ 讲道德”的问题很可能是一个假问题。布坎南含蓄地

说，伦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之间的“ 明确分工”站不住脚， 我想

直截了当地说，经济学“ 不讲道德”等于否定了人类经济生活本

身的道德性，而所谓经济学“ 讲道德”的说法，也是一种多余的

甚至是暧昧的表态：它要么是无意义的同语反复，因为人类原本

就不存在不讲道德的经济学；要么是一种过于强烈的“ 现代性”

科学主义知识论心态作祟，仿佛经济学已然成为一门如同数学一

样的纯粹知识，“ 讲道德”似乎成了经济学（ 家）表现其人文关

怀姿态的一种额外的知识负担或志愿承担。经济学的确可以迈向

更高知识标准的科学形态（ 如数量化、实证化），但它同伦理学

等人文社会科学一样，永远不可能完全卸脱其价值负担，用康德

的话说，经济学也是一种“ 实践理性”。德国经济伦理学家科斯

洛夫斯基在其《 伦理经济学原理》一书的“ 前言”中摘引了古典

万俊人《： 现代西方 （ 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伦理学史》

版，第１２６～１２７页。

［美 效率与市场》，廖申白、谢大京中］艾伦·布坎南：《 伦理学、

年版，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 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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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大师凯恩斯的一句令人深思的话：“ ⋯⋯我们将自由地回

到宗教信仰和传统美德的那些最确切的 贪婪是一种原则上来

罪恶，高利盘剥是一种不端行为⋯⋯我们将再次把目的看得高于

手段，宁愿取善而不为实用。” 这是经济学家的忠告。

三　　市场经济的道德之维

如前所述，“ 斯密问题”的实质是市场经济的道德维度问题。

我们开篇即已指出，这一问题至少包括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首

先是市场经济本身的合道德性，即市场经济的内在价值尺度或道

德考量。很难想象，人类会选择一种“ 不道德的”经济生活方

式，作为一种先进的经济模式，市场经济必定有其更为充分的

“ 道德理由”作为其内在支持，否则其“ 先进性”就是可疑的。

其次是对市场经济生活的价值评价和道德规范，也就是市场经济

所必需的道德秩序或规范。缺少这一方面的支持，市场经济的支

持系统也将是不完备的。顺便说一句，现代经济学家们大都十分

关注市场经济的“ 技术支持系统”，但对其所需要的文化资源和

价值支持体系却缺乏相应的关注和探讨。

迄今为止，国内伦理学和经济学界有关经济伦理的讨论，都

或多或少存在某种偏颇，没有对市场经济本身的道德性给予足够

的重视。由此导致的后果是，伦理学界对市场经济的道德批判，

常常偏重于经济与道德的异质性，作为一种社会价值批判方式，

道德批判无疑是必要的，至少它有助于个人和社会建立一种健全

①［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 伦理经济学原理》，“ 前言”，孙瑜中

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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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伦理观念。但这种批判原则上还只是外在的，在多数情况

下，它只是对市场经济的一种社会道义论约束，而非其本身的道

德反省。它常常从一开始就预定了一种价值分类和价值秩序：即

认为，人的经济行为仅仅具有纯工具性的价值和意义，它必须服

从某种更高的道德目的和原则。这样，在道德与经济之间便设定

了一种先验的道德优先性秩序，不仅人为地割裂和化约了两者间

内在互动的复杂关系，也架空了道德本身，使之不可避免地成为

某种道德乌托邦。与之相似，经济学对经济伦理的讨论往往由于

夸大经济与道德的异质性而不经意地割断了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

的联系，以至把道德看成某种纯个人的事务或主观的精神信念，

进而把伦理学理解为心性之学、德行之学。这种理解是不完整

的。即令斯密时代（ 古典时代）的知识体系图式已然失效，经济

与道德或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异质 过于性也只能是相对的。

强调两者间的差别与隔离，只会导致经济学的技术化甚至机械

化，因之丧失许多必要而丰富的人文价值资源。

伦理学家对经济问题的外在性道德批判和经济学家对道德问

题的外在性经济学讨论，还导致了一种或可称之为“ 话语权力”

争夺的知识状况。表面看，伦理学和经济学都在强调经济与道德

科斯洛夫斯基指出：“ 事实上经济不是‘脱离道德的’，经济不仅

仅受经济规律的支配，而且也是由人来决定的，在人的志愿和选择里总有

一个由期望、标准、观点以及道德想象所组成的合唱在起作用。⋯⋯把经

济看成是社会的一个独立系统，这只是现代的事情，⋯⋯”又说：“ 伦理学

传统 总是主张道德和被正确理解的利康德例外 益的一致，经济学

理论的新的成果只会证明这种一致。”见其著《 资本主义的伦理学》，王彤

中译本，北京：中 年版，第３页、４２页。另见第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４２～４４页有关阿罗等经济学家类似观点的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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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异质分离，但实质上却是各自为“ 正”的理论优先性辩护。眼

下，人们对经济学的话语霸权和知识扩张提出了不少批评。依我

所见，即使真的存在这种话语霸权或知识扩张（ 我个人更倾向于

用“ 知识的社会优先性”来取代“ 话语霸权”或“ 知识扩张”的

说法），这种批评也必须顾及“ 经济中心”的中国社会现状，应

当更多地着眼于消除目前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之间的隔膜，而

不是刻意谋求某种特殊的知识话语权力。事实上，正是这种相互

隔膜的知识状况引发了某些学科对自身知识之特殊优先性的过度

申认。无论是对经济学，还是对于伦理学，这种状况所导致的后

果都是一样的，即：都不能真正深入探讨市场经济的内在道德性

问题，因而难以确切地揭示其本身的道德价值维度。

从根本上说，市场经济本身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是不难证明

的，只是由于某种历史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原因，和长期以来对经

济学本身狭隘的知识论了解，才使得这一问题较少受到人们的关

切，以至在我国学界还不得不作为一个问题提出。

首先，作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为先进合理的经济模式，市

场经济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最有效率的。当马克思在《 共产党宣

言》中谈到，一百多年的工业革命创造了比此前人类社会全部文

明之总和还多得多的物质财富时，他实际也肯定了市场经济这一

崭新的经济模式创造巨大效率的优越性。市场经济模式的这种高

效率“ 生产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市场经济本身为

经济行为主体的自由平等要求及其自由竞争提供了优越的经济活

动机制，最大限度地开辟和调动了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创造性资

源和社会潜力。自由而平等地参与要求，解除了人们之间因政治

权力、生活传统、种族性别、信仰差异等社会政治、文化因素所

负有的先定束缚，保证了每一个人或群体获得劳动并追求其利益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5

目标的机会（ 作为起点性机会均等的第一意义）；而自由竞争则

使社会的各生产（ 劳动）主体享有了充分发展其才能、追求尽可

能高的利润和效益的机会。换句话说，主体权利的落实保证了每

一个经济行为主体的充分主权，即：既作为行为主体，又作为利

益主体。这一经济机制使得整个社会有可能建立起一种能够充分

而有效地激活社会成员创造性生产行为的市场效率机制。另一方

面，市场经济模式之所以高效合理，还在于它从宏观上通过市场

化的经济机制（ 价格机制、利润平均化机制、供需机制等等），

能够实现较为有效合理的资源配置。也就是说，它不仅通过自由

平等竞争的劳动市场机制（ 劳动分工、工资等），使社会生产的

人力资源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而且也通过诸如市场供需求、市

场价格体系和平均利润率等有效机制，使社会生产要素或资源得

到较佳的配置和利用。当然，市场经济的高效率与现代科技高速

发展也是直接相关的，科技的发达不仅大大改善了生产工具的生

产效能，也提高了生产者的各种素质。但市场经济本身的机制及

其作用，无疑是现代社会高效率生产的制度之源、体制之源。从

这一点来看，市场经济的确有其制度上的道德合理性。

其次，从一种理想的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也是一种较为公平

合理的经济模式。市场经济的根本目标是效率最大化。为有效达

成这一目标，它必须有效地调动和配置全社会的物质资源和人力

资源。但仅仅做到这一点还远远不够，因为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是

否充分有效和合理，不单到一个资源（ 资本）“ 量”的扩张问题，

更重要的还是一个资源（ 资本）使用效率的问题，对于人力资源

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要保证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就必须建

设建立一套公平合理的市场机制。因此，市场经济模式一方面要

求经济的自由竞争、各显其能、各尽其能；另一方面，它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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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由竞争必须是公平合理的。没有公平，竞争既不能合理持

久，也不可能是具有高效生产性的竞争。市场首先通过普遍均衡

或平均化的市场价格体系与利润分配机制，来确保市场面前人人

平等、事事平等。任何非经济的政治力量（ 权力或权威）、社会

文化力量（ 传统习惯或个人心理偏好）原则上都不能直接限制或

改变这种市场竞争的公平秩序。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生产者的生产效益（ 利润）、劳动者的劳动收益（ 工资报酬）、商

品的市场价格等等，都是首先由市场来决定、分配或调节的。而

由于市场行为本身的非人格化特性和普遍客观化力量所致，使得

市场分配或市场调节具有其原始的正义性。当然，这种原始性的

市场正义还只是一种具有市场平均化、理想化特征的经济正义。

它更多地具有理想化起点公正和市场过程公正的性质，并不表示

其结果的绝对公正。因此，我们还不能把市场分配的经济正义看

作是一分配正义的全部内容，更不能把它等同于伦理正义。正因

为如此，厉以宁教授形象地把市场分配或调节称之为“ 第一次分

配”（ 或调节）。在其后，为了确保社会分配结果的尽可能公正合

理，还需要有“ 第二次（ 政府）分配”（ 或调节）和“ 第三次

（ 道德）分配（”或调节）。 但尽管如此，作为市场经济行为的

原始分配，市场分配或市场调节本身仍具有不可否认的原始公正

性质。这是因为，市场的原初分配或调节是按各生产者向市场提

供有效生产要素的多少来进行的，不会受任何非生产因素的影

响，可以说，它遵循的是一种以市场效率为客观标准的分配原

则，此其一。其二，市场的分配或市场调节虽然只涵盖交易性领

详见其著：《 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 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

用》一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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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但市场经济的效果原则是等价交换，而由于市场价格体系的

形成是通过市场交换活动确立起来的，不包含任何人为的非经济

因素，即使它最终还是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如政府调控或国

家干预、道德调节等，但这种影响只可能发生在市场过程以后，

而不是在此之前，或在此之中。因而它本身具有普遍的公平交易

的特征，具有交易公正的客观标准。其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

具有其普遍性，它既对所有参与者平等开放，也对他们一视同

仁，决不因为其他非经济因素或人为意志而改变其规则系统。这

当然不是说，市场经济的所有规则永远一成不变，而是说，市场

经济规则的变化只服从市场经济本身的内在需要，不随任何个人

或集团的意愿或需要而发生改变。最后，与之相关，市场面前人

人平等，它既“ 无情”，也“ 无私”。在某种意义上，市场的确像

一个游戏场所，它不管参与游戏的游戏者的社会身份、文化角

色、自然属性（ 种族、性别等），只注意游戏者的能力、技巧和

智慧。因此，它不带任何主观倾向或特殊立场，具有一种天然平

等的特征。

第三，市场经济还以其特有的市场化扩张力量，极大地增进

了人类社会相互交往和沟通的机会、深度和广度。实践表明，正

是凭借市场经济的普遍化力量，人类的交往程度和范围才得以空

前的拓展，形成了较为充分的人际、群际和国际经济交换活动，

出现了日益广泛而深入的跨集团、跨地区、跨国界的经济贸易。

这不仅加速了物质资源和经济资本的广泛流动，促进了生产，提

高了经济效益，而且也使人类分享经济成果（ 商品）、丰富其物

质生活的能力大大提高，因之最终为人类追求和实现自身的幸福

生活目标，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点也是市

场经济的道德性之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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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述能够证实市场经济之道德正当合理性的三个主要

方面，即价值效率、市场分配正义、较充分的行为交往和利益共

享，虽然具 即：它们本身具有人类善有内在本然的道德性质

的积极价值，但是，第一，这是在某种理想化的意义上来说，并

不能必然成为完全的现实；在某种特殊情景条件下，还可能走向

其反面。比如说，无节制的放任主义的市场经济，不仅不会创造

生产的高效率，反而有可能造成效益的浪费，本世纪前期的世界

性经济危机（ １９２９～１９３３）时期，由于生产过剩而出现的以奶填

海的现象即是显证。所以说，在市场经济的效率标准中，生产高

效与生产过剩仅一步之遥。第二，市场经济的“ 市场分配公正”

只是原初的、有局限的。作为“ 第一次分配”，市场调节的作用

只限于交易性领域，并不能扩及非交易性领域。而且，市场公正

本身虽然具有其客观普通性，但并不彻底。比如说，它并不能完

全确保有资格进入市场的所有“ 经济人”或“ 游戏者”具有真正

意义上的起点公平，因而其自由的公平竞争也可能从一开始起就

是不公平的。毕竟，拥有大量土地和地租收入的庄园主与一无所

有的无产者不可能享有真正平等的参与资格，他们在市场游戏中

的逐角一开始就不可能是真正公平的。第三，市场经济本身不能

完全脱离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而孤立存在和发展，更不可能完全

自发进行，它需要有必要的社会政治、文化和道德的条件。“ 文

革”时代的中国不能实行市场经济，２０世纪末期的中国也不可

能重复１７、　１８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和殖民扩张式经济发展道路。

由于其特殊的政治经济结构、文化传统和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形

势，今天的中国只可能选择“ 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些条件

限制本身即说明了市场经济本身的现实合理性限度。

还应该清醒地看到，市场经济本身如同一柄双刃剑，具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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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道德上的两重性：在经济上，它既是激活效率的自由之

源，可以创造空前丰富的物质财富，也可能造成资源和财富的巨

大浪费；既具有原始的市场公正的“ 天然”性格，也可能因这种

天性而导致日益扩大的弱肉强食之争和贫富差距。其所以如此，

首先是因为，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自由竞争，实际上难以确立真正

公平的竞争起点或“ 起点公平”，人的天赋才能的高低、集团和

“ 民族国家”既定的贫富强弱现状，乃至地缘条件和自然资源的

天然差异等等，都会不同程度地限制个人、集团和“ 民族国家”

参与市场竞争的原初能力和潜能，因而从一开始就或多或少地预

定了竞争起点与结果的不公平。其次，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

文化心理条件的制约，竞争过程的公平（ 即罗尔斯的所谓“ 程序

公正”）也难以得到绝对保障，因之单纯靠市场调节机制所实现

的社会分配，即厉以宁教授所说的“ 第一次分配”或“ 基础性分

配”， 不能直接达到较充分程度的公平合理，在某种情况下甚

至还可能导致较严重的社会不公。易言之，经济竞争结果的合理

合法，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和道德上的正当公平。再次，市场经

济的目标模式虽然具有其经济合理性，却同时也内涵着一定的社

会风险和道德风险。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单纯

的经济利益驱动和效益最大化追求，也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实利主

义风气和个人利己主义冲动，因之所谓“ 经济人”的说法就不仅

仅是一种经济学考量的“ 出发点”，而且也可能演化成某种人类

社会的普遍事实，从而使人类社会生活单极化，人自身也异化为

真正的“ 单面人”。

① 详见厉以宁：《 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 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

用》一书 北京：“ 前言”， 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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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一个具有人类根本意义的现实问

题：市场经济本身只关注资源配置的最佳有效方式，却缺少对资

源贮存和来源的的合理考量，因而在缺乏必要规范和约束的情况

下，它自身不但难以确保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 如当代某些新自

由主义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而且更难以确保人类自然资源

的合理利用和生态环境的均衡保护。激进的自由主义经济模式，

包括古典和现代的新老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并没有充分考虑自然

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均衡利用与合理保护问题。盲目开采、掠夺性

的能源摄取、无节制的资源浪费和不负责任的环境污染和破坏。

不仅造成了当今人类日趋严重的“ 地球伦理问题”（ 臭氧层问题、

能源危机、人口过剩与区域贫困化问题，等等），而且实质上也

造成了与经济学所预期的“ 富国裕民”、为人类谋幸福的原始初

衷背道而驰的后果。很显然，被污染的水和地球的普遍升温会给

人类生活所带来的苦恼与危害，决不是可以靠充足的牛奶和奇妙

的空调设备所能补偿的，更何况，它还危及到人类代际公正的长

远价值目标。

市场经济的这些负面缺陷和风险，表明市场经济本身需要必

要的社会规导和限制，包括必要的道德规范。这就是我所说的市

场经济的外在道德规范性证明。这一证明至少包括五个基本

方面：

（ １）道德价值原本就是人类经济生活中一个不可或阙的必要

考量。人既不可能是纯粹的“ 经济人”，也不能是纯粹的“ 道德

人”，即使是是典型的“ 守财奴”或最伟大的道德圣人也不会如

此。当亚当·斯密谈到“ 经济人”和“ 道德人”时，他只是说，

人性有善有恶（“ 利他”或“ 利己”）的原始事实，有可能导致人

格的分裂，但真正具有健全理性的人是不会如此的，尤其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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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人类追求物质之善的经济行为与追求精神之善的道德行为

都置于人性之善或人生完善的整体目标中来加以审视时，情况更

是如此。

（ ２）合理健康的道德信念和规范构成了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

必要条件。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经济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

假设：那就是，求利是每一个人的基本天性，也是其投身经济活

动的根本动机。因此，经济学不必担心每一个经济行为主体参与

竞争的动力，只须关注如何让每一个求利者能够自由参与并尽可

能展开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通俗地说，它不必担心每一个游戏

者参与游戏的游戏动机和动力，只须关心如何建立一套公正的游

戏规则。这也是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所特别强调的。但这

种假设并不完整。在一些情形下，即使市场的游戏规则健全公

正，所提供的游戏场所亦充分合适，且每一个参与游戏的人都具

备积极的游戏动机和有效目标，也仍然不能确保游戏的公正有

效。原因在于，每一个游戏者都是具有复杂心理情感和意愿的个

人，他或她可以相信市场所提供的一切条件，但他或她能否对其

他游戏者的公正心态和行为抱有同样的确信呢？当代经济学家们

常常用来作为例证的“ 囚徒困境” 表明了对这一问题的否定性

回答。可见，市场经济的前提设定不只是经济的，还必须有道德

的。比如说，必要的公共伦理信念和道德规范，就是市场经济普

遍可能和持久进行的前提条件之一。譬如，诚实守信之于交易行

关于“ 囚徒困境”，许多经济学和伦理学论著都有讨论，限于篇

幅，我在此不拟详析。就经济伦理而言，一种较有解释力的分析可以参见

科斯洛夫斯基的《 伦理经济学原理》一书，孙瑜中译本，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１ ～６８页。９９７年版，第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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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勤俭之于资本积累（ 这被认为是马克斯·韦伯的重大发现之

一）；团队精神之于企业的组织和发展（ 这被认为是日本现代化

的成功经验之一）；社会道义和人道精神之于经济管理；等等。

（ ３）道德资源已被证明是一种可以转化的特殊社会资本。美

国著名学者福山在其近著《 信任 社会美德与繁荣的创造》一

书中，通过对欧美、日本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社会信任度差异的

实证审察和分析，揭示了诸如诚信一类的“ 社会美德”在这些国

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经济生活中所产 一些生的不同作用和效果。

经济学家未必承认道德资源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可他们却不能

不承认，虽然人们还不能精确地证实道德能够给市场经济增加什

么，至少已经可以证明道德能够给市场经济活动减少什么，比如

说，普遍的社会伦理信任可以降低市场的“ 交易成本”或“ 额外

交易成本”。道德的这种“ 减少”效应，实际也就是一种经济的

“ 增长”效益。

（ ４）道德作为人类行为和关系的一种持久有效的调节方式和

规范系统，不仅可以作为确保社会正义分配的“ 第三种调节”方

式，促进和完善社会的公平分配，而且也是社会正义（ 包括分配

正义）的基本价值标准之一，因而也是保障和促进经济学自我确

立的“ 富国裕民”之崇高目标的社会普遍化落实的重要条件。现

代市场经济被公认为是制度化、秩序化和普世（ 全球）化的经

济，其制度、秩序和可普世化内涵不是纯经济性的，至少还包含

有政治和法律、社会伦理和文化心理、甚至个人内在道德约束

参见［美 社会美德与繁荣的创造》］弗兰西斯·福山：《 信任

一书，李宛蓉中译本，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译者把“ ｓｏｃｉａｌ

ｖｉｒｔｕｅ”译为“ 社会道德”，欠贴切，现改译为“ 社会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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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正义感、责任感）等规范内容。这其中，社会伦理规范作

为一种无形的秩序和约束仍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 ５）对市场经济和经济学的道德审察或伦理批判总是必要

的。这是评价和反省社会经济事实的基本方式之一，其目的不是

限制经济本身，而是限制经济活动中潜在的缺陷和可能的风险，

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和活动，使其成本或费用尽可能经济合理，

从而最终实现真正合理高效的经济目标。而它的深远意义则在

于，始终保持人类政治、经济和文化之生活世界的完整与统一，

确保人类社会理想与人格思想的完整和统一。这样，我们对市场

经济之道德维度的探究，本身也就是对人类幸福生活之道德基础

与价值意义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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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市场的附魅与祛魅（ 上）

市场经济已被公认为是“ 现代性”（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的基本元素

之一。所谓“ 现代性”，是指人类社会生活的现代（ 化）特性，

它首先是作为与人类文明和生活的传统特性相对照、甚至是相对

立的独特品性而显现的。因此，“ 现代性”的概念意味着某种历

史意义的断裂和超越，意味着一种价值优越论的评价标准和文化

（ 明）进一步观念。它标示着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

截然两分，因而突显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异质和断裂意义，并把

现代视为对传统的超越，具有优于传统的价值地位。作为人类经

济生活的变革成果，市场经济的产生不仅标志着人类经济生活方

式的革命性进步，而且被许多持历史唯物主义或文化实在论的思

想家看作是现代文明生成的基础力量。

市场经济的这种现代领先性或先进性，首先是通过市场的力

量展示出来的。市场仿佛一个巨大的魔方，展示出变化无穷的现

代魅力。因此，要理解市场经济的“ 现代性”意味，必须先走进

市场这个充满魅力的特殊世界，探究其魅力所在，并将之置于

“ 现代性”的社会批判视野，以便在领略其魅力的同时，脱祛其

神秘化的面纱，认清其本真的价值意义和道德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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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市场”的概念

“ 市场”与“ 市场经济”是两个相互关联的经济学概念。但

值得一提的是，在《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 市场”这一条

目，被分为两个辞条，作了不同的解释，由此揭示了“ 市场”作

为一个经济范畴的历史特性。让我们扼要地摘引如下：

［释义一］：“ 市场（ ｍａｒｋｅｔｓ）一般是指买卖商品的地方：现

在，市场已扩大到卖者相互竞争招徕顾客的整个地区。西方经济

学者认为，市场是买卖双方可以自由贸易的地区，在一个‘完全

竞争’的市场中，同样商品无论在何处，同一时刻都趋向于按同

一价格销售。”

⋯⋯市场的作用是把散布各地的商品聚集起来，再输送到分

散的各销售点，为买卖双方服务。”

市场可划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类是初级产品市场，如畜产、

蔬菜和矿物，卖者只能按照市场价格出售其商品。⋯⋯这种交易

在短期内对供应与需求双方都是无弹性的。供应要受自然变化、

天气情况、灾害等因素影响，需求要受工业生产水平、爱好的变

动和科技的发展所影响。所以在自由竞争的市场里，价格和交易

额极不稳定，不断地起伏变化。”

第二类是工业产品市场。这类市场各公司有自己的风格、声

誉和销售地区，并采用不同的广告和推销方法以吸引顾客，所以

经济学家称之为‘不完全竞争’的市场。⋯⋯这类市场供应一般

在短期内很有弹性。在整个销售链条中，有保留存货的环节，供

应商可按需求的增减及时调整生产。价格制定之后，若需求变动

不大，则价格很少变更。企业改变其产品结构较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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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早在１８世纪就预见到，现代工业是依靠其产品市

场的广泛而发展的。⋯⋯１９世纪晚期的经济理论注意资源的分

配使用，瓦尔拉提出了一般均衡论。经济学家们认为各种市场力

量的自由发挥，可带来充分就业和资源的最佳分配。正当凯恩斯

抨击市场平衡概念之际，除了传统的‘完全竞争’理论外，又有

‘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出现。不过，二者都被讥为不符合于经济

现实的。”

现在关于市场的调查研究和探索了工作正在进行，一时还不

能提出精确结论。”

［释义二“］：市场（ 集市（）ｂａｚａａｒ）原指波斯城镇中公共交

易的场所。这一名称从波斯传到阿拉伯、土耳其和北非。在印

度，这个词曾表示单独一家商店，而在现代英语中，它既表示单

独一家销售杂品的商店或市场，也表示出售杂货物的集市。《 一

千零一夜》中传统的民间故事对这种古代伊斯兰国家人们所熟悉

的市场有生动的描述。市场是城镇中引人注目的地方，太阳落山

后不得入内，白天这里熙攘喧闹的景象和宁静的居住区形成鲜明

对照。这种市场分成不同区域，出售同类商品的小贩集中在一

起。在小城镇中，市场仅是一条布满货摊的狭窄的街道。 在伊斯

坦布尔这样大的城市里，市场常达数英里之长。有些市场，如

１７世纪在伊朗的卡尚和伊斯法罕建造的市场，其建筑设计都达

到了高度完善的程序。⋯⋯经过许多世纪，多数古老的市场已逐

《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七册，北京一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１９８６年中文版，第３２１～３２２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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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现代化。”

很明显，第一种“ 市场”释义是一般的现代经济学概念，而

第二种释义则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史概念。两种释义至少表明：

（１）“ 市场”概念从一开始便具有其历史性特征，是随着人类区

域性经济（ 商贸）活动的公共形成而产生的。“ 市场”作为基本

经济活动形式的观念与行动，并不是现代社会的独特产物，因而

把“ 市场经济”单纯地理解为现代社会之“ 现代性”元素的作法

过于直观和简单。（２）“ 市场”的经济行为及其由此形成的“ 市

场”观念有其独特的“ 区域性”（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ｉｔｙ）或“ 地方性”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视闭，这种“ 地方性”或“ 区域性”视阈与其“ 历史

性”视阈是相互交融的，它构成了“ 市场”概念的特殊差异性理

解。在这种理解中，“ 市场”和“ 市场经济”的概念有可能被赋

予多样和差异性，因而也同样动摇了把市场经济视为“ 西方现代

性”之独有贡献的现代主义信念。（３）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

仔细辨别两个“ 市场”概念的不同意义。从一般意义上说，

“ ｂａｚａａｒ”与“ ｍａｒｋｅｔｓ”之间的确显现出人类公共经济生活的传

统（ 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 “ ｂａｚａａｒ”具有着方的巨大差别：

原始商品经济的典型特征，它是自发的、以自然产品的初级交换

为目的的有范围限制的“ 集市”，是非严格意义上的自由市场

（ 在这里，“ 自由”不只是一个限指经济行为的权利概念，而且也

具有其无限制的时空维度）。而“ ｍａｒｋｅｔｓ”才体现出现代商品经

它是带有济的一般特征， 其明确目标模式的、以劳动产品的全面

目的无时交换为 空限制的市场。较完全充分的自由竞争及其最大

《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七册，北京一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１９８６年中文版，第３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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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效率追求、自由交易、规范化的合作秩序和较普通稳定的市场

价格体系是其基本特征。（ ４）然而，尽管有区域范围的界限，两

种“ 市场”同样都具有“ 公共”的性质。这表明，“ 市场”有其

作为社会公共领域的基本特性，因而可以合理推出的相关特性

是：“ 市场”的“ 公共性”同时意味着人类经济生活之可普遍化

规则系统的生成，这便是“ 市场”所具有的社会制度化特点。任

何公共领域的形成，不仅以某种公共规则系统的确立为其存在条

件，而且也需要以这种公共规则系统的有效运作作为其发展的基

本维系制度架构。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和探讨“ 市场”、

“ 市场经济”至关重要。（ ５）最后，“ 市场”的概念本身还具有社

会文化的意涵。不用说古波斯城镇的“ 市场”形成对于其古代建

筑、社会风俗习惯（ 道德）、乃至社会法制建设所具有的重大影

响，即令是现代西方社会及其市场经济的形成，也对其社会政

治、法律和道德等方面产生了几乎是决定性的影响，比如说，市

场（ 经济）与政治民主、现代法制、经济伦理之间的内在关联，

就是关乎市场经济理解的基本课题。正是从这意义上说，对“ 市

场”概念的理解不独是经济的，而且也是社会政治和历史文化

的。易言之，对市场和市场经济的社会理解与道德理解（ 批判），

实际上也是其概念内涵本身所预定的，不能将其视为某种外在加

强的价值约束。

事实上，包括从１９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到今天的

平等主义经济学家（ 如，罗尔斯、阿马特亚·森）在内的许多经

济学家，从来都没有把对市场和市场经济的社会伦理批判看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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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研究的额外负担。 这其中，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格

外突出。因此，在解释“ 市场”的概念内涵时，马克思在其巨著

《 资本论》第三卷中，没有停留于一般经济学的概念理解层面，

而是努力揭示出“ 市场”的社会性质。也就是说，在马克思这

里，“ 市场”决不只是一种人们用以实现商品交易（ 买卖）的经

济活动场所，更是展现人类社会各种商品交换关系和人的社会关

系的特殊所在。因此可以说，“ 市场”是人们（ 个人或群体、阶

层、集团）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它所体现的乃是不同生产所有

者之间的经济关系，而非普通的商人与顾客间的买卖关系。马克

思写到：“ 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各自的产品互相变成商品，

互相成为等价物， 这句话的前半句，使它们互相成为市场”。

汲取了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关于社会分工与商品经济

之关系的一般论述。 而结论性的后半句则是马克思对商品、商

品交换和市场的独到理解，它深刻地揭示了商品交换和市场所内

含的实质性社会关系，即不同生产资料占有者之间的关系。这一

洞见实际上也是马克思建立其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的重要

理论基础之一。

这或许在某种（ 甚至是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直到今天，

作为一般经济原理研究的主题科学仍然还保留着“ 政治经济学”这一复合

概念规定的重要原因所在。的确，一门科学知识（ 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知

识）的知识形态及其理论特性，根本上是由其主题内容决定的。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见《 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７１８页。着重

点系引者所加。

参见［英］亚当·斯密：《 国富论》（ 全名为《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

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２年

版，第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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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市场经济的两种理解

市场经济并非西方现代文明的特有现象，但严格意义上的市

场经济概念却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然而，自亚当·斯密以来，

西方世界历来存在着两种迥然不同的市场经济观念，由此也形成

了两种不同的有代表性的市场经济理解。

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观念无疑是由亚当·斯密所开创的经

济理性主义或经济自由主义从所谓古典自由主义到新古典自由主

义的经济学，基本上是这种市场经济观念的理论代表。在新老古

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理论中，市场经济被赋予了某种“ 自然

化”或纯客观化的预设意义：市场成为以纯理性算计为基本规划

的游戏场所。在这里，亲情与人情、信仰与文化、伦理与道德、

甚至人心与人性本身，都要接受经济理性的裁剪。经济理性如同

①古希腊神话中的“ 普罗克拉斯汀魔床” 迫（ ＰｒｏｃｒｕｓｔｅａｎＢｅｄ），

使所有市场中人都遵循市场的经济原则，即：最大化效率原则、

公平交易原则、普遍均衡（“ 平均化”）的价格原则等等。这其

中，最大化效率原则又是市场经济原则体系中的核心，一如经典

物理学中的万有引力定律，或生物进化论中的“ 物竞天择、适者

生存”定律，因而具有某种“ 自然法则”的宰制力量。因此，在

新老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这里，最关键的解释概念是自由竞争与

最大化效益驱动，并且两者之间的相互解释逻辑是：惟充分的自

源出古希腊神 ｒｏｃｒｕｓｔｅｓ。传说他见人都要强迫卧其魔床，若长于Ｐ

其床则砍之，若短于其床则拉之，使人一律符合其魔床的长短尺寸。喻强

求一律，不容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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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竞争，才是创造最大化效益的价值之源，反过来，惟最大化效

益的追求，才能成为人们自由竞争的永恒动力。求利，而且是追

求最大的利益，构成了人类经济行为的“ 万有引力”，由此发动

惯性运动，一往无前的市场行为仿佛牛顿力学中的 地趋向利益增

长的顶峰，受此动机驱策而驰聘市场的人们也仿佛永不满足的永

动机，而市场本身则无异于利益搏杀的战场。这当然不是新老古

典自由派经济学所描绘的市场经济的全部图景，然而，却无疑是

这幅图景的主体和主题。

但是，１９世纪德国史学派经济学家们不相信这种市场经济

观念，他们看重的是以人类社会历史和文化为底色的市场经济描

画，相信这些斑驳陆离而又深厚悠远的历史文化（ 甚至包括人类

道德）底色，也是人类经济生活（ 包括市场经济）中的“ 内生变

量”或“ 构成要素”，它们都具有不可省略的特性。奥地利国民

经济学派和制度经济学派（ 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派）也不相信

“ 市场经济”的普罗克拉斯汀神话。前者确信，市场经济的规律

不是自然规律，其经济原则也不是自然物理定律，而是人类价值

选择行为的合理逻辑规则。这意味着，人类的经济行为并不必然

会遵循某种机械目的论的“ 自然法则”，任何外部环境因素的刺

激影响和个人主体情意心理的变化，都有可能成为其经济（ 选

择）行为的“ 参数”或“ 自变量”。后者则把市场经济视为一种

特定秩序化的交易行为，市场被赋予了具有综合构成的制度规范

意义。作为交易的场所，市场更像是一种基于人类理性（ 而不仅

仅是经济理性！）考量的公平合理而运行有效的社会规范安排。

因而，包括根本宪法、其他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以及

社会伦理规范在内的各种社会规范安排，都应进入市场经济的理

论视野，甚至构成其合理有效的解释之基础部分。市场经济的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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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规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新制度经济学派看来，市场经济不

只是竞争的经济，自由竞争也不是市场效益的惟一源泉。相反，

许多情况下，无限制无规范的竞争反而会因其无序（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面导致经济混乱，最终造成市场经济的零效益甚至负效益。由

此，他们认为，与其说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的求利经济，不如说

是公平合作的互利经济。合作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至少同自由竞

争一样构成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基本条件或前提。

很明显，两种不同的市场经济观念虽然并不构成对市场经济

本身的怀疑和否定，却形成两种判然有别的市场经济理解，其间

的理解差异不单表现为经济学理论本身，更重要的是表现出它们

各自所倚据的哲学世界观、文化价值观和价值道德观的差别。马

克斯·韦伯的分析是得重视的：要认识“ 近代西方形态的特性”，

“ 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当然是必需，甚至是首先的。

但是，当我们深入追溯到作为这一“ 近代西方形态的独特性”之

根本的“ 经济理性主义”时，却会发现另一种与之对应的因素，

即社会的“ 精神气质”（ ｅｔｈｏｓ）和人的伦理品质。它们对近代西

方经济之独特形态的生成同样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 各种

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

①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

韦伯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把人类的经济行为同时看

作是一种社会行为和价值行为。社会文化和伦理（ 宗教及其不同

的责任伦理或工作伦理） 的预制，使人们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经

①［德］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

等中 ～１６页。译本，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５

参见本书第六章：“ 劳动与工作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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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行为纳入一种“ 目的理性”（ 目的价值）与“ 工具合理性”（ 工

具性价值）的评价体系，因而使其经济行为同时具有了社会伦理

行为的意义。而与市场经济的形成相伴相随的，正是所谓“ 市场

伦理”。

韦伯指出，所谓“ 经济行为”，“ 应该叫做一种和平行使主要

是以经济为取向的支配权力，而‘合理的经济行为’（ 于晓、陈

维纲等在《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译本中，将此概念

译为‘理性的经济行为’ 引者注）应该叫做目的合乎理性地

有计划地行使以经济为取向的支配权力。‘经济’应该叫做一种

自主安排的持续的经济行为，而‘经济企业’应该叫做一个按企

业方式安排的持续地经济行为。” 一旦市场本身“ 社会化”，个

人的经济行为或合理的经济行为也就有了“ 社会行为”的特征。

“ 社会化”在韦伯看来“ 应该称之为一种社会关系，如果而且只

有当社会行为的调节是建立在以理性（ 价值或目的合乎理性）为

动机的利益的平衡或同样动机上的利益的结合之上。社会化可以

典型地尤其（ 然而不仅仅）建立在通过相互允诺的合乎理性的协

议之上。这时，在合乎理性的情况下，社会化的行为，ａ）价值

合乎理性地以信仰自己负有责任为取向；ｂ）目的合乎理性地以

期待合作者的正直诚实为取向。” 请注意韦伯自己在这段行文

［德］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上卷，第六章“ 市场社会化”

（ 未完稿），林荣远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８年版，第７０７页等

处。

［德］马克斯 上卷，第六章“ 市场社会化”·韦伯《： 经济与社会》，

（ 未完稿），林荣远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８年版，第８５页。

③［德］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上卷，第六章“ 市场社会化”

（ 未完稿），林荣远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８年版，第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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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特别加着重号（ 中文印刷以黑体标示之）的几个关键词：“ 平

衡“”、结合“”、协议“”、自己“”、合作者”。它们被作者有意突

显，表明了作者的一个明显的意图：即突出个人经济行为的“ 价

值或目的合乎理性”之行为动机，强调其“ 合理的经济行为”成

利益动机为“ 社会化的行为”之社会特性 的“ 平衡”与行为

利益的“ 结合”，以及“ 相互允诺”之“ 协议”基础上的“ 合作”

（ 者）；强调这种“ 社会化的行为”的 行两个基本的伦理特征

为者的自我负责和他们作为“ 合作者”的“ 正直诚实”。

由于韦伯所持的是一种经济社会学和宗教伦理学的学术视

角，因此，市场和市场经济又有了不同于前两种市场经观念的第

三种观点。市场不只呈现为商品交换的场所，而且还呈现为“ 社

会化”和伦理价值的关系结构，甚至于最初被看作是“ 一种地

方、血缘和部落界限之间的关系，原先是它们之间惟一的、形式

上和平的关系。” 而这种关系 当然是一种“ 意在交换赢利

的交易”关系 的本质，也不只是利益的“ 竞争”，而且还有

互利的“ 合作”和保证这种互利合作得以可能的“ 市场伦理”。

在这一解释中，即使是“ 竞争”的概念，也不再被理解为纯利益

或效益动机驱动 ），而毋宁是一下的“ 力竞”（ 汪丁丁语意借用

种“ ‘和平的’斗争”，一种“ 有规则的竞争”。而所谓“ 有规则

的竞争”，即是“ 一种在目的和手段上以一种制度为取向的竞

［德］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上卷，第六章“ 市场社会化”

（ 未完稿），林荣远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８年版，第７０８页。

参见 ”载《 读书》杂志，北京：三汪丁丁：“ 道既裂，勿相与谋？

联书店１９９９年第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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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争。”“ 以制度为取向”表明了市场竞争的“ 社会化”实质。因

为，社会关系无论是“ 作为团结一致的关系”（ 共同体和社会，

哈贝马斯？！“），还是作为代表的关系（”罗尔斯？！）“ 社会关系

的‘斗争’和‘选择’，［都］有别于个人为了生活和生存机会而

进行的斗争。”

韦伯的经济社会学立场也许不能成为超越上述两种市场经济

观念之外的“ 第三种（ 理论）选择”或“ 第三条道路”（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ｗａｙ）。但它却支持了我们前面的分析性结论：不同的市场

经济观念背后有着不同的哲学世界观和社会文化价值（ 包括道

德）理论的支持。如果说，支持着韦伯把“ 合理的（ 理性的）经

济行为”视之为一种“ 社会化的行为”的，是他的宗教世界观和

关于新教伦理的文化价值理解；那么，支撑着新老古典主义经济

学派 的市场经济观念的，乃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自然哲学世

界观和客观知识论基础上的纯经济理性主义价值观，它们具有明

显的机械目的论和个人主义权利取向的特点；而支撑着与之相颉

顽的史学派和新老制度经济学派之市场经济观念的，则是某种可

以称之为普遍有机目的论的哲学世界观和公平道义论的市场伦

《 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中译本，第６８页。着重号系引者所加。

《 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中译本，第７５页。着重号系引者所

加。括号中的插入语是我有意加上的，意在提示当代两种有代表性的社会

哲学家对“ 社会关系”的不同理解。

《 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中译本，第６９页。韦伯对“ 选择”

的概念定义，可参见同上书，第６８页等处。

当我们把新老自由主义经济学确认为西方近代以来占支配地位的

主导型经济理论时，“ 古典主义经济学”与“ 自由主义经济学”便成了两个

大致可相互替代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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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后者与韦伯的经济社会学共享着某些相似的思想理念。

在新老古典主义经济学那里，世界被看成是受其内在目的支

配而永恒运动着的自然宇宙。支配着这一宇宙的自然法则同样也

是支配人类社会世界和人类行为的基本法则。趋利避害是人的本

性，一如“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的铁律一般毋庸置疑。当

亚当·斯密接受休谟的因果关系理论时：“ 经济人”便很自然地成

为了他考察分析人类经济活动的当然出发点，成为他打开国民经

济财富产生之“ 原因”的谜底的钥匙。而在他把市场经济解释为

一种“ 看不见的手”操纵的致富游戏时，人们很难断定，这种经

济推理中没有某种目的论自然哲学的理论诱惑作用。事实上，在

某些激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视野里，市场仿佛赫拉克利特哲学

中那条不息的河流，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如同赫拉克利特视之为

万物之源的“ 火”，而“ 竞争”本身则无异于赫拉克利特哲学中

“ 斗争”范畴的经济学演绎。

不难理解，由这样一种哲学世界所支撑的市场价值观念，当

然会更多地服从于“ 自然法则”般坚硬的经济规律，而不会过多

地在意诸如历史、文化或传统、道德和伦理这样一些充满着不确

定性的非经济元素。一种科学化的客观知识论形态因之自然而然

地成为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 乃至几乎所有的现代经济学）密而

经济理性或利害算不宣的期待。 计成为了市场经济的数学基

础，甚至是市场经济的数学本身，而马克思所揭示的“ 商品拜物

教”、弗罗姆抱怨不已的“ 市场崇拜”、鲍德里亚所刻画的现代消

这或许也是一些中国的市场经济学家拒绝“ 讲道德”或确信经济

学不讲道德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我仍愿意相信，这仅仅是一个可以理解的

纯知识论意义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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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主义⋯⋯也的确获得了某种现代信仰的力量。

人们（ 包括马克思、奥地利经济学派、甚或现代制度经济学

家）所担心的，并不是现代经济学的科学知识论追求，甚至也不

是时下人们议论纷纷的“ 经济学扩张主义”或“ 经济学帝国主

义”，而是对这种追求的过度执着所可能导致的知识论信仰。换

句话说，如果经济学的科学主义执着演化成了一种经济学知识论

的信仰主义，它就会变成某种新的宗教，经济学的理性主义就不

再具有知识启蒙和技术变革的意义，而可能成为人类新思想和新

价值观念的启蒙对象。经济学从来就不等于市场经济学，它的经

典含义是政治经济学，或者说，是一门特殊的社会科学。在此意

义上说，新老制度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的国民经济学、以及韦伯

式的经济社会学也许更切近经济学的原义（ 而不只是意愿），由

它们所提供的市场经济概念和理解也更容易为我们所接受，确切

地说，更具有普遍的可接受性。

这样一种观念选择尤其适合于我们对市场经济的伦理理解。

因为从经济伦理的视角来看市场和市场经济，市场决不可能只是

一处商品买卖或交换的博弈场所，更不是只供买卖人游戏的特别

所在。市场经济也不仅是由纯粹的经济理性或经济规则所支配的

经济。毋宁说，市场在被视为商品交易场所的同时，也被看作是

一个特殊的“ 社会交往”（ 哈贝马斯语）领域和一种“ 社会互动

形式”（ 康芒斯语）。具体地说，市场交换被看作是一种价值交换

行为，市场的所有参与者或买卖人则被视为“ 社会人”，而非

“ 经济人”，或者说是权利与义务的社会承担者。因之，市场经济

也被看作是一种具有现代技术特征和社会秩序特征的规范化

经济。

哈耶克曾经依据人类知识有限论批判性地分析了“ 计划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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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诸多谬误，其中，他指出，“ 计划经济”是以一种完整

（ 总体）知识论的绝对真理假设为先决前提的。也就是说，“ 计划

经济”预先假定人类有可能对一切经济活动和事务作出绝对正确

的预计，具有把握绝对真理的能力。这是无法得到证明的。相

反，市场经济则是从与之相反的前提出发，也就是从人类知识有

限论、甚至是人类自身的不完善性前提出发，来认识、把握和实

践其经济活动的。哈耶克的这一分析批判是极富洞见的。然而，

他似乎也同时暗示了另一种可能或限制：市场经济本身同样不是

一种完美的人类经济制度或模式，而只是人类社会一种相对合理

和有效的经济制度或经济模式。这种暗示无疑断绝了一切使市场

经济模式神圣化、完美化的企图，当然也断绝了一切使经济学纯

粹科学技术化的梦想。

也许，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任何非经济因素（ 社会历史

的、政治的、文化的、宗教的和道德伦理的）的卷入或牵涉

（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都会成为市场经济的干扰因素，都会削弱经济学自

身的知识正确性和知识自律，因而把这些非经济因素的卷入视为

市场经济的附魅。但是，我们相信的是另一种解释：这些非经济

因素实际上是市场经济无法剔除的制约因素或“ 内生变量”，当

然也是任何经济学所不可忽视的理论考量。它们的实际存在恰恰

是市场经济本身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现象的复杂性证明。如果说市

场经济是一种规范秩序化的理性经济，那么，这些非经济因素恰

恰是其规范秩序的资源之构成部分。它们的客观存在或许真的

“ 降低”了经济学的理论纯粹性和市场经济本身的透明性，但同

时也确实限制了经济学理论扩张，防止发生市场经济可能被绝对

化、神秘化的魔化后果。一句话，对市场经济的多维理解，才是

确立真正科学的市场经济观念的合理方式，因之也是脱祛其魔幻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39

还其以本色的有效方式。市场经济的伦理理解正是这种努力的一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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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市场的附魅与祛魅（ 下）

迄今为止，尽管人们对市场经济有着各种不同的了解和理

解，甚至形成了不同的市场经济观念，但是，占支配地位的市场

经济观念仍然是西方现代性的。这一点似乎毋庸置疑。形成这种

观念态势的主要原因，不单是由于西方人创立了严格而系统的市

场经济理论，更重要的是由于西方社会成功地创造了高效强大的

市场经济的实践模式，并凭借其成功实践和经济领先优势，使西

方市场经济模式生发出强劲无比的普世化力量。按照西方占主要

地位的市场经济观念的解释，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或先进性不只体

现为高效率的物质财富创造力，更深远的还表现在它对现代人性

解放、政治民主和科技理性的革命性推动上。因此，要真切地认

识市场经济这一巨大的“ 现代性（ 化）”力量，还需要从现代社

会的政治与文化以及现代人类自身等基本方面，来了解市场经济

的“ 现代性（ 化）”角色。

一“ 经济解放”与个人自由

一种普遍通行的观念认为，市场和市场经济的出现，是人类

自由文明的真正开始。在西方文化理念中，虽然有人提出，从人

类祖先亚当和夏娃被上帝逐出伊甸园那一刻起，人类便开始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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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独立和自由创造和历史， 但更多的思想家相信，亚当和夏娃

告别天国，仅仅是人类追求自由独立历史的开始，而非人类自由

的真正实现。换句话说，它还只是预示着人类（ 作为一个整体）

取得独立生存权利的开始，却没有赋予这种人生权利以实现的内

容。当人类还没有达到每一个人都拥有实现其人生权利的物质手

段和社会条件时，所谓人的权利就仍然是非现实的、非普遍的，

最多它只可能成为人类普遍期待的一种理想、一种信念。因此，

人权或人的自由的第一含义是人生财产和人的行动的权利或自

由。而真正使这一切成为现实可能的正是市场和市场经济。

作为一种经济生活的协作方式或交往方式，市场不仅给每一

个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人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公共场所，使人们有

可能在一个开放的公共领域里自由地进行各种经济活动。更重要

的是，市场从一开始便强制性地规定了每一参与者的平等自由的

资格。也就是说，它强行规定，只有获得自由人身资格的人，才

能进入市场（ 自由作为市场的门票），也只有预先承认人际平等

并服膺平等交换之经济法则的人，才能进入市场（ 平等作为市场

游戏的先定规则）。

作为市场行为主体的基本特性，平等自由意味着：（ １）每一

个市场参与者（ 个人或集团、企业、公司等）具有其人格自由或

法人主体（ ａｇｅｎｔ）资格；（ ２）个人主体或法人主体的自由独立，

既意味着自主的权利和权益，也意味着自主的责任和义务，也就

是自主选择、自由决定、自己承担；（ ３）其行为交往必须服从于

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任何市场行为主体在其交往行为中，都不

如，尼采、弗罗姆等思想家均持此观。参见尼采的《 重估一切》，

弗罗姆的《 逃避自由》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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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要对自己的经济行为负责，而且还要对市场负责，对维护市场

经济的基本秩序和规范负责。同行为主体的自由独立和相互平等

一样，这也是保持和发展市场（ 经济）的充分必要条件之一。

市场的这些前提性要求被认为是为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奠定

了现实的社会物质基础，也被看作是人的“ 经济解放”的首要方

面。与此紧密相关的是，人身自由和行为自由使得作为市场行为

主体的个人或法人团体的创造性生产劳动和自由竞争成为可能，

因而使整个社会经济效率的增长成为可能。所以，自由竞争和经

济效率增长被看作是人类“ 经济解放”最主要的政治成果和经济

由是市场（ 经济）所带来的人类“ 政治成果。如果说，个性与自

解放”的第一成果的话，那么，自由竞争和效率则是市场所带来

的人类“ 经济解放”的主要标志。作为前一种成果的价值体现，

是随着现代市场经济而到来的现代政治民主（ 自由权利的社会政

治制度表达）；而作为后一成果的价值体现，则是现代社会经济

的高速增长。在这里，市场（ 经济）所内含的“ 经济解放”与

“ 人的解放”的一致性，即是人的经济自由与其政治道德自由的

相互性。它是所谓“ 现代性”的自由辩证法，也是人们用以证明

市场和市场经济之优越性的终极证据。当今德国著名的经济伦理

学家科斯洛夫斯基谈到：“ 作为协调手段的市场恰恰是通过以下

这一点才显示出它的不容置疑的优越性的，即它比所有其他的协

调形式都更为广泛地允许个人的目标追求的自我负责的行为。市

场不仅使消费自由成为可能，而且还使富有创造性的生产与行为

自由成为可能。”

［德］科斯洛夫斯基等：《 资本主义的伦理学》，王彤中译本，第

５８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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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市场和市场经济的出现带来了一次人类生活和行为的

解放。这种“ 解放”首先是人类经济力量的解放。如果说，市场

的形成最终促动了人类社会由传统的自然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

历史性转型的话，那么，这种促动作用首先表现为市场对个人的

“ 经济解放”。市场给每一个人打开了一个广阔而自由的新世界，

它的出现，为劳动者提供了具有多种可能的劳动机会和选择权

利。用马克思的话说，它使个体劳动者成为了可以自由出卖其劳

动力的自由劳动 他者。尽管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的出卖者——

们组成了近代人类历史上的无产者社会阶层——所拥有的自由权

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因为劳动力的过剩而总是处于被选择的

地位，其出卖劳动力的机会、劳动力市场价格等也总是受到作为

买方的有产者的严格限制和剥削，但市场的巨大作用，毕竟把个

体劳动者从封闭性经济结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解除了他们原有

的人身依附和固定不变的经济从属关系。这就是说，市场使劳动

者个人的经济解放成为可能。这种“ 经济解放”虽然只具有初步

的不彻底的性质，然而它却具有其特有的广泛性和普遍平等性，

从根本上为劳动者的个人解放（ 自由 开辟了道路。）

在这里，市场对劳动者的“ 经济解放”具有双重意义。在经

济方面，市场把劳动者从各种非经济因素（ 诸如，封建门第、等

级、身份限制、政治权威和宗教信仰的约束等等）中解脱出来，

从实质上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因为劳动者的解放和自由，也就是

作为社会生产力第一要素的生产主体的解放和自由。由于市场的

在西语中，“ 解放”与“ 自由”具有相同的语义和目的性价值指

向，即：使人从某种状态或约束中解脱出来，成为独立自由的存在主体和

行动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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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同时变革和优化了社会生产资料（ 作为物质资源的主要内

容）的配置方式和生 稍后详谈）产工具（ 即近现代科学技术

的利用方式，并使社会物质财富的分配第一次建立在按生产效率

或市场调节来进行的经济价值（ 评价）之基础上，因而，生产主

体的解放和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带来了社会生产能量的巨大

释放，创造出空前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经济的高效增长。在此意义

上说，市场和市场经济的确是从经济上既解放了生产者个人，也

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本身。

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市场对人的“ 经济解放”同时具有其

社会政治的意义。由于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自由化与平等化普世力

量所致，劳动者个人原有的人身依附关系被解除了，每一个人都

被赋予独立自由的社会身份和人身权利。至少，他获得了主宰自

己劳动力的权利，在经济上不再依附于任何他人或组织。这当然

不是说，进入市场的劳动者个人已然摆脱了他所属的社会关系，

而只是说，市场和市场经济的出现改变了他原有社会关系的性

质。比如说，他不再隶属于任何人，有了独立自主的人身；他与

别人的经济关系不再建立在不平等的非经济因素的预定基础上，

而是通过平等交换、市场价格的平均化，以市场契约的形式构成

经济平等关系。虽然经济上的平等并不等于政治平等和人格的社

会平等，但它已经奠定了后者的经济基础，为人与人的政治平等

和人格平等提供了现实可能的物质条件。有了经济权利的平等并

不等于获得了社会政治权利的平等，但没有前者，后者就无从谈

起；有了前者，后者便有了现实的可能。

最后，市场对人的“ 经济解放”也使得人的精神和思想解放

成为可能。市场是理性化的商品交易场所，市场经济也是理性化

的现代经济。这种经济的理性化不单直接表现在市场的规则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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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理性化方面，而且也间接地表现在它对于改善人类生产方式

和观念的巨大作用上。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市场对经济效率和

商业利润的最大值追求，必然促使各经济行为主体加快生产工

具、管理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与改善，因之带动近代科学技术

的迅速发展。这一科技变革的重大成果不仅表现为社会生产力的

迅速提高，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科学理性对人类精神的现代启蒙

上。虽然时至２１世纪的前夕，人类已经开始警觉近代以降科学

理性之启蒙运动的某些负面后果，但在市场经济起步的历史阶

段，科学理性的启蒙无疑具有着不可比拟的精神解放和思想解放

作用。它曾使西方人挣脱了中世纪封建神学的束缚，也使现代人

类找到了认识世界和自身的合理方法，看到了人自身的发展潜力

和行动力量，最终使人类确立了科学理性这一根本信念。关于这

一点，我们下面还将详细讨论。但即便是这些简略的提示，已足

以使我们认识到市场与科学、科学与人类精神之间深刻的互动关

联和革命性意义。

然而，确认并肯定市场的“ 经济解放”及其对于个人自由的

巨大历史性意义，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将之夸大为一种人的解

放，甚至也不意味着把它夸大为人的政治解放。在西方自由主义

伦理学家（ 从洛克到罗尔斯、诺齐克）那里，常常把个人的经济

权利泛化为政治权利，至少在个人的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利之间不

作明确的区分（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是个例外），仿佛一个拥有

其财产所有权或经济独立和经济自由（ 权利），其政治权利便不

言而喻，因而往往把人的“ 经济解放”当成了个人自由（ 解放）

的同义语。这种价值观念是极为有害的，它无异于市场和市场经

（ ｅｎｃｈａｎｔｍｅｎｔ），即济的“ 附魅”或“ 魔力化” 夸大市场（ 经济）

的力量，将之泛化为一种决定一切、改变一切的神奇化的社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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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这种把市场魔力化的作法，与现代经济学中的“ 市场万能

论”主张是一致的，其后果是，通过夸大市场和市场经济的作

用，以市场的经济价值作为人类全部生活价值的终极标准和唯一

标准，从而把人类生活的意义化约（ 用科斯洛夫斯基的术语说，

就是“ 缩略”）为经济利益，甚至是作为特殊商品或商品价值等

价物的金钱。

市场和市场经济给现代人类带来的“ 经济解放”具有基础性

意义，但如果夸大了这种“ 解放”的意义，将使我们丧失对人类

生活价值的合理理解，也会狭隘地理解个人自由的真实含义。事

实上，市场对人的“ 经济解放”，还只是初步的、某种可能性程

度上的、物质条件的。市场作用所造成的个体劳动者人身依附关

系的解除，只能被看作是一种个人获得人身自由的社会条件，

即：它通过解除传统社会条件下的人身依附关系，并给每个劳动

者提供自由的劳动市场，而使个体劳动者的人身自由成为可能。

即使在这一限度内，市场也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彻底的人身自由所

必需的全部条件或充分必要条件，毋宁说只是这些条件中较基本

的可能性条件。马克思曾经谈到，在取得人身自由并自由地进入

劳动市场的无产者，虽然有权自主选择职业或出卖其劳动力，但

在市场劳动力相对过剩（ 这往往是劳动市场的一种常态）时，劳

动者的选择机会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就会大

大低于市场的平均价格，劳动者出卖其劳动的自由与其说是一种

权利，不如说是一种被迫承担和接受的一种市场强迫。在此情况

下，所谓人身自由实际上是被迫廉价出卖其劳动力的自由，它非

但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身自由，而且是对人身自由的一种被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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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 可见，即使是市场对人的“ 经济解放”或带给劳动者的个

人自由，也是受到极大限制的、不充分的。至于科斯洛夫斯基所

谈到的“ 消费自由”也是如此。如果说，个人在市场中的劳动

（ 生产）自由权本身还受到劳动市场状况的限制的话，那么，其

消费自由则同样受到市场本身的限制。消费自由不是一种消费的

意愿的表达，其必要前提是拥有充足的货币。没有钱，消费自由

就等于零。在这个意义上说，市场既给个人创造了劳动和消费的

自由机会和条件，也是限制着他们自由的条件本身。

姑且认可市场的“ 经济解放”可以给人们带来人身自由，我

们也不能把这种“ 人身自由”混同于个人自由或人格自由。个人

自由是一个综合性的价值概念，从最宽泛的分类系统看，它至少

包括个人的经济自由（ 以个人财产 包括自身的人身财产如劳

动力、知识等，和私有物质财产 的所有权为其基本规定）、

政治自由（ 以公民资格和公民权利为其基本规定，如，选举自

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集会游行自由、结社自由等等）和道

德自由（ 以个人生活信仰自由、意志自由和良心自由为其基本规

所以，即使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定）三大类。 把个人“ 经济解

放”理解为个人“ 经济自由”的同义语（ 事实上，市场对人的

“ 经济解放”只涉及到个人的人身所有权的问题，没有或不包括

个人物质财产的所有权内容，后者是作为市场过程的结果而得到

参见《 资本论》第１卷。

在政治哲学和政治学中，这种分类是不适用的，比如说，个人的

良心自由通常也被赋予政治哲学或政治学的意义规定（ 如，洛克、密尔、

罗尔斯等）。同时，这种分类本身也只是相对的，它们之间的界限常有交叉

和重叠，如，思想自由就不止限于政治领域，也可能涉及个人的信仰和良

心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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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的），也不难发现，“ 经济解放”与个人自由之间所存在的巨

大差距。还是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在《 手稿》、《 共产党

宣言》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洞见到，人的“ 经济解

放”不等于人的“ 政治解放”，更不等于“ 人的解放”。

至于“ 人身自由”与“ 人格自由”之间的差别，也不难由此

见出。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 人身自由”主要还只是一种事实

性规定，它表示个人对自己人身财产权的拥有资格。而人格自由

是一种人生的价值规定，它包含着对个人存在意义和尊严的表

达。一个具有自由身的个人，并不必然拥有其人格自由。当一个

无产者只能在劳动市场上被迫廉价地出卖其劳动力时，他既无法

保护自身的人格尊严，也不可能实现其生命存在的意义。

指出市场对人的“ 经济解放”的局限，只是想脱祛“ 市场万

能”和“ 经济（ 学）霸权主义”对市场的魔力化和神秘化，正如

我们充分肯定市场对人的“ 经济解放”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是想

充分理解和合理评价市场对人类经济生活和社会进步所具有的历

史意义一样。重要的是，无论我们怎样理解和解释市场及其道德

意义，都必须注意防止单纯外在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社会道德批

判，或狭隘内在化的经济至上或市场万能的经济学辩护。惟其如

此，我们才可能接近真实的市场，既不忽略或轻视市场的现代性

力量和作用，也不盲目地将之魔力化。这就是我所谓的市场的祛

魅，即市场的合理理解。

详见《 手稿》《、 共产党宣言》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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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

在现代经济学的“ 弈论”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与其说是游戏

（ 博弈）过程，不如说是游戏规则。市场为现代市场经济提供了

“ 游戏”的场所，但确保市场经济“ 游戏”正常进行的则是市场

的经济规则。因此，市场经济被公认为是一种理性化、规范化或

制度化的经济，也可以说是一种有规则的经济游戏。

基于这一理由，人们通常相信，现代市场经济与现代社会的

政治民主之间具有一种必然的逻辑蕴涵关系。即是说，市场经济

必然要求有政治民主作为其社会政治条件，而政治民主也必定建

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这几乎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理论（ 包括

经济学、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理论中一个获得普遍认可的基本命

题。这一基本命题能否得到充分的正当合理性证明？如何理解这

一命题才算是合理的？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主要议题。为了

讨论的方便和清晰起见，让我们将这一命题分解成三个方面：

（ １）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是否相容？即，它们在根本上是否具有

一致性？（ ２）如果（ １）的答案是肯定的或基本肯定的，那么，

两者之间的相容性程序如何？也就是说，它们在多大的程度上是

相互一致和贯通的？这也就意味着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之间不仅

存在着相容或一致的方面，同时也存在着不相容或冲突的一面。

因为“ 程度”的限定，表明两者间的相容或一致并不是充分完全

的。（ ３）最后，鉴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证明了市场经济和政治民

主模式的多样性，即：在现代人类世界，同样作为“ 现代性”基

本元素的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都存在多种模式和多种发展可能

性。因此，我们还需要探询，这些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和政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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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它们之间的主要差异性甚至是异质性究竟

何在？它们的发展前景如何？

先讨论第一个方面。

所谓市场经济，最简明地说是一种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或基本

方式来发展国民经济的现代经济制度。其根本特征是根据市场的

供求关系来调节和分配社会生产要素，通过市场调节机制合理配

置各种资源。早期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

为基本前提的，但进至２０世纪中叶以后，即使在西方社会，生

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出现了生产资料部分国

有的所谓“ 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国家对诸如铁路交通、邮电通

讯、部分矿物资源、以及重要的国民经济产业等实行政府控制或

国家经营。８０年代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逐

渐接受并实行市场经济，至９０年代初，我国以宪法形式正式确

立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法性地位。显然，作为一种经济

制度的市场经济，既不等于私有制，也不特属于资本主义。换句

话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和基本调节方式，不能把它

狭隘地理解为、甚至是化约为一种经济所有制形式。同时，也不

应把作为社会经济制度的市场经济夸大或等于社会基本制度，因

为后者的概念内涵显然比前者广泛，它至少还包括社会的基本政

治制度、文化体制等内容。明乎于此，也就不难理解邓小平所提
，

出的“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早在８０年代中期邓小平就已表达过这一思想，至１９９２年“ 南巡

讲话”时，他对此作了系统的表述：“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

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

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

济手段。”参见《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３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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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论断的科学合理性。

基于这一理解，我们也就不难看出社会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

度的差别所在。民主政治或政治民主制，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政治

制度形式。关于什么是民主？或何为民主政治制度？人们的理解

和概念林林总总，各执千秋。诸如，民主即“ 大多数的统治”；

是“ 获得（ 普遍）同意的政体”；是“ 人人都享有平等权的政

权”；民主的本质是“ 主权属于人民”；如此等等。依当代美国著

名政治哲学和政治学家卡尔·科恩的看法，这些“ 民主”的概念

或定义都只具有表面的常识正确的意义，并不能充分反映“ 民

主”的政治意蕴。他指出：民主的本义是“ 民治”，类似于前美

国总统林肯所说的“ 民有、民治、民享”。 但究竟什么是“ 民

”？“ 民治”等于人民自己统治（ 管治 理）自己吗？按“ 民主”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一词的词源学意义来看确乎如此。“ 民主”一词源

于希腊语，其词根为“ ｄｅｍｏｓ”，意旨“ 人民”，而与之连缀的词

是“ Ｋｒａｔｅｉｎ”，意指“ 治理”。但是第一，在古希腊政治文化

“ 语景”中，“ 人民”是一个有社会身份限制的语词，只有成为城

邦公民（“ 自由民”）的人才具有这种“ 人民”资格。奴隶不是

人，不能被算作是城邦公民或国家公民，因而也就不在“ 人民”

之列。第二，所谓“ 人民自治”本身是一个模糊的、有待澄清的

概念。因为事实上，“ 人民自治”是相对的。一方面，人民群体

中必有一部分是统治者或管理者，另一部分则是被统治者或被管

理者。“ 人民”不可能同时都成为“ 治者”。另一方面，统治者或

管理者与被统治者或被管理者是相互的、互为存在条件的，没有

［美］卡尔·科恩著：《 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中译本，北京：

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年版，第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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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就无所谓被统治者，反之亦然。因此，在任何社会条件

下，一般地或抽象地谈论“ 人民自治”没有实际意义。

基于这一考虑，科恩认为，应对民主作进一步地界定和解

释，而且与其停留在诸如“ 人民自治”或“ 多数人统治”一类的

一般性解释上，不如把它具体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政治制度。
，

在此意义上，“ 民主是一种人民自治的制度” 或“ 一种社会管

该制度的社会政治本质是，让每理体制”。 一个社会成员都能

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社会生活的管理，包括社会基本制度的设计和

安排、社会基本政治原则的制定、社会决策和管理等等。因此，

民主的完整定义应该是：“ 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

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社会

科恩的这一定义仍然是普遍成员的决策。” 意义上的社会民主，

包括社会公共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民主体制。就我们所言

的政治民主或民主政治而言，则主要是指社会政治生活的管理体

制，即社会政治制度的平等参与、公共决策、共同负责，对包括

国家宪法和其他基本法制体系、政府行为、社会公共政治策略等

在内的社会政治问题（ 用罗尔斯的话说，就是社会的“ 基本政治

问 ）题”， 的平等参与、平等讨论、共同决策和共同负责，它构

［美］卡尔·科恩著：《 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中译本，北京：

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年版，第６页。

［美］卡尔·科恩著：《 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中译本，北京：

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年版，第９页。

③［美］卡尔·科恩著：《 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中译本，北京：

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０页。

参见［美］约翰·罗尔斯著：《 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中译本，南

京：江苏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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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社会政治生活领域最基本而广泛的政治权利与政治义务之平

衡体系，这其中，平等参与构成了社会政治民主的“ 关键”

因素。

由此可见，所谓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的关系问题，只不过是

一般意义上的经济与政治之关系的具体化。其具体化的含义有两

个 上 层建筑的关系方面：其一，它不是一般地从社会经济基础与

上来理解经济与政治，而是从社会制度或体制的特殊层面，来理

解作为现代经济体制的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也就是说，对两者

关系的制度化理解。其二，由于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均是极富

“ 现代性”意义的概念，因此，对它们之间的关系理解或解释，

也是且必须是在现代社会的特殊背景下来进行的。在这里，我们

可以搁置一种历史考虑，对比如说在古波斯的“ 市场经济”（“ 集

市经济”）或古希腊罗马之城邦国家的“ 民主政治”（ 如，伯里克

利、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的历史类型分析暂时忽略不计，而

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这两大“ 现代

性”基本元素之间的关联上。

当我们提出现代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是否相容这一问题时，

实际上不只是一种关系的事实性解释，更重要的是一种关系的价

值判断，即：它们作为“ 现代性”基本元素的相互作用及其现代

社会意义。然而长期以来，人们总习惯于对两者作事实性的解

释，更具体地说，是把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当作互为条件的两种

社会事实来了解，而不是或者没有能够对两者关系的内涵作价值

学的探究，因而忽略了它们相互涵盖的价值意义，即市场经济本

身对平等参与的制度化要求所内涵的社会民主化意义，和民主政

《 论民主》，中译本，第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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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本身保障个人与社会之经济自由（ 权利）的实质性价值意义。

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相互条件性关系的确是存在的、

客观的。但因此而将两者的关系理解化约为一种条件性解释，则

不免过于偏狭和表面化。而且，即使就条件性解释本身来看，也

存在着过于简单化的倾向。科恩在考察民主的物质性条件、特别

是经济条件时，就曾经指出过这一点。他指出，人们在谈到民主

的经济条件时提出了三种较为普遍而又不同的主张，它们是：

“（ １）同样水平的经济福利是民主的条件；（ ２）‘经济民主’是任
，

何真正民主的条件；（ ３）经济平等是民主的条件。” 在这三种

主张中，唯有第一种主张是可以确明认定为正确的解释；第二种

既过于笼统，也不正确（ 稍后我们也会涉及）；而第三种则尚待

进一步探讨。在科恩看来，“ 经济民主”的概念本身带有暧昧性

质。因为“ 经济民主不是某种特殊的经济体制，而是社会选择它

所需体制时的能力。” 因此，它并不构成“ 任何真正民主的必

如果说，“要条件。” 经济民主”只是指经济生活领域内的民

主，那么，它就不能够成为与“ 政治民主”或“ 社会民主”比肩

而立的另一种民主制度，而只能是“ 政治民主”的一个特殊组成

部分。“ 因此，经济领域内的民主应该只是‘政治民主’的一部
，

分，虽然是很重要的部分。” 科恩的结论是：“ ‘经济民主’既

不是一种民主，也不是民主条件本身。如果正确使用这个词，

‘经济民主’是指经济领域内的民主。当社会成员有权力选择他

① 《 论民主》，中译 第１１０页。本，

② 《 论 第１１５页。民主》，中译本，

③ 《 论民主》，中译 第１１４页。本，

④ 《 论民主》，中 第１１７页。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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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要追求的经济目标及达到这些目标的经济手段时，就算有了
，

而真正能够成为政治民主或社经济民主。” 会民主之必要条件

的，不是所谓“ 经济民主”，而是一种经济平等，或者是平等水

平上的经济福利。换言之，只有当社会成员能够免于基本物质生

活的忧虑时，他们才有条件和能力参与社会决策，所谓社会民主

才有可能，这才是“ 同等水平的经济福利”作为社会民主之必要

条件的根本含义。

通过科恩对“ 经济民主”这一概念的辨析，我们可以更清楚

地了解到，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的关系理解，进而是经济与政治

之关系的理解，绝不能局限于某种条件性的事实解释层面，这一

层面的解释显然还只是外在的，必须深入到它们内在的价值相关

性之中，也就是说，只有弄清楚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之间在其内

在价值意义上是否存在可分享的或一致的因素，才能明白它们之

间是否相容，在多大程度上相容。

依据“ 市场经济”与“ 政治民主”两个概念的分析和了解，

我们可以得知，在一般意义上，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是相容的，

或者至少在其基础层面上是相容的，这种相容性主要表现在两个

方面：其一是价值共享的内在方面；其二是互为必要条件的外在

方面。

扼要地说，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共享的价值就是以人的自

由和平等为核心理念的现代人道主义价值。作为经济制度，市场

经济首先要求每一个进入市场并参与市场经济生活的人，都必须

首先具有独立自由的人身资格，并遵守平等交易的市场经济原

则。因此，自由和平等既是市场经济对所有经济行为主体的基本

《 论民主》，中译本，第１１７～１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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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要求，也是其内在经济要求所体现的基本价值意义。尽管如

前所述，市场经济所要求或给人们带来的自由主要是经济主体性

的、人身的，而非直接政治意义上的或道德人格尊严上的，但个

人的人身自由毕竟是其政治自由和道德自由的基础，用马克思主

义的解释来说，人的“ 经济解放”是其政治解放和社会全面解放

的先决前提。如果说，民主政治的根本意义在于社会成员的普遍

参与，而这种参与能力首先是社会公民的自由选择能力的话，那

么，市场经济对人身独立和自由的这种内在的基本要求本身，便

与民主政治具有相互一致的价值意义，两者在价值取向上是相容

的、共通的。差异只在于市场经济直接要求的个人自由程度还不

及民主政治所直接要求的个人自由那样全面和彻底。

与此相关，市场经济本身所要求的平等交易原则，与民主政

治所要求的政治平等原则也是相容的。虽然市场经济的平等要求

只是一种经济平等，但它却是人类平等的基础。缺少经济平等的

基础，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平等就很难实现，即便暂时出现，也难

以长久维持。 需要在此强调的是，所谓经济平等不能简单化地

理解为利益分配的平均主义，甚至也不应简单地归诸于经济所有

制上的平均公有。利益均分或财产公有并不一定是真正意义上的

经济平等。经济平等与政治平等的共同本质是公平正义，即权利

与义务分配的公平对等。而经济平均主义则只强调权利分配的均

等，却没有考虑权利分配与义务分配的公平对等，它常常造成懒

汉与勤劳者利益均沾的不正义结果，造成出力者不得利，不出力

者也能得利的不合理现象。这种割裂权利分享与义务承诺相互对

这一点，从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卢梭到马克思主义者都有

深刻的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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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之基本联系的作法，不仅会最终导致人类社会经济的无效率，

而且与市场所要求的经济平等 即责、权、利相互对应统一

的原则背道而驰。这一解释也同样适用于政治平等。事实

上，政治平等的实质并不在于所谓“ 一人一票”的权利分配形

式，而在于它对每个公民一视同仁的尊重和对每个公民享受权利

与承担相应义务的普遍要求。所以，现代政治平等既与种族主

义、性别歧视、门第等级观念等格格不入，也与那种片面的个人

自我权利论（ 只强调个人自我的权利申认）或抽象的社会道义论

（ 只强调公民对社会义务的消极承担）格格不入。在这一点上，

我们可以说，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经济平等与民主政治要求的政治

平等有着共享一致的价值本质，这就是所谓公平正义，即：权利

与义务的公平分配和分享。

此外，作为现代社会的制度化形式，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也

具有相容和相通的性质。如果说，自由和平等是市场经济和民主

政治所共享的基本价值理论，那么，建立公平合作和平等参与的

社会基本制度体系，则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所共同追求的社会

体制化目标。如果说，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使现代人的自由平等

权利实现有了现实的物质基础和政治保障，那么，它们的现代制

度化则为确保个人自由和平等权利提供了社会制度保障。无论是

经济上的自由和平等，还是政治上的自由和平等，其关键都在于

公平参与和公平承担，或自由地参与市场的平等竞争；或自由地

参与社会政治事务的决策管理。前者被赋予经济自律的意义，后

者则被视为现代社会公民的政治自律，它们共同构成现代社会政

治民主的精义，也是现代社会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

化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又在于建立健全的市场经济制

度和民主政治制度，也就是建立使市场参与者和社会公民能够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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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公平的自由竞争、平等参与并共同承担责任的社会机制。就这

种基本制度化目标及其实现该目标的社会机制而言，市场经济与

民主政治是相通的。

然而，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上述相容性或相通性是通常解

释意义上的，而且它们的相容程度也是有限制的。这就是我们接

下来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即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相容性程

度问题。

当我们把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相容性作为一个问题提

出并加以讨论时，实际上也就暗示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性。只有在

两种相互见异的事物之间探讨它们的相容性问题才有意义。因

此，大致明确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相容性程度的一种有效

方式是，先找出两者间在内价值取向和外在条件性方面的差异

性，然后鉴别出它们的不相容性方面。完成这一工作也就明确了

两者间的相容程度究竟如何？

让我们还是从内在价值维度与外在条件的相互性两个方面来

探讨这一问题。

从内在价值维度上看，虽然我们可以确认市场经济与民主政

治共享着自由、平等、正义的基本价值维度，但是，这并不是说

它们是在相同的程度和意义上共享这些基本价值的。通常看来，

市场经济对个人自由和人际平等的内在要求，无论是在理论上还

是在实际经验上，都要比民主政治的类似要求低，范围也更狭窄

些。要证明这一点，也许我们只需指出以下几个方面的事实和证

据就足够了。第一，市场经济对人的自由要求首先是且基本上只

是个人的人身自由，诸如人格自由、政治自由等广泛的社会自由

（ 权）虽然肯定有益于市场经济的社会运作，并可能为它提供社

会政治、道德和文化等非经济方面的资源与支持，但并不是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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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就平等的价值而言，这一解释也

同样有效。与之相比，民主政治的自由平等要求则要高得多、广

泛得多。经济上的自由和平等显然是实现政治自由和平等的物质

基础，没有前者，后者就无从谈起。但这一断言却不能反过来推

理。易言之，有了经济上的自由平等，并不必然带来或保证有政

治上的自由和平等。英国工业革命以前甚至是以后的相当长时间

里，新生的布尔乔亚无疑是经济领域里的巨人，但却是社会政治

领域里的矮子。

第二，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在上述基本价值维

度上不仅存在同质相容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相互异质排斥的一

面。我们可以通过现代西方新自由主义阵营内部有关公平分配原

则的不同理解和争论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譬如说，诺齐克与罗尔

斯 较为激进的自由主义思想家（ 如，洛克、诺齐克等之争。

人）认为，财产和财富所有权是人权的根本内容，基于“ 个人权

利神圣不可侵犯”这一根本原则，任何限制个人自由竞争和经济

利益的社会政治原则和伦理原则都不可能是真正正义的，也难以

获得足够充分的理论辩护和证明。在这里，经济自由被看成是高

于一切的价值，而经济平等则被理解为市场经济法则面前的平

等。这样一来，由于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人们参与经济自由竞争

的原初起点的不平等，必然导致实际结果的不平等，且这种不平

等的结果有可能是无限制的。在此情况下，所谓社会公平和民主

详见万俊人著《 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下卷，第２０章第三节。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类似争论也发生在西方经济学内部，如，

以亚当·斯密、哈耶克、弗里曼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与德国１９世纪

中叶的历史学经济学家和当代的阿马特亚·森等国家干预主义和社会公平主

义经济学派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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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就会由于无法保障所有社会成员在最起码程度上的经济平等

而失去最基本的必要条件，最终成为一句空话。因为西方新老自

由主义经济学和政治学所奉行的，是所谓“ 以权力制约权力”的

民主原则，而非像达尔等民主思想家所坚持的“ 以社会（ 力量）

所以，一制约权力”的综合平衡原则， 旦经济力量成为一种政

治权力（ 这是经常性的社会事实，如竞选捐款或集资、选票买

卖、权钱交易等等），经济自由所导致的结果就不仅是实质意义

上的经济不平等，而且还可能是寡头政 这治或集团专制政治。

种可能的后果本身正是对自由信念和公平理想的否定。正是基于

这种担心，罗尔斯才坚持主张对社会经济的不平等作必要的社会

限制，并把个人的经济权利纳入到个人的基本政治权利的“ 目

录”之中。 这实际上也就是为了保证人们的政治自由和平等，

更一般地说，是为了保证自由社会的民主公平性质，要求限制个

人的某些经济自由，在某种程序上强制性地实行社会经济平等

（ 如，罗尔斯 ）的“ 惠顾少数最不利者”的差异原则 这种争执

本身表明了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在其核心价值层面所可能存在的

参见［美］罗伯特·达尔著：《 民主理论的前言》一书，顾昕、朱

丹中译本，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另见译者为该书中译本所写

的“ 译者后记“”：以社会制约权力”。

当卡尔·科恩指出，所谓“ 经济民主”不是任何“ 真正民主”的条

件时，他实际上也洞见到这一点。参见其《 论民主》一书第四部分第九章

等处。此外，科斯洛夫斯基也指出：“ 经济的不平等提出了权力问题”。见

其著：《 资本主义伦理学》，王彤中译本，第４９页。

参见［美］约翰·罗尔斯著：《 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中译本，南

京：江苏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参见罗尔斯著：《 正义论》，何怀宏等中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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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紧张与冲突，因之也表明了两者间的相容性只能是相对的、

有条件的。

从两者间互为必要条件的外在事实性方面来看，市场经济与

民主政治之间的相容性程度也是有限制的、相对而言的。西方一

些较为激进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相信，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有一种

相互蕴涵的逻辑关系，两者间互为充分必要条件和前提。如果仅

仅从两者间的一致性方面来考虑，这种确信或许是有理由的。但

是，它不是一个全称命题。原因在于：（ １）无论是“ 市场经济”，

还是“ 民主政治”，都只是相对性的概念。在人类社会生活中，

既不可能存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只存在一种单一的市场

经济模式。这就是说，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现代经济调节方式和经

济制度，其内容受到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甚至是地缘条

件的限制。同理，民主政治也不可能只有某种绝对唯一的社会模

式。在《 民主理论的前言》一书中，达尔便谈到有所谓“ 麦迪孙

式民主”和“ 平民主义民主”，因之最终肯定了“ 多元民主”的

（ ２）当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之间出现我们前面所可能性。 讨论

过的那种内在的紧张或冲突趋向时，两者的关系就不是一种肯定

的相互蕴涵的关系，毋宁说是一种相互排斥和悖离的关系。（ ３）

即使我们撇开第（ １）和第（ ２）方面的限定不谈，市场经济与民

主政治之间的蕴涵关系，也不是一种充分必要条件的关系。换句

话说，两者间的确构成了一种互为必要条件的关系，但这种条件

关系是否同时也是充分的？则还是有疑问的。由于历史文化传统

等特殊条件的限制，一种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并不必然成为一种

充分的民主政治的全部原因，甚至是根本原因，至少在某一特定

参见《 民主理论的前言》第１～３章，第５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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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阶段是如此。在当今世界上，摩洛哥也许不是一个绝无仅

有的实例。

话行到此，我们实际上已经涉入本节开篇所规定的第三个方

面的问题：在一种文化多元论的条件下，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本

身是多元的，它们都有着多种可能的选择模式和表现方式，因而

可以说，在现代人类世界，可以存在或业已存在多种不尽相同的

市场经济模式和民主政治模式，任何强求一律的企图都是很危险

的，既不可能成功，也不一定符合真正的人类民主理念。科斯洛

夫斯基在谈到市场与民主的关系时，曾经洞察到两者之间具有一

种共同的主体动机因素，即：“ 市场和民主二者都要求按照个体

的偏好来做出决定。” 如果科氏的洞见是真实的（ 大量的经验

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那么，人们有理由进一步追问：个人偏

好又是由什么决定的？“ 个人的偏好”是一个主观性极强的概念，

基本上属于道德心理学研究的范畴。仅仅依赖于这种心理学证

明，来解释市场（ 经济）与民主（ 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不够

的。但作为一种可以获得经验事实支持的证据，个人偏好及其由

此可能作出的选择，肯定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市场经济和民主政

治的选择与决策过程，甚至成为两者多元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这

一点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个人偏好虽然有其共同的自然欲望

动因（ 俗称为饮食男女），但由于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 包括家

庭与社会的生活环境）、受教育水平、传统文化和道德因袭等条

件的差别，个人之间的偏好决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因之基于个

人偏好的自主选择和决策也必定相互见异，有时甚至可能是异质

①［德］科斯洛夫斯基著：《 资本主义的伦理学》，王彤中译本，第

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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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如，对物质性价值的偏好与对精神性价值的偏好的不同，

就可能导致两种完全异质的行为选择方式和决策结果。

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作为一种社会化的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

的制度化选择，不仅受每一个人特殊的主观偏好的影响，而且在

更大范围和程序上受到其所生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条件的深远影

响。尽管从某种终极的意义上说，这些“ 外在性”条件的影响，

并不至于使人们永远拒绝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这类已证明是较为

先进文明或较为合理有效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生活之调节方式或制

度组织形式，但也会达到使他们依据自身的社会文化条件和历史

可能性来创造性地选择、改造、甚至重构他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更为合理的市场经济类型和民主政治类型，并因之而形成他们独

特的经济生活传统和政治民主传统，也就是他们独特的社会现代

性理解和观念。

事实上，有近三百年人类现代化历程中，已出现了不止一种

市场经济模式和民主政治模式，甚至于在西方世界内部也是如

此。人们耳熟能详的所谓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

式；所谓自由放任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与“ 国家（ 政府）干预

式”的市场经济模式；以及“ 新古典主义”理论中的所谓“ 普通

均衡的机械论模型”与奥地利学派的“ 行为间模型”等等，都是

显证，更不用说所谓“ 西方资本主义”与“ 东方资本主义”和所

谓“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差异竞

争了。这种差异多样或多元互竞的情形，同样也存在于现代民主

政治模式的选择与创制实践中。早在“ 冷战时期”，前南斯拉夫

就曾经创造出了令世人瞩目的“ 工人自治”的社会管理模式，虽

然它并没有完全改变当时政治权力的上层结构（ 无产阶级或工人

阶级政党统治之权力结构），但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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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并打破了领袖权威主义的政治模式，

极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发展进程。即使在西方资本主

义阵营内部，所谓“ 民主政治”的模型也不是千篇一律的，前文

所引证的达尔教授所谓之“ 麦迪孙式民主”与“ 平民主义民主”、

以及“ 多元民主”的重要主张，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 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的总体格局已经脱出两极对峙的

紧张图式，人类历史已经进入一个由“ 全球化”、更具体地说

“ 全球经济一体化”所主导的新时期。在此情形下，人类关于其

生活世界图景的想象极容易落入一种新的两极化的紧张之中，这

就是我所谓的单极普世化与多元特域化的冲突，即：以普遍理性

主义形式所表达的全球价值一元论和以特殊文化传统叙事所申认

的文化价值多元论之间的冲突。

在此宏观背景下，再来考察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相互关

系，我们发现，一种新的思维困境已不可避免：作为一种先进的

现代经济制度或经济模式，市场经济正借助于“ 全球化”或“ 全

球经济一体化”的普世力量而风靡世界，似乎表现出无法抗拒的

强劲趋势。如果我们坚守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之间具有其价值取

向之相容性和一致性的价值立场，则民主政治模式的全球化甚或

“ 全球政治一体化”就将成为一个不容置疑的必然性结论。这似

乎印证了近年来某些西方大国的政治实践逻辑和思维定式。的

确，它们在大肆输出其市场经济模式的同时，也在以各种方式输

出其民主政治模式。但是，我们论证，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之相

容性是有限制的，且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民主政治，都存在着多

种可能的模式和选择前景。如果这一论证是正当有效的，那么，

西方的或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和民主政治模式，就不应成为

唯一的可行的选择，其他类型或形式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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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可能的、合理的。因此，一种可以初步预期的前景是，经济

的全球一体化与文化价值的多元化将同时并存，人类社会的多元

化将成为２１世纪的政治经济前景。这种预期的基本依据是，全

球经济的一体化并不意味着经济制度或体制选择方式的趋同，更

不意味着人类社会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趋同，毋宁说，它仅

仅意味着，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的日益频繁

和密切，以及在许多技术合理价值方面的共享程度日益提高

（ 如，信息资源的共享与相互依赖，市场依赖程度的扩大与共同

参与程度的加深⋯⋯等等），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将表

现出空前密切的相互性，更高程度的相互依存性和更深刻的内在

关联性或互动性。

三　　市场经济与理性精神

“ 理性精神”被看作是现代人类科学思维和合理行为的基本

理念与特质。但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对“ 理性精神”的理解常常局

限于现代实证科学的范畴，甚至于把“ 理性”与“ 科学”当作两

个完全可以相互替代的概念。这种理解隐含着两种可能的偏见：

即现代启蒙心态和经验主义化约的偏见。当人们把理性仅仅理解

为某种经验事实的合理性，并赋予它以某种绝对自明真理性的普

遍权威时，“ 理性”就可能演化为一种话语垄断或技术权力，减

弱或限制人们对自我本性和生活世界的敏感性与透视力。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理性是人类意识活动的普遍特征。说

某人具有理性，意即他或她具有一种对自身行为及其目的的明确

概念，以及对其目的行为的正当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自觉意识。但

这并不是人的意识活动的全部。“ 人是有理性的动物（ 或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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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一个可以证实的经验性命题，也是一种预制性的先定假设命

题。因为并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景下都会表现为有理

性的。换句话说，“ 人同时（ 在某些情形和时刻）也是非理性的

动物（ 或存在）”的命题，也可能获得人类经验事实的证明和心

理学研究的支持。于是，在我们探讨现代人类经济生活中“ 理性

精神”之前，应该同时保持一种对其非理性之可能的关注和考

虑，就市场经济与理性精神的关系命题而言，这种考虑尤其不可

省略。

同时，关于“ 理性”和“ 科学”的现代性理解，实际上预制

了现代人类对“ 理性精神”本身理解的局限性，这就是所谓工具

主义的偏颇。现代人类日益疏远了关于自身理性存在的目的论

（ 更不用说终极目的）的理解意义，与之相伴的是日趋增长的对

“ 工具合理性”或“ 工具理性”的实利主义寻求。这种偏好极大

地限制了现代人类理性精神的丰富内涵和充分呈现，也构成了我

们了解市场经济与理性精神之间内在关联的一个必要考量。

毫无疑问，市场和市场经济的巨大作用极大地促进和孕育了

现代人类理性或科学精神的迅速成长。著名宗教社会学家马克斯

·韦伯有一个影响深远的洞见。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伦理精

神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理性化的精神。这种现代理性精神通过基

督教目的论传统的合理化转换而产生，与现代科学工具合理性追

求相适应，从而形成了人类合目的性价值（ 伦理精神）与工具合

理性价（值“ 合理的工业化组织“”、合理的资本主义核算“”、合

理的利润追求”等等）之间既相互紧张、又借此张力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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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最终推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合理化运动。 韦伯所讲的

是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制度化初级形态的早期资本主义。而

按照科斯洛夫斯基的理解，市场或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是两个不

同层次的概念。“ 市场”或“ 市场经济”所描述的是“ 经济协调

的工具”，它具有价值中立的社会属性，既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发挥作用，也能在非资本主义社会里发挥 而“ 资本主作用。

义”所描述的则是“ 一种社会理论或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整体大

纲，，“ 它代表一个完整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制度是由市场经

济、私有财产和经济个人主义（ 作为经济目的的个人利益和收益

最大值）来决定的。” 这就是说，“ 市场经济”仅仅是作为一种

有效的“ 经济协调的工具”而成为“ 完整的社会制度”之“ 资本

主义”的构成部分的，它首先为该社会制度奠定了基本的经济制

度，或为之提供了基本的社会物质条件。

然而，科斯洛夫斯基的概念辨析并不（ 也没有）否认下述事

实：在社会经济行为的合理性价值追求与现代科学理性精神的承

诺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仍保持着深刻的联系。比如说，追求

经济利润和效益的最大化或最高值，实际上也是两者共同的经济

目的。正由于这一点，才使得“ 市场经济”成为现代国际资本主

义经济运动的一种普遍模式。当然，在正常状态下，利益或价值

的最大化、最高值追求，并不特属于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人类理

性的一种基本规定和正常表现。在合理性的限度内，任何一个个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著：《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

陈维纲等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７年版。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倡导者邓小平以“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

主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的论断，更直接明确地道出了这一点。

《 资本主义伦理学》，王彤中译本，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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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社会都不会毫无理由（ 理性）地拒绝或放弃这种物质生活价

值的最大化追求，所不同的只在于这种追求的具体方式和合理性程

度。

由此可见，市场或市场经济的理性同样具有其积极的内在性

质，它是一种合乎并服从于人类生活目的性追求的经济理性，或

者反过来说，市场经济本身是一种有理性的或合乎理性的经济形

式，市场也是一个有其理性秩序的经济运行场所。我们把市场所

体现的这种理性秩序和市场经济所具有的经济合理性概括为一种

现代社会的经济理性，它同样反映了现代人类理性精神的基本气

质，并构成现代人类理性精神的基本表现。

市场（ 经济）的理性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市场经济的主体独立性和自由化要求及其生长过程，

与市场本身的理性化或合理化要求及其生长过程是密切相关、相

辅相成的。市场所要求的独立、自由和平等的个人或经济行为主

体，必须是有理性的“ 经济人”和“ 经济行为主体”。他必须具

有理性地作出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能力，具有使其经济行为合

理化 即：使他自己的经济行为或活动既能产生最大的经济效

的益、又能合乎于市场的理性化与规则要求 能力。经济学家

通常把这些能力称之为理性判断、理性决策、理性行动的市场活

动能力。在早期的市场经济批判理论中，这种能力常常被否定性

地化约为某种商人式的算计技术和投机技巧。而实际上，真正能

够成为市场经济行为主体的“ 经济人”，并不只是某种“ 工于心

计”、“ 投机取巧”的商人，而是具有了解市场、参与市场、把握

市场、甚至创造市场的“ 经济人”，他需要的不只是经济利益的

算计技巧，还需要对各种社会条件（ 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

心理的条件等等）的综合认识，需要有理性地作出判断和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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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地进行经济管理、预期和创造的综合能力。而这一切都必须

遵循科学理性的基本规则，必须建立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之上，才

可能参与市场并持久地立足于市场经济的风潮起伏之中。

第二，与理性化个人的内在要求相对应，市场（ 经济）本身

也是以建立合乎理性的市场法则和秩序为其生存前提，并依此才

得以充分有效地运作和发展的。市场决不是无规则限制的游戏场

所，恰恰相反，它本身有着极为严格的游戏规则和市场秩序。这

些市场的游戏规则和秩序正是市场理性的基本体现。在此意义

上，市场经济是一种理性化的经济。即使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所流

行的“ 放任自由主义经济”，也决非无规则限制的市场经济，其

“ 放任自由”的要求与其说是经济的，不如说是社会政治的。因

为它的实质要求根本上是针对解除社会政治、文化限制而提出

的，而它自身的有效运作和自由展开仍然不可能任意超越市场经

济生活的规则本身，否则，所谓“ 放任自由”的结果恰恰是经济

活动的不自由。再具体一些说，即使是最激进的自由主义市场经

济，也不能抛开公平交易的市场规则，更不能无视市场效率的基

本经济原理。

市场（ 经济）的经济理性和秩序以多种形式和方式表现出

来。从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到严格契约化合法化的交易方式与

劳动组织方式；从市场普遍平均化的价格体系，到整个市场经济

的制度化规范；从追求利润和效益的市场目标模式之市场经济价

值观，到具有原初市场正义性质的市场调节（ 分配）方式；以

及，从合理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到自由劳动的合理组织方式和

管理方式；等等，都表现出这种市场的经济理性精神。如果我们

承认市场经济是一种有效的“ 经济协调的工具”，那么，对其有

效性的认可同时也就意味着承认其经济合理性。也正由于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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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 个人或法人团体）都必须充分正视并具

备一种基本的市场理性或市场经济理性，非如此不能获取完备的

市场经济的“ 成员资格（”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

市场的法则和秩序是其内在的理性精神所在，也构成了每一

个市场成员的市场责任之源。这就是说，每一个作为经济行为主

体的市场成员，都必须遵守市场规则，其经济行为必须合乎市场

秩序的基本要求，而这些承诺也就是他或她参与市场所必须承担

的责任，如，对其市场行为负责，对整个市场负责。如果我们可

以在某种纯经济学意义上，把这种责任称作市场责任或经济责任

的话，那么，市场的秩序和法则及其所体现的理性精神恰恰就是

其责任之源。如同每一个人的人身的独立、自由和平等是其能够

进入市场的基本资格一样，对市场责任的承诺也是他或她在市场

经济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资格和条件。

第三，市场（ 经济）的理性精神还集中体现在它对现代科学

技术的巨大促进作用上。当人们确认利润或效益的最大化价值追

求是人类理性的基本规定时，实际上也就同时认肯了市场经济的

工具合理性价值意义。由于追求利润和效益的最大化或最高值既

是市场经济行为的基本动机（ 作为自由竞争的原动力），也是其

基本目标模式所在，因而在客观上促使人们把追求生产效率的价

值目的放在优先地位。经济效率基于生产投入与产出之比。提高

经济效率的根本方式首先是优化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的配置。这

其中，除了优化人力资源及其配置之外，最重要的便是通过生产

工具和劳动方式的改进，来优化社会物力资源的配置和利用。因

此，市场经济的最大化效率之目标模式追求，本身必然会刺激和

促进以生产工具和生产管理为直接目的的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历史事实证明，在西方先行资本主义国家里，市场经济模式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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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生长同近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和进步是相辅相成、互相促

动的。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涌现大量科学技术革命的成果，如，蒸

汽机、纺织机等等，就典型地证明了这一点，更不用例举当今人

类世界对“ 知识经济”的期待和追求了。

需要指出的是，市场经济对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刺激与促进作

用，决不仅仅具有物质技术的意义，更深远的还在于这种作用的

文化价值意义或观念变革意义，这就是，科学技术革命的成功和

进步，最终确立了科学理性的价值权威，孕育了现代人类社会的

科学理性精神和信念，使其真正成为人类现代生活的精神支柱之

一。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说，近代以来所建立的市场经济理性

与科学技术理性共同构成了人类现代文明的基本动力和特征，先

进的科学技术与先进的市场经济模式获得了有机的内在整合。依

此理解，市场经济与科学技术、或者说现代经济理性与科学理性

之间的关系，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某种单向的因果联系，毋宁

说，二者间构成了一种具有实质意义的价值共生关系，它们是互

为因果、相互促进、共同生长的现代社会文明之鹰的两翼。

还应当注意的是，市场经济对近现代科学理性精神的促进作

用，不仅仅表现在纯生产技术合理化的工具层面，实际上，它也

极大地带动和促生了现代管理科学、金融科学、信息科学和诸如

企业文化一类的崭新理论或观念的发展，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

日趋普遍和成熟，其对于所谓“ 软科学”的推动也日见强劲。不

难理解，当今的市场经济模式已日趋复杂，其科学技术化的程度

和广度日见升华和拓展，市场竞争的方式和内涵也不断丰富和深

化，其经济理性和科学理性的内涵与表现同样也在不断丰富和深

化。因此，我们对现代经济理性和科学理性的了解，决不能停留

于单纯的生产技术层面，必须建立相应的更为完备的科学理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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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总结一下，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先进而有效的现代经济模式，

通过其自由竞争的经济活动机制、理性规范和秩序、最优化或最

大值的经济目标模式等内在动力作用，催生和促进了现代“ 经济

人”的理性观念、市场规范化的经济理性秩序和具有革命性意义

的科学理性精神，它们共同构成和体现了市场经济所内含的理性

精神，也是市场经济在人类现代社会文明进程中获得其现实合理

性的根本原因所在。从这种现实合理性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不仅

是高效的，也是合乎人类理性的。

然而，这一断言也是有条件限制的。尽管我们应当充分肯

定，市场或市场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经济合理性同时也是人类理性

的基本体现和特征之一，但市场（ 经济）的经济合理性并不是人

类理性的全部，甚至也不能完全代表人类现代理性。任何把市场

经济的合理性或市场的经济理性泛化为现代普遍理性，并以此来

解释全部人类现代生活现象的作法，都将导向市场经济的魅化。

借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是一种市场（ 经济）的“ 附魅”。提示

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由于市场经济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具

有的巨大作用和可普遍化效应，以市场导向为价值圭臬的“ 商业

（ 品）化”浪潮席卷全球，同时也渗透于现代生活的各个方面，

以至于经济合理性常常以被泛化为一种普遍理性。而与此相应，

经济价值或市场价值也被夸大为普遍的、甚至是唯一的社会价值

尺度。这是一种典型的“ 现代性”价值扩张，其社会后果是，市

场被权力化，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效益或价值充量化、最大化的

“ 经济协调工具”，一跃成为超经济的社会目的，成为一种权威

化、普世化的社会意识形态，并最终左右、乃至主宰了社会或国

家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国际外交事务。人们看到，国际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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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常常演变成为某种“ 商务游戏”或“ 市场争夺”。权力被市

场化，权力的竞争变成了权威的市场竞争；文化蜕变为纯粹的商

品，甚至于连人格也被市场化、商品化。 市场仿佛成了霍布斯

式的“ 利维坦”（ Ｌｅｖｉｔａｎ），一个具有无限魔力的现代祭坛。这

就是我所谓的市场的附魅。

市场的附魅作为一种可能的、甚至是现实的结果，与人类理

性形成了一种根本性的悖论：作为实现人类目的的有效手段，蜕

变成了违反人性和人类目的的工具，甚至常常取代人类目的而成

为人类目的本身。很显然，创造财富、效益、金钱是为了人类的

生存和发展，而不是相反。如果财富、效益和金钱变成了人类目

的本身，那么，人类自身也就沦落成了财富、效益、金钱的奴

隶。同理，人类发明和创造市场经济这一合理有效的经济活动方

式或“ 经济协调工具”，并依其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和更高的效益，

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不是相反。

市场经济是因为合理才有效，而不是因为其有效才合理。如

果它不能避免自身目的与结果之间的悖离，决不是由于其经济理

性本身。因为现代经济理性要求市场秩序，要求市场经济运作的

合理，要求其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和明智，而这一切本身就是市

场和市场经济的合理性限度。因此，市场经济的非理性悖离，必

定是因为市场本身已被异化为某种无限制的权力或权威，是由于

市场经济理性的泛化和滥用。一言以蔽之，是因为市场经济理性

的过度扩张或僭妄。这种扩张或僭妄的实质，在于市场和市场经

济本身总处于一种无法根除的内在紧张之中：一方面是市场理性

①读一读马克思、恩格斯的《 共产党宣言》和弗罗姆的《 自为的人》

等作品，就不难发现这一点。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74

和市场经济的合理性普遍要求，它限制着市场上每一个经济行为

主体的行为，使之遵循公共的市场秩序和市场经济法则；另一方

面，市场对所有经济行为主体的完全开放性和市场经济对最大化

利润或功效的目的性追求，又促使一些经济行为主体不惜承担巨

大的风险，为求得利益（ 润）的最大化铤而走险，冒犯市场理性

的界限，或是利用市场，借用市场的或经济的力量，达成其个人

的或集团的政治目的与文化目的。马克斯·韦伯曾经谈到的：资

本主义条件下“ 投机的理性化”、“ 可转让证券（ 业）的发展”等

现象， 即使在２０世纪全球市场经济秩序日益强化的情况下，

也可能演变为带有疯狂性质的“ 金融投机冒险”例如，索罗斯等

国际金融冒险家在东南亚金融风波中的举动。

可见，市场的经济理性同样有可能被泛化被滥用。原本只具

有工具性价值或工具合理性（ 即，科斯洛夫斯基所说的“ 经济协

调工具”）的市场经济理性，有可能被当作人类生活理性的全部，

从而取代人类生活的目的本身。这样，韦伯所说的目的理性与工

具合理性，或者说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之间的界限就被市场

和市场经济的另一种非理性力量（ 与其经济理性相对照）所消弥

了，原本只具有工具合理性价值的市场经济被当作了目的性价值

或目的理性本身。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我们前所备述市场和市场

即经济秩经济本身的两面性 序（ 制度）化的理性与经济行为

的非理性。由于市场和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客观现

《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中译本，第１２页。

关于东南亚金融风波，人们有各种不同的分析和判断。我个人并

不认为索罗斯等西方金融冒险家的举动是造成这场灾难性经济危机的主要

原因，但将之视为其重要因素却是有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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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它仍然带有“ 人为的”和“ 为人的”性质。也就是说，无论

怎样夸大市场和市场经济的普遍客观化力量，也不可能涤除它所

含有的人类主体性因素，而在这些可以被大致称为的“ 人类主体

性因素”中，人的文化、信仰、热情、意志、道德和心理等等都

会渗透于市场的经济活动之中，弥漫于市场的每个角落。所以，

⋯⋯虽然经济理性主马克斯·韦伯深刻地指出：“ 义的发展部分地

依赖于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用某些类型的

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如果这些理性行为

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害，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

会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滞。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

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

至关 韦伯这里是针对人的“ 经济的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

理性行为”而言的，但他恰好从侧面提示了我们：在人们在经济

活动中，实际采用的“ 理性行为”可能受到“ 各种神秘的和宗教

的伦理”、以及某种以此为基础的“ 责任伦理”等非经济理性因

素的“ 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一样，作为人类现代经济活

动之合理模式或“ 协调工具”的市场经济及其经济理性，也可能

同样受制于这些非经济理性的因素，因之在其发挥实际作用的过

程中越出自身的界限。

既然市场和市场经济有可能“ 附魅”或魔力化，就有必要和

理由解除其超经济理性的“ 魅力”，我借用韦伯的术语将这简称

为市场的“ 祛魅”。这里的所谓“ 祛魅”，并不完全是韦伯意义上

的“ 合理化”，也不是简单地对市场经济之非理性化的理性主义

批判。确切地说，它是确立市场理性和市场经济合理性的限度，

《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中译本，第１５～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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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其经济理性的实际范围和特性，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的术

语来说，就是要解构或消解市场的权力。

我们在前面多次讲过，市场的经济理性在根本上说是一种工

具意义上的价值合理性。它通过市场对自由劳动的组织化、市场

秩序化和规范化（ 借助于现代法律系统的强制力量）和科学技术

理性而体现出来。但无论是自由劳动的组织化，还是市场的秩序

和规范，抑或是科学技术理性，市场（ 经济）所表现的理性精神

在根本上仍然是一种工具理性，实用理性或工具主义的价值理

性，它们都应服膺于人类目的理性，服从于人类生活的内在目

的。明乎于此，我们将会发现，所谓市场的需要，实际是人的需

要的外在表达。所谓经济合理性，实际上仍然是相对于人类生活

目的而言的价值合理性。而所谓市场效率或市场经济的有效合

理，以及由市场促动的能够创造市场高效率的科学技术理性，根

本上不过是因“ 人”而论、因“ 人”而异的。当市场法则判决某

一部分产品属于多余或过剩产品而不能进入市场（ 不能成为商

品）时，比如说，当牛奶场的生产者们不得不把多余的牛奶（ 由

市场法则判定其为多余的）倒进大海时，真正作为最终裁决者的

并不一定是市场，而是人类生活的目的和需求本身。而当瓦特和

珍妮的发明被广泛应用于蒸汽机和纺织机的制造中时，他们的发

明不并像表面上那样，是从英国工业革命的巨大进步中，获得其

科技应用价值的，相反，这些发明的“ 科技应用价值”之源，仍

在于人类对文明和进步理想的追求。更重要的是，当人们（ 比如

说，后现代主义者）指控市场（ 经济）的权力化腐蚀了现代政治

民主、民族、文化、国际政治和人格心理时，他们所凭借的基本

理由，正在于对市场经济理性的过度膨胀和滥用产生了深刻不

满，在于他们对经济理性的超经济作用所可能导致的种种后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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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虑。由此，我们对市场祛魅的讨论，实际已经越出了关于市场

经济与理性精神的内在相关性的探究范围。它使我们触及到一个

具有后现代主义意味的话题，这就是对市场经济“ 现代性”的批

判反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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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效率与目的

效率与公正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正如目的与道义、权

利与责任是伦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一样。在本章中，我们将围绕

“ 效率”与“ 目的”这两个核心范畴，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交叉

视景中，来省察市场经济的效率及其道德合理性问题，目的是想

证明，市场经济的效率问题不仅需要经济合理性的证明或经济学

的科学实证，而且也需要道德合理性的证明或伦理学的价值辩

护，如果把市场经济的效率问题纳入人类行为的目的论框架内来

考虑的话。

然而，在效率问题上，现代经济学家与伦理学家似乎鲜有

“ 视景交融”，有的多是隔岸观火、相互陌生。当代著名学者艾伦

·布坎南指出：“ 经济学家试图只根据效率来评价市场而忽略伦理

问题，而伦理学家（ 以及规范的政治政府学家）的特点则是（ 在

从根本上思考了有关效率的考虑之后），蔑视效率考虑而集中思

考对市场的道德评价，近来则是根据市场是否满足正义的要求来

经济学家把市场经济的效率看成天评价市场”。 然的善，因此

忽略了效率作为道德善的伦理学论证，而伦理学家却又只囿于单

①［美］艾伦·布坎南著：《 伦理学，效率与市场》，廖申白、谢大京

中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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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的道义论立场来看待效率，乃至所有人类的经济现象，以至忽

略了经济效率之于人类善（ 好）生活的合目的性价值，造成以单

纯的道义论尺度，即：由伦理主义所表达的社会道义要求，来衡

量和评判市场经济效率的片面性。事实是，经济学不可能完全无

视道德的考量，而伦理学也不可能只有道义论的评价尺度。无视

道德考量的经济学很可能蜕化为无情的算计学，而只有道义论尺

度的伦理学也很可能虚脱为某种不切实际的或乌托邦式的道德说

教。在现代人类知识结构，经济学与伦理学的这种各执一端的

“ 明确分工”必须打破，有关“ 效率”的科学探讨论证应当基于

一种健全的经济伦理的综合立场。

因此，我们力图通过“ 效率”与“ 目的”（ 善）这两个分别

属于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典型概念，揭示市场经济的效率本身所具

有的道德善性或价值合理性，同时也为伦理学的道义论主张寻找

一种现实的价值基础或根据。完成这一理论目标，是我们建立真

正科学合理的经济伦理基础的第一步，也是我们对市场经济进行

科学合理的社会伦理批判的重要课题。为此，我们将从三个基本

问题入手展开讨论，它们是：（ １）效率的道德问题究竟何在？

（ ２）迄今为止西方学界对效率所作的几种主要论证究竟如何？

（ ３）效率的道德论证及其困难。

一　　效率的道德问题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的基本目标模式是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或

最高值，而高效率恰恰是人们用以证明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现代经

济模式的优越性的根本理由。这一点确乎是不容置疑的。然而，

当我们从伦理学的角度来审视这一结论时，仍然会产生某些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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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首先，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如果仅仅是相对的，那么，它所显

示的优越性就只具有经济价值的意义。这显然不足以证明市场经

济现代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如果超出这种纯经

济学（ 用经济学家们的术语 ）的范畴，来说是“ 实证经济学”

审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那么，就不仅需要某种形式的经济学论

证，还必须提供必要的伦理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辩护。理由

在于：（ １）在经典的现代知识结构图式中，经济学或者更确切地

说“ 政治经济学”，原本与伦理学有着知识的共生关系，比如，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乃是道

德哲学的一个专门构成部分或分支。因为，探究人类物质善之方

式的经济学与探究人类心灵美德之善的伦理学在根本上有着某种

共生关系。（ ２）当人类确定某物具有相对于他物的优越性时，乃

是一种价值判断，而不只是一种事实陈述。在上述两个假设命题

中，我们选择后一个假设命题，并以此作为我们从伦理学角度讨

论效率问题的理论预制之一。

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有一种十分普遍的观点认为，正

因为市场经济有效且高效，所以它才是合理的、值得欲求的。在

通常意义上，这一判断是可以接受的。但它存在一个有待深究的

问题：究竟是因为市场经济有效才合理？还是因为其合理才有

效？这种提问也许在经济学中并无特别意义。但在伦理学中，这

一提问却关涉重大。它直接关系到以何种伦理学言路或方式来讨

论、评价或论证市场经济的问题。目的论伦理认为，某种行为或

事物的有效或效率是证明其合理的充分理由或根据；而道义论则

厉以宁著：《 经济学的伦理问题》“ 序言”，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５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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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某物或某种行为的道德价值意义首先在于它是合理正当

的，或是合符某种原则和理由的，而不是或首先不是因为它是有

效的。由此，伦理学对市场经济有效性讨论很可能陷入一种十分

尴尬的状况：若遵循价值目的论的路径来论证市场经济的道德合

理性，伦理学的“ 效果论”就不过是经济学理论的重复，除了用

效益、效率和效果来证明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外，伦理学并没有提

供什么新的东西。伦理学的工作最多也只能是鹦鹉学舌。若遵循

道义论的言路来探讨市场经济，对外在结果的轻视和对某种内在

道德性（ 如，动机、行为之合乎某种原则和规范的正当性等等）

的偏重，又会使伦理学不由自主地扮演市场经济的批判者和指控

者角色。这样，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大成就，就

难以得到必要的道德辩护。近年来，国内哲学伦理学界所谈论

“ 道德与经济的二律背反”，所谓“ 经济爬坡，道德滑坡”的道德

指摘，等等，都反映出这种理论倾向。对此，我们反对任何极端

形式的目的论或纯形式主义的道义论主张，主张从市场经济内部

及其与人类行为的合目的性本质的相互关联入手，将市场经济的

内在道德辩护与外在伦理学批判结合起来，以期提供一种恰当的

市场经济的伦理分析和论证。

最后，效率追求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目标模式是否具有唯一

的性质？易言之，市场经济是否仅仅以高效率的生产作为其惟一

目的追求？若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人们有理由追问：市场经济

的效率究竟是谁的效率？如果它仅仅是一种为效率而求效率的经

济模式，那么首先，它是否可能？其次，它是有意义？最后，它

是否能够获得人类社会的普遍认可而风行全球？若回答是否定

的，那么，市场经济所寻求的其他基本目标又是什么？如果说人

类的价值生产与价值分配不可分割，那么，市场经济所寻求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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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性目标与其所实行的市场分配原则又有怎样的关系？进而，市

场自身的分配及其所遵循的市场规则除了具有其经济的正当理由

外，是否还具有其道德正当性？如果有，其道德正当性的限度何

在？这是我们关于市场经济效率的伦理学探讨所要解释的问题，

而对这一问题的最终解答或全面解答，还有赖于对社会正义、尤

其是分配正义问题的讨论，这种讨论将把我们引入另一个重大的

经济伦理主题：正义问题。

二　　三种效率论证的批判性考察

艾伦·布坎南在其《 伦理学，效率与市场》一书中，曾花费

大量的篇幅集中分析了支持和反对市场（ 经济）的“ 效率论据”

和“ 道德论据”。他们的研究表明，支持市场的效率论据包括：

低交易费用或“ 零交易费用”；充足的信息和获得信息的低（ 零）

成本（ 费用）；完全充分的自由竞争和由持续的竞争所产生的

市场产品的“ 历时效率”； 无差别性；劳动择业（ 就业）自由的机

会；等等。而与之相对，反对市场的效率论据包括：交易费用昂

贵；生产者和消费者难以获得充足的信息或信息欠缺；垄断倾

向；外差因素的不可避免；公共善的缺乏；个人偏好或欲望缺乏

一致性；失业问题；等等。

支持市场的“ 道德论据”包括：（ １）互利论据，即认为市场

是一种“ 互利的安排”，因为市场的安排既是社会化的，也是

“ 最有效的”；（ ２）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据，即认为市场规律符合

人类进化的自然法则；（ ３）应得（ ｄｅｓｅｒｔ）的论据，即认为市场

详见《 伦理学，效率与市场》，廖申白、谢大京中译本，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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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则体现了“ 应得”的道德要求；（ ４）功利主义论据，即认为市

场经济的最大化或最佳值符合功利主义的“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

福”之根本道德原则。此外，还有诸如市场有利于消解权力的集

中或有利于政治民主，有利于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有利于消除

各种差别或歧视观念（ 包括性别、宗教、民族等方面）等等。而

反对市场的“ 道德论据”则包括：市场过程会导致人类的不平

等；导致贫富差别和权力垄断；非干预性的自由市场经济将使人

类社会付出过于高昂的道德代价；市场剥削；异化；等等。

布坎南是从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双重角度来谈市场问题的，其

讨论并未直接针对效率问题。但是，他所梳理的有关支持和反对

市场的“ 效率论据”与“ 道德论据”，却给我们对效率的经济伦

理探讨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布坎南的论述无疑是较为系统和全面

的，可以作为我们讨论效率问题的理论参照背景。在此，我不想

照搬布坎南的方式，全面讨论有关效率的经济学和伦理论证的全

部理论，而只是选取三种较为典型的经济伦理论证，批判性地考

察它们的理论得失，从而为我们尝试性地建立一种关于市场（ 经

济）效率的道德证明理论作准备。

我所说的三处典型的效率论证理论是：（ １）自由主义论证；

（ ２）功利主义论证；和（ ３）帕累托效率论证。它们分别产生于

１７－１８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成形时期，

１９世纪以英国为代表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的繁荣扩张时期，和２０世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改善时期。

下面。我们就分别讨论之。

详见《 伦理学，效率与市场》，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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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自由主义的效率论证

自由主义的效率论证可以简要表述如下：自由竞争是市场经

济得以产生高效率的原动力。正是由于市场的高度开放给人们提

供了自由竞争、自由创造和自由发展的无限机会，才造成市场经

济的繁荣，使其有可能达到最佳生产效率。因为经济自由的竞争

机制激发了价值创造的效率，而市场的价格机制降低了生产成

本，从而提高了投入与产出之比。每一个经济行为主体若想赢得

市场和市场利润，都必须创造性地生产，以提高生产力，同时又

必须尽可地降低成本和各种边际费用，以增强产品的市场上的竞

争力。创造性的生产必定有利于更新和提高生产方式（ 包括科技

工具革新、劳动组织和生产管理等方式）；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即

是市场占有能力和经济（ 商业）利润的增加。而就整个社会而

言，这种经济自由竞争的结果，必然是整个社会经济资源（ 包括

人力资源、技术资源、物质资源、金融资本等）配置的优化和经

济效率的增长，由于在这一论证中，自由竞争或者更广义地说经

济自由成为整个论证中的关键性论据，因而我们将之简称为自由

主义的效率论证。按照这一论证的逻辑推理，市场经济即自由经

济。它是迄今为止人类经济史上最富有效率的经济模式。

自由主义的效率论证远不止如此。事实上，我们用“ 自由主

义”来标榜这种效率论证，也只能是一个大致的概括而已，需要

作进一步的限定。首先，这里所涉及到“ 自由主义”主要是经济

自由主义，而非一般的自由主义理论。经济自由主义当然会牵涉

到自由主义体系的政治理论、法学理论和伦理学理论，譬如说，

经济自由问题与政治民主、社会法制系统与人权、正义与责任等

社会伦理问题，就有着无法割裂的内在联系。但在我们这里的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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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经济自由是最根本的。其次，即令是在经济自由主义的范

畴内，我们还会遇到一种历史的限制。也即是说，由于经济自由

主义作为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分支，在西方历史上已产生绵

延了三百多年，其间既出现过多种不同的派别，诸如，“ 自由放

任的”或激进的经济自由主义，温和的或理性的经济自由主义等

等；也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过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经济自由主

义，诸如，古典的经济自由主义（ 亚当·斯密，孟德威尔等），现

代经济自由主义（ 弗里曼等）。因之，各种经济自由主义对效率

的论证方式和程度也是不尽相同的。我们在此所讨论的自由主义

效率论证，严格地说，基本上是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所提供的。这

一限定的基本理由是，作者确信，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已经提供了

最具经典意味的市场经济的效率论证模式，它是由亚当·斯密和

孟德威尔等１７、　１８世纪的英国早期自由主义思想家和经济学家

完成的。最后，就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效率论证而言，也是一个

牵涉广泛、内容庞杂的理论系统。简明起见，我们也只能就其最

根本的论据、论点和证明，来窥探其效率论证的基本精神。

自由主义效率论证的经典形式是由自由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

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及其思想前辈孟德威尔（ 一译“ 曼德威尔”）

等人提供的。亚当·斯密著名的“ 看不见的手”理论和孟德威尔

著名的“ 蜜蜂寓言”堪称这一经典论证的形象表述。

亚当·斯密的论证是这样的：经济学的根本目的在于“ 富国

裕民”，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于指导人们找到有效追求和创造最

大财富的合理方式。社会财富之源在于生产性的劳动，而一种劳

动是否具有生产性，并不取决于劳动本身，而是取决于劳动及其

产品的市场效用。即，能否成为有效商品或可交换商品。因此，

真正能够最终决定劳动和劳动产品的产生性价值或效用的正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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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竞争的市场。市场仿佛是一只“ 看不见的手”，牵引着人们奋

力追逐自己的利益，追求使自己的劳动创造产生最大的利润或最

大值的效益，而每一个经济行为主体的努力追求与自由创造，最

终必将带来巨大的社会财富，增加社会利益的总量。所以，在亚

当·斯密这里，被形容为“ 看不见的手”的市场，不仅有利于个

人私利，有利于确保个人自由，而且也有利于社会公利的

增长。

然而，人们为什么要追求利润和财富的最大化？或者说，人

们追求利润和财富（ 作为效率的个人私有形式）的最大化的主体

动力或动机何在？亚当·斯密告诉我们，市场如同巨大无羁的赛

场，而“ 竞争和比赛往往引起（ 人们）最大的努力”， 使人们可

以毫不掩饰地展现其自然本性，这就是人的性欲或欲望。而在人

们充分表现其欲望本性的市场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表现为

直接的利害关系，人与人之间的自由竞争最根本的是一种求利竞

争，标志着优胜的不是金牌，而是财富、权力和金钱。在亚当·

斯密的经济学里，财富即是利益和效用的表征，“ 财富就是权

力”。 而作为“ 商业之最大工具”的货币，既是财富的标志，

也是获取更大财 他写到：“ 个人的富（ 利润、利益）的资本。

利害关系与情欲，自然会使他们把资本投在通常最有利于社会的

参见［英］亚当·斯密著：《 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中译本，北

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３０页。

《 国富论》（ 下卷），郭大力、王亚南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７４年版，第３２０页

他引用了霍布斯的著名论断。见其著：《 国富论》上卷：，郭大力、

王亚南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２年版，第２７页。

参见同上书，第２５６页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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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着法律的干涉，个人的利害关系与情欲，自然会用途。

引导他们把社会的资本，尽可能按照最适合于社会利害关系的比

例，分配到国内一切不同的用途。” 显然，在亚当·斯密这里，

市场的逻辑乃是人性逻辑的经济反映，与其说是市场这只“ 看不

见的手”在引导人们求利，不如说是人自身的天然本性在引导他

们自己。因此，一种循环式的逻辑推理便得以成立：市场经济是

高效率的，因为它是合乎人性的。反过来，市场经济是合乎人性

的，因为它是高效率的。正由于此，亚当·斯密才在批判重农主

义和重商主义后得出结论，国民财富（ 作为效率和效用的表征）

的创造之源，既不是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也不是作为交换形式

的商品，而是市场，是作为可以市场化的生产性劳动。只有通过

市场，也正是由于市场的力量和作用，才使各种资源获得最优配

置，从而产生最大化的效率。

应当注意到，当亚当·斯密同时运用市场的逻辑（“ 看不见的

手”）和人性的逻辑来推理和论证市场（ 经济）的效率时，他实

际上使其效率论证同时具有了经济学和伦理学的意味。因此，毫

不奇怪，为什么他会在其早期的伦理学代表作《 道德情操论》中

提出“ 看不见的手”这一被人们普遍视之为斯密古典政治经济学

的著名概念，而在其后期的经济学代表作《 国富论》中提出其人

性论的效率论证。原来，在亚当·斯密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对市

场经济的效率之经济学论证与伦理学论证根本就是相通的。两者

共通的意义在于，无论是合乎人的情欲，还是合乎市场法则，都

体现出自由人性的根本价值。在此意义上说，市场或市场经济的

《 国富论》（ 下卷），郭大力、王亚南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７４年版，第１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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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有效，实际上是自由人性的价值体现。

一些著名的理论家注意到，亚当·斯密的效率论证受到孟德

威尔《 蜜蜂寓言》学说的启发，或者至少是从后者那里汲取了基

孟德威尔是西方近代哲学和本思想资源。 伦理学史上较早提出

“ 私恶即公利”主张的思想家，其主张为后来的黑格尔所接受和

阐发，形成了所谓“ 恶是社会历史进步的杠杆”之著名的黑格尔

式历史哲学命题。孟德威尔的主张虽然不是直接用来论证市场

（ 经济）效率的，但他的《 蜜蜂寓言》却提供了一幅再逼真不过

的市场经济的图景。无须赘言，《 蜜蜂寓言》的中心主题，就是

论证“ 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这一基本命题的。在这一命题表述

中，所谓“ 个人劣行”并非纯美德伦理意义上的恶行，而是指被

传统伦理学视之为恶的个人自私行为，它与传统伦理学中的基本

道德标准、尤其是仁爱利他主义的道德标准是相冲突的。全部命

题的基本涵义是：一切积极的个人自私求利行为都有利于社会公

益的增长和繁荣。

孟德威尔告诉人们，社会如同一个庞大的蜂窝，社会中的每

个个人都如同栖居这一蜂窝的蜜蜂。只有当每一只蜜蜂勤劳采

花、努力酿蜜时，才会使这一蜂窝蜜流如注。换言之，一社会财

富或公益的繁荣与增长，是以作为社会成员的每一个个人的求利

努力和创造为基本前提的。因此，在社会中，个人的自由、创

如，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就曾谈到，亚当·斯密的《 国富论》中

有一段著名的话“ 几乎逐字逐句抄自贝·德·孟德威尔的《 蜜蜂的寓言，或

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的注释⋯⋯”。见《 资本论》，第一卷“ 资本的生产

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

３９３页，注释［５７］。马克思所指的那段话是亚当·斯密《 国富论》（ 上卷），

第一篇，第一章“ 论分工”的最后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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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以及个人之间的自由竞争是在先的、最根本的，它们是社会

财富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创造之源。如果我们将孟德威尔这一命题

中的“ 社会公共利益”概念置换为“ 市场效率”，则可得出如下

命题：个人的自由创造和私利追求乃是市场效率的源泉。从其

“ 蜜蜂寓言”的隐喻意义来看，孟德威尔所着意刻画的，恰好是

一幅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写生。它的寓意再明显不过了：每一只

“ 蜜蜂”的自由飞翔和辛勤采撷是根本性的，没有他们的自由采

撷和酿造，就不会有“ 花蜜”，“ 蜂窝”就如同干涸无水的河床。

换言之，没有个人的自由创造和私利行为，社会的公益和财富就

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木之林。而个人的私利行为或自由创造愈

多，社会的公益和财富增长就愈大。因此，社会的效率根源于个

人的自由创造和私利追求。至于个人追求的动力，孟德威尔同样

运用了英国１７世纪机械唯物论的哲学解释和感性利己主义的伦

理学辩护。他认为，趋乐避苦、追求私利满足乃是人的天性，它

是由人类对快乐与痛苦的感觉经验所决定的。一些“ 立法者”和

“ 智者”努力使人们相信“ 节制自己的嗜欲比放纵自己的嗜欲对

于人人都较为有利，并且使他们相信注重公利比注重自己的私利

要好得多。⋯⋯历代道德学家和哲学家都运用他们绝顶巧智来证

明这一个如此有用的主张是真理。但是，无论人类会不会相信

它，也不能够有任何人可以劝他们使其反对他们天性的偏向，或
，

显然者劝他们以旁人的善要比自己的善更可取，⋯⋯” ，孟德

威尔眼中的个人，完全是亚当·斯密笔下的“ 经济人”：他或她工

于心计，精于私算，努力追求自我利益的满足，而他眼中的社会

［英］孟德威尔著：《 蜜蜂寓言》，引自周辅成编：《 西方伦理学名

著选辑》（ 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年版，第７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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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公益，则酷似于亚当·斯密所刻画的市场和市场效率，其

价值之源和效率之源均在于各参与成员的自由创造和竞争，这就

是古典自由主义之效率论证的精髓所在。

２功利主义的效率论证

功利主义的效率论证与古典自由主义的效率论证有着天然的

历史联系，或者说，前者是后者在英国完成大工业革命以后进入

更高阶段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期较为精致的理论形式，一如功

利主义伦理学与近代早期英国经验快乐主义或感性主义伦理学的

历史因袭关系一样。

然而，在一些当代功利主义的批判者们看来，功利主义本身

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市场化的经济学理论，而非伦理学理论，因为

它实际上是以实效主义的功利原理，将一切伦理问题化约为了经

济效益问题。例如，科斯洛夫斯基就尖锐地指出：“ 在设想存在

着已知的、恒定的目标的情况下，道德问题被缩小成经济学问

题，而伦理学则被经济学所取代。奈特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里，在

功利主义者边沁和穆勒（ 一译密尔，“ Ｍｉｌｌ”）那里，已经看到了

这一‘伦理学被一种更高级的经济学取代的事情’，但是也在斯

宾塞主义那里看到了这种情况。⋯⋯伦理学被缩减成了最大的快

乐之目的对资源所进行的最佳分配。” 科斯洛夫斯基对功利主

义的批判、尤其是把边沁和穆勒相提并论，并非是不可商榷的。

但他所指出的那种将“ 道德问题”化约为“ 经济学问题”，因而

使得“ 伦理学被一种更高级的经济学取代的事情”之倾向，在功

［德］　Ｐ·科斯洛夫斯基著：《 资本主义的伦理学》，王彤中译本，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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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主义这里的确是存在的，至少，人们有理由把功利主义看作是

一种典型的市场经济伦理。

可以说，作为市场经济伦理的功利主义是一种最为典型的效

率论证理论。所谓功利主义，按其创始者的解释，就是一种基于

“ 功利原则”（ 边沁）或“ 最大幸福原则”（ 穆勒）的道德理论。

边沁曾经把“ 功利原则”概括为“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

则，其本义是：“ 当我们对任何一种行为予以赞成或不赞成的时

候，我们是看该行为是增多还是减少当事者的幸福；换句话说，

就是看该行为增进或者违反当事者的幸福为准。” 在这里，“ 幸

福”是可以与“ 功利”相互置换的两个价值词。因此，功利原则

也被表述为“ 最大幸福原则”。有时候，边沁把“ 功利”界定为

“ 一种外物给当事者求福避祸的那种特性”，亦即某物或某行动对

当事人所产生的“ 福泽”、“ 利益”、“ 快乐”、“ 善或幸福”等

等。 它是一种实质性的价值或效用，其价值或效用的大小，取

决于给当事人带来的苦乐感受的强度、持久性、确定性或不确定

性、迫近 后来，穆性和遥远性、继生性、纯度、范围等条件。

勒为回应人们对功利主义过于追求价值量或价值充量化的批评，

又特别补充了内在精神的苦乐或苦乐的品质标准。尽管如此，

“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与早先的自

由主义者相比，功利主义者并不把社会公利或社会整体的幸福完

全看作是个人追求私利的副产品，而是认为，每一个人行为的价

①［美］杰雷米·边沁著：《 道德与立法原理绪论》，引自周辅成编：

《 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 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年，第２１１～２１２

页 。

同上书，第２１２页。

参见同上书，第２２６～２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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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指向，都可能同时指向个人自我的利益和他人利益或社会公共

利益。

依据这样一些基本理念和原则，功利主义提供了这样一种效

率论证：由于苦乐感受实际是宰制人类行为的两种最基本的情

感，因而决定了人类行为趋乐避苦、求福免祸的天然本性和本

能，因此，追求幸福和利益或减免痛苦和失利便成为人类行为的

根本法则。 依此法则，追求幸福，或者更确切地说，追求尽可

能多的幸福和利益，就是人类唯一恒定不变的目的，它既属于个

人，也属于社会。社会的基本目标就是“ 凭借‘理性’和‘法

律’之手以建树福利体系”， 创造最大的幸福或功利，以尽可

能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幸福要求。

不难看出，效率和效益的最大化乃是功利主义的唯一价值目

标。如果人们揭开由各种哲学和伦理学之价值术语所构成的外表

掩饰，就会发现，功利主义的“ 功利”主张，无异于市场效率的

翻版，而她的所谓“ 功利原则”不啻市场效率原则的伦理学表

达。个人和个人利益是优先的、基础性的，社会和社会利益只是

个人的集合和个人利益的总和。 因而，一个逻辑的结论是，只

有当个人的利益或幸福得到满足和增长时，社会的利益才可能获

得增长。这也就是说，社会效用或者幸福的最大化动力不在社会

本身，而在个人趋利避害的求利欲望。利欲是社会利益之总量得

以充量化最大化的根源。所以，在功利主义的论证中，基本的推

详见《 道德与立法原理绪论》，第２１０～２１１页。

同上书，第２１１页。

边沁明确地说：“ 社会是一种虚构的团体，由被认作其成员的个人

所组成。那么社会利益又是什么呢？——它就是组成社会之所有单个成员

引自同上书，第２１２页的利益之总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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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逻辑规则仍然是市场经济的逻辑规则，只不过是市场经济的行

为主体被泛化为个人，而作为经济游戏场和竞技场的市场则被泛

化为社会。然而，功利主义的“ 泛化”仍然是基于经济考虑的道

德抽象，其引以为功利价值之源（ 原创者）的个人，实际上只是

一个求利避害的“ 经济人”，其功利算计一如市场商人；而它所

描述的社会和社会利益，不过是对市场和市场效率的较为精致的

哲学和伦理学陈述。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把市场经济看作

是功利主义伦理不言而喻的经济生活基础，而把功利主义看作是

对市场经济效率的一种经济伦理论证。

３．帕累托效率论证

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效率论证，还是功利主义的效率论

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它们都只注重从价值的生产

性方面来论证市场的效率，只关注社会生产的积累性效果，当然

也只看重人类生活的实质性价值的增长。可是，随着市场和市场

经济的现代发展，市场（ 经济）的效率问题已经不再只是一个生

产性和积累性的问题，在许多情形下，效率的价值含义和促进效

率增长的方式，也不仅仅是纯粹物质性的。英国现代著名经济学

家、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亚瑟·刘易斯在其《 经济学增长理论》

（ １９５５年）一书中谈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有三种，即：

经济活动、知识和科学技术的积累、资本的积累。这中间，知识

与资本的积累两项就不完全是物质性的。现代制度经济学还揭示

出社会或市场的制度性因素，同样也可能成为社会经济效率的增

长因素。更重要的是，现代社会评价市场或社会效率的价值标准

也不再仅仅限于实质性和积累性的方面。人们注意到由于市场过

程的自发性作用和不确定因素使然，一社会生产或经济总量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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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并不意味该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更不意味着对每一个社会

成员都具有积极的效率增长意义。如果出现社会资源的垄断

（ 如，资讯、技术、稀缺性自然资源等等）和分配不公，社会经

济总量的增长并不一定具有完全真实的经济效率意义，更不用说

社会效率的意义。因此，对市场经济的效率论证，必须超越古典

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既定框架。帕累托效率概念正是在此背景

下产生的又一种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新型效率论证理论。

在当代西方，帕累托效率概念已经获得广泛公认。它是由法

国著名学者帕累（托Ｖ　·　Ｐａｒｅｔｏ　）提出来的。其基本含义包括所谓

“ 帕累托佳态（”Ｐａｒａｔｏ　 Ｏｐｔｉｍａｌ）“和 帕累托优态（”Ｐａｒａｔｏ　 Ｓｕｐｅ－

ｒｉｏｒ），两者构成所谓帕累托效率原则“。帕累托佳（态 或佳度）”

是指：在某一体系某一状态中，当且仅当该体系达到这样一种良

好的状态，以至在该体系中再没有一种可行的可供选择的状态能

使一个人的境况变好，而同时又不会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时，该

体系的此一状态即是一种帕累托佳态。“ 帕累托优态”（ 优度）”

是指：当且仅当至少有一个人在状态Ｓ中的境况好于其在状态

２ ２中的境况劣于其在状态Ｓ中的境况，而同时无人在状态Ｓ 的Ｓ

２境况时，状态Ｓ即是相对于状态Ｓ的帕累托优态。在某种意义

上说，“ 帕累托优态”是一种理想目的性的效率状态，而“ 帕累

托优态”则是一处比较性的效率状态。由于帕累托效率原则所具

有这种目的性和比较性特征，人们常常不仅用它来分析某一社会

的生产效率，而且也用它来分析该社会的分配状态。

当人们依据帕累托效率原则来分析一社会的生产率状况时，

他们所考虑的就只是 即：假定生产资源生产上的帕累托佳态
２比另一种体的投入相同，如 系Ｓ有更多的产果一种体系Ｓ 品产

２
出，那出，体系Ｓ就会被认为是一种比体系Ｓ具有更高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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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具有更大效率的社会体系，该体系也就达到了生产上的帕累托

佳态。因为在这里，帕累托佳态即是指生产率，而所谓生产率，

用帕累托效率概念来表述，乃是最大限度地扩大产品产出相对于

资源投入的比例，资源投入与产品产出之比越大，生产率越高，

效率越大。但是，如果仅限于此，那么帕累托效率原则就只不过

是一般市场原则和功利原则的翻版，甚至还是一种更模糊不清的

翻版。因为很显然，即使按照市场原则来衡量，较高的产品产出

并不必然意味着较高的市场效率。市场的效率主要是通过商品而

非产品来体现的，不能进入市场的产品无异于一堆废品，没有任

何交换价值。

因此，帕累托效率原则对生产率状态的衡量还涉及到产品的

分配问题，这是它与古典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效率论证的一个

显著区别。按照帕累托效率原则，生产的效率不仅仅指在相同投

２入的条件下 比另一体系Ｓ某一体系Ｓ 的产品产出更高；而且还

２意指，体 以同样的生产资源投入Ｉ 产出更多可能比体系Ｓ系Ｓ

，那么，当且仅当作为超出部分的产品Ｇ（ 在这里，的产品Ｇ Ｇ

＝Ｇ－Ｇ，即：超出部分的产品等于体系Ｓ的产品产出减除体

系 Ｓ的产品产出之余量）能够给一些人带来额外的利益、同时

不会导致其他人的利 在生产上益减少时，我们才能说，体系Ｓ

具有相对于体系Ｓ的帕累托效率。

然而，严格地说，帕累托效率在分配问题上的应用不是指一

般的产品，而是作为消费品的产品即商品的分配，并且涉及到较

为广泛的社会福利或利益因素。如，社会服务。这样，它所指涉

的就不单是生产率的效率比较，而且还有人际的功利或福利分配

比较。具而言之，它不仅要考量分配上的帕累托佳态或佳度

即：某一体系Ｓ中各个个人之间的一种具体分配Ｄ是否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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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分配状态，以至于在这些个人之间再没有一种可供选择

的分配Ｄ能使他们中的某一个人的处境更好，同时不致于使其

他人的境况变坏；而且也要 即：当考量分配上的帕累托优态

我们改变在某一既定的人群中分配某一给定量的消费品或社会福

利的分配方案（ 我们将之称为分配Ｄ），而采用另一种不同的分

配（ 我 ）时，该分配Ｄ们称之为分配Ｄ 是否能带来他们中的某

人或某些人生活福利的改善，而同时又不会使其他人的生活条件

和福利变得更糟。

很显然，帕累托效率原则在分配问题上的应用，必然或多或

少地产生对市场分配原则的限制，进而也要限制到古典自由主义

者们所信奉的那种市场效率原则。按照纯粹的市场效率原则，无

论是生产，还是分配，都应当完全由市场来决定，都必须遵循完

全的市场法则，即：自由参与（ 进入）市场、自由竞争、自由选

择和决定，最终也要自由承诺市场责任。只有这样，市场和市场

经济才可能是真正具有效率的。但是，历史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均

已证明，完全的（“ 放任的”）自由主义市场效率原则是有重大缺

陷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会导致一种社会经济的达尔文主义后

果。失去合理限制的自由经济，极容易造成市场的无序，导致诸

如产品过剩、通货膨胀、高失业率、以及社会贫富差距无限扩大

等经济后果和社会后果。在此情形下，市场和市场经济的效率就

很难成为一种真实的效率，某些情况下还会导致无效率。这一教

训不仅在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出现过，而且在许

多西方具有发达市场经济体系的国家也多次出现过。

与此类似，帕累托效率原则在分配问题上的应用，也必定是

对功利主义效率论证的一种反拨。因为如前备述，同古典自由主

义效率论证一样，功利主义效率论证也是不考量社会分配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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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地说，这两种效率论证理论都是只问生产，只管收获，而不问

分配的纯经济效果论或道德目的结果论。就此而言，帕累托效率

论证恰好构成对它们的直接拨正和限制。古典自由主义者和功利

主义者并非没有看到分配问题之于效率的积极意义，如，古典经

济自由主义对市场消费的分析；功利论者对功利的人际比较，和

各种不同性质的功利或幸福的“ 质”“ 量”比较；这些分析和比

较实际上也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分配问题。然而关键在于，他们对

分配问题的考虑，都建立在他们信奉为“ 万能钥匙”的市场效率

概念之基础上。一方面，他们相信，分配问题不属于效率问题，

只要社会经济的总体效率增长了，社会利益分配在总体上自然而

然地会得到改善，因而过于自信地把社会分配问题寄托于市场效

率增长。另一方面，他们还真诚地相信，市场及其客观运作本身

就是公平的，因而通过市场过程所实现的利益分配也必定是最客

观最完善的公平分配，一如通过市场经济的机制和过程所实现的

资源配置是最优最完善的一样。

但是，事实证明，即使是在较为理想和规范的市场条件下，

生产效率的增长也并不必然带来分配的改善。市场过程及其积累

性结果有可能产生分配的恶化，即：它会造成财富的垄断和相对

贫困化，此其一。其二，如果效率的增长不能带来分配的改善，

那么，随着相对贫困化所带来的社会不稳定，最终会危及社会经

济的效率本身。正象生产离不开消费一样，效率也不能离开分

配，后者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前者。其三，完全意义上的经济

效率概念是与社会效率概念不可分割的。比如说，在一个良序的

社会里，社会稳定既是一种社会效率的体现，也是一种经济效率

的体现，甚至于既体现出效率，也体现出公正。再比如说，就业

与失业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有无效率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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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问题，甚至是一个重大的社会政治和道德问题（ 它涉及公

民的劳动权利这一基本人权）。在市场经济学中，充分的就业本

身就是一种高效率，而失业本身即是一种无效率。在经济伦理

中，充分就业既是一种经济的高效率，也是一种社会的高效率，

还是一种道德价值（ 劳动权利）的充分实现；反之，则是一种经

济失效，社会低效和道德价值的抑制。最后，市场本身的分配只

能是有限的、直接的权利分配，而不是一种完全充分和公平的分

配，因而它自身也可能成为效率增长的障碍而非动力。（ 关于这

些问题，我们以后还要仔细讨论）。

帕累托效率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古典自由主义和功利主

义之效率论证的上述缺陷，其中，它对分配问题的效率论证和分

析是最值得重视的理论成果。或者易而言之，帕累托效率原则通

过其“ 佳态原则”和“ 优态原则”的分析论证，不仅扩展了生产

上 其生产率比较和人际功利（ 效率、利益状态）的效率概念

比较，实际上已经把分配问题纳入到效率概念之中，将之变成了

一个衡量效率的基本价值尺度，而且也进一步把效率问题的考量

和论证直接延伸到消费的效率问题上。诚如艾伦·布坎南公正指

出的那样：“ 在所讨论的效率原则中，帕累托佳度原则和帕累托

优度原则似乎提供了一种体系的效率之最具有综合性的方法，因

为它们使用的社会状态概念所具有的内涵，足以把生产资源的配

置方式、生产的组织方式、以及消 就所有这些因费品的分配

素影响着人们处境改善的程度而言 都考虑进来。”

但布坎南也同时指出，帕累托效率原则（ 包括其佳度原则和

［美］艾伦·布坎南著：《 伦理学，效率与市场》，廖申白，谢大京

中译本，第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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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度原则）并不完美，它只关注效率可能的消极性影响方面

即各种经济因素可能对个人福利造成的不利影响，以不造成任何

人处境恶化为有否效率的底线，却又忽视了这些经济因素可能对

个人福利产生的积极性贡献 即生产性效率增长本身的福利意

义。此外，它虽然看到了诸如就业或失业一类的现象所反映出的

效率或无效率问题，但它没有能够更具体地解释产生这些有效或

无效的具体原因，所以它自身仍然是有缺陷的、不充分的。

三　　效率的道德论证及其局限

上述三种典型的效率论证基本上都属于市场效率原则的范

畴，或者说，它们所凭借的基本依据基本上限于市场和市场经济

的一般原理或原则。它们所提供的是形式不同而宗旨一致的市场

效率论证。这种论证实际隐含着某种循环论证的意味：市场被先

定为是有效率的经济体制，因而其效率是自然而必然的社会结

果。反过来，效率本身又被作为论证市场和市场经济的基本证

据。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这种市场的效率论证或效率的市场证

据已被看作是自明的客观真理，而且在纯经济意义上说，也的确

是可以获得正当合理性证明的。相比之上，帕累托效率论证要比

古典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效率论证完备精致得多，这主要表现

在两个方面：第一，它从经济学的角度较为充分地考量了“ 消费

品分配”上的效率问题，避免了后两种论证仅仅局限于产品生产

效率的缺陷。第二，其对分配之效率问题的考察分析，已使它对

效率问题的分析论证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纯经济学的范畴，因而

参见〔 美〕艾伦·布坎南著：《 伦理学，效率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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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效率概念具有了社会整体效率的综合意味，如，关于失业之

无效率的考察等等。

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是帕累托效率原则或效率论证也仍然不

够，除了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几个方面的不充分性之外，它和古典

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的效率论证一样，还有一个根本性的缺陷：

即缺乏充分的道德论证，即使有所论证，也缺乏充分的道德正当

合理性。表面上，效率本身似乎并不需要道德论证，一些固守经

济学与伦理学之间严格的知识界限的经济学者更是对此深信不

移。然而，这种确信是有疑问的，即使我们需要明确并执守经济

学与伦理学之间的严格的知识界限，也不能得出结论说，效率本

身不需要道德论证，没有获得充分的道德证明支持的效率或效率

原则肯定是不充分的。试举一例：作为资源投入与产品产出之比

的生产率被看作是效率的根本标志（ 生产性效率），但如果仅仅

依据这种生产率标准来论证效率，所能证明的最多只能是经济效

率，而不是社会效率，在某种情况下，连经济效率也证明不了。

比如，军事武器的生产，烟草的生产，社会人口的生产等等，更

不说作为极端例子的毒品生产和黄赌之类的产业行为。烟草生产

的经济效率可能很高，这一点从其生产率（ 低成本的高产出）和

它可能带来的国民收入（ 巨大的税收和利润）两方面就不难得到

足够的论据支持。但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毫无犹豫地把烟草

的生产性效率视为一种社会效率。“ 吸烟有害身体”这一举世公

认并有充分科学实验证据的常识性真理，足以让我们把烟草的生

产性效率看作是一种反社会效率。同样，在资源紧缺，社会物质

生活条件受到极大限制的情况下，人口的生产就应当受到严格控

制。在这一点上，人类的生存和福利目的决定了社会效率高于或

优先于人口的生产性效率。至于军事工业的武器生产，更不能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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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单纯的生产率标准来评判其效率的高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夕，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的日本所创造的军工武器生产的高效

率，决不可能成为一种生产性效率的证据，更不能作为社会效率

的肯定证据。这些事实表明，一种充分完整的效率论证或效率原

则不仅是生产意义上的，而且是分配意义上的；更重要的是，不

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而且也是道德意义上的。

但是，如何给效率原则提供一种充分有效的道德论证？或者

说，如何建立一种正当合理的效率之道德证明？却仍然是一个开

放的课题。现在，让我们尝试性地提出一种效率的道德论证框

架。

为简明起见，我们首先需要建立一个明确的“ 效率”概念。

我们最初说过，“ 效率”是一个典型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但正如

由于政治经济学我们在“ 导论”中业已指出的那样， 与伦理学

特有的知识亲缘关系，我们有理由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核心概

念之一的“ 效率”，实质上也牵涉到伦理学的界定问题。换句话

说，经济效率本身也有其道德价值维度。如此一看，“ 效率”本

身就具有至少两种不尽相同的界定：一种是严格地或狭义的经济

学界定方式；另一种是包含道德价值意味的广义的社会经济伦理

定义。

按照前一种界定的方式定义，所谓“ 效率”，可以界定为经

济学意义上的生产性和实质性的效率，它主要通过社会生产率即

资源投入与产品产出之比体现出来。同时，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

社会生产与消费须臾不可分离的关联所致，经济效率还有其分配

有效性的方面。也就是说，一种合理有效的分配同样也是促进社

参见本书“ 导论：市场经济的道德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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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济效率增长的重要因素，甚至是直接性的因素。由是观之，

帕累托佳态原则和优态原则的确堪称迄今为止较为完备的经济学

效率概念。

按照广义的界定方式来看，“ 效率”就不只是纯经济学意义

上的生产性和实质性的效率，而毋宁是指包括经济价值、社会价

值和道德价值等多重价值在内的社会综合性的肯定效应。这种综

合性的肯定或积极的效应，不仅仅表现为社会生产上资源投入与

产品产出的高比例或高生产率，而且体现在包括市场分配、政府

调控和道德调节在内的社会公平分配所带来的社会经济的持续增

长、社会秩序的良序稳定、充分就业、物价稳定或低通货膨胀、

社会福利的普遍提高、个体公民生活水平（ 质与量的水平）的普

遍提升等综合指标方面。借用当代美国著名社会伦理学家和政治

哲学家罗尔斯的术语来说，就是社会“ 基本善”项目的普遍增

长。

如果上述两重定义可以成立，则下述推论就是可行的、有效

的

就狭义的经济学“ 效率”概念而言，某一体系（ 社会的、集

团或群体的、个人行为的）是有效率的，当且仅当（ １）该体系

较其他体系能够产生更高的生产率。这是一种比较生产率的效率

条件或标准。（ ２）该体系所创造的生产率较其他体系能够为其全

体成员带来更多的福利或利益共享，这是一种比较福利的效率条

件或标准，常常为现代福利经济学所偏重，也是帕累托效率原则

详见［美］约翰·罗尔斯著：《 正义论》（ 有何怀宏等人中译本。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和《 政治自由主义》（ 有万俊人中译

本。南京：江苏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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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表达的基本内容之一。（ ３）该体系运用的分配方式较其他体系

更为公平合理，也更有效 即，它能够更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

率的提高。这是一种兼备经济学目的论考量和社会伦理学道义论

考量的综合性效率条件或标准。也为当代某些新自由主义思想家

（ 如，罗尔斯）所看重。

在广义的社会经济伦理之“ 效率”概念的框架内，关于效率

推论要更为复杂一些。原因在于，广义的效率推论或论证需要考

虑到效率内涵的社会普遍性和价值目的性。或者说，社会普遍性

与价值目的性是这种广义的“ 效率”概念的两个基本特征。在这

里，我所谓效率的社会普遍性，是指效率内涵的综合意义（ 经济

的、社会的和伦理道德的）和效率之于人（ 个人和人类群体）的

普遍价值意义，也就是效率的多面构成和普遍共享。而所谓效率

的价值目的性，是指效率之于人类生活的合目的性意义。在此意

义上，效率总是相对于某个人或某些人的生活目的而言的，在一

种终极推论中，甚至是相对于整个人类生活目的而言的。我们无

法确认一种与人类和人类生活目的无关的效率。无论是纯经济学

意义上的效率，还是广义的社会效率，其所以具有价值（ 值得欲

求），最根本的就在于，它本身合乎人类生活目的，在其直接现

实性意义上，它本身甚至就是人类生活目的之一部分（ 效率作为

目的本身），或者，它有助于人类生活目的实现（ 效率作为手

段）。

明确了广义“ 效率”概念的社会普遍性和价值目的意义，我

就有可能建立一种较为合理有效的广义效率论证。在这一概念框

架内，我们假定：（ １）一体系（ 同样可以包括社会、群体组织和

个体行为）是有效率的，当且仅当该体系较其他体系具有更高的

生产性效率，且同时具有更广泛（ 普遍）的社会分配性效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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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效率论证的经济学条件或标准，也是效率作为积极价值的最基

本条件或标准。与帕累托效率论证不同，我们仍然认为，效率的

纯经济学条件或标准是不可省略的，缺少这一基础性条件或标

准，效率的其他方面就无从谈起。没有生产性效率基础，所谓社

会效率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

同并相信效率的目的论解释或论证（ 如，功利主义和古典自由主

义的效率论证）是有其合理性限度的，至少它揭示了社会价值或

效率的生产性根源。因此，我们也认同并相信现代市场经济的先

进有效性和历史合理性。

（ ２）一体系是有效率的，当且仅当该体系的社会安排不仅较

其他体系更能够使所有社会成员中至少有一些甚至大多数成员的

生活状态得到改善，而且也较其他体系更能够确保他们之间生活

改善的差异程度保持在为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可以接受的范围之

内。在此，有必要对几个关键性的短语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和限

定。首先，作为条件句中的“ 社会安排”主要是指社会的基本制

度安排，包括其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政策与管理等等。这

些条件规定显然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但这也正是我们考量效率

的社会评价尺度所要求的。在社会评价的意义上，效率意指社会

性效率，而不只限于经济效率的范畴。其次，条件句中的“ 社会

绝对多数成员”短语限制并不是随意的。我们设定，一有效率的

体系必须能够使该体系中的所有社会成员的生活状态得到改善，

即：能使至少某一人个这与帕累托佳态原则的条件设定 的处

境变好而同时不会让其他人的处境变坏 恰成对照：帕累托佳

态原则的条件设定是最低限度的或起码程度上的，而我们的条件

设定则不限于此。因此，在这种条件设定中，处境或生活状况得

到改善的不是“ 至少某一个人”，而是至少一些人，甚至是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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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人。这样一来，势必会出现帕累托效率原则试图避免的“ 人际

功利的比较”问题，即是说，在生活处境得到改善的那些个人之

间肯定会产生改善程度的差别，这就需要以社会制度安排或制度

调节的方式来限制这种差别，以便使其保持在人们可以接受的范

围内。然则，这里所说的“ 可以接受”肯定不是相对于社会全体

成员而言的，因为对改善之差别程度的限制本身，即已意味着对

具体地说，是对少数获得部分人 较大改善或得利较多的人

的限制。他们是否能够毫无犹豫乃至毫无怨恨地接受这种限

制？仍然是有疑问的。实际的情形常常是，某种社会的限制不仅

需要借助社会制度化的规范或约束形式才能得到实施，而且这些

限制性的规范也通常是建立在多数或绝大多数人的意志认同之基

础上的。总体说，这第二层面上的社会效率的论证条件，主要是

社会制度性的。设定这一社会制度性的效率条件或标准，一方面

是为了避免把效率概念狭隘地理解为单纯的经济效率、甚至是市

场生产性的效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把分配问题上的效率意

义狭隘地理解为市场分配的效率问题。正如许多国内外学者所正

确指出的那样，有效的分配必定是公平合理的分配。而要使社会

分配达于公平合理，就不能仅仅指望市场的原始分配，还必须通

过社会制度的公平安排和调节。甚至是道德的调节。来求得社会

分配的尽可能公平合理。 因此，我们这里所谈论的效率乃是一

种广义的社会效率，对社会效率的论证是关于效率的道德论证的

关于这一见解，国外的主要代表是罗尔斯。他在其《 正义论》一

书的开篇，即对社会的效率、正义（ 主要是分配正义）、稳定等方面的相互

关联作了极有启发的探讨。国内持这一见解的主要有厉以宁教授等人，其

近著《 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集中阐述和论证了这一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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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方面。

（ ３）一体系是有效率的，当且仅当该体系较其他体系更有助

于人们实现和完善其生活目的。这一效率论证所依据的价值标准

是具有某种道德目的论意义的价值标准，也是人们争议最多的理

论难点所在。在这里，效率是相对于人的生活目的而言的手段

善，而不是经济学范畴内的自成目的善。这样规定具有很大的风

险。首先，若把效率视为一种“ 手段善”，那么，效率本身作为

目的性价值的基本规定就会受到质疑。而我们一直都在主张，效

率概念的基本意义即是其作为目的或效果的实质性价值。其次，

若把效率视之为一种“ 手段善”，那么，这种效率概念就有可能

被看作是一种过度泛化的不严格的效率概念，进而，效率与公平

或正义这两种基本价值尺度之间的界限就会变得模糊不清。最

后，由于道德评价不可避免地掺和着人的主观情感的不确定因

素，因而对效率的道德论证标准本身也可能因此缺乏客观有效

性。比如说，“ 有助于⋯⋯”或“ 有益于⋯⋯”一类的条件限定，

就是很难确切说明的。大批量高品质的烟草生产对于香烟的生产

者和经销商来说是有益的，有助于他们获得高额利润，但对于吸

烟者来说，则完全可能是有害的。布坎南所谈到的枪支生产也有

类似情形。

要回应并消解上述三种质疑（ 也许远不止这三种质疑），需

要作大量的分析和论证。在此，我只想扼要地指出以下三点：

第一，效率之作为“ 手段善”的价值特性转换并不是不可理

解的，如果我们把效率置于一种超经济学的或价值学说框架内来

考察的话。效率作为一种基本的实质性价值，首先反映的确实是

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善（ 好），而在经济学的价值维度内，效率

是最基本的目的性价值。我们通常把经济学看作是一种指导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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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寻求最佳的资源配置方式，求得最高的生产效率的科学，也

正是在这一价值意义上讲的。然而，这种价值解释或规定并不具

有最终的意义。效率本身不是一种独立自显的价值。换言之，效

率总是相对于某人或某物的效率，其真实确切的意义表达是，

“ 对于⋯⋯是有效的”；或“ 相对于⋯⋯是高效率的”。这也就是

说，效率概念在哲学上并不是无待的、自明的。从最终的意义上

说，效率甚至是经济效率都是相对于人类生活目的而言的。正如

经济生活只是人类生活的一 哪怕它是最根本的组个组成部分

成部分，经济的生活方式只是人类生活方式之一种一样，效率

（ 包括经济效率和更广义的社会效率）也只是人类生活价值的一

部分，它是相对于人的生活目的而言的效率，而非自在的效率。

因之，效率和人的生活目的不可分割。它可以成为人的行为的直

这正是经济学用以解接目的 释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动机原

理：即求利或追求最大化的利益，乃是人的经济行为的动力之

源。但它不可能、也不应当成为人的全部生活的目的，更不能、

也不应当成为人的全部生活的唯一目的。人可能成为“ 经济人”，

但不可能只成为或都普遍成为单纯的“ 经济人”。因此，效率也

可能且确实已经成为人的生活目的之一种，但不可能成为其全部

目的或惟一目的。这样看来，即使我们不去设定某种人的终极目

的，而仅仅从人的生活目的多样性与相互性角度来考虑，也已经

足够充分地证明效率作为目的的有待性和相对性。就此而论，效

率作为一种价值在较大的目的性价值系统内转换为一种手段性价

值或手段善，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因为很显然，该目的的相互

性本身即意味着目的与手段的相互转换，在此一系统内作为目的

善的价值，在彼一更大的系统内，可能转化为一种手段善的价

值。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目的与手段的价值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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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当我们把效率扩展为一种社会效率，并将之看作是一

种手段善时，是否必然会导致效率与公平或正义这两种基本价值

概念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这的确是一个值得仔细探讨的问题。

一般说来，“ 效率”和“ 公平”是两个具有不同价值指向的概念。

“ 效率”表达的是价值生产，而公平表达的则是价值分配。但是，

在我们论证效率时，谈到过社会正义分配也具有一般社会效率的

意义。究竟该怎么看待和分辨这一判断命题，才不至于使效率与

公平两概念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和暧昧呢？我想，这里的关键是

弄清楚分配的效率问题。当我们谈到一种分配的效率时，一般有

两种意思：其一，该分配是合理有效的，或该分配是公平正义

的。其二，该分配本身能够带来客观的生产性效率，比如说，该

分配有益于人力资源的优化组合，进而促进生产效率的增长。易

而言之，在某一效率的增长额中，有一部分额外的效率不是由于

资源投入方式，由于提高了生产过程的资源优化配置程度，导致

了生产结果的变化或效率提高，而是由于公平的分配机制和分配

结果的作用，带来了所投入的资源本身的品质变化，具体地说，

就是人力资源品质的优化（ 如，团队精神、劳动热情、义务感情

或责任感、技术的合理使用、乃至生产劳动者的义务奉献等），

因之最终提高了生产效率。

然而，无论从哪一种意义上谈分配的效率，它都只能是一种

间接的、衍生性的效率。分配的合理有效，是使得分配产生这种

间接的和衍生性效率的基础。分配本身并不直接创造效率。理解

这一点虽然只能作为例外的参数来考量，但并不具有偶然性。相

反，在某些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下，这种情况甚至是较为自然和普遍的，

如，日本现代企业中广泛实行的“ 红包”（ 奖金）分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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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生产性效率与分配性效率之间的区别，最

终也就不难明确生产与分配或效率与公正之间的界限所在。事实

上，它们仍然是两种具有不同价值指向的概念。效率指向价值的

生产或创造，而分配或分配正义则指向价值的分配或合理分享。

第三，至于对效率的道德论证或评价是否会导致效率标准的

主观化，使效率失却客观的价值评价标准，应当从两个方面来加

以讨论。一方面，必须区分人类道德评价活动中的评价对象、评

价主体、评价标准这三个基本元素。作为评价主体的个人不可能

全然超逸其主观情感、意愿和观念的局限，因之评价主体的主观

性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决不意味着评价标准也必定是主观的，更

不能把评价对象主观化。具而言之，当我们作出某一体系是有效

率的评价时，该体系的效率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的主观偏好，更

不能凭借某一个人的主观感受来确定其有否效率。它之所以有效

率，首先在于它产生的客观经验性效果的质量。任何一个人具有

正常理智的人，都不会把毒品的生产看作是一种生产性效率，无

论此种生产所反映出来的生产率有多高。这一事实同时揭示了效

率评价标准的客观性。在这里，所谓客观性，绝对不能理解为某

种与人无关的外在性，如某些机械唯物主义或神学绝对主义所理

解的那样。毋宁说，它更多地是一种价值认同基础上的普遍性或

普遍的可接受性。当我们说，某一行为或体系是有效率的时，实

际是指该行为或体系被我们或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评价为有效率

的。这种全体或绝大多数人的价值认同显然不是偶然的或例外的

现象，而是一种基于广泛共识所确立 通过某些原则体系或习

惯传统 起来的具有普通有效性的评价标准。按照这种标准，

某一体系的效率，就不是相对于某一个人的效率，而是相对于多

数人或社会全体的效率。因此，我们有理由说，效率的道德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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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评价并不会导致效率原则或标准的主观化。

厘清上述三点疑惑之后，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小结：效率的道

德论证主要是给效率和效率原则提供一种合理的价值辩护。我们

认定，效率 无论是狭义的市场和市场经济效率，还是广义的

社会效率 本身具有目的善的价值意义，因而是值得欲求的。

所应区分的是，狭义的经济效率与作为广义的社会效率所体现的

目的善之价值有所不同：前者是严格相对于人的经济行为和经济

生活之目的而言的；或者说，是相对于“ 经济人”而言的。它具

有直接的经验实质性，是人的价值生活的基础和基本条件。相比

而论，后者则是相对人类社会生活而论的，它具有间接综合性，

因而其作为目的善的价值意义也更为复杂和丰富。

其次，效率，包括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也具有手段善的价

值意义。在此意义上，它不仅意味着人的生活的改善，同时也意

味着它有助于人们达成其他的生活目的，是人们追求更高生活境

界所必需的基础和条件。

因此，最后，效率不仅有物质利益或实质性价值的价值表现

形式，也具有精神或非物利的价值表现形式，同时还具有社会制

度和组织的中介化价值表现形式。正因为如此，人们既可以说市

场和市场经济是有效率的（ 经济效率），还可以把诸如“ 社会美

德”、“ 文化传统”等说成是一种社会资本，当作一个社会的效率

之源。

如，当代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学者福山，就曾通过考察和比较欧美、

日本和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现代化，揭示了诸如信任（ 度）、责任、团

队合作精神等“ 社会美德”（ 　Ｓｏｃｉａｌ　 ｖｉｒｔｕｅｓ）在创造社会繁荣过程中的特殊

社会美效用。参见其著：《 信任 德与繁荣的创造》，李宛蓉中译本，呼

和浩特：远方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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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仅仅在效率的概念范畴内讨论其道德论证仍然是不充

分的，也不可能达到充分。根本的原因在于，诚如我们一开始就

指出的那样，无论是在现代经济学中，还是在伦理学或一般价值

学中，效率都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其与公正（ 分配）的天然联

系，决定了我们无法在搁置公正问题的前提下，充分地讨论效率

问题，反之亦然。事实上，在我们触及分配的效率问题时，就已

经把效率问题与公平或正义问题联系在一起了。现在的问题是，

在探讨了效率这一基本的经济伦理范畴后，如何进入与之关联的

分配正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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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公正与道义

公正与效率是经济学、尤其是规范经济学中一对密切关联的

核心范畴。由于利益与道德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价值联系，因

而公正与效率也是伦理学、尤其是现代社会制度伦理和经济伦理

中的一对核心范畴。如果说，效率所意味的是社会的价值生产或

创造，那么，在经济伦理的视野里，效率总是与某种形式的道德

目的论或效果论直接相联着的，而公正或正义则常常被视为某种

形式的社会道义论或道德义务论的原则表达。在本章中，我们将

主要在社会公正、特别是分配公正与社会道义的关联脉络中，来

讨论公正及其社会伦理意义。但由于公正问题本身与社会制度问

题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且在现代社会伦理的语境中，已然

被首先看作是一个社会基本制度的正义安排问题（ 如，罗尔斯

等），因而我们的讨论也将涉及到社会制度伦理的一些基本课题。

一　　公正概念的经济伦理解释

“ 公正（”在汉语表达中，它与“ 正义“”、公平“”、公道”等

概念相类似）是一个涉及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概念，其

在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和伦理学中的地位尤其显要。这种状况

常常使得公正的概念解释产生多种歧义。由于我们不只是在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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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伦理学意义上讨论公正问题，需要将这一讨论具体深入到现代

市场经济生活之中，因而必须寻找一个具有跨学科解释力的公正

概念，以此作为我们讨论的起点。

我在近期完成的《 寻求普世伦理》一书中，曾经对“ 正义”

（ 或“ 公正”）作出了这样的概念界定和解释：“ 所谓正义，最一

般地说，就是对社会权利与社会义务的公平分配或安排，以及与

此种分配或安排秩序相宜的道义品质。” 如果我们把这一定义

表述中的“ 社会权利与社会义务”短语限定在现代市场经济生活

的基础层面，我想这一定义仍然是适用的。需要进一步解释的

是，在古今中外的道德理念和政治文化脉络中，公正首先是作为

一个个人美德的概念而出现的。孔子云：“ 子率以正，孰敢不

正 ？” 这指的是显然是个人的正直品格。孟子亦云：“ 君义，莫
，

不义；君正，莫不正。” 这与孔子所说的意思相同。中国古代

典籍中还有所谓“ 兼覆无私谓之公，方直不典谓之正” 的经典

性概说。这里的所谓“ 公”“、 正”“、 义”“、无私”“、方直”等

等，都是就个人的道德品质而言的。可见，在中国古典伦理中，

公正或正义首先是作为一个个人美德概念而非社会制度或社会基

本结构的价值概念而出现的。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它不仅突显了

中国古典伦理与西方古典伦理之差异，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的正义范畴，而且也突显了古典伦理与现代伦理之间的不同价值

取向：即指向个人美德品质与指向社会制度安排的价值分野。

①万俊人著：《 寻求普世伦理》，第五章，第一节。北京：商务印书

馆在刊中。

《 论语·颜渊》。

《 孟子·离娄上》。

贾谊《： 新书·道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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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语境中，公正从一开始便内含着个人正直美德和社会

正义秩序（ 规范）的双重意义。例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对“ 正

义”的解释就是如此。法国思想家拉法格曾经指出，在古希腊人

那里，“ 正义”的概念最初源于“ 直线”、“ 居中”等几何学概念，

其本义是指“ 置于直线上的东西。” 另一位古希腊思想史专家

罗斑更详细地谈到：“ 在古希腊思想中，企图把人类生活及其行

为的律令，加以整理并做成普遍适用的概念的那种努力，最早见

诸于文学。我们可以在《 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的作品中找到

⋯⋯随着社会和环境的改变，⋯⋯公正的观念逐渐弄清楚了，并

且越来越清楚明确地把它用公式表达出来。所谓公正，就是确切

而适当的法度、均衡和正直，是与粗鄙的情欲、欺骗及统治的野
，

心相对立的。”

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文明程度不断提升，特别是随着现代人

类社会的组织化和制度化程度日益加深，公正或正义所内含的社

会价值和伦理规范特性日趋突显，以至当代美国最为著名的政治

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罗尔斯在其《 正义论》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

出：“ 正义是各种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

作为“第一美德一样。” 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正义当然涵盖

所有社会基本制度，包括从国家根本宪法到社会基本政治、经济

和文化制度或体制的公正规范和秩序问题，也就是社会基本制度

［法］拉法格著：《 思想起源论》，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６３年版，第

８９页。

［法］罗斑著：《 古希腊思想和科学的起源》，第一章，陈修斋中译

本。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５年版。

Ｊｏｈｎ　Ｒａｗｌ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Ｍａｓ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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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义安排问题。这其中，尤其以社会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的公正问题最为显要，它们的公正与否直接决定着某一社会或国

家的基本制度性质。

但是，无论公正范畴的社会属性如何突出，它所内含的个人

美德意义，如正直、公平相待、平等尊重等等，仍然是不可忽略

的。作为社会公民个体的公正美德，既是保证社会或国家之基本

制度结构合乎公正原则的基本前提和条件之一，也是社会公正秩

序或正义的制度安排得以最终落实的主体基础。诚如当代著名美

国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所指出的：“ 在美德与法则之间还有一种关

键性的联系，因为只有对于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来说，才可能了解

如何去运用法则。”

由此看来，公正或正义的概念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指社会

基本制度安排和秩序的公平合理，以及由此形成的对社会成员的

普遍公正要求和行为规范；其二是指个人的正直美德，以及作为

这种政治美德之基本表现的公民的社会正义感和公道心。需要指

出的是，即使是作为公民个体美德的公正，也不能被理解为纯粹

个体化的，它是在人际或个人与社会间的价值关系中所表现出来

的正直品德。就此而论，公正概念所表达的总是一种关系性的价

值观念或道德态度，它始终是相对的、有待的。

公正概念在经济学中的运用，主要是指社会分配领域的公平

合理性，更具体地说，就是社会经济利益的公平分配问题。如果

说，公正概念的一般意义是指权利与义务的恰当分配的话，那

么，在经济伦理的视域中，权利已被具体化为实际的经济利益，

Ａｌａｓｄａｉｒ　Ｍａｃｌｎｔｙｒｅ，　Ａｆｔｅｒ　Ｖｉｒｔｕｅ，　Ｎｏｔｒｅ　Ｄａｍ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ｔｒｅ

Ｄａｍ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２，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Ｐ．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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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收入分配份额，而义务则已然被具体化为一种与获取经济

利益相配应的经济责任承诺。然而，最新的经济学研究对这一概

念解释提出了质疑。有经济学者指出，我们不能把公正的理解狭

隘地局限于经济利益、甚至是经济收入的分配范围，更不能、且

事实上也不可能的把公正理解为经济收入或财富的平均分配。这

种理解既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生活的实际，而且也是极为有害

的。因为，平均分配不仅难以为市场经济自身的内在要求所接

受，而且在根本上会扼杀社会的经济增长，使充满竞争活力的市

场经济变成一潭毫无生气的死水。因此，即便是在经济学的范畴

内，公正概念的解释也必须超脱某种消费经济学的局限。许多经

济学家认为，公正的真正含义应该是机会均等，而非平均分配。

只有通过健全的市场机制和社会安排，给每一个人提供平等的参

与机会，使他们获得参与市场竞争的公平起点，才算是真正的公

正。在此意义上说，所谓公正，与其说是利益或收入的公平分

配，不如说是机会的公平分配更恰当一些。

这一解释是值得重视的，至少它突破了那种囿于收入分配或

“ 消费品分配”（ 科斯洛夫斯基语）范围来理解公正的常识性局

限。的确，公正的真实含义所指决不仅仅限于收入或消费品的分

配范围，更不是指它们的平均分配。从经济学上说，收入是一种

市场分配的结果，它具有某种原始正义性和客观性，也就是说，

每一个参与市场竞争的人所获得的收入或效益，首先是由他或她

作为生产要素的供应者向市场所提供的有效生产要素的质与量来

决定的，因而按照市场规则，这种收入或收益具有一种“ 应得”

参见厉以宁著《 经济学的伦理问题》，第一章，第二节。北京：三

联书店１９９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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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ｅｓｅｒｔ）的性质。如果对市场经济的结果性效益进行平均分配，

不单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导致市场经济的无效率，而且

在道德上也是不公正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只能是懒汉的德性和

剥削者的生活哲学，因为它在剥夺勤劳者、智慧者和创造劳动成

果的同时，也助长了偷懒者、嫉妒者和剥削者的“ 利益均沾”心

理和剽窃心理。

然而，如果我们因此把公正仅仅理解为机会均等，是否有充

分正当的理由？也还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在此，我们至少可

以提出三个有实质意义的疑问：（ １）机会均等是否是公正概念的

全部含义？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承认，机

会均等只能规定起点的公平，它无法解释市场运作过程和结果的

公平问题。如果说机会均等代表了公正的基本含义，那就等于

说，如此界定的公正概念仅仅是一种“ 起点”的公正，只具有形

式预设的意义，没有涉及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因此，它至少不能

算作是一个完整的公正概念。（ ２）仅以机会均等来界定公正，实

际上没有脱出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原有视野，即仅仅依据

个人权利甚至是某种天赋权利来规定公正。易言之，权利成为了

公正的价值标准。这是一些主张效率优先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

常常采取的价值立场。机会均等属于权利的范畴。绝大多数自由

主义思想家都把机会均等看作是与人的自由、平等相联系着的一

项基本权利。然而，正如我们一开始就谈到的那样，公正或正义

作为一个社会伦理范畴，其基本特性是社会道义论的，而非个人

目的论或权利论的。在社会伦理和经济伦理的范畴内，公正的基

本含义首先是指社会权利和义务的公平分配和安排，或者更一般

地说，是社会基本价值或“ 首要善”（“ ｐ ｇｏｏｄｓ”，罗尔斯ｒｉｍａｒｙ

语）的分配和安排。这其中当然包括对作为基本权利之一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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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等的社会安排和公平分配，但决不是全部。（ ３）因此，无论是

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还是作为一个伦理学概念，公正都不能不

关涉分配问题，尽管它不只限于此。问题的关键似乎不在于公正

能不能关注分配问题、甚至是收入的分配问题，而是以何种方

式、根据何种原则来考量分配问题。把公正理解为对收入结果的

平均分配当然不当，但如果把公正理解为依据某种正当合理的原

则、并通过合法的社会制度或合理的道德原则所实现的正义安排

或调节，就可能达到恰当的公正理解了。

所以，为了避免狭隘的消费主义和平均主义理解，我们把经

济伦理论域中的公正概念定义为：通过合法的社会制度安排和利

益调节机制或方式，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权益与责任的公平分配

和合理调节，以及与此相应的人们 细心的的正义感和正直品格。

读者会发现，这一概念实际上是对前已备述的正义概念的具体

化。在这里，权益概念是一个具有综合性含义的价值指标，类似

于罗尔斯教授的“ 首要善”或“ 基本利益”的概念。它既包括诸

如自由竞争、平等参与和机会均等一类的基本权利，也包括诸如

经济效益或经济利润等一切肯定的实质性价值（ 物质性的善），

还包括像社会服务、社会保险、公共（ 设施和资源）分享等社会

有利条件。与之类似，这里所说的责任或义务也具有其综合性内

涵。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责任或义务不仅包括那些与经济权益直

接对应的责任承诺，还包括某些间接的经济风险承担、成本支出

或费用代价，如，商业广告、技术创新或发明、风险投资等等。

举例说，股票投资对于投资者（ 个体股民或有限责任公司）来

说，当然是一项高风险与高额利润相伴随的经济行为，同时在客

观上也是社会资源或资本的积累，它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增长同样

具有社会道义的意义。这一点在购买国债一类的经济行为中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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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为明显。

经济伦理的公正要求或规范，同样既具有其社会制度安排和

秩序的普遍规范意义，也具有个人美德的特殊内在要求。换句话

说，经济伦理中的公正既需要社会正义制度的保障作为其外在普

遍化条件，也要求每一个经济行为主体具备最起码的公正意识和

正义感，两方面都具有充分必要条件的性质。具体地说，当且仅

当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中权益与责任的分配不仅符合市场分配的原

始正义原则，而且也服从社会正义制度的安排和调节，并获得所

有或几乎所有具备基本公正美德的个人的支持时，经济伦理的公

正才是可能的和可充分普遍化的。

应当指出，这里所说的社会正义制度的安排和调节，显然不

只是指社会的经济制度方面，还包括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文化

体制等方面。在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中，经济制度主要是通过市

场体制表现出来的。因此，经济制度的公正，实际上主要是市场

分配（ 厉以宁教授称之为“ 第一次分配”）的原始公正。所谓原

始公正，是指完全按照市场运作机制和市场经济法则进行市场分

配所体现的市场公正。市场分配所依据的基本原则，是生产要素

的供应与经济效益的获取相对应的法则，或者说是资源配置方式

与产出效益相对应的法则。它具有客观公正的起点和程序，其分

配结果在市场经济的维度内也具有公正的性质。换句话说，这些

市场法则对任何参与市场经济生活的人而言，具有一视同仁、不

偏不倚的客观中立性。

然而，这种市场分配所体现的原始公正，很容易使人联想到

社会达尔文主义，其经济法则仿佛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 优胜劣

汰”、“ 适者生存”等生物进化法则的经济翻版。从社会伦理甚至

是经济伦理的角度来看，市场分配及其所表达的市场公正，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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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的甚至是严重的缺陷。严格地说，市场公正只具有相对的起

点公正的性质。甚至，由于人们的天赋（ 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

之不同，这种起点公正也只能是一种形式的公正。天生弱智或体

残的人，与天生聪颖强健的人，在市场所确立的机会开放和机会

均等的条件面前，并不能获得真正平等的机会，即便能够实现机

会均等，也不可能达到对机会的平等利用和同等程度的充分实

现。而在诸如财产遗传、地缘差异、门第和身份因袭等历史条件

的限制下，所谓机会均等就显得更不真实。起点公正的相对性、

不确定性和形式化局限，往往预制了市场过程和市场积累性结果

的不公正。因此，仅仅凭借市场的经济制度或经济机制本身，并

不能确保整个社会基本制度的公正安排，也不能确保社会权益与

责任分配的普遍公正。反过来说，社会基本制度的公正安排还必

须诉诸于社会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其他非市场化的社会政策、

乃至文化道德的调节方式来实现。

同样，姑且假定社会基本制度的安排是公正合理的，如果参

与市场经济活动的行为主体缺乏哪怕是最基本的公正品德，社会

的公正分配是否能够真正实现？也存在疑问，至少是难以充分实

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制度规范都有其局限。规范本身既

确定了行为的界限，也显露了规范自身作用的边界。在某种意义

上说，制度和规范本身即是人类行为带有不公正或非正义之可能

性的证明。这就意味着某些超规范甚至反规范的经济行为仍然是

可能的，所谓“ 搭便车”、“ 逃票”一类的不规范行为、甚至是坑

蒙拐骗、巧取豪夺、投机欺诈等反规范行为，都证实了这一点。

逃避制度规范的可能，不仅表明社会基本制度的公正安排并不能

完全保障社会分配的充分公正或公平，而且也表明市场的原始分

配还可能会因此导致更不公正的结果。比如说，在市场上的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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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在某些商品或货物出现暂时短缺的情况下， 稀缺资源部

门，如果有人采取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不正当行为（ 在此，所

谓“ 不正当”即是“ 不规范”的同义语），就会使整个社会分配、

甚至是市场分配出现严重不公的状况，这样，不但社会分配公正

不可能，甚至连市场分配的原始公正也不可能。

由出可见，经济伦理的公正问题，决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社

会经济利益的合理分配问题。离开整个社会基本制度的公正安排

和经济行为主体的公正品格这两方面的必要条件，它就不可能得

到充分而持久的实现，也不可能获得充分而完整的理论解释和证

明。

二　　两种公正模式及其价值证明：

权利资格论与公正道义论

公正问题之所以与效率问题一起构成了现代经济学和经济伦

理的基本主题，是因为公正与效率之间的价值关系及其解释预定

了经济学和经济伦理的基本价值立场：即确立效率优先还是公正

优先？通过对公正概念的经济伦理学解释，我们得出了三个初步

的结论：第一，在经济伦理的范畴内，公正问题已被具体化为社

会经济权益和责任的合理分配问题；第二，公正概念本身是一个

价值关系性范畴，它所反映的是利益与责任的均衡安排和合理调

节；第三，作为一种美德的公正或正义，不仅是社会性的（ 如罗

在正常情况下，市场货物或商品的紧缺不会长期存在，市场本身

可以通过其价格机制等有效方式来改变这种情况，因而它只能是暂时的。

当然，我们所说的正常情况，包含着对理想的市场经济条件的合理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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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斯所言），同时也是个人品格的（ 如麦金太尔等人所言）。

人类的价值关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伦理等多方面，其

中，利益关系是最基本、最直接和最重要的价值关系，只是它在

不同的生活领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罢了。杨敬年先生指出：

“ 政治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是权力的分配问题”，“ 经济关系中的核

按同样的方式心问题是收入分配问题。” 推理之，我们可以说，

伦理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是道德义务的分配问题，至少在社会道义

论伦理学的逻辑中是如此。如果考虑到目的论伦理学的基本理

由，在一种综合性的伦理学立场上看，较为完整的说法可能是，

伦理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是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公平分配问题。

这样一来，我们的界定又回到了公正或正义的主题上来：若把一

般意义上的公正视之为权利与义务的公平分配，那么，把伦理关

系的核心问题确定为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公平分配，无疑就是

对公正概念的具体规定了。由此可见，公正问题在伦理学、尤其

是经济伦理学中占据多么重要的地位，正如它在现代经济学中所

处的核心地位一样。这就为公正的经济伦理讨论提供了足够的理

论合法性依据。

在公正、尤其是在分配公正问题上，伦理学界历来有至少两

种不同的道德观点。简明起见，我们姑且把这两种道德观点略称

为权利资格论和公正道义论。让我们选择两位当代美国最著名的

社会伦理学家诺齐克和罗尔斯的有关理论作一典型的个案分析和

比较。

诺齐克的人权理论实际上是１７世纪洛克以降西方古典自由

杨敬年著：《 人性谈》，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５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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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中较为激进的人权学说的当代翻版。其主要特色在于，通过

国家国家权力的起源、作用和限度等问题的合法性证明，把个人

权利或“ 资格”（ ｅｎｔｉｔｌｅｍｅｎｔｓ）的概念论证，由一种先验的哲学

预制层面，转换到实际资格的经验证明层面，也就是把洛克等人

的“ 人权天赋”假设转换为“ 人权资格”的证明。所以，诺齐克

的人权学说也常常被称之为“ 资格理论”（ ｏｆ　ｅｎｔｉｔｌｅ－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

ｍｅｎｔｓ）。按照这种“ 资格理论”，每一个人所能拥有或得到的权

益（ 财产、财富和其他利益）都必须且只能基于其所具备的特殊

无论是以国家的名义，资格，任何人或组织 还是以社会整体

都不能侵犯之。这是“ 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利益的名义 犯”

这一自由信条所规定的最高原则，也是公正的最高标准。在这

里，国家的全部责任和作用只在于以最有效合理的方式保护个人

权利或资格的实现。因此，在诺齐克的眼里，国家或社会都不具

备“ 实体存在”的特性，因而没有也不应该有任何超逸于个人目

的之外的所谓普遍目的或整体利益，它们存在的全部意义只在于

其作为保护个人权利或资格的基本条件或工具意义，这即是诺齐

克的所谓“ 最低限度国家”（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ａｌ　ｓｔａｔｅ）或“ 超低限度国

家（”ｔｈｅ　ｕｌｔｒａｍｉｎｉｍａｌ　ｓｔａｔｅ）。

个人资格的高度价值与国家或社会的低限度地位，决定了社

会正义或公正的根本价值标准只能是个人资格和权利的合法保护

与充分自由。为保证这一点，国家必须首先明确两个基本原则并

依此来履行其有限职能。这两个基本原则是“ 补偿原则”（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和“ 行为禁止原则（” 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ｏｎ）。后者规定：国家可以合法禁止哪些行为？允许哪些

行为？其禁止或允许某一行为的基本理由或根据是什么？当且仅

当这些理由或根据被证明是充分正当的，国家的禁止或允许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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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行为才是合法的，因而也 诺齐克提问：才能算作是公正的

“（ １）为什么任何行为随时都会遭到禁止，而不总是获得允许，

假如其受害者得到了补偿的话？（ ２）为什么不禁止第三方触犯最

初没有得到认同的所有道德界限？为什么总是允许任何一个人在

没有预先获得认同的情况下去 对这僭越另一个人的边界线？”

两个问题的合理解答，即是陈述禁止或允许某一行为的基本理

由，它们构成了国家履行其职责的合法性根据。

严格地说，人的行为都会或多或少地具有人际相关性和社会

公共性，纯粹意义上的自我行为仅仅具有私人举止的意味。这就

产生了一个行为权利的正当性界限问题：即，在何种情况下某一

行为是可以允许或应予禁止的。人际行为的相关性和社会公共

性，实际是由人际利益的相关性决定的。只要某一行为不损害或

妨碍他人或社会公共利益（ 在诺齐克看来，似乎不存在独立的社

会公共利益），就是正当可行的。问题发生在那些有可能僭越这

一界限的行为上，而且在社会生活中，常常发生这种情况。诺齐

克把这类行动称之为“ 僭越界限”的冒险行为，它们有可能冒犯

他人或社会利益，具有某种责任风险。不过，诺齐克并不主张因

此而简单地限制或禁止这类行为。他认为，这类行为乃人类活动

的“ 常态”，若简单地加以禁止，就太容易侵犯人们的行动权利。

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不是消极地禁止，而是建立某种补偿

原则。若给受行为冒犯者以相应的价值补偿，或者说，若行为者

愿意为或已经为自由的行为付出相应的冒险代价，则该行为就应

当是可以允许的。这即是诺齐克的所谓“ 补偿原则”。该原则可

Ｒｏｂｅｒｔ　Ｎｏｚｉｃｋ，　Ａｎａｒｃｈｙ，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Ｕｔｏｐｉ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

Ｉｎｃ．．１９７４，　Ｐ．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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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要处理三种情况：（ １）即使受行为冒犯者的权益损失已经得到

补偿，该冒犯行为仍然受到禁止甚至惩罚；（ ２）若受行为冒犯者

已经得到相应的价值补偿，则该冒犯行为应当得到允许；（ ３）若

所有在“ 僭越界限”的行为冒险中付出过代价的人都得到了相应

的补偿，那么，无论他们的界限是否受到或是否被证明受到了僭

犯，该行为都是可允许的。

诺齐克认为，第一种情况不可取，因为它无限制地限制了人

们行动的自由。第二、三种情况可取，因为它们或保护了被冒犯

者的权益，所受损失得到了补偿；或保护了冒险者的权益。但

是，诺齐克忽略了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一是行为代价的道德性质

和限度问题，二是逃避行为代价的问题。前者可举伤人行为为

例，在此情形中，某些行为的冒犯后果是不可补偿的，如伤人致

残；而另一些行为的冒犯动机本身是反道德的，即使有所补偿，

也不应当允许，如复仇。后者可举偷税逃税行为为例，在此情形

下，行为冒险者因侥幸心理作祟，总想少付出甚至不付出代价

（ 税款）而获利。显而易见，诺齐克的理论一开始就存在很大的

漏洞和危险。确实，任何一种有价值目的的行为都带有一定的风

险或冒险性质，而且在商业社会里，冒险行为在某一特定意义上

的确具有其特殊的首创性和开拓性意义。但仅仅基于行为者本身

的行为目的，并不能证明更不用说充分证明其行动权利的绝对正

当性和合理性。

当然，诺齐克的本意是想尽可能地限制或降低国家或社会的

权力与作用，以便维护被他视为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利的正当性和

优先性。为此，他进一步提出并论证了他的资格理论。在他看

来，由洛克等近代理想家所开创的自由主义人权原则，现在正面

临着来自经济学、政治学或政治哲学、伦理学、以及一些社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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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方面的严重挑战。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构成西方思想界主题

的似乎不再是自由权利，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福利经济学理论

好象是从罗尔斯的正义伦理中找到了某种新的灵感和道义支持，

先后提出了所谓“ 分配主义”（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ｉｓｍ）和“ 再分配主义”

（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ｉｓｍ），而西方社会福利主义和经济国有化的势头也

日见明显。在伦理学方面，以罗尔斯为代表的社会正义论或道义

论的影响日益强劲，几乎影响到７０年代以降欧美所有国家的经

济政策和政治取向，它不仅给经济学中的分配主义和再分配主义

提供了有力的道德证据和支持，而且成为欧美许多国家实行国家

福利和国家干预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无疑，上述趋势不可避免地会给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的市场

经济策略和部分富裕者的个人权利带来冲击或制约，这是诺齐克

的理论所不能容忍的。他尖锐地指出，无论怎样强调社会正义的

首要性，都不能背离自由主义的基本信条：个人权利高于一切，

神圣人可侵犯。分配问题在根本上仍然是权利问题，即个人权利

的分配问题。这种分配的公正与否，并不在于对市场结果的再分

配，而在于人们获取和实现其权利的资格是否正当合法。只根据

一种历史的结果而不是根据形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来确定分配的正

义原则是不适当的。关键在于，如果人们获取权利或权益的资格

是正当合法的，那么，任何剥夺或限制其权益的作法就是不正义

的，无论有何种理由。

由于诺齐克坚持把分配问题归结为财产的占有资格问题，因

此他认为社会公正原则的证明，首先是且根本是对人们占有财产

资格的合法性证明。他指出，财产占有正（义 ｔｈ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ｈｏｌｄ－

ｉｎｇｓ）的基本论题有三个：第一是“ 财产的原始获取，即对尚未

持有的物质的挪用。”与之相应的规范便是“ 获取的正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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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第二是“ 财产的转移”

（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它涉及人际自愿交换、捐献、馈赠，

或与之相反的巧取豪夺、欺诈拐骗等财产或财富转移形式。与这

一过程相应的正义要求是“ 转让的正义原则”（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第三是“ 对财产占有不正义的校正”（ ｔｈｅ

ｒ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它主要指纠正财产占有或转

移中的不正义状况，特别是因历史原因所造成的不公正的占有状

况，这就需要有关不正义占有状况的充分事实根据和准确信息，

以作出公正的判断，并使用合法的校正原则，即所谓“ 校正的正

义原则（”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ｒ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在这三个论题

和与之相应的原则中，前两个更为基本，它们甚至在某种意义上

规定了第三个论题及其正义原则。

财产占有的正义原则有三个具体规定：“（ １）一个按照获取

正义原则而获得某种财产的人有资格占有该物。（ ２）一个按照转

让正义原则从另一个有资格占有某物的人那里获取该物的人有资

格占有该物。（ ３）除了通过反复运用规定（ １）和规定（ ２）之

外，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占有该物。” 诺齐克总结道：“ 财产占有

的正义理论之一般纲要是：如果一个人按照获取正义原则和转让

正义原则，或按照不正义之校正原则（ 由前两个原则指定）而有

资格占有这些财产，那么整个占有格局（ 分配）就是正义的。要

将这些一般的纲要变成特殊的理论，我们就必须对财产的三条正

１５Ｉｂｉｄ．　 Ｐ． ０．

Ｉｂ １５０．ｉｄ．　 Ｐ．

１５０Ｉｂｉｄ．　 Ｐ．

１５Ｉｂｉｄ．　 Ｐ． １．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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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原则的每一条原则作具体详细的规定，这三条原则是：财产占

有的获取原则、转让原则和对侵犯前两条原则的校正原则。”

由此推出：“ 如果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占有他在分配条件下所拥有

的财产，则该分配就是正义的。” 否则就是不正义的。可见，

在诺齐克看来，社会分配的正义与否，并不像罗尔斯所以为的那

样，在于该分配是否符合某种正义原则，而在于且根本在于它是

否以个人占有财产的权利或资格为基本准绳。易言之，正义的基

准不是社会原则，而是个人的正当权利或资格。分配正义首先得

首先依据财产占有的正义，一如财富的分配 必须依据于财富的生

产。在社会经济私有制条件下，私有财产的拥有和运用首先被作

为先定的资格或权利而被确定下来，并被赋予了绝对优先的价值

地位。个人的权利或资格决定社会分配，保护个人权利或资格实

现的正当合法性目的，决定社会分配方式或手段的正当合理性，

这才是社会分配的基础。

如此一来，诺齐克就把分配问题变成了一个仅仅具有社会手

段性价值的合法性问题，进而也把被罗尔斯视之为社会制度伦理

第一主题的正义问题本身降格为从属于人权原则的次要问题。所

以，诺齐克只在手段性价值的范围内谈论分配正义的问题。他

说：“ 如果一种分配通过合法的手段从另一种正义分配中产生，

该分配就是正义的。从一种分配到另一种分配的转移之合法手段

是由转让的正义原则指定的。任何从正义境况中通过正义的步骤

而产生的东西本身就是正义的。由转让的正义原则所指定的交换

手段仍然是正义的。正如正确的推理规则仍然保留着真理性，而

Ｉｂｉｄ．　Ｐ．　１５３．

Ｉｂｉｄ．　Ｐ．　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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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反复运用这种规则从唯一真实的前提中推导出来的任何结论

本身就是真实的一样，由转让正义原则所指定的从一种境况到另

一种境况的转变手段也保持着正义性，而任何按照这一原则从一

种正义境况转变为实际源自重复性的转变之境况本身就是正义

的。”

根据这一解释，诺齐克坚持认为，只有按权利或资格进行的

分配才是唯一合法的因而也是正义的分配，任何与之相左的分配

原则都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公正合法性。为此，他尖锐地批评

罗尔斯、甚至是哈耶克等新自由主义同道的分配理论。

诺齐克指出，分配正义的资格是历史形成的、以个人权利为

本位的。它首先不同于罗尔斯以社会基本结构或制度的设计与安

排为基础的社会分配理论，在他看来，后者完全是模式化的和非

历史的。按照资格理论，分配正义的根据，是占有正义基础上的

正义转让和对不公正转让事实的校正正义。可按照罗尔斯的分配

理论，分配正义首先在于社会基本结构或制度安排是否符合某种

建立在公意基础上的模式化正义原则系统。这种模式化的正义原

则既不考虑社会财富的来源，也不考虑个人获取和拥有其财产资

格的历史原因，甚至把这些有关个人的信息当作社会成员达成正

义原则体系时所必须预先搁置或遮盖起来的东西（ 通过其所谓

“ 无知之幕”的设置）。这种不顾个人的历史资格和权利占有事实

的做法，不仅抹杀了个人之间的差异事实，而且还因其平等主义

的普遍诉求，必定会侵犯甚至牺牲个人的基本权利。

与罗尔斯的分配理论类似，还有所谓按“ 道德优点”（ ｍｏｒａｌ

ｍｅｒｉｔｓ）或“ 道德应得”（ ｍｏｒａｌｄｅｓｅｒｔｓ）或“ 对社会的有用性贡

Ｉｂｉｄ．　Ｐ．　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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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来进行分配的理论，这些分配理论的一个共同错误是：只根

据社会财富或利益的目的与结果之不平等状况作出正义与否的价

值判断，以此用各种背离人权原则的理由或借口，来论证社会再

分配理论的正当合理性。在经济学领域里，除了一些较为激进的

分配主义和再分配主义主张之外，还有一些经济自由主义思想

家，甚至也提出按社会价值或边际效用（ 如，社会服务等）来考

虑社会利益的分配问题。比如说，哈耶克就曾认为，在一自由社

会里，为了更普遍地实现个人自由，并鼓励人们创造更多的社会

价值，也应当“ 按照一个人对他人的行动和对他人的服务之可见

价值来分配。”这种主张虽然不同于一些模式化的分配原则，也

有其经济学的实证依据，但它仍然带有社会功利主义的色彩，容

易导致以社会利益的名义限制或侵犯个人的基本权利。

总之，诺齐克反对一切“ 非历史的”、“ 模式化的”、或只根

据社会“ 宏观制度“”、宏观境况“”、宏观原则”进行社会分配的

道义论主张，坚持一切从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资格出发，从个人的

“ 微观境况”和“ 微观原则”出发，来考量社会的分配问题，包

括社会分配的正当合法性和道德合理性。

与诺齐克的这种个人权利论或资格论的分配理论相对照，罗

尔斯的社会正义论虽然并未根本放弃个人权利或个人自由优先的

自由主义基本原理，却放弃了只重视社会效率增长和个人财产占

有的功利主义或权利主义的分配理论。罗尔斯把后者看作是一种

无法真正普遍化的目的论（ 社会的或个人的）主张。从社会道义

论立场出发，罗尔斯将社会基本结构或制度的正义安排提升到与

社会效率创造或个人权利申认相提并论的原则高度，甚至把前者

视为更具理论优先意义 即作为后者得以真正普遍实现的基本

前提 的社会正义主题。这一立场转换标志着西方自由主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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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在２０世纪晚期的一个重大理论转折：即从单纯的个人权利目

的论向社会正义道义论的社会伦理价值取向的重新调整。从此，

社会制度伦理或社会价值的分配问题便逐渐突显为现当代西方伦

理学的中心主题，成为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日益明显的理论特征。

按照罗尔斯的见解，现代社会的根本性问题已不仅仅是社会

有无效率的价值生产和个人权利的目的论证明问题，而且还有、

甚至更重要的是在日趋多元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如何确保现代民

主社会的协调一致与“ 长治久安”（ 稳定）、并在此条件下确保个

人自由或权利的普遍实现（ 正义）的问题。所以在《 正义论》

中，罗尔斯开宗明义地指出：“ 正义是各种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

如同真理是思想体系中的首要美德一样。” 在他看来，个人的

权利或自由当然具有神圣价值。但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个人权

利、自由和利益的真正实现却是一个社会秩序正义问题。单个人

无所谓权利自由的问题，甚至也不存在利益关系或分配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产生，首先是由于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前提性问题：

他们都不得不进行某种形式的社会合作，以实现他们各自的生活

目的。每一个人都会明白一个基本的道理，即使个人可以孤立地

存在并实现其生活目的，通过一种社会合作图式也远比靠自己单

干独行更能够实现自己的目的。社会合作的需要意味着利益关系

和分配问题的存在。每一个人都有其自我利益的算计和追求，且

这种算计和追求总是首先受到个人自我目的的左右，因之势必产

生社会将如何分配权利与义务的公正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人们必须在进入社会合作之初，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建立一套公

Ｈａｒｖａ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ＪｕｓｔＪｏｈｎ　Ｒａｗｌｓ， ｉｃｅ，Ｍａｓ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ｒｄ　Ｕｎｉ－

ｓ，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 Ｐ１９７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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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合理的原则，以指导和规范参与社会合作的每一个公民个人的

利益选择，这便是社会正义原则。它通过特定条件下（ 比如说，

“ 原初状态”下的“ 无知之幕”设置和“ 利益无涉”机制）基于

人们普遍认同的社会正义安排或正义制度体系而产生，同时也反

过来规导社会制度的具体安排与实践ｃ

罗尔斯指出，要进行社会合作，首先必须作出公正的社会制

度安排，这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各个人的生活计划虽不能

强求划一，却必须“ 共同适应”、“ 相互共容”，在“ 基本善”或

“ 首要善”问题上达成默契，否则就谈不上合作。第二，社会合

作的目的是寻求更高的效率和公平，没有效率的合作如同缺乏公

正的合作一样，都不可能长久。第三，社会合作必须稳定或保持

良好秩序。稳定和秩序既是社会合作的效率体现，也是其公正的

证明。缺乏效率或公正，社会合作不可能稳定持久；反过来，没

有稳定和秩序，也就谈不上效率和公正。满足这三个基本条件的

社会制度安排才可能是公正的。也正是基于这一基础，社会用以

规导利益分配和目标选择的正义原则系统才得以达成。

罗尔斯说：正义原则“ 提供了共享社会基本结构中的各种权

利和义务的方式，并规定了社会合作的利益与职责的适当分

配。” 一公正的社会合作系统必须对其基本权益和义务作出公

正合理的安排或分配。然而，如何安排或分配才算得上是公正的

呢？罗尔斯相信，这样的社会安排或分配必须首先基于并符合社

Ｉｂｉｄ．Ｐ．２０．请注意：罗尔斯的“ 利益”概念不限于经济学意义

，而是一个包含着各种社会权益、上的实利价值或“ 物质善” 责任或义务的

综合性价值概念。而他所说的“ 基本结构”是指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政

治制度（ 以根本宪法为主体）、以及各种具体的社会政策或体制，实际上是

一个社会制度的综合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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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正义原则，这是社会道义论伦理的基本根据和实质内容。因此

首先建立一套社会正义原则，乃是实现公正的社会制度安排或分

配的先决前提。这一原则系统是人们开始建立社会合作图式时，

通过诸如“ 无知之幕”、“ 最低限度的最大（ 普遍）化”、“ 理性

（ 价值）中立”等规则或设置而确立 通过对历史上几下来的。

种主要社会制度类型（ 如，“ 天赋贵族制”、“ 天赋自由制”、“ 自

由平等制”和“ 民主平等制”）的考察比较，罗尔斯认为，一种

“ 民主平等”的社会制度最为可取。与之相应，一种基于平等的

自由并能够兼顾公平的社会正义原则系统应是最为合理的。该原

则系统的最基本表述是

“ 第一原则：每个人都拥有一种与其他人的类似自由相容的

具有最广泛之基本自由的平等权利。

第二原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以使（ １）

人们有理由期望它们对每一个人都有利：（ ２）它们所附属的岗位

和职务对所有人开放。”

作为主要应用于社会基本结构或制度的基本正义原则系统，

第一原则主要“ 支配权利和义务的分配”；而第二原则则主要用

于“ 调节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分配 前者又可以概括为”。

“ 平等的自由原则”；后者则可以概括为“ 差异原则”。作为：“ 第

一原则”，平等的自由原则具有原初的和先定的性质。它规定并

保证：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或公民都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包括

关于这些概念及其设置，罗尔斯有极为详细的论证，限于主题要

求和篇幅，我们不拟赘述。可参见万俊人著：《 现代西方伦理学史》（ 下

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出版，第６８６～６９０页。

Ｊｏｈｎ　Ｒ ｏＪｆ　ｕｓｔｉｃｅ，　Ｐ．　６０．ａｗｌ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ｂｉｄ．　Ｐ．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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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上的自由（ 选举的权利和有资格担任公职的权利），以及言

论和集会的自由、良心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个人的自由及保障

（ 个人的）财产的权利，依法不受任意拘捕的自由和不被任意剥

夺财产的自由。” 在这些基本自由权利方面，所有社会公民一

律平等。一公正社会必须首先确保这一点。“ 第二原则”之所以

必要，是因为“ 第一原则”尚未具体规定如何调节和规范人们在

实际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利益差异，使其保持在合理可行的限度

内。因此说，“ 第二原则”的作用主要是为了调节和控制社会基

本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分配，使其达于公正合理。

那么，如何确认利益分配的公正合理限度？罗尔斯认为，主

要有两个基本方面：其一，利益分配的差异应当能够为社会的绝

大多数成员所容忍或接受；其二，这种差异的存在，必须能够使

所有人得利，尤其是使那些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人得获益。这

叫做“ 惠顾最少数最不利者”原则。

在罗尔斯看来，由于各种原因，要完全消除人际不平等的差

异、尤其是作为自由竞争的结果差别，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公正

的社会，也只能保证各成员在竞争起点上的原始公正（ 如，机会

均等的制度保证），保证竞争过程所需规则的公正（“ 秩序的正

义”），但终究无法保证竞争过程和竞争结果的实际平等，在获得

相同的起点和机会的情况下，由于人们的天赋才能和后天努力、

机遇和运气之不同，即令他们在同一起 点上开始，也遵循相同的

程序并获得类似的条件，也会产生结果的差别，这就如同任何一

Ｉｂｉｄ．

罗尔斯对该原则的规定和解释，使人联想到经济学学中著名的

“ 帕累托效率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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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赛跑一样。

前面谈到，公正在效率缺一而不可能形成社会合作，亦不可

能使社会合作保持稳定持久。自由竞争是社会效率的动力和源

泉，而竞争必定造成差异。在某种意义上说，差异乃是创造并保

持社会效率的必要条件，也是其必然结果。任何人为的平均分配

或绝对平均主义都会抑制人们的自由竞争，进而不单会扼杀社会

效率，也会禁锢人的自由本身。所以，假如人们不得不在人为平

等的无效率与竞争之不平等的高效率之间面临抉择时，他们常常

会很自然地宁愿选择有效率的不平等，而不愿意选择人为强制的

无效率的平等。因为有效率的不平等总比无效率的平等要好，至

少它可能对部分人有利，因之更值得欲求。而无效率的平等却对

所有的人都无益。

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在人类实际生活中，由于“ 自利

（ ｓｅｌ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作为唯一的［行为］动机”这一命题具有天然

事实或自然本性的解释力（ 至少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假

这种有效率的不平等很容易成设中是如此）， 为一种市场经济

的常态，而且，如果缺乏必要的限制，它也很容易超出人们可容

忍的范围。这种经济后果与现代民主社会的理想是相互冲突的。

如果一种不平等只能造成少数人获利，多数人无利甚至失利，那

么，这种不平等的效率就不能被视为一种真正的效率，更不用说

将之视为一种社会效率。即便是从现代经济学立场上来看也是如

此。在一般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失业、社会福利的普遍下降、

ＣＦ．　ＡｌｂｅｒｔＯ Ｐｏｌｉｔｉ－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ｃａｌ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ｍ　ｂｅｆｏｒｅ　Ｉｔｓ　Ｔｒｉｕｍｐｈ，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

ｓｓ，　１９７７，　Ｐ．　ＸＩ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 Ｉ～Ｘ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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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相对贫困化，都被看作是一种社会零效率或负效率（ 应）。

所以，任何脱离社会公正来谈效率的作法都是不充分的。

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差异原则是对平等自由原则的必要补

充，两者都是正义原则不可缺少的构成部分。所谓差异原则，并

不是标示某种自由竞争所造成的不平等结果，而是强调尽可能地

缩小和限制这种不平等的差别，使其保持在一种公平合理的限度

内，至少保持在帕累托效率论证的优度原则限度内。所以，在罗

尔斯这里，虽然平等自由原则主要是针对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社会

安排的，而差异原则主要是针对社会公正分配的，且前者优于后

者，两者之间有着一种“ 词典式的顺序”，但社会的公正安排与

公正分配是不可分的，他们都是社会制度正义的基本含义，为了

更清楚地表达正义原则的这一完整性，罗尔斯在其不断具体化的

论证中，对其作了更详尽的补充和修缮，提出了正义原则的完整

表述

“ 第一原则

每一个人对那种与所有人都拥有的类似的自由系统相容的具

有最广泛的平等之基本自由体系，都应拥有一种平等的权利。

第二原则

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以使它们：

（ １）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相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益

者的最大利益；

（ ２）附属于机会公平条件下的职务和岗位应对所有人开放。

第一优先原则（ 自由的优先性）

正义诸原则应以词典式的顺序排列，因此，自由只能为自由

本身的缘故而受到限制。

这里有两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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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一种不够广泛的自由必须强化所有人分享的自由之总系

统；

（ ２）一种不够平等的自由必须可以为那些拥有较少自由的公

民所接受。

第二优先原则（ 正义对效率和福利的优先性）

正义的第二原则在词典式意义上优先于效率原则和最大限度

追求利益总额的原则；而公平的机会则优先于差异原则。这里又

有两种情形：

（ １）一种机会的不平等必须扩展那些机会较少者的机会；

（ ２）一种过高的储存率必须平衡地减轻那些承受这一重负的

人们的负担 ”⋯⋯

可见，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不仅明确规定了平等自由原则

对差异原则的优先性，而且还进一步规定了机会均等原则优先于

差异原则、差异原则优先于效率原则和福利原则。在他看来，保

持社会正义的第一要求，在于使每一个人具有平等的自由权利，

没有这一点，社会的正义就无从谈起。罗尔斯反对功利主义目的

论的一个基本理由便是，它只求社会总体效率或福利的最大化，

忽略了这种最大化总体效率 它往往以社会整体的名义作为其

合法性证据 的追求所付出的或可能付出的代价。当社会效率

具有某种社会整体目标的合法性诉求意义时，个人权利就有可能

变得无足轻重，甚至成为一种必须牺牲和付出的代价。所以，首

先确定每一个人都拥有平等的自由和权利，并保证这种自由权利

免受侵犯，就是正义作为社会第一美德的第一证据。

机会均等原则之所以优先于差异原则，首先在于机会均等本

Ｊｏｈｎ　Ｒａｗｌ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Ｐ．　３０２～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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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即是个人平等权利的基本内容之一，它所反映的是社会基本制

度的公正与否。机会均等不只是个人要求和个人能力的问题，根

本上说，它是一个社会制度的正义安排问题。人们能否获得均等

公平的机会，取决于社会制度的安排是否公正。与调节社会利益

分配的差异原则相比，机会均等的原则更为根本。差异原则的作

用发生在社会过程之后，是对一种社会分配（ 准确地说是市场分

配）结果的有限调整，甚至是一种社会的道德期待。所谓“ 惠顾

少数最不利者”，与其说是一种原则规定，不如说是一种道德吁

求更合适些。在通常情况下，这一道德吁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社会制度的调节能力和社会强者的妥协意愿与程度。而机会均等

原则的调节规范作用则发生在社会过程之前，在正常情况下，它

可以保证人们自由竞争的起点公平，至少是形式上的公平。

然而，罗尔斯依旧确信，差异原则要优先于效率原则和福利

（ 功利）原则。因为依他所见，作为社会正义原则系统的一部分，

差异原则所表达的同样是社会正义的制度安排和社会分配，关系

到社会秩序的稳定问题，是对社会权利与义务之公正分配的必要

补充，因而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正义伦理规范。效率原则或功利

原则之所以长期被认为是实现个人权利的最有效最根本的途径，

是由于人们误以为，只要社会总体善增长了，个人善也必定会随

之增长。殊不知，这种水涨船高式的价值推理并不牢靠。在许多

情况下，社会总体善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个体善的增加。相反，

若缺乏公正的制度安排和分配，社会反而会失去秩序和稳定，最

终也会导致社会效率的减退。更重要的是，社会总体善的诉求常

常成为损害个体利益的借口。所以，在现代民主社会条件下，包

括差异原则在内的正义原则体系必须被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

不难看出，在诺齐克与罗尔斯之间，存在着一种鲜明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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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前者的权利资格论在分配问题上的基本主张是一种典型的

价值目的论，其基本原则乃是自由竞争之市场效率原则的合法化

和普遍化。后者的社会正义论却是一种地道的社会道义论，虽然

罗尔斯并未放弃个人自由优先的原则立场，但他对权利的理解却

与前者有着重要的区别。在罗尔斯看来，人权首先是通过社会基

本制度的正义安排来实现的，因此，社会基本结构或制度的正义

性是第一位的、前提性的，社会正义和分配正义的本质是社会制

度安排的公正合理。而在诺齐克看来，社会或国家只具有作为纯

粹手段或条件的意义，它只是为个人权利的实现提供保护性服

务。社会正义的根本既不在于作为外在条件的社会制度本身，也

不在于分配，而在于每一个人占有财产的资格之正当合法性。分

配的正义必须基于个人权利的正当性和资格的合法性。

基于个人权利或资格的分配与基于社会正义制度或正义原则

的分配，不仅是诺齐克与罗尔斯在分配理论上的根本分歧，也是

社会伦理学和经济学中长期存在的两种主要的相互颉颃的价值

观。它反映着两种不同的社会价值立场和发展策略：即效率与公

正何者更为优先？这种争执在伦理学上的具体表现，就是权利目

的论与社会道义论何者优先的问题。就罗尔斯与诺齐克两人之间

的分歧而言，其所反映的不单是两种分配价值观的对立，而且还

包含着他们对社会效率或价值目的的不同理解，它直接导致了两

者在价值取向上的不同立场，即：或从个人目的出发；或从社会

正义出发。尽管许多当代学者（ 譬如，共同体主义者，英文

“ ｃｏｒｎｍｕ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ｓ”）仍在抱怨罗尔斯正义论的个人主义倾向，甚

至认为它依旧是一种基于个人权利的正义论（ 比如说，其自由优

先原则）。但与诺齐克相比，这种抱怨似乎有些过于苛刻。当罗

尔斯将正义提升为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时，当他把社会基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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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正义论的第一主题时，当他采取一种与功利主义目的论伦理

相反的社会道义论伦理立场时，他的正义论就已然具有了较为充

分的社会道义论品格。这也是他的正义论伦理自７０年代以来常

常被广泛用来作为再分配主义和国家福利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主

要道德论据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

三　　效率与公正：是优先抉择？还是综合平衡？

对诺齐克的权利资格论与罗尔斯的社会正义论的比较分析，

仅仅是我们考察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两种较为典型的分配理论

按个人权利 的个或资格分配；或，按社会正义原则分配

案研究。但即令如此，也足以使我们看到，社会正义问题既是一

个经济利益的公平分配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道义论伦理问题。从

经济伦理的立场看，利益无疑是道德的基础，利益分配或利益关

系的社会调节规定并反映着社会伦理价值的基本取向，而在更广

泛的范围内来说，它还标示着社会发展的基本策略和价值导向。

这使得我们在具体论证社会公正分配问题之前，不得不先考量一

下社会发展策略这一较为宏观的课题。

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模式首先是经济增长。这一目标模

式决定了通常情况下社会发展的基本策略一般都是“ 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事实上，这也是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发展策略。现在，

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这一社会发展策略除了其经济学论据之

外，是否还需要道德论据的支持？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又

如何提供这种道德论证的支持？

按照现代经济学的普通解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发展似

乎必定选择“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策略。这一点已经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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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提供了最基本的证明：生产决定着消费和分

配，生产效率的高低决定着利益分配的价值内容、规模、乃至具

体方式。没有生产，一切无从谈起，正如没有价值的生产和创

造，就根本无从谈论价值的分配和消费一样。而且，在实证经济

学的解释中，解决社会分配欠缺（ 不充分分配）、商品匮乏（ 不

充分消费）和不公正分配的根本途径，只能是提高社会的生产效

率，促进经济增长，以便在根本上解决社会的物质短缺和分配不

公的问题。因为社会经济效率的增长，最终必然促使社会成员的

生活状态的改善，即使有贫困现象，也只是相对的。基于这一判

断，人类自步入文明社会、尤其是近代文明以来，始终把发展经

济、追求最大化效率或价值，当作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从这一

意义上说，效率问题的确在社会生活（ 不仅仅是经济生活）中占

居着优先位置。

厉以宁教授曾经概括地分析比较了“ 效率优先”与“ 公平优

先”两种基本主张及其理由。主张“ 公平优先”的基本理由是：

“ 第一，既然公平并不是指收入分配或财产分配的均等，而是指

机会的均等，那么机会的均等就应被看成是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

天赋权利。只有把它放在优先地位，才能体现出社会对这种天赋

权利的尊重。否则，为了效率牺牲公平，实际上等于牺牲了一部

分人的天赋权利。第二，尽管公平并不是指收入分配的均等或财

产分配的均等，而是指机会的均等，⋯⋯据此从减少社会的不协

调方面着眼，机会均等显然是必须放在优先地位的。把机会均等

放在优先地位，也就是把公平放在优先地位。第三，⋯⋯把公平

放在优先地位，就是把反对机会不均等，反对收入分配的过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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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财产分配的过分差距放在优先 与之相对，主张地位。”

“ 效率优先”的基本理由也有三点：“ 第一，如果从天赋权利的角

度来分析，把效率放在优先地位同样是有充足理由的。这是因

为，效率是指资源配置的效率，而资源配置效率的发挥以市场竞

⋯⋯把效率放在争为前提。 优先地位，就是把自由参与放在优先

地位。自由参与应当说是一种天赋给生产要素供给者的权利

⋯⋯。第二，在市场竞争中，各生产要素供给者即使站在同一条

起跑线上，但彼此的努力程度往往是不相同的。⋯⋯［这种努力

的不同导致收益的不同］这是按效益分配的原则的体现。第三，

效率，无论从企业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都是靠生

产要素供给者自己的投入或贡献而取得的，效率的源泉来自生产

要素供给者个别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发挥。” “ 总之，不论从什

么角度着眼，结论是：应当放在优先地位的，是自发性质的生产

要素供给者个别的努力与主动性、积极性，而不是外来干预性质

的社会权威机构或政府的参与。也就是说，效率无疑应当被置于

优先的位置上。”

在分析比较了上述两种观点及其论证理由后，厉以宁教授选

择了“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立场，并更为明确地重申了“ 效

率优先”的三点理由，其概括为：“ 第一，把效率放在优先地位，

就是把自由参与放在优先地位，生产要素供给者的自由参与权利

是不应受损害的。第二，把效率放在优先地位，就是把个人努力

厉以宁著：《 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年版，第

１３～１４页。

同上书，第１５～１６页。

同上书，第１６～１７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43

放在优先地位；效率高和由此得到的收入多，是对个人努力的一

种奖励。第三，把效率放在优先地位，就是尊重生产要素供给者

个别的努力与主动性、积极性。这种努力与主动性、积极性是自

发性质的，不同于外来干预性质的社会权威机构或政府的参

我之所以再与” 次引征“ 效率优先”的三个理由，不是简单地

重复，而是让读者更加清晰地了解这些理由的核心意义，这就

是：个人的（ 参与）自由或权利、个人的努力与获益相对应、个

人的自发性和主动性。在厉以宁教授看来，这些理由恰恰是“ 公

平优先”主张所忽略的“ 重要的方面”，也正是他选择“ 效率优

先”之价值立场的基本依据。

很显然，厉以宁教授基本上是在社会利益的生产与分配这一

语境中，来讨论效率与公平的价值（ 先后）秩序的。事实上，由

于他在公平分配问题上采取了“ 按效益分配”的价值标准，因而

也就逻辑地推出了“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结论。在此，“ 按

效益分配”是命题实际上是“ 按生产效率分配”命题的另一种表

述。因为在前一命题中，“ 效益”作为关键价值词，所传达的价

值意义主要不是价值分配，而是价值生产，即以价值的社会生产

作为价值的社会分配之标准。虽然厉以宁教授承认，社会的效率

增长原则与按效益分配的原则之间仍然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比如

说，用以解释这一复杂关系的三个假设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局限

厉以宁著：《 经济学的伦理问题》第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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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但整体看来，“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仍然是一种较为合

理有效的解释。应该说，这一解释也是近年来国内经济学和伦理

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解释。

然而，这一解释仍然是开放的、有待进一步论证的。除了前

面引证过的“ 公平优先”之不同主张外，我们似乎还可以对这一

解释提出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这一解释或命题中，“ 效率”

的价值含义究竟该如何确定？是单纯指经济效率、甚至是生产性

效率？还是指社会总体效率？而且，由于在伦理学的概念理解

中，“ 效率”常常被置换为“ 功利”，由是，人们还可以问，作为

一种实质性价值的功利，是指个体的善，还是社会整体的善？很

显然，社会总体效率的概念不仅包含经济效率，而且还意味着其

他方面的效率，诸如社会的良好秩序和政治运作、社会的良好管

理和公共设施建设、劳动力的充分就业、稳定的物价、文化繁荣

和道德风尚⋯⋯等。同样，个体善与社会整体善也有着不同的价

值定位和评价方式，不能一概而论。第二，该解释或命题中的

“ 公平”概念又该如何界定？是指社会财富或经济利益的公平分

配？还是指包括各种基本权利和义务在内的“ 社会基本利益”

这三个带有某种局限性的假设是：［社会发展］“ 动力来自物质利

益的假设”；“ 动力并非全部来自利益的假设”；以及“ 经济效率不一定来自

收入分配差距的假设”。参见同上书，第８～９页。厉以宁教授对这三个假

设的最早的讨论，见诸其《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北京：商务印书

馆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４、　１６两章。

在此，我们姑且借用罗尔斯的这一概念。在他的社会正义理论中，

所谓“ 社会基本利益”远比“ 经济利益”宽泛，它不限于一些物质性的善

或价值，而是一个指涉社会基本权利、义务、和各种具有公共性质的善价

值的综合性概念。有时候，罗尔斯也把它称之为社会的“ 基本善”或“ 基

本善的项目”。参见本章第二部分的有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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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平分配？此外还有，如何确定“ 公平”与否的价值标准？是

指一种价值分配的平均化或差异合理化？还是指合乎某一特定公

正原则或原则系统的社会分配？第三，该命题或解释中，“ 优先”

和“ 兼顾”的论断，是指某种价值排列顺序？还是同时意味着某

种价值判断或评价标准？易言之，“ 优先”和“ 兼顾”是仅仅指

社会发展的策略考量或社会安排的轻重缓急？还是指社会价值的

（ 高低）等级标准或社会评价体系的标准设计？我想，不厘清这

些问题，“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命题解释就很难说是充分有

效的，因之也很难说是正当合理的。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至少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梳，才能获得

较为充分的解释。作为一般价值，“ 效率”是一个具有实质性价

值内涵的综合性概念，它不仅包括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效率，也

包括其他具有实际价值意义和价值创造意义的行为与实践，诸

如，社会秩序的稳定优良；政府行政和社会管理的高效合理；良

好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的充分就业；低通货膨胀率或零通

货膨胀率；优美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强劲的社会知识创新能

力和科技发展；⋯⋯等等。在现代社会里、尤其是知识社会条件

下，这种效率的综合理解尤为重要，最起码它可以使我们超脱对

“ 效率”的狭隘理解。其次，作为一种特殊价值，比如说，作为

一种道德价值，“ 效率”概念的基本含义是指一种合乎人类生活

目的的行为效果，也就是行为善。在这里，“ 合乎人类生活目的”

的短语可以有两种理解，其一为个人性的，或行为主体自身的理

解，在此意义上，所谓“ 行为效果（ 行为善）”，即是相对于行为

者个人而言的，因而是一种个体善。比如，一位工匠的杰出创

作，某个学生的优良学业，一位农夫的丰硕耕种，等等。其二为

群体或社会整体性的理解，在此意义上，某一（ 类）行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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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善，即是相对于某一群体或某一社会的目的而言的“ 利益”。

如稳定的社会秩序和良好的生活或生态环境。作为一种经济伦理

的基本价值概念，“ 效率”必定包括个体与群体或社会整体两个

方面的善（ 利益），而且，在个体利益与群体或社会整体利益之

间，并不存在一种无条件的等级差别或种属关系，除非有某种特

殊条件和环境的限制。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涉及到我们下面

将要讨论的两个具有根本伦理学意义的价值评价问题，即（ １）

个体善作为一种基本权益要求的正当合理性及其限度；（ ２）个体

善与整体善之间的价值关系，包括他们之间的冲突与协调。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在前面（ 本章第二部分）已有较多的

讨论。现在再明确小结如次：第一，所谓公正或公平，不仅不能

局限于公正分配的范畴，而且即使是分配公正，也不能简单地理

解为平均分配。罗尔斯的所谓“ 平均主义的正义分配”既不真

实，也不可信，至少，这一主张与其“ 自由（ 权利）优先”主张

和对“ 差异原则”的承认是明显相矛盾的。现代经济伦理强调分

配公正，也的确把分配公正视为实现社会公正的基础或基本内

容。但这并不是其公正观念的全部内涵。否则，分配公正就很容

易被理解为市场公正，最终把市场的原始分配（ 即纯市场运作的

分配结果）当作绝对公正的分配。作为一种经济伦理，它必须考

虑市场原始分配的局限性，因而必定要诉求某些市场以外的力量

或机制来克服这种局限性，以求的一种较为普遍合理的价值分

配。即使我们不考虑其他因素，单纯从分配公正对超市场力量的

诉求这一点来看，已然可以确定公正的社会含义。具体地说，社

会的公正是指包括分配公正在内的各种社会基本善或基本利益的

合理安排、调节和保障。这里的所谓“ 合理”，既不是平均分配，

也不是指合乎某种单一的分配标准，诸如，“ 按能力分配”（ 诺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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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按社会贡献或社会边际效益分配（”哈耶克“）；按道德应

得分配”（ 道德主义者）；等等，而是指合乎一种社会正义原则的

分配（ 稍后详论）。在这一点上，罗尔斯的观点是较为可取的，

问题只在于他对正义原则本身的规定和论证方式。

第二，即使是公正分配，也不能狭隘地限定在物质财富或经

济利益的分配范围，如诺齐克所以为的那样。经济利益和物质财

富的分配当然是最基本的，然而，我们必须确立这样一种观念：

经济利益和物质财富的公正分配，是确保社会公正的基础或必要

条件（ 马克思），但决非充分条件，更不是唯一的条件。社会公

正必须获得充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和保证，否则就不可

能，即使可能，也不充分彻底。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社会公正的

首要含义是机会均等，也就是社会对每一个社会成员参与社会合

作和实践的机会安排或分配。与具有量化限制（ 分配的数量、规

模、范围和次数等等）的实物分配相比，机会的提供和保障更为

重要，所能达到的公正程度也更高。因为前者是只是一种行为后

的结果分配，很难达到公正合理；而后者却是一种行为前的起点

规定，更容易为人们普遍认可和接受。这一点，已为无数社会学

和社会心理学的事实所证明。

由此有第三，公正的分配决不等于结果的平均分配。社会公

正在分配方面的充分体现必须且必定是过程性的，它包括起点的

公正安排、过程的公正程序和运作、结果的公正调节或矫正。这

一点，实际上早就为古希腊著名伦理学家和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所

洞见到。在其《 尼各马科伦理学》一书中，他就明确谈到，作为

诸社会美德之首的公正，至少包括两种基本类型，一类是“ 分配

性的公正”，一类是“ 矫正性的公正”。“ 分配性的公正”遵循的

是公平的（ 几何）比例原则，其内涵是对正义原则的普遍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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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行事）；“ 矫正性的公正”则是对分配结果中所出现的不公

正进行重新裁定、调整和矫正的公正行为，它所遵循的是按照所

谓“ 算数比例”重新恢复公正的“ 均等”原则。因此，他把守法

与均等看作是公正的两个基本内容。 现代福利经济学提出的再

分配理论，实际上也是基于对社会分配过程的考虑，充分注意到

了市场原始分配（“ 第一次分配”）结果的不公正可能，以社会再

分配的方式来对之作出适当的调整和矫正。

社会再分配本身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公正的分配是一个

逐步达成的社会过程，而非一次性的结果平均。一了解这一点十分

重要，它实际既意味着要充分尊重市场分配亦即自由竞争的结

果，又要弥补市场原始分配的缺陷。其二，既然分配公正只能通

过从市场的原始分配到社会再分配的过程来获得实现，那么也就

证明了分配公正本身如同整个社会公正一样，只能是相对的。亚

里士多德曾经通过对公正分配之比例原则的具体分析，以及对大

恶与小恶的公正判断比较，说明了公正分配的这一相对性特

征。 但是，无论是对于分配公正，还是对于社会再分配的矫正

性公正，都不能作平均主义的理解，亚里士多德的“ 均等”不是

平均，而是指合乎“ 中庸之道”的合理比例。当代罗尔斯的所谓

“ 平均主义的分配”实际上也不是指利益量化上的平均，而是确

保个人自由前提下的“ 互惠”，是一种尽可能将“ 差异”限制在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科伦理学》，第五卷，尤其是

１１３１ｂ～１１３２ａ。见苗力田主编：《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北京：中国

～１０１页。亚氏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００ 在行文中还提到了毕达

哥拉斯所论证的“ 回报的公正”（ 或译为“ 报应性公正”），但没有把它作为

一种独立的公正类型来加以讨论。

参见同上书，同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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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民普遍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之内合理调节。即使是社会的

再分配，也不能被指望成某种绝对平均化的重新分配（ 这一点正

是那些强烈反对所谓“ 再分配主义”的思想家们所担心的），其

调整和矫正都是有其正当合理性限度的。

最后，让我们来讨论第三个问题，即所谓“ 优先”和“ 兼

顾”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说的。依我所见，人们至少可以或可能

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 优先”和“ 兼顾”这两个术语。一种

是在价值（ 尤其是在伦理价值和政治价值）评价的意义上使用它

们；另一种是在事实描述的意义上使用之。在后一种意义上，

“ 优先”和“ 兼顾”可以表达某种特殊的安排顺序，比如，某种

特殊的社会发展策略和安排。社会发展策略或安排上的“ 优先”

和“ 兼顾”是可以接受的。因为“ 策略”本身意味着对某种事物

之特殊性质或特殊情形的慎思和考量，包括时间性和空间性的考

量，属于一种慎思判断而非伦理判断。策略总是阶段性和区域性

的。策略安排上的“ 优先”主要基于事物和行动计划的轻重缓

急，并不一定意味着价值评价或道德判断上的善恶好坏和优劣等

级。例如，当我国政府提出现阶段以“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

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策略时，主要是就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发展

的初级阶段，社会的现代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且落后的

差距有越拉越大的危险这一事实考虑，而作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

战略性安排，并不（ 或不应）表明我们在整个社会的价值目标体

系中，把经济效率放在优于或高于社会正义的地位。再比如，在

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 九．五计划”中，明确提出国家在今后相

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要优先扶持发展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这种优

先考虑显然是一种社会经济发展的策略性考虑，它不仅没有轻视

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要求的意味，而且恰好表明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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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努力寻求整个社会公平发展，进而在“ 允许一部分人（ 或地

区）先富起来”的基础上，最终实现“ 共同富裕”的社会公正目

标。

但是，在价值评价的意义上，“ 优先”和“ 兼顾”就成了典

型的价值语词。这样，所谓“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意味着，

在整个社会的价值坐标中，效率具有某种首要的和优越的价值地

位，因而也就逻辑地成为整个社会价值评价体系中的最高价值和

最终标准。作为一种社会价值体系的定位，这种先后等级安排至

少存在以下四种危险：

（ １）有可能损害和动摇社会合作和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这

也是罗尔斯反驳功利主义伦理学的主要证据之一。在罗尔斯看

来，建立一个为人们普遍欲求的良序社会，起码要有三个基本条

件，这就是：首先它必须是有效率的或高效的，这是人们缔结社

会、进行社会合作的基本目标。志愿参与社会合作的每一个人都

知道，在一个社会合作图式中，个人所可能达成的目标或可能实

现的善（ 利益），要远远高于或大于他或她单独行动所可能达成

的目标。其次它必须是稳定的。人们进行社会合作的基本动机之

一，是为了减少或消除孤独生活所面临的各种风险或危险。如果

社会本身不能提供安全稳定的生存环境和保障，那么，他或她们

就不会志愿地参与社会合作。最后，它必须是公正的。公正是保

证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确保社会产生持久效率的根本条件。由

于罗尔斯把公正或正义看作是社会基本结构或制度的价值基础，

甚至是其价值本身，而且在他看来，一社会的形成和稳定发展首

先依赖于该社会基本结构和基本制度的公正合理，因此，他把公

正看作是社会基本制度的“ 第一美德”，在社会伦理的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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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甚至要优先于效率和稳定两大目标。

罗尔斯的这一见解是值得重视的。如果在一种非历史的视景

中考察社会，我们可能更容易注意到社会发展之实质性价值目标

的重要性，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发展的效率尤其容易引

起人们的关注。但是，如果从一种历史的视景中考察社会，我们

就不能不首先注意和考量其“ 生成”或“ 起源”的公正基础。没

有这一基础，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制度就不可能，因之社会本

身的构成也就可能成为一种幻觉。 社会的形成当然有赖于人们

首先达成共同的利益目标，但它的实际形成却必须从基本制度和

结构的创建开始，这一起点客观上要求志愿缔结社会的人们首先

必须寻求某种共同认可的社会合作原则。尽管我们并不认为西方

近现代社会契约论者关于社会形成的解释理论是充分有效的，但

确立公正的社会原则对于人类的社会合作来说，无疑具有最为根

本的基础性意义。不仅如此，即使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

经济的运行秩序，比如说市场交易秩序， 对公正的要求也是前

提性的。

（ ２）与上述分析相关，效率优先于公正的社会价值体系定

①　　Ｊｏｈｎ　Ｒａｗｌ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Ｍａｓ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１，Ｐ．　 ３～５．

②　　这也许正是历代社会乌托邦主义者们的困境所在。一般说来，他

们几乎都能为我们提供某种形式的社会目标和理想，但却无法提供一种合

理可行的社会创制和社会实践方案，使其社会性想象从一开始就缺乏一种

构成性原则基础。

③　　参见汪和建著：《 迈向中国的新 交易秩序的结构研经济社会学

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七章第四节，特别是第２４３～

２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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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有可能削弱甚至牺牲社会共享的道义论基础，从而减弱乃至

丧失其社会凝聚力。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任何一个社会或国家的

生存与发展，尤其是在国际竞争状态下的生存与发展，都需要发

展自己的经济势力，形成一种有活力、有效率的经济利益的共享

基础。但是，从社会人类学、政治学和文化伦理学的角度看，这

一解释是不充分的。理由在于：首先，社会或国家共同体不只是

一个经济共同体，它首先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同时，正在更深刻

的意义上，它还是一个文化价值共同体。因而从社会的角度看，

公正的价值秩序才是社会或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之所在，而这

恰恰是一社会或国家赖以确立、生存和发展的共享性道义论基

础。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经济掠

夺和经济殖民政策最终都先后失败，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动

乱冲突之首要原因并非经济的，而是所谓民族性和宗教文化信仰

的这一重大人类社会现象。事实上，一种共享的社会价值理想和

道义立场往往在更深刻的程度上维系或影响着某一特殊社会或国

家的持续生存与发展。失却最基本的社会公正作为这种共享的基

础，社会或国家就不再成为一个真实的共同体，也就失去了最基

本的道义维系。与纯粹经济的、军事的乃至国际政治的共同体不

同，社会或国家共同体所要求的共享基础要深厚得多，复杂得

多。无论现代经济一体化的力量多么强大，都不可能凭借单纯的

经济力量满足这一要求。我们所看到的各种各样的共同体，譬

如，较为著名的“ 欧洲共同体“”、欧盟“”、北约”等等，都只能

是某一方面或某一职能意义上的共同体，无法与特殊的社会共同

体或国家共同体相提并论。当然。这其中还存在着诸如种族、宗

教、语言等其他因素，但仅仅从社会或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来看，

我们也需要首先考虑社会文化价值和伦理道义的基础意义，在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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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体系时，既不能忽略社会公正的基础地

位，也不能把公正狭隘地理解为某种经济利益的分配公正。其

次，即使我们强调共同的利益是一社会或国家得以形成和发展的

基础，也不能把共同利益仅仅理解为共同的或社会整体的经济效

率或经济利益。在这一语境中，所谓共同利益显然包含着除经济

利益以外的其他共享性因素，诸如，共同的政治目标，共同的文

化价值传统，共同的生活方式，甚至是共同的语言系统等等。最

后，共同的经济利益肯定是社会或国家得以形成和维系的基本条

件之一，甚至是其基础构成的一个主要的实质性部分。然而，这

仍然不足以使我们在整个社会的价值目标体系中，将之置于优先

于社会公正的地位，因为社会或国家的生存之本首先在于建立起

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在于确保社会的基本稳定和团结，没有这

一前提，其他一切都难以实现和维持。

（ ３）把效率作为社会整体价值目标系统中的优先目标，而不

只是一种社会发展策略，有可能导致社会发展中的“ 社会达尔文

主义”后果，失去社会公正的必要限制，市场经济就会演变为

“ 自由放任”式的“ 圈地运动”或“ 殖民经济”，就会产生不断加

大的社会不平等，产生日益加深的经济垄断、掠夺和剥削，进而

导致经济效率的权力化和权威化，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资

本权力化”和“ 经济政治化”，最终必然带来社会的激烈动荡和

瓦解。我们说过，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策略的效率优先是一回事，

而作为社会价值目标的效率优先则是另一码事。两者间一个关键

性区别是：前者并不意味着改变整个社会的基本秩序和价值理

想，也不意味着改变社会价值的根本评价标准，把效率（ 更不用

说是经济效率）作为在先的评价标准。诚如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学

者所洞见到的那样，即使从经济学本身来看，效率也只能作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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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济行为的最后结果，而不能作为首先的原因。他的解释是：

“ ⋯⋯我国十几年的经济发展与其说是因为建立了某种有效率的

经济体制，不如说是因为趋于建立了某种更为公正的经济社会体

制。在经济发展中，效率是结果，公正条件的实现才是原因。”

与之相对，若把效率优先作为一种根本的或主导性的价值目标或

价值评价标准来提倡，就无异于向全社会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即

在该社会中，一切事物和行为都将被纳入到一种严厉的效率比较

和利益竞争的等级框架中加以评价。这样，除经济价值以外的一

切社会价值目标都将被搁置起来，作为不重要的或无意义的东西

而被弃绝。社会生活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贫富差距日益加大、社会

不平等现象日趋加深的非正义状态。这一点不仅与人类现代社会

的价值理想相悖，而且也与人类创建市场经济的初衷相悖。当古

典经济学的奠基者亚当·斯密把现代（ 市场）经济学看作是“ 富

国裕民”的科学良方时，他不会想到，市场经济的自发力量最终

只能对少数市场强者具有积极的价值意义；而当现代福利经济学

的倡导者们坚持实行社会再分配时，他们所担心的也正是市场经

济的自发性可能导致的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后果。

（ ４）把效率当作一种优先的社会价值目标或价值评价标准，

可能存在的另一个危险是，效率优先的社会价值导向会导致社会

生活的实利主义和消费主义。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谈到的那样，

“ 效率”是一个存在多种歧义性解释的价值术语，人们可以对之

作出多种解释，包括个体的与社会群体的；单纯经济的与社会总

体的；实质性的与形式化的；等等。这种概念解释的歧义多样

交易秩序的结① 汪和建：《 迈向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 构研究》第

２４５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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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给人们对效率观念的价值理解和评价分歧埋下了伏笔。但问

题的关键并不在此，因为任何一个价值词或价值术语都可能存在

同样的歧义多样性。关键是，如果把效率作为社会价值体系中的

优先目标，由于人已然存在的这种概念理解的歧义多样性，不仅

有可能使他们对效率的价值理解局限于利益获取、甚至是个人的

利益分享范畴内无以洞穿，以至形成某种实利优先、甚至是自我

利益优先的价值观念，进而造成整个社会的实利主义和享乐主义

风气。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近２０年来的经济改革实践和理

论都从不同的方面应验了这种危险的存在。比如说，我们的经济

改革无疑带来了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但我们社会的经济效率

（ 所谓投入与产出之比）是否同时获得了与经济总量增长比例相

应的提高？我们的社会财富也无疑获得了空前的增长，但这种增

长是否对所有社会成员或公民具有普遍公正的价值意义？还有，

为什么我们社会财富的资本转化率远远低于其他国家或地区？为

什么我们的社会所存在的资源消耗或财富浪费要远甚于其他国家

或地区？对于这些问题，人们显然存在不同的看法，我们的政府

也看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并正在采取各种积极措施加以解

决，例如，对社会经济运行的结构性调整；对社会收入分配的社

会调节； 提倡勤俭节约；等等。在理论上，我们似乎也面临同

样的问题，比如，２０年前那场著名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的大讨论。毫无疑问，这场理论大讨论的积极意义是主要

的。但由于我们对实践本身的理解或多或少存在某种功利主义甚

至是实利主义的偏颇，因而在某些地方，某些情形中，便不知不

觉地用“ 经济效率”取代了“ 实践”，进而又用“ 经济利润”甚

①　新近出台的利息税政策即是显证之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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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 金钱”代替了“ 经济效率”，结果，在某些人的概念里，

检验真理的标准似乎就是能否挣钱，能挣多少钱。这一点不仅表

现在某些地方的某些社会政策和经验之中，而且也更突出地表现

在一些人的行为和观念上。我并不认为，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一些

实利主义和消费主义现象完全是由于效率优先的社会价值导向所

造成的，但缺乏对社会策略意义上的效率优先与作为社会价值导

向的效率优先的严格区分，的确是造成这些现象的重要原因。换

言之，缺乏对社会整体价值目标体系的科学理解，是我们的经济

改革遭遇一些不必要挫折的重要原因。８０年代末全社会的抢购

风潮似乎可以作为一面镜子。

话行到此，读者也不难明见著者的理论立场了。为了简明起

见，我想概括地表达下列观点：我相信，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策

略，“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主张是可以接受的；但作为一种

社会价值导向或价值理想，这一主张是有缺陷、有风险的。一种

较为合理适宜的作法是，把社会效率和社会公正都看作是社会整

体价值目标体系中两个既具有不同价值取向又相互支撑的基本价

值目标。就社会而言，公正不只是手段和条件，也是社会价值目

标本身的构成部分；同样，效率也不能被看作是一种单纯的社会

经济目标，它同时也是实现社会整体目标的必要手段和条件。在

此语境中，“ 效率”不只是经济效率，也不只是相对于某个人或

某些人的效率、而是或首先应该是社会效率或社会的普遍效率。

不错，市场经济的动力在于自由竞争，在于对最大化经济效

率的追求。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社会公正秩序（ 而不仅仅是公

正分配）是市场经济能够实现其基本目标模式的前提条件，正如

自由竞争与公平交易都为市场经济所不可或缺一样，社会效率与

社会公正也同样为现代社会所不可偏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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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相信，一种合理、有效而又持久的社会发展方案，应当是效率

目标与公正理想的均衡实现，是效率增长与公正秩序的协调进

步。如果一定要对社会价值目标体系作出某种操作性的次序安

排，那么，我们更倾向于认为，作为形成和保证社会合作的前提

或基础，社会必须给予公正秩序以优先考虑；而作为一种社会发

展策略，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起步的初级阶段，效率优

先亦具有其工具合理性意义。因此，我们的初步结论是，社会制

度本身的公正合法性是在先的、终极目的性的；而社会制度、尤

其是社会经济体制的有效合理性是手段性的、作为社会行为的结

果而出现的。在经济伦理的范畴内，这一结论意味着社会道义论

原则与社会目的论原理的相辅相成、辨证平衡。

四　　公正与道义：检讨几种典型的分配理论

虽然我们一再申言，公正并不仅仅意指分配公正，而且在其

基本含义上看，它首先是指社会基本结构或基本制度的秩序公

正。但在现代各种公正理念或正义理论中，许多人已然把分配公

正看成了社会公正理论的基本主题或主要内容。因此，在本章的

最后一部分，我们将通过具体考察几种典型的分配理论或分配原

则，来专门讨论分配公正问题。

众所周知，在现代经济学和伦理学理论中，一直存在着多种

相互别异的分配理论，也都具有它们各自的证明理由和理据。尼

可拉斯·瑞舍尔在其《 公正分配：功利主义分配理论的建设性批

判》一书中，就曾分列出七种不同的分配规范理论，它们是：

（ １）平等分配规范（；２）按需求分配规范（；３）能力或成就分配

规范（；４）按努力分配规范（；５）按生产力分配规范（；６）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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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按供需会效用分配规范；和（ 分配规范。 瑞舍尔的这一概

括和分类基本反映了近现代以来西方学界（ 特别是经济学和伦理

学界）具有代表性的几种分配理论。这其中，第（ １）和（ ２）两

种分配规范有相通或相似之处，（第 ３（）　４（）　５（）　６）四者之间

亦有近似之处。除此之外，我们通常了解到的还有，按资格或权

利分配的理论；平均主义的分配理论；按“ 道德应得”分配的理

要全面系统地分别讨论所有这些分配理论，恐为我论等等。 们

的篇幅和能力所不逮。所以，我们只能择其要者进行扼要的分析

和比较，以求在这种比较分析中，作出某种重新解释或理论选

择。首先声明，我们的理论解释和选择仍然是尝试性的、初步的

和开放的，决不意味着任何结论性的论断。

①　Ｃｆ．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Ｒｅｓｃｈ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Ｔｈｅ　Ｂｏｂｂｓ－Ｍ ｒｉｌ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ｅｒ

１９６４．

统合效②　台湾著名伦理学家盛庆 先生在其大作《 功利主义新论

用主义理论及其在公平分配上的应用》（ 该书原以英文在于１９９１年在荷兰

克鲁乌学院出版社出版，现已有顾建光先生的中译本，于１９９６年在上海交

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二部分，较为系统地考察了几种典型的分配理论，

并逐一进行了富有启发的分析批评，进而论证了他自己所力主的“ 按贡献

分配”的“ 统合效用主义的公平分配理论”。我虽未全然接受盛先生的理论

主张，但其宏论博证却给我诸多启发，使我受益良丰。新近，应我和内地

诸多学人的请求与建议，盛先生不顾年迈事冗，以更通俗的论说方式，在

其原著基础上改写成了一部新著：《 统合效用主义引论》，此书即将出版。

是书第九章第一节对“ 自由主义”、“ 罗尔斯（ 其译为劳尔斯）的社会契约

理论“”、平均主义“”、马克思主义“”、功过理论”和“ 效用主义”六种社

会分配理论做了扼要而精辟的分析比较，可资参考。虽然我并不完全同意

其类型划分和某些论据分析，但其中许多论证和论据都是极富洞见和强有

力的，值得国内伦理学人认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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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想主要讨论四种较为典型的分配理论。鉴于这些

讨论内容不可避免地与前面的论述有所重复，我们将尽可能地减

少重复的内容。

１．按资格（ 或权利）分配的理论

这一分配理论几乎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 如，亚

当·斯密）和政治哲学家（ 如，洛克）、以及当代激进自由主义

思想家（ 如，诺齐克）一致主张的分配原则，也被一些人认定是

最切合现代市场经济本身要求的分配原则。因为它最直接地反映

了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原理，即：使每一个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

行为主体在开放的市场机会和条件下，各尽所能，各显其能，各

得其所。当代最为激进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诺齐克教授曾经

把这一分配原则概述为下面这样一个公式：叫做“ 各尽其所自行

选择，各按其被选择取其所得（“”Ｆｒｏｍ　ｅａｃｈ　ａｓ　ｔｈｅｙ　ｃｈｏｏｓｅ，　ｔｏ

ｅａｃｈ　ａｓ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ｃｈｏｓｅｎ　”　）　。 这一公式的前半句是指自由竞争，

自由发挥各自的选择能力，这是一个资格或权利的获取过程，获

取的多寡完全取决于每一个人参与市场的“ 资本”（ 天赋的或既

有的）、能力、机遇和努力；后半句则是指市场分配，即市场本

身对每一个参与者的选择与回报，它的基本依据是每一个参与者

在市场行为过程中所获得的资格或权利，其分配结果完全由市场

本身来决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市场原始分配结果。

对于这一分配理论，我们已经在前面（ 本章第二部分）有关

权利目的论与社会道义论的比较分析中作了较为充分的分析和评

Ｒｏｂｅ① ｒｔ Ｎｏｚｉｃｋ，　Ａｎａｒｃｈｙ，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Ｕｔｏｐｉ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

Ｉｎｃ． １６０．　１９７４，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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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在此，我们只想就社会分配问题再提出以下几点反驳，以证

明这一分配原则的重大缺陷。

第一，个人资格或权利的获取不是先定的或天赋的，而是后

天的、过程性的或历史性的、社会的。排除了历史条件和社会条

件的限制，个人权利或资格既不能确定，也不可能达于公平。说

个人权利或资格的获取是历史性或社会过程性的，有两层意思：

其一，这种获取行为本身具有历史过程性和社会性，它既不是一

就而蹴的，也不能离开特有的或既定的社会生活条件。其二，就

每一个人的现实境况而言，他或她所具有的原始资格或权利，比

如说，因为其家境（ 富裕的或贫穷）或社会环境（ 城市或农村）

的而享有原初条件，作为一种既定的参与起点，也不能被看作是

自然而然的结果，或当然不变的起点条件，而应当视为某种历史

的结果，这一结果本身也是有待规范和调节的。否则，所谓起点

公平就是一句空话。所以，个人资格或权利本身从一开始就必须

纳入社会公正分配体系来考虑，不能作为当然无疑的前提。西方

国家普遍实现的遗产继承税制可以作为一个证据。

第二，与之相关，如果对已有现状不作出必要而合理的社会

限制，因为原初资格拥有的不同（ 参与起点的不同），必然会导

致市场竞争结果的严重不公。而这一不公平起点上的竞争不仅本

身缺乏公正，而且其积累性后果（ 比如，市场垄断；贫富差距无

限扩大；等等）也会导致社会生产的无效率（ 垄断状态下的无竞

争后果）和社会公正分配的不可能。

第三，个人的资格或权利当然首先取决于每一个人自己的努

力和创造。但这也同时说明，个人资格或个人权利本身是特殊

的、差异性的，而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一种具有特

殊差异性的规定都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遍有效的价值公度，因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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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作为一种社会分配的价值标准或原则。我们承认，诺齐克对罗

尔斯正义原则的“ 非历史性”批评是有其正当理由的，因为它揭

示了后者用“ 原初状态”、“ 无知之幕”等假设来排除正义原则形

成的历史过程性特点的理论局限。但是，一旦进入社会分配的论

域，诺齐克对罗尔斯正义原则的“ 模式化”或“ 宏观”考虑的批

评就不适当了。这是因为，作为一种社会分配原则，无论以何种

形式出现，都不能不是“ 宏观的”和“ 模式化的”。易言之，它

必须考量社会整体状况，必须具有“ 可普遍化性”（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ｚ－

ａｂｉｌｉｔｙ），亦即社会的可普遍接受性。在这里，诺齐克混淆了一个

重要的界限区别：作为制定和确立社会正义原则体系所必需的具

体社会条件考量和特殊历史性考量是一回事，而将这一正义原则

体系运用于社会分配实践则是另一回事；前者是实现社会正义规

范的前提性安排，后者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实际操作和程序应用。

依据前面（ 本章第二部分）的分析比较和以上补充的三点反

驳，我们认为，单纯的按个人资格或权利进行分配，所可能实现

的只能是所谓“ 个人公正”或市场公正，而不可能是社会公正。

因此，这一分配理论或原则不能作为社会公正分配的基本原则。

２．按“ 道德应得”分配的理论

按“ 道德应得”（ ｍｏｒａｌｄｅｓｅｒｔ）分配的理论是许多道德学家

按照某种纯道义论原理推理出来的。它的理论前提预制是，既然

每一个人在道德上都是平等的，或所有人都具有同等的人格尊

严，那么，如果我们确认人格平等是社会公正的根本价值尺度，

按人的“ 道德应得”进行分配，就应当成为社会公正分配的最终

标准或最高原则。

很显然，这一分配理论在某一方面类似于按个人资格或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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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的理论 如果我们把个人权利或资格理解为自然天赋的

话。在此意义上，所谓按“ 道德应得”分配，也就等于按“ 普遍

人性”分配，它所内含的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假设是：所有人都

具有相同的人类本性，因而也就具有相同的人格尊严。这与那种

假设每一个人都具有相同的天赋人权的理论主张类似。另一方

面，按“ 道德应得”分配也与人们所说的“ 按需分配”主张有相

似的地方，即两者都基于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标准，来考虑

社会分配问题。

我们认为，按“ 道德应得”分配的主张同样不能成为一种社

会公正分配的原则。理由有以下三点：

第一，这一主张具有过度理想主义的特点。在现代社会条件

下既不现实，也不可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经把“ 按需分配”

作为一种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提出， 但他们同时也强调指出，

只有当人类社会达到物质财富极为丰富，以至人类不再存在任何

有关物质生活条件的忧虑时，这一社会分配方式才有可能。这就

等于说，“ 按需分配”只是一种有前提条件限制的思想原则。只

要人类社会还没有完全摆脱物质生活条件的匮乏状态，就不能用

某种理想化的分配标准作为社会公正分配的现实方案。迄今为止

的人类社会，虽然在物质文明方面取得了空前的进步，用马克思

的话说，仅仅在近百年的工业革命中，人类已经创造了比此前所

有人类文明的总和还要多的物质财富，但现代人类社会仍然没有

根本摆脱物质短缺或经济短缺的状态，总体上现代社会所能提供

的物质供应量还远远不能满足人类社会的需要，甚至在部分发达

①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主张主要见诸于《 德意志意识形态》、《 共产党

宣言》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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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也是如此。在此情形下，所谓按“ 道德应得”分配的主张就

只具有一种非现实的假设意义。

第二，按“ 道德应得”分配的理论很容易导致一种绝对平均

主义的社会分配。由于它预先假定了每一个人都具有相同的人性

和人格尊严，完全排除了对具体人性生成之社会差异性和历史特

殊性的考虑，因而从这一无差别的预设前提中，势必推导出无差

别分配的原则结论。这与历史上各种各样的平均主义没有什么两

样。这一可能的后果，是历史上一些极端道义论伦理学所难以避

开的困境之一。为了论证人的普遍尊严和绝对人格平等，假设某

种形式的普遍人性或共同人性似乎成为了无法逃避的理论诱惑，

但实际上，这种理论预设或假定是难以证明的，因而它已被现代

绝大多数哲学家当作一个形上课题而搁置起来，或是存而不论。

第三，按“ 道德应得”分配的理论无法解决道德伪善的难

题。由于这一分配理论实际奉行的是一种不言而喻的无差别人性

（ 格）和无差别分配的道德理想主义原则，因之不仅难以在具体

的社会实践中获得有效的可操作性，而且极容易陷入无法解决社

会生活中各种道德伪善行为的困境。任何人或社会都不会也不应

放弃对人性向善的普遍信念，但任何人任何社会都无法保障人性

普遍为善或必然为善，后者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如果社

会分配标准仅仅建立在某种非现实的信念假设上，该分配标准就

不可能是现实合理的，更不可能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发挥普遍有

效的实际作用。具体地说，在这一分配标准面前，就可能出现好

人与坏人、勤劳者与懒汉、行善与作恶无所区别的局面。在此情

况下，不仅根本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按“ 道德应得”分配，反

而会走向这一分配理想的反面。当伪善者、作恶者与真正的善者

或行善者都能获得无差别的社会分配份额时，这种分配本身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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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是什么按“ 道德应得”，而毋宁是不按“ 道德应得”分配，

或是既按“ 道德应得”分配（ 之于真正的道德善者），也按“ 道

德不应得”分配（ 之于实际的道德作恶者或伪善者）。可见，即

使把按“ 道德应得”分配作为一种现实的分配原则，逻辑上也不

能贯彻到底。

３．按劳分配或按社会贡献分配的理论

按劳分配的理论与按社会贡献分配的理论具有某些相似性，

但后者的内涵更广泛一些。“ 按劳分配”是我国多年来一直坚持

和提倡的分配原则，尽管它的实际操作或具体实施还存在诸多有

待改进的方面。但应当说，作为一种经济分配理论或原则，“ 按

劳分配”是一种较为现实合理的政策。但这一判断只适应于经济

分配领域。就整个社会分配看，“ 按劳分配”的原则仍有一定的

局限性，这至少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虽然我们可以毫无疑问

地确定，经济分配构成整个社会分配最基本最主要的实质性内

容，我们却仍然不能把社会分配的概念局限在经济分配的范围，

前者显然还包含更丰富和更复杂的内容，一如我们不能把社会公

正分配等同于市场经济分配一样。在通常意义上，“ 按劳分配”

一般限于社会生产的范畴。即使我们在较为普遍的意义上来理解

“ 劳动”这一概念，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劳动一般地理解为社会

化劳动，或者社会生产要素的供应，也还是难以涵盖诸如社会工

作机会和其他社会基本善（ 基本权益）的分配项目。因而仅仅依

据“ 按劳分配”的原则，还不足以表达社会公正分配的全部内

涵。其次，“ 按劳分配”的原则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因为通常

意义上的劳动（ 包括脑力劳动）基本上可以得到较高程度的量化

测度。但是，与前一个方面相关联，这一原则仍然具有某种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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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或实质性价值分配的局限，难以涵盖社会非实质性价值分配

的内容。再次，“ 按劳分配”的另一个困难是，由于现代社会的

劳动分工日趋细密和复杂，各种劳动类型或方式之间的比较日益

困难，因而也加大了使“ 按劳分配”真正符合公正分配要求的难

度。换言之，由于不同种类的劳动效应之间不易确切比较，“ 按

劳分配”并不一定是公正的分配。最后，“ 按劳分配”原则得以

成立的前提是，社会的每一个劳动者都能够平等而自由地获得其

劳动的权利或机会，这就不仅要求社会确保每一个劳动者的机会

均等（ 借用罗尔斯的话说，就是使工作机会对每一个劳动者平等

开放），而且也要求社会所能提供的工作机会必须是充足的。否

则，就不仅不能保证工作机会的社会均等，甚至也不能保证所有

劳动者所必需的劳动机会，这就是社会失业问题。事实上，在现

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失业已然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普遍现象，

更不用说我国现阶段所出现的较为严重的“ 下岗”现象了。这一

现象涉及劳动者的劳动权利问题，而从根本上说，劳动权利的获

取有赖于社会的正义安排，非劳动者个人所能决定。只要社会还

存在失业现象，按劳分配的原则就难以获得社会的普遍有效性，

至少，对于失业者或“ 下岗人员”来说，它就缺乏真实意义。

按社会贡献或社会服务价值的分配理论，显然在一些方面弥

补了“ 按劳分配”原则的不足。这最主要表现在，它考虑到了除

社会生产领域以外的其他社会福利因素。 如，社会的边际效

用；具有间接或长远社会价值或意义的行为；等等。但这一分配

理论仍然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首先且最主要的困难是，它仍然

先生将之统称为“ 社会福利涵数”，并对之进行了详尽具体① 盛庆

的界定。详见其《 功利主义新论》和《 统合效用主义引论》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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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考量分配的标准定位在社会产出的范围之内，即按照人们对社

会所提供的生产要素的多寡进行分配，更一般地说，是按照人们

创造的社会价值量之多少来进行分配。但问题是：（ １）正如罗尔

斯所正确指出的那样，社会的公正分配不仅包括对人们价值创造

行为的相应回报，而且还应包括（ 甚至更根本更重要的是）社会

的基本制度安排，尤其是对社会基本善或首要善的社会分配，而

在这些基本善的项目中，有一些并不属于社会产出的范畴，毋宁

说是社会的基本福利，例如，基本政治权利、劳动机会、休闲时

间、医疗保健⋯⋯等等。（ ２）如何确定人们对社会贡献的大小？

也似乎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量化标准。比如说，一般性的社会服

务与某种特殊的社会奉献乃至社会牺牲之间如何比较？没有也不

大可能有某一种统一的标准。

其次，社会贡献及其大小只能是相对的。虽然我们无法找到

任何绝对的价值衡量标准，但如果要使某种或某一些价值标准获

得较为普遍的社会有效性，即令是相对性的标准，也必须具有相

对确定和可普遍化的特性。“ 社会贡献”是一个带有多重相对性

的价值评价概念，它既相对于社会的特殊需要，也相对于贡献者

自身的能力、意愿、甚至还有其主观动机和目的。一种可以满足

社会现实之急迫需求的行为，与一种可能满足社会长远需求的行

为两者之间的社会贡献（ 价值）意义，常常是难以作出确切衡量

和评价的。当现实生活中出现“ 教授卖烧饼”、“ 造导弹的（ 人）

不如卖茶叶蛋的（ 人）”一类的笑话时，实际上也提醒了我们：

社会已然对这类价值评价标准失去了确切的概念和规定。此外，

在伦理学理论中，一直都存在所谓“ 动机论”与“ 效果（ 结果）

论”的争执。这种争执的焦点是，在道德行为的评价中，如何确

定行为主体的道德动机，及其在对某一具体行为中的道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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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提示我们，某一种或某一些被视为具有“ 社会贡献”意义的

行为评价，不仅要看其实际的社会效果，还要考量其行为动机，

虽然我们一般都只能把“ 歪打正着”式的行为看作是某种例外或

偶然，但这种例外或偶然的可能性本身，就已经显露了按社会贡

献分配的理论本身的局限性。比如说，小偷作案所带发的某一重

大贪污案（ 顺便说一句，这类事件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似乎并不

少见），无论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 法律的或道德的），在常规条

件下，都很难根据这种“ 连带效应”而将小偷的盗窃行为作为一

种“ 社会贡献”来赞赏。

第三，姑且我们有可能确定社会贡献的大小或价值意义，也

仍然难以将之作为一种普遍有效的社会公正分配的标准。在西方

经济学中，用“ 社会服务”一类的概念来具体确定社会贡献或许

是可行的。但是，在汉语语境中，“ 社会贡献”在大多数情形下

是被当作一个道德评价概念来使用的，常常被用来（ 在积极或肯

定的意义上）评价某人或某事的道德价值，因而成为社会给予某

人、某事或某种行为以道德赞赏和社会荣誉的道德依据。在此意

义上，按社会贡献分配虽然具有突破经济或物质利益分配之狭隘

范围的优越性，却因此会导致社会分配原则的道德理想化，一些

经济学家肯定会对这种分配标准的非实质化和不确定性产生疑

虑，甚至抱怨。再退一步，姑且假定我们可以在经济学意义上确

定和比较社会贡献的大小，人们也难以一致同意把它作为一种社

会分配标准。比如，伦理学家（ 也许不只是伦理学家）会说，社

会贡献可以进行量化比较，但不能作品质高低之论。某两种不同

的行为对社会产生的实际效用或贡献虽然不同，但在道德意义上

却是同质的。用我们所熟悉的习语来说，“ 革命工作不分贵贱，

都是为人民服务。”指出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我们主张用道德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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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来确定社会公正分配标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社会公正分

配的标准既不能是单纯经济的，也不能是单纯道德的或道义的。

第四，对某一行为或某个人的社会贡献的价值衡量同样具有

相对性。这种相对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贡献大

小的价值检验不可能是当下可以完成的，它需要时间和经验。另

一方面，这种评价和检验的标准本身也是相对的，有可能发生改

变。

最后，社会贡献的概念牵涉到社会权利与社会义务的安排和

分配问题，因此它本身的确定还有赖于社会权利与社会义务的明

确界定。某一个人或某一种行为在什么意义上才可称作是一种社

会贡献？并不是毫无争议的。具体地说，一种履行社会正当权利

和社会义务的行为算不算一种社会贡献？如果算是一种社会贡献

（ 在一般意义上，人们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那么，它与一种超

社会义务的社会贡献行为又该如何比较？或者说，一种经济学或

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贡献行为，与一种道德意义上的社会贡献行

为应该如何比较和评价？也许，人们会提出这样一种反驳意见：

即认为，纵然超社会正当义务范围的或道德意义上的社会贡献行

为也可以纳入社会公正分配体系来予以考量，比如说，通过社会

的道德赞赏或嘉奖、社会荣誉等方式，来回报这类社会贡献行

为。这种方式当然具有社会道义论意义上的公正分配性质，是可

以接受的。但问题是，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单纯的道义标准如同

单纯的经济标准一样，都不能完全体现社会公正分配的完整含

义。如果人们缺乏一致的“ 社会贡献”概念和理解，那么将之作

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公正分配原则就可能存在认识和实践上的分

歧，进而导致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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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按公正原则分配的理论

按公正或正义原则分配是罗尔斯教授的基本主张，也得到现

代西方福利经济学和保守主义政治学的回应。关于罗尔斯的正义

分配原则及其证明，我们已经在本章的第二部分作了较为详细的

讨论，在此不再重复。我想先指出的是，在理论形式上，我本人

认同罗尔斯的按公正原则分配的理论，但在对公正原则体系的具

体内涵理解和证明上，我并不完全认同之。接下来我们将集中讨

论两个问题：（ １）为什么只有按正义原则分配才能作为社会公正

分配的基本原则或有效理论？换句话说，按公正原则分配的理论

优于其他分配理论的理由是什么？（ ２）究竟如何建构、理解和证

明社会正义原则体系才是正当合理的？

第一个问题虽以问题的形式提出，实际却暗示了按公正原则

分配理论的合法性，具有某种预定的意味，因而是有待证明的。

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如果对第二个问题的

回答是充分合理的，则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也包含在其中了。

在本章的第一和第二两部分，我们曾经对公正原则作了基本

规定和论证，并指出了罗尔斯正义原则及其论证的缺陷。在此，

我想再扼要地谈谈第二个问题。我们曾经界定，所谓社会公正，

最根本和最一般的含义是指社会权利与社会义务的对等分配或均

衡安排。这是社会公正原则的核心内容。在这一总体概念中，社

会的公正分配原则应该是社会通过其基本结构或制度安排所表达

的、对社会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的公平合理分配原则。这就是

说，该原则系统的基本理念是社会公正，其表达形式是社会的基

本结构和基本制度，包括从国家的根本宪法到社会的基本政治、

经济和文化制度，以及社会普遍实施的各项基本政策等等。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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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情况下，社会的公正本质既是通过国家宪法和基本的政治制

度、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等构成性元素体现的，同时也是依靠这

些基本元素来保障的。在此前提下，所谓社会分配，就不只限于

社会经济利益的分配，而应当是包括各种基本社会利益或基本善

项目的分配。在这些基本的社会利益或基本善项目中，既包括社

会的基本权利、权益和价值分享，也包括社会的基本义务、职责

或责任承担。同样，社会的分配方式也就不只限于社会的经济体

制性分配，比如说市场分配，而应当包括社会的经济体制性直接

分配、社会的基本制度安排和社会的道义性调整三个层次。这种

分配理论可以称之为多层次综合性的社会分配体系。著名经济学

家厉以宁先生曾经多次提出并论证过类似的分配理论。比如，他

的三次分配说；他所提出的“ 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的主张等

等。 台湾著名经济学学者张清溪先生也曾经过“ 公平”与“ 正

义”这两个概念作过细微的区分，指出：“ 公平不公平指的是分

配状态的评价，正义则是对分配现况的补救。” 张氏的这种区

分是否合理可以进一步讨论，但他提示了正义所包含的社会道义

性再分配或正义调整的重要含义，这是值得重视的。在其语境

中，“ 对分配现况的补救”这一短语，正好表达了我所谓“ 社会

道义性调整”的确切意思。

① 详见其著《 经济学的伦理问题》（ 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年版）和

《 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 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 北京：经济科学

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我在前面的行文中已多次较为集中地讨论过厉以宁先

生的见解，在此不再重复。

② 张清溪：“ 公平与正义：一个经济学观点”，收入许倬云策划并主

编：《 现代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一书，台北：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１９９６

年出版，第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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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分配的三个不同层次共同构 成了一个综合性的社会公正

分配体系。厉以宁教授曾把这三个层次分别称之为“ 市场分配”、

“ 政府调节”和“ 道德调节”。他对这三个概念的解释和论证基本

上仍然是从经济学的分配理论出发的，其论证方式也基本上是在

与社会产出的对比中进行推理的。虽然原则上我对其观点并无异

议，但感到其论证仍有进一步充实的必要，其中最主要的有两

点：第一，关于“ 政府调节”，厉以宁始终是将之作为一种政府

行为来看的。这种见解直接明了，但不充分。在我的理解中，所

谓“ 政府调节”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的分配行为，更根本的应是一

种社会基本制度的安排和秩序。后一种理解更具有基础性意义，

它可以较为彻底地解释政府（ 调节）行为的合法性问题，诸如，

为什么要有政府调节？政府根据什么样的原则进行调节？政府调

节的合法范围或限度又该如何确定？等等。在此意义上，政府的

调节行为首先应被理解为一种社会政治行为，其次才是社会经济

行为。也就是说，社会的公正秩序或社会制度的公正性是首要

的、在先的，社会行为的公正性证明是随后的、有赖于前者的。

第二，与之相关，对“ 道德调节”的理解也必须建立在一种社会

普遍道义论的基础之上，而不能仅仅停留在经验实证的层面。否

则，就可能把“ 道德调节”视之为某种纯意愿性和个体主观性的

“ 补充”行为或道德奉献。我所说的社会普遍道义论基础，并不

是某种外在强加的社会道义负担，而是任何一个社会的公正制度

和秩序本身所要求的，其道德力量来源于社会的制度公正和秩序

公正。不理解社会道义的制度性源泉，就很难确立社会普遍道义

论的基础，这样，“ 道德调节”仍可能被随意地理解为某种偶然

性和主观意愿性的奉献行为。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的道义

性调整（ 实际上多表现为社会的再分配过程）常常也是通过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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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安排或某些特殊的社会政策安排来实现的。譬如，我国现

阶段所提出和实施的“ 开发中西部”的政策；“ 扶贫政策”；等

等。这些社会政策显然不只具有经济公平的意义，也决不只是某

种一般性的社会道义行为，相反，它们已被纳入到社会总体发展

的谋划之中，成为相当长的时间内具有内在要求力量的社会制度

性安排。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出。社会制度性安排与社会道义性调

整常常是两种相互关联和交织的再分配形式。

鉴于上述考虑，我更倾向于把社会正义分配体系界定为经济

体制性分配或市场分配、社会制度性安排和社会道义性调整三个

层次，这种概念上的刻意表述并无其他深意，只是想尽可能减少

理论表达和论证的疏漏，使之更确切更周延一些。

将社会公正分配分解为由三个不同层次或不同方式的分配所

共同构成的综合性社会分配体系，具有较其他社会分配理论或原

则更为优越的理论特点：首先，它能够构成较具普遍正义性的社

会分配原则和方案。通过我们对前面几种分配理论的分析比较，

可以说，按公正原则分配是一种最具有可普遍化性特征的社会分

配理论。在此，我们必须始终牢记两点：第一，我们所讨论的分

配是社会性的分配，而非某一特殊社会群体内部的分配，甚至也

不是单纯的 尽管经济利益分配构成了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分配

分配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实质性内容。这一考虑促使我们必须始终

注意社会分配内涵的完整性和综合性。第二，我们所讨论的社会

分配是一种定性的分配，即社会的普遍公正性分配，而非一般性

的社会分配行为。因此，它的社会道义性考量或道德价值尺度不

仅不可省略，而且必须始终将之置于价值基准与价值目标的地位

来加以考量。在这一点上，我们所论证的社会公正分配理论与前

面所讨论的按社会贡献分配的理论确有相容之处。差别在于，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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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贡献分配的理论虽然也能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分配的道义考

量，却未能充分揭示这种道义考量的社会制度性基础，因而仍然

带有不确定性或难于确切把握的缺陷。

正是基于上述两点有关“ 分配”的特别考虑，即其“ 社会

性”与“ 普遍公正性”的考虑，我们同样不能接受按个人资格或

权利分配的激进自由主义分配理论，甚至也不得不谨慎考虑“ 按

劳分配”理论的道义欠缺和可否普遍化的局限。而从三个不同层

次来考虑和论证社会的公正分配问题，则可以避免这些局限和欠

缺，并防止个人资格论或权利论过于强烈的个体主义目的论所可

能造成的社会不公正分配后果。

其次，这一综合性社会分配方案能够较充分地体现社会公正

的道义本质。我们把社会的公正分配确定为，通过社会的基本结

构和基本制度安排（ 包括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化

体制等）、以及社会的普遍道义性调节，实现社会权利与社会义

务的公平合理分配。这一理解意味着：（ １）所谓公平合理，首先

是社会权利分享与义务承担的对等均衡。也就是说，人们所享受

的权利越多，其所要承担的义务也就愈大，反之亦然。（ ２）所谓

社会公平合理，是指社会不仅必须通盘考虑社会公民全体和公民

个体的一般境况与特殊境况，而且也要尽可能考虑社会生活中的

一些例外情形，如，残疾人群体，老年人群体、妇女儿童群体的

特殊要求。社会分配的合理性不仅表现为合乎社会正义原则的分

配，而且体现为兼顾整体和全面的过程性调整和矫正。（ ３）我们

确认社会分配具有过程性特点，因而，社会的再分配（ 包括社会

的制度性安排和普遍道义性调整）不仅是必须需的，也是达成社

会公正分配目标的基本方式。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否认或忽视市场

原始分配或经济制度性分配的特殊合理性，但从社会公正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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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我们只能把市场分配的合理性限定在“ 原始公正”或“ 市场

公正”的有限范围内给予评价，而不能把它等同于社会正义本

身。这一观点与那种按个人资格或权利分配的理论同样是相对立

的，当然，它也不同于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因为它承认社会公

正的过程性。

第三，这种综合性社会分配方案能够较为充分地保证社会公

正分配的完整性和连贯性，同时也具有较为明确的价值评价和价

值分配调整的规范。我们反对把社会公正分配看作是可以一次性

完成的结果，也不同意把它狭隘地限制在纯物质性价值的分配范

围。这样，通过对社会公正分配的过程性或再分配特征的把握，

使社会公正分配的概念具有较完整的价值内涵规定。而且，只要

我们把握社会公正的一般定义，就可以保证对社会公正分配的理

解不至限于局部、零碎和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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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交易伦理：相互性·公平·信任

一　　引言：经济伦理论域中的“ 交易”概念

“ 交易”是一个最能表现市场经济之总体特征的描述性概念，

而在经济伦理的论域里，它又是一个最具有普遍化特征的价值词

语。在其描述性意义上，“ 交易”与“ 市场”几乎可以互通互换，

至少，它准确地表达了“ 市”的经济学内涵。因此，在一种动态

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市场经济一般地刻画为一种普遍化的交易

活动。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在其《 政治学》

一书中就曾谈到：“ 市场（ ａｇｏｒａ）必须是这样一个地方，上面的

广场可以用来消磨闲暇的时光，市场则可供我们交换各种生活必

需用品。 市场作为交换物品或商品交易的公共所在，再典型不

过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公共化、普通化的交易特性。

然而，市场经济的交易特性并不是天然的和无限的，它有着

十分复杂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经济结构。首先，正如“ 市场”概念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１３３１ｂ１０。颜一、秦华典译。政治学》，

见苗力田主编：《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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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具有其具体的历史内涵一样，“ 交易”也有其具体的历史理

解。人类经济史告诉我们，“ 市”和“ 市场”的概念经历了一个

由“ 门市”、“ 集市”到“ 国际市场”的扩展过程。与之对应，

“ 交易”的概念也是现出一种由“ 个别主义的”或“ 特殊主义的”

（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 、再到“ 普ａｒｉｓｔｉｃ）“到 地域主义的（”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ｉｓｔｉｃ）　

（世 遍）主义的（”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ｓｔｉｃ“）交易”之扩展趋势。换言之，

市场的普世化扩展与交易范围的扩展是相辅相成的。因此有其

二，“ 市场”和“ 交易”的扩展范围也不是无限制的。在人的生

活领域，可以市场化或可交易的内容虽然具有日趋广泛和增多的

趋势，但无论如何，这种趋势都不可能绝对无限化。也就是说，

人类生活中总有某些东西是不可市场化或不可交易的。如，人

格、情感、道德、信仰等等。因此，我们所考察的“ 交易”活

动，严格地说，主要是人类经济生活领域的商品交易，包括具有

特殊商品属性的劳动、金钱（ 金融资本）和财产（ 权）等方面的

交易（ 转让）活动。经济学家通常把这些具体的交易形式称作劳

动（ 力）（ 市场）交易、金融（ 市场）交易、产权交易等等。最

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正如我们不能把市场经济秩序看作是一

种“ 自然秩序” 如某些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社会哲学家

所以为的那样②，我们也不能把人类的交易活动秩序看作是某种

天然的“ 自然秩序”，相反，它同市场经济秩序一样，是一种通

所谓“ 地域主义”交易，实际也是一种“ 特殊主义的”交易形式，

只不过相对“ 个别主义”交易而言，它已经包含一定程度的“ 普遍化”特

性，具有超人际和亲情伦理的倾向。但总体上，这种“ 超越”取向又并未

突破地域、地区或其它形式的特殊界限，不能视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普世化

交易。

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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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普遍化交往形式而实现的人类相互间的权利（ 利益）与义务的

社会交换秩序。在其中，既包含各权利（ 利益）主体之间的有序

竞争，也包含他们或它们之间的相互性 如果说，作为社会合作。

一个完整经济学概念的市场经济既包括生产目的性（ 效率）意义

上的自由竞争，也包括市场的交易分配性（ 公正）意义上的社会

合作的话，那么，交易更多地体现了市场经济的社会合作意义。

因为交易活动的社会普遍化基础和目的必须是社会的公平和互

惠。没有公平互惠，交易既不可能，也无法扩展。所以，“ 交易”

有三个基本元素：一是社会分工；二是互通有无。分工是交易产

生的前提，而互通有无则是交易的基本目的。有无互通，交易双

方的互惠即在其中。三是交易的价值剩余。交易是公平的，也是

互利的。但对于交易双方来说，互利的大小与价值感受并不必然

相同。通常讲，对买卖方，只有当买方感到有价值剩余可赚时，

他或她才会主动成交。易言之，交易的结果是互利的，但对于双

方的利益效用有可能是不对等的。

由此可见，“ 交易”决不仅仅是一个用以描述人类经济交往

活动的描述性概念。还是根本上是一个充满丰富社会文化内涵的

价值概念。现代制度经济学家的著名代表人物康芒斯认为，交易

实际上是一种涉及人们与他人的权利（ 利益）互换，并从这种权

利或权益互换中获取利益的社会互动形式。 这一概念定义比之

于古典经济学家（ 如亚当·斯密）把交易理解为社会分工基础上

的商品（ 具有市场交换价值的劳动产品和劳务活动本身）的相互

交换过程，显然要宽泛和合理得多。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

参见汪和建著：《 迈向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 交易秩序的结构研

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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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它突显了交易活动的“ 人”学意义，即：从商品交换过程

中，揭示出作为交换主体的人际意味。这样，交易就不只是一种

物品的交换过程，而且也是（ 甚至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

“ 社会互动形式”。第二，它揭示了交易关系的价值本质，即：商

品的交易不只是一种物（ 品）的市场交换价值的互换，而且根本

上是人们相互间的一种权利或权益交换。这意味着，交易活动所

体现的不只是一种商品之间交换价值的平等交 在这，交换换

的平等与否取 关系，而且也是人们或人类群体决于市场价格

之间的权利交换关系。而权利的交换必然涉及社会制度的公正安

排 在此，作为经济制度或体制的市场经济只是社会制度安排

或社会秩序中的一部分，而且关乎人的社会价值（ 其社会政治地

位、公民权利和公民义务、以及人的其他社会关系）。现代经济

的实践和理论都已经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交易的价值本质和普

遍化标准并不表现为单一的市场价格，而且也表现为社会的权利

分配或安排秩序。只有在社会权利的分配或安排秩序达于普遍公

正的条件下，市场价格对交易的作用才可能达到接近于市场公

正。否则，市场价格对交易活动的价格指导作用就会被扭曲，进

而失真。这一点在国际贸易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所谓“ 倾

销”与“ 反倾销”。这样的解释自然大大拓展了“ 交易”概念的

价值内涵，特别是它所牵涉的社会制度内涵和产权观念。这也被

视为现代制度经济学的主要贡献之一。第三，这一“ 交易”概念

还通过把“ 交易”解释为一种互利的“ 社会互动形式”而突出了

经济交易活动的社会（ 化）特性。一方面，它对“ 交易”之社会

性的强调，使“ 交易”概念有可能突破纯经济学的理论视阈，对

某些非经济的社会交易乃至社会交往活动作出合理的解释。人们

注意到，当“ 交易”的概念的内涵指涉诸如社会制度安排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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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秩序时，它就可以开拓某种经济社会学和经济伦理学的概念

资源，因而能够更加确切地表达“ 政治经济学”的经典含意。比

如说，把“ 交易”看作是人们或不同交易活动主体之间的权利或

权益交换，就可能涵括诸如个人（ 或公民个体）与社会（ 或国

家）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价值关系，从而大大深化传统意义上的

社会契约论解释。 另一方面，从“ 社会互动”的层面上理解

“ 交易”，可以使人们以更广阔和更富于历史动态感的角度，来理

解交易活动的社会历史本性，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更有意义的

是，我们在“ 社会互动”的概念阐释中，发现了关于“ 交易”的

经济学理解与关于社会交往行为的社会哲学和社会伦理学理解之

间的某种暗合或对应关系。（ 这一点我们稍后还要详谈）

“ 交易”的社会性，或者说，“ 交易”作为一种具有特殊价值

关系内涵（ 权利或权益交换）的“ 社会互动形式”，正是我们从

经济伦理的角度理解“ 交易”的切入口。我们把康芒斯的“ 交

易”概念作为一个可以接受的理解前提，但它作为一个经济伦理

的基本概念仍不充分。理由在于，它仅仅注意到了交易行为的价

值目的论意义，也就是交易过程的权利或权益互换的实现，而没

有充分注意到这一过程的社会道义论基础，也就是交易过程在实

现交易行为主体间的权利交换的同时，实际上也实现着他们双方

的责任承诺。作为一种“ 社会互动形式”，“ 交易”所反映的不单

是交易行为主体双方的权利或权益互换关系，而且同时也是他们

之间相互的责任承诺。没有这种相互性的责任承诺，交易行为既

不可能发生，即使发生，也不可能圆满完成。在人类生活世界，

①在西方，“ 社会契约论”既是一种经济学的前提理论，也曾是社会

哲学、政治学和社会伦理学的前提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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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受市场经济体制支配的经济生活领域，不存在任何单纯

的权利交换，正如不存在任何无义务制约的纯粹权利一样。实际

上，当我们说交易是一种权利交换时，就已经意味着这种权利交

换同时也是一种相互的义务承诺，即：当你我之间发生交易行为

时，双方都是以获取某种权利或权益作为出让自己相应的权利或

权益为前提的，反过来说，双方都是以放弃某种权利或权益为代

价来获取相应权利或权益的。没有这一点，交易或者不可能发

生，或者即便发生也不可能达于公正，因之不可能最终圆满完

成。事实上，无论是作为解释交易行为之基础理论的社会契约

论，还是作为具体体现交易行为内容的经济合同，都典型地反映

和证实了这一点。很显然。“ 契约”或“ 合同”所包含都不可能

只是单纯的权利交换条款，而只能是相互一致基础上的权利与义

务的公平交换规定。

由此，我们可以对“ 交易”作如下界定：所谓“ 交易”，最

一般地说，是指发生在不同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利互惠、公

平合理的价值交换形式。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价值交换

形式具有广泛社会化和普世化的特点，因而表现出日益扩展的开

放性结构和普遍化趋势，构成了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层面。由于

这只是一般性的“ 交易”概念，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具体解释：

（ １）“ 交易”是一个表达价值关系的价值概念。所意指的是不同

经济行为主体（ 个人或不同形式的具有独立经济法人资格的群

体）之间的价值交换。（ ２）所谓“ 价值交换”，包括经济领域内

各种具有市场交换价值的物品（ ｇｏｏｄｓ）或事物。（ ３）“ 互利互

惠”是交易行为得以发生的内在动机，一切交易行为都是以获取

某种或某些价值或利益为其基本目的。有利和互利是交易行为的

价值目的论动力，不存在任何“ 无利益关涉（”ｄｉ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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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合理”是交易行为得以尔斯语）的交易行为。（ ４） 实现和

完成的社会道义论基础或条件。一切交易行为都必须以某种形式

的、与双方权益获取相应的义务承诺为基础。不存在任何无义务

承诺的权益交易。同时，惟有得到这种普遍公平的社会道义论条

件的支持，交易行为才普遍可能，合理合法。（ ５）交易行为不仅

具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而且也具有合法与非法之分。其合理与

否的标准在于市场的公正和市场效率，它通过普遍真实的市场价

格体现出来。而交易的合法与否，其基本评价标准则在于社会普

遍公正，它通过普遍有效的社会正义原则体现出来。社会的基本

正义原则，由社会基本结构制度安排而得以具体规定（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它不仅确定了交易的领域或范围，把交易行为严格限制

在经济领域，从而严格限制了诸如权钱交易一类超经济交易行为

的发生， 而且也赋予经济交易行为以必要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价

值意义，使经济的交易行为具有一种社会伦理的价值评价维度，

这也是我所谓的“ 市场经济的道德维度”在交易活动或交易现象

中的具体体现。

总之，在经济伦理的论域里，“ 交易”概念被赋予了经济学

与社会伦理学的双重理解，其经济学理解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

种价值或权益的市场交换行为，交易所必须遵循的市场公正原则

和它所追求并实现的市场效率。因此，市场公正与市场效率共同

构成了交易的正当合理性意义。通俗地说，就是公平交易，互利

在现实生活中，“ 交易”的一般化常常逾越经济交易的界限，被一

般化为一切可以获取市场交换价值的交易行为。权钱交易是这种超经济交

易的典型形式。正因为如此，必须给予交易行为以必要的社会限制，以判

断其合法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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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惠。与之相关，交易的社会伦理学理解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

种“ 社会互动形式”，交易的社会本质在于它是不同经济行为主

体之间的权利交换和相互性义务承诺。因此，交易的价值意义不

单体现为交易双方的互利及其带来的市场效率，而且也体现为参

与交易的人们相互间形成的社会道义联系。易言之，作为“ 社会

互动形式”的交易行为不仅有其价值目的论意义，而且也有其普

遍的社会道义论意义。正是这种目的性价值（ 效率）和相互性道

义（ 公正与信任）共同构成了交易行为的合道德性和合法性社会

价值。

基于对交易概念的经济学和社会伦理学之双重理解，我们不

难推论出，有关交易问 的经济伦理探究至少需要解答以下三个

基本问题：（ １）交易行为的动机一结果机制的经济学解释与伦理

学评价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将使我们有可能全面了解“ 交易

何以发生？”的基本答案所在。（ ２）交易过程的展开与交易秩序

的确立之经济学解释与社会伦理解释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究将

回答“ 交易如何普遍可能和持续发展？”的问题。（ ３）经济交易

作为一种特殊而基本的“ 社会互动形式”所具有的社会价值。这

一问题的探讨将使我们有关经济交易主题的伦理思考，延伸到现

代社会的普遍交往或互动的宏观价值领域，以廓清交易的社会普

遍化价值及其合理限度。以下将就这三个议题分别述之。其中，

第二个问题将构成我们讨论的重心。

二　　求利与互利：交易动机理论

“ 交易何以发生？”这是经济学家切入交易主题时必须首先解

答的问题。经济学家的提问方式和解答方式常常是直接了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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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的，这是他们的理论优势。这种优势体现在交易讨论

上，便是对交易的利益动机和实际效果的合理性追问。在经济学

的视野里，任何行动、关系和现象的发生，必定有其合乎经济理

性的内在动因（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ｉｏｎ）。交易的内在动因也必定在于利益的

驱动。

经济学的解释是毋庸置疑的。的确，求利且有利可图是交易

行为得以发生的根本动因，任何人或人类群体都不会去做无利可

图的交易，更不用说去做某种无利有害的交易。这是一种近乎原

始的经济学事实。然而，交易行为的发生还有赖于另一个同样基

本的人类社会学事实：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都指出，交易的发生

源于社会分工和人们的相互需要。于是，人们求利的动机和目的

就不可能是单向自我的。也就是说，它不可能是纯粹利己主义

的。原因在于：第一，交易是双方的，是一种价值交换的互动关

系式。因此交易本身作为一种互动行为而非单向行为，不可能只

以交易双方中的任何一方的单方利益作为交易目的。交易的价值

目的是相互的、双向的，我将之叫做交易的双向利益（ 目的）约

束。尽管这种双向目的的约束是经过交易双方艰苦的讨价还价过

程才得以实现，因而带有明显的消极意味，而且还可能因为具体

情景和条件的差异（ 如，交易双方的处境、信息了解、势力、技

术能力等），最终实现的双向目的性价值对于交易双方实际上并

不完全公平合理（ 交易的价值剩余），但其目的的相互性却是毋

庸置疑的。从社会角度看，无论这种相互性程度如何，对于社会

经济增长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就此而言，交易的发生和实现本身

有社会效用的意义。当然，相互性的程度高低将影响到交易成本

（ 费用）的大小，从而也影响到交易效率的高低。

第二，整体看，人们的交易行为乃至一般经济行为也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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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然自私和纯粹利己的。这一论断同时意味着，实际上也不可能

有完全无私的或纯粹利他的行为动机。 确实，人们（ 比如说，

某些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道德哲学家）常常运用所谓“ 经济

人”的概念，来解释人的经济行为动机，并将“ 经济人”的概念

等同于“ 理性（ 人）”的概念。这种解释所隐含的一种不言而喻

的前提假设是，“ 经济人”的行为必定是以自私自利作为其行为

出发点或基本动机的，“ 趋利避害”、“ 合理计算”乃是人的基本

“ 理性”本质。

这种概念解释是可疑的。首先，我想指出一个概念混乱，

“ 经济人”与“ 理性（ 人）”并不是两个可以相互通约的概念。人

类“ 理性”丰富多样，决不可化约为某种经济理性。如果说“ 经

济人”的理性只是一种经济算计的理性（ 推理）的话，那么，它

最多也只具有马克斯·韦伯的“ 工具理性”的意义，决不代表人

类理性的全部，最起码，它无法表达康德意义上的“ 理性”概

念。其次，更重要的是，无论是“ 经济人”，还是“ 道德人”，抑

或是“ 政治人”，都无法单独代表完整的人性概念。我们曾经指

出过，被视为“ 经济人”和“ 道德人”之概念首创者的亚当·斯

密，虽然曾经运用过两个相互对应的概念，分别作为其自由主义

经济学和情感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前提，但他并没有将两者完全割

裂开来，当作两个各自独立的人性概念。相反，他是把两者视作

人性的两面，同属于一种具有二元紧张之构成特性的人性论范

这一论断是针对通常状态下的人类行为（ 包括经济行为）而言的，

它并不是排除极端自私的利己主义行为与大公无私的利他主义行为的真实

可能性，而是把它们视为道德例外或道德超越。对此，可参阅Ｔｈｏｍａｓ

Ｎａｇｅｌ，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ｌｔｒｕｉｓｍ，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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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畴 。

为了更充分地论证上述论断，我想再补充一个论据，它是由

１９世纪英国著名社会进化论者和实证主义哲学家斯宾塞提出的，

而且也为现代诸多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所证实。斯宾塞指出，人

的本性既非天然利己，亦非天然利他。相反，它是自私与无私、

利己与利他的感情综合，即使在纯天然的（ ｂｙｎａｔｕｒｅ）意义上也

是如此。正因为人性构成的复杂性，才导致人类行为和选择的多

样性，产生所谓利己与利他的道德张力。这几乎是一种普遍的人

性事实，差别只在于利己与利他的动机发生次序（ 先后）、价值

选择取向和评价标准之不同。从人类原始发生学意义上讲，利己

主义的确要先于利他主义，这一点可以从初生婴儿的“ 贪婪吸

吮”行为与成熟母亲的“ 无私哺育”行为的生命期差异中得到证

实。然而，从道德评价或社会整体价值的角度看，利他主义无疑

又要优于利己主义。 所以，对于一种健康进步的人类生活进化

来说，人类既不能完全缺乏自利的个人追求，否则便失去竞争与

进化的动力；也不能全然没有利他主义的整体价值追求，否则人

类社会就会失去其整体目标而陷入无序冲突。一个基本的结论

是：“ 如果说‘为自己而生活’的格言是错误；那么，‘为他人而
，

生活’的 斯格言也是错误的。因此，和解是惟一的可能性。”

宾塞论证，尽管利他主义的表具有某种“ 间接”、“ 滞后”的特

点，但从根本上说，利他主义同利己主义一样，都是人类本性所

参见本书“ 导论”之二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Ｓｐｅｎｃ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Ｅｔｈｉｃｓ，　Ｐａｒｔ　Ｉ：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Ｅｔｈｉｃ（ｓ １８７９），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１８８１，ＰＰ．　２０４，　２４３－２４４．

Ｉｄｉｄ．　Ｐ．　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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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的一种“ 自发性”道德情感，而且由于它在社会意义上具有

优先和更合乎理想的发展趋势，人类社会往往更注重培植和引导

这种道德情感，以促进和改善人类文明的进步。

按照斯宾塞的这一见解，人的利他主义也具有天然本性的基

础，并非全然是后天人为的道德产物。现代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

的“ 多层次需要”说也证明了这一点。在马斯洛看来，“ 需要”

是人的心理表现之源，而人的需要本身并不是某种单一静止的心

理本能指数。相反，它是一个由低到高、不断递进升华的开放系

列。从生理一心理的物质性需要到精神价值的存在论追求，都属

于人的内在心理需求范围。一种获得满足的需要必定引发更高层

次的新的心理需求，直至无限，这才是人性的心理本质。

人性本善或本恶？几乎是中今古外思想家们争论不休的一个

永恒话题。现代进化论、心理学和人类学的许多研究表明，这种

争论实际上是一个并无特别意义上的形上玄题。如果将之置于经

验事实的层面，性善论与性恶论其实都只是揭示了人性的不同方

面。这就是说，为善或为恶都是人性的潜在可能，关键仍在于人

类的后天生活经验和培养。不可能有天性纯粹的利己自私或天性

纯粹利他的单纯的人性。因此，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

既能在《 道德情操论》中发现那只由自利动机生发利他（ 公利）

效果的上帝的“ 看不见的手”，也能在《 国富论》中洞见到劳动

分工和商品交换创造国民共同财富的巨大潜力。

由此看来，无论是“ 经济人”，还是“ 道德人”，都不能作为

解释交易行为动机的恰当概念，更不能作为后者理所当然的前提

详见万俊人著：《 现代西方伦理学史》（ 下卷），第１８章，第３节

之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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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鉴于我们前面所谈到的交易的两个基本特征，即：交易的

有“ 利”性和互利性或相互性，我更倾向于用“ 社会人”的概

念，来解释交易行为的动机和发生。我的基本理由是，交易的相

互性本身说明，交易已然成为一种社会性行为，而非个人行为，

即令以最基本的交易单位即人际交易来看，这一推断也可以成

立。此其一。其二，交易活动的展开“ 环境”，必定是公开的、

社会化的，现代经济意义上的交易活动尤其如此。所谓交易环

境，我是指交易活动得以发生和展开所必需社会基本制度背景、

市场的经济条件和其他基本的交易活动的技术供应（ 如，市场、

交易信息、价格、技术监理等等）。这些因素或条件都是社会化

的、公共的。其三，交易活动的结构与秩序也必定是社会性的。

这就是说，交易产权、交易原则和规范都有赖于社会制度安排或

制定。即使是企业的内部交易行为也是如此。明确交易产权是确

定交易行为主体并保证交易合法进行的社会前提，它是任何个人

或团体都无法单独承诺的。这一点也同样适合于交易原则和规范

的理解。

明乎于此，我们就不能理解，进入或参与交易活动的人，都

具有双重的身份，其一是作为独立的经济行为主体或经济法人，

这是参与交易的基本资格。其二是作为社会化的行动个体或行为

主体，这是由交易作为一种自由而广泛之“ 社会互动形式”所要

求的。在此意义上，交易既是一种经济活动，也是一种社会交往

行为。因此，用“ 社会人”的概念来解释交易行为是最适当的。

“ 社会人”的概念意味着，人们交易行为的动机不仅源于人

的求利目的，而且这种求利的目的是双向的、相互的。因为双方

都有利可图，他们才会进行交易。然而，互利的交易动机本身并

不能确保交易有利的结果。只有确保交易的过程始终不偏离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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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利目的，才能最终实现交易的互利目的或相互性利益，此时

的目的才会具有积极的实质性价值的效果。这样，问题便引申为

如何确保交易目的有效实现，即有效交易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有效交易亦即交易的效率同样取决

于交易的“ 投入”与交易的“ 产出”之比，也就是当代新制度经

济学家们（ 如，科斯、诺思）所习惯谈论的“ 交易费用（ 成本）”

与交易结果的比例。而这其中的关键又在于，只有交易费用是可

以预先控制的，其大小高低直接决定着交易结果的好坏，因之最

终决定着交易的效率如何。交易费用愈低，则交易的效率愈高，

反之亦然。这就是说，交易效率是交易成本的函数，因而交易成

本是决定交易效率高低的关键所在。理想的市场经济模型设计，

通常都是以零交易费用的假定为前提的。但事实上无法实现零交

易费用的理想假定。相反，实际的交易费用或成本常常高于理想

假定。正因为如此，如何尽可能降低交易成本，便成了交易理论

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于是，我们的问题便不再限于交易行为的动机，而是扩展到

了如何实现有效和高效交易的技术操作问题，亦即如何减少交易

费用或成本的实践问题。然而实际经验表明，交易的实践技术问

题又并不能靠单纯的技术手段来获得解决。在这里，微观经济学

所能提供的只能是就具体的交易行为来探讨交易行为的经济技

术。而事实上，我们讨论交易成本或交易的效率，不仅是指个别

交易行为的成本或效率，而且重要的是指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交

易领域的交易成本或效率问题，它至少涉及到整个社会的交易环

境和条件，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心理和道德等诸方面的

环境和条件。所以，我们所需要的资源也就不单是知识的和技术

的，还有文化的、社会心理的和道德的。这显然不仅需要宏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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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的知识与技术支援，而且还需要包括社会哲学和伦理学、政

治和法学、以及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哲学的理智供给与文化支援。

三　　秩序与公平：关于交易如何普遍可能（ Ⅰ）

前面已经提示两个要点：（ １）交易的效率不只是指单个交易

行为的效率。（ ２）决定交易效率高低的关键要素是交易成本的大

小，两者成反比例关系。这两点是我们讨论开篇所提出的第二个

问题 即交易如何普遍可能？ 的基本出发点。

表面看来，交易如何普遍可能的问题只涉及交易的条件问

题，而实际上它仍然没有游离交易的经济学主题，只不过是将这

一主题延伸到了经济伦理和社会文化的宏观领域而已。“ 市场经

济实行的是一种目的机制。” 撇开科斯洛夫斯基对这一命题的

道德形上学演绎，他的这一见解是深中肯 的。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某种经济行为方式或经济策略若想获得普遍化、规模化的扩

张力，必须首先是合乎市场目的的、具有价值效率的。市场的本

性即在于它以最佳方式配置稀缺资源的普遍有效性。因此，“ 交

易如何普遍可能？”的问题，实质上也是“ 市场如何普遍有效？”

的另一种表达。也就是说，我们对前一个问题的探讨，实际上已

经包含了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所不同的是，由于我们是力求从社

会经济伦理的角度来解答这一问题，因而有意识地突显其“ 条件

追问”的意味。

①［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著：《 伦理经济学原理》，孙瑜中译本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５９页。另参见同书，第１６０、

１６７页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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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过，个别交易行为的效率问题，更多地有赖于交易行

为的经济技术，这一点已由微观经济学提供。而社会普遍交易行

为的效率问题，则更多地有赖于宏观经济学的知识供应和诸多人

文社会科学的理论资源供应，才能给予较为充分的解答。原因在

于，社会普遍交易行为有着更高程度和更为复杂的“ 条件依赖”

性。也就是说，其交易成本的降低依赖于更为复杂的社会条件和

文化资源。从这一角度考虑，我们将集中探讨两个方面的问题，

即：普遍交易的秩序建构与社会伦理条件。如果说，交易行为的

动机一结果机制典型地反映了市场经济的目的或效率目标的话，

那么，社会普遍交易的秩序与伦理条件创制则集中反映出市场经

济的公正程序和信任程度。因此，我们接下来将主要讨论交易中

的公平秩序与信任基础问题，这一讨论再一次迫使我们从一种价

值目的论的探究路径转向社会普遍道义论的探究路径。很明显，

交易中的公平与信任问题实质上不只是一个市场公正和市场信用

的经济学问题，而且在更深刻而复杂的意义上看，也是一个社会

制度的公正安排和社会生活的普遍信任问题。

普遍交易必须是有效率的。确保这种效率的主体性条件是求

利与互利的行为动机和目标追求，而社会客观条件则是包括市场

公正在内的社会公平交易秩序。因而普遍的交易也必须是公平

的。交易公平最直接地表现为市场价格体系的普遍均衡使用。市

场价格体系如同一把法力无边的魔梳，毫不留情地用同一尺度过

滤着一切进入交易市场的价值和价值物。市场价格是市场供应与

市场需要之间的比较函数。它可以抽象为人们对物质商品的市场

需要与满足这种需要的能力之间的价值关系。然而，虽然人的需

要是市场价格的“ 自变量”之一，市场价格本身却并不因为其对

于人的主观需求的“ 依赖性”而表现为“ 主观的”。相反，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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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需求主体和供应主体的多元化，以及他们相互间的比较关系

的不确定性，使得市场价格既有变动不居的“ 自由”特征（ 区别

于“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 给定式”价格体系），又有普遍化均

衡的公平特征。除了遵循市场供需机制的内在要求外，市场价格

不服从任何交易行为主体的安排（ 市场垄断是个例外，且不合

法）。

然而，由市场经价格体系所决定的交易公正是以交易产权的

明确界定为前提的，没有明确界定的产权概念，便没有确定的交

易行为主体。因为这样，交易本身便会因为交易产权概念的模糊

而失却其公开性，进而公平交易也会由此蜕变为“ 黑暗中的”交

易或“ 黑箱操作”，最终，由于交易公平所必需的公开性平等性

没有了，交易公平本身也就无从谈起了。产权的明确界定，需要

通过社会制度安排才能实现。然而，厉以宁教授提出了一个引人

深思的问题：“ 私有制社会中，产权的界限一般是清楚的。⋯⋯

公有制社会中的情况则与此有所不同。产权的界定迄今为止还有

原因何在？厉以宁认待于解决。” 为，主要是由于（ １）公有制

经济领域中的投资主体不明确；（ ２）资产所有是公共的，但公有

制却有多种形式（ 国营、国家控股、集体所有等等），由于投资

即：人们只知道分主体不明确，所以造成一种奇特的悖论 享

“ 公有资产”的权利，却不愿承担任何使用“ 公有资产”的责任，

厉以宁著：《 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年版，第

４２～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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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只想分享公共利益，不愿承担公共义务。

事实表明，保证交易公平（ 甚至是保证交易本身得以进行）

的基本前提是，明确交易主体或交易产权。我们说过，在本质

上，交易即是一种权利的相互转让和相应责任的相互承诺。转让

权利的前提是相互独立的权利主体及其权利界限，这也是承诺责

任的前提。因此，交易行为主体的产权涵义界定应当包括财产所

有权、使用（ 支配）权、交易利益的享受权。只有这样，才能有

效地把交易活动中的责、权、利联结起来，使交易行为主体既成

为权利所有者，也成为利益享受者和责任承担者。厉以宁教授所

指出的公有制经济存在投资主体不明确的问题，恰恰是由于缺乏

这种明确严格的交易产权概念。“ 投资主体”即使用或支配确定

资产的行为主体。“ 投资主体”不明确，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表面上，大家都是公有财产拥有者（“ 国家的主人”？） ，而实际

上，由于没有明确投资主体（ 国家或政府？集体？企业？或其

他？），致使无人充当真正的“ 主人”，谁也没有或不能担负起

“ 当家作主”的责任，最终不可避免的是，公有资产成为放任瓜

分的“ 寻租”对象，转换为私人利用而非公共利益的“ 自然”资

本。于是，大家“ 公有”便变成了或者是私人“ 占有”，或者是

大家都没有，前者在近２０年来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经济“ 寻租”

现象中被验证；后者为广许多破产的国有企业的普遍下岗工人所

厉以宁著：《 经济学的伦理问题》，第二章，第一、二节。另外，

汪和建把这种现象刻画为“ 坐享其成”，并通过“ 偷伐固沙林木”和科尔曼

的“ 老鼠集会”两个案例，分析了这其中隐含的因产权规范失效或不明导

致“ 激励失败”的经济社会学内涵。详见其著：《 迈向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

交易秩序的结构研究》，第六章之二，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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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地感受到。

这些教训提醒我们，仅仅通过一般地确定社会经济所有制形

式，远远无法严格确定明确的交易产权概念，必须建立系统完备

的社会法律体制，特别是经济法体系，来解决这一问题。交易产

权的界定，简要说就是交易权利的规范。它是建立在社会普遍一

致的契约共识之基础上的权利规范，一般是通过社会基本制度的

公正安排来实现的。有的学者也把它叫做社会的“ 规范安排”，

包括根本宪法安排、社区规范安排和 按组织制度安排等层次。

照这一解释，交易秩序和交易公平的问题显然不只是“ 制度经济

学” 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社会的法律、政治和伦理的问题。

一个正义的社会基本制度安排或“ 规范安排”系统，必须遵

守权利与义务普遍均衡的社会正义原则。根据罗尔斯的理论论

证，社会的正义原则必须首先确保个人的自由平等，其次是确保

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机会均等，再次是尽可能确保社会上处于最不

利地位的少数人的“ 帕累托利益状态”（ 作为公正分配的底线基

准，即社会稳定的考量），最后是不妨碍社会效率的正常增长。

具体就交易秩序和交易公平而言，最基本的考虑应当是交易行为

权利、责任和利益相统一的原则，和通过社会的基本制度安排形

成的自由交易和公平交易的秩序。交易秩序体现为两个基本方

面：一是通过市场价格的普遍均衡机制和效率一目的激励机制的

作用所形成的普遍有效的交易结构；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社会制度

汪和建著：《 迈向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 交易秩序的结构研究》，

第１４８、　１５８～１５９页。

我对“ 制度经济学”（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ｉｏｎ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的一般了解，得益于

康芒斯的《 制度经济学》（ 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２年版）和卢现祥的《 西

方制度经济学》（ 北京：中 年版）等作品。国发展出版社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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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或“ 规范安排”所形成的普遍公正的交易秩序，它由社会对

交易产权的合法界定、对交易行为的合法规范、以及对交易活动

及其范围或界限的正当性维护等内容构成。因此，它是一种既普

遍有效又普遍公正的交易结构或秩序，也是公平交易的社会保障

和条件。

所谓公平交易，最通俗地说就是买卖公平，等价交换。但

是，日常语言的概括表述常常需要许多解释和论证才能转换为严

格的理论概念和可普遍化的知识。什么是买卖公平和等价交换？

直观地看，买卖公平即是一种市场的经济公平，并不涉及其它非

经济因素，只需遵循市场的价格标准即可。然而，实际的情况却

远比这种解释复杂。比如说，市场价格一般是依据市场的供需关

系来确定的，但市场的供应与需求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确定和了

解的“ 常数”，而是一个“ 变量”，并且其可变原因常常不只限于

市场本身。政府干预、人为操纵（ 以金融市场上的证券交易最为

典型）、市场垄断、地区性经济差异所滋生的地方保护主义、市

⋯⋯等因素都可能导致市场价格场信息的约束 波动。在此情况

下，要实现买卖公平并不容易，有时甚至不可能。同样，等价交

换也可能“ 失真”。“ 等价”是在市场的可交换价值意义上讲的。

马克思在《 资本论》的开篇即以例证的方式，分析了商品交换只

能是劳动产品的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并且，商品的交换价值

同样取决于市场的供需关系或状况。这就使得上述影响市场价格

的诸种因素也成为影响市场交换的原因，能否实现真实意义上的

等价交换？并不完全取决于市场本身。

由此，我们就不难看出交易公平对社会正义秩序的广泛依赖

了。也就是说，交易公平的实现不仅要凭据市场公正的经济学规

则（ 如，市场价格体系或供需协调机制），而且有赖于社会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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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范和秩序。因此，有的经济学者明确指出，既然我们必须从

权利交换的意义上才能真正理解交易的社会本质，那么，我们就

得明确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社会交易秩序的“ 规范安排”及

其创新，实际上是在某种“ 规范伦理”的指导下进行的。因之在

某种意义上说，“ 规范伦理最终控制着规范安排，而规范安排是

对先前的规范伦理的具体支持。”“ 规范安排毋宁说是规范伦理的

一个函数。” 我们把这里所说的“ 规范伦理”理解为一种社会

普遍价值原则和规范，而不是一种伦理学的理论类型，这也许更

切近原作者的观点。事实上，这种社会经济学或经济伦理的观点

也一直存在于自１９世纪奥地利学派到当今的新制度学家的思想

理路之中，只是到了今天更引人注目罢了。

交易公平对市场规则和社会“ 规范安排” 的双重依赖表

明，其公平性不单表现为它符合市场规则的价格公道、等价交换

等市场技术性标准，更重要的还表现为它符合社会正义的制度或

规范安排。所以，交易公平的价值内涵应当这样理解：（ １）它必

须是合乎一般市场交易规则的，如，价格公道、等价交换、自由

买卖等等。

（ ２）它必须同时符合社会正义的规范安排，亦即它必须合

法。这意味着：第一，任何参与交易的个人或团体的基本权利和

权益都必须得到尊重，它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反过来说，任何

参与交易的个人或团体都必须尊重与之发生交易关系的对方之基

交易汪和建著：《 迈向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 秩序的结构研究》，

第 １５９页 。

我之所以要在“ 规范安排”一语前面加上“ 社会（ 的）”限定语

词，意在提示，“ 规范安排”必定属于社会行为，而非市场行为。市场的行

为规则或规范不完全是社会安排的，很大程度上是市场自身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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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权利和权益（ 产权界限）。第二，交易必须是自由的。因此，

交易的双方既是权利主体，也是责任主体。因为自由不仅意味着

权利，也意味着责任（ 责任界限）。第三，交易必须是平等的。

这里所说的平等首先是政治平等，即交易双方都具有独立的人格

尊严和经济权利，在经济交易活动中，既不受任何非经济因素的

控制和影响，也不能以任何非经济的力量（ 如，政治权力和权

威、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个人情感偏好⋯⋯等等）去控制和影

响对方（ 社会政治界限）。读者会注意到，我在这里先后使用了

“ 必须”、“ 不能”一类的强情态动词，这是因为，当我们把交易

理解为权利交换时，交易是否符合社会正义的规范安排，实质上

已经不只是一个社会正义的伦理问题，而且还是且首先是一个社

会正义的法律问题，这关乎交易行为的合法与否，其界限应当十

分严格和明确。

（ ３）交易公平必须符合社会正义的规范安排，还意味着，交

易的过程和结果应当达于正当合理。与交易行为的合法性界定不

同，交易过程的正当性证明既需要诉求于市场公正的经济学规则

（ 如，价格公道；信息公开；经济契约合理等等），也需要诉求于

社会公正的法律原则（ 如，产权明确；权利保障；免于外在非经

济因素的干扰等等），还需要诉求于社会公正的伦理原则（ 如，

权利、责任、利益的对等交换、对等承诺、对等分享；信守合

同；诚实无欺；正义感；道义感等等）。交易结果的合理性证明

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指交易的结果应是互利互惠，而不应以牺

牲某一方的正当利益为代价来获取不正当的交易成果（ 利益）；

二是指交易的结果应是自由平等之交易的“ 自然”结果，不是某

种非经济因素干预或影响的结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我们说

“ 交易的结果应是互利互惠的”时，并不是指交易双方的利益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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沾或利益均等。交易的动机是求利，目的是互利。但这并不意味

着交易双方必定能够在交易中获得相同的利益。在大多数情况

下，双方的获利可能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既可能表现在双方获

得的价值量上的多少，也可能表现在双方获得的价值质上的不

同，而且交易双方对交易实现的利益（ 价值）的理解也可能是互

不相同的。比如说，对于某一急需地皮的投资商来说，以超过市

场价格一定数量的投资从某房地产商手中购买一块地皮，可能被

看作是“ 吃亏”的交易行为，但在特定情形下，这一交易对于双

方又并无不合理之处。譬如，他或她对该地皮的急迫需求； 该

地皮可预期的市场效益或独特位置等等。这就是说，虽然交易双

方共享着“ 求利与互利”的交易目的，但他们对交易目的具体理

解有可能各不相同，因而对交易结果的利益估价和感受也会相互

见异：或直接或长远；或实际或理想；如此等等。这一点在诸如

艺术品和可商品化的文物古董一类的拍卖活动（ 作为一种特殊的

商品交易）中，可以看得更为清楚。即使是从最原始的货物贸易

到当今的商品贸易活动中，也不难发现这一普遍特征。

（ ４）最后一点至关重要。说“ 交易公平应符合社会正义的规

范安排”，还意味着交易行为具有某种确定的界限限制。具体地

说，就是不能把交易原则扩张到社会生活的非交易领域，不能把

经济交易原则运用于非经济的领域。比如说，当今人们深恶痛绝

的“ 权（ 力）钱交易”（ 以钱买官、金元政治或金元选票）、行贿

受贿、“ 人格金钱化或市场化”（ 卖淫嫖娼）。之所以把这一问题

哲学和伦理学界有所谓“ 需要决定价值”或“ 价值即需要的满足”

等说法，虽然人们对此存在颇多争议，但有一点是不争的，这就是，无论

从何种角度或层面来解释“ 价值”，“ 需要”都是这一解释中的关键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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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纳入到交易公平的范畴来讨论，是因为它最为典型地反映了现

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 越界交易”（ 我如此观）现象。事实上，

金钱与（ 政治）权力、商品金钱与人身人格等是有明确界限的，

它们分属于经济与非经济两个具有不价值属性的领域，相互间既

无可比的市场价格或价值，无法通约或公度（ ｎｏｎ－ｃｏｍｍｅｎｓｕｒａ－

ｂｉｌｉｔｙ），也不可交换，因而其交易是不合法的。而任何无合法性

依据的交易都逾越了社会正义的规范安排和交易秩序，不可能获

得其公正合法性辩护。我想顺便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由于经济、政治、伦理或道德之间的界限常常被有意或无意地模

糊或两可，致使“ 交易”的概念界限也失之模糊。因此才有所谓

“ 政治的道德化”或“ 道德的政治化”；才有诸如“ 三年清知府，

十万雪花银”之类的政治俗语，它奇妙地暗示了“ 权（ 力）钱交

易”这一非法行为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合法化现实。这是我们在

今天的“ 中国知识”语景中讨论交易伦理所必须特别注意的。

四　　普遍信任：关于交易如何普遍可能（ Ⅱ）

如果说，社会正义的“ 规范安排”构成了公平交易的制度环

境，从而使交易的普遍可能（ 用汪和建的术语说是“ 交易的扩

张”）获得了社会必要条件的保障，那以，普遍信任则构成了使

交易普遍可能所必需的社会伦理条件。如果说，普遍的交易必须

是公平的交易；那么，它也必定是具有普遍信任之社会伦理基础

的社会化交易。这是现代（ 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行为达于正当

合理与普遍可能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充分必要条件。

所谓普遍信任，是与普遍交易相关联的经济伦理概念。汪和

已经建指出，迄今为止，人类经济交易秩序（“ 范式”？） 先后经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99

历了三次主要的秩序或模式转型，或者说先后形成了三种不同类

型的交易范式。它们是，“ 传统的交易秩序”、“ 计划的交易秩序”

和“ 市场导向的交易秩序”。三种不同类型的交易秩序之主要差

别的特征，除了它们所依据的社会基本结构或制度迥然有别之

外，最根本的一点，是它们所赖以建立的信任基础不同。 汪君

借用哈耶克关于人类有知论的三点反驳、朱塞斯和汪丁丁关于计

划经济之致命弱点和分析，检讨了“ 计划的交易秩序”之“ 交易

失败”的内在原因，这其中，由于缺少社会契约机制的保障而导

致建立在某种政治权威主义和政治精英主义（ 韦伯的“ 克理斯

玛”型领袖？！）基础上的“ 信任惯性”的必然消解，乃是根本性

的。 沿着同样的思路，汪君将“ 传统的交易秩序”概括为

“ ⋯⋯存在于传统社会中的一整套人格化的交易规则，⋯⋯是一
，

种建立在个别主义信任基础上的合作秩序。” 其致命弱点“ 是

信任的个 易人伦理性和非工具性所导致的交易的非公正性。”

而言之，囿于亲情人伦或“ 熟人关系”而无以洞开，使这种“ 个

别主义”（ 特殊主义）的信任天然带有极大的局限性，其不可普

遍化特性最终也限制了传统的交易范围及其扩展，导致普遍交易

的不可能。相比之下，惟“ 市场导向的交易秩序”才有可能凭借

社会契约化 市场本身被视为一种契约化的经济制度或秩序

交易秩序详见汪和建著：《 迈向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 的结构研

究》，第一部分，第一章“ 交易秩序转型”。

参见同上书，第４～５页，第９～１３页。

同上书，第１３页，汪文中的“ 个别主义”一语，大概与文化讨论

ｉｃｕｌａｒｉｓｍ）相关，但用来分析和刻画具中的“ 特殊主义”（ ｐａｒｔ 有相互性人

际关系特性的交易现象，似不如后者确切。

同上书， １５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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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正秩序而建立起社会的普遍信任，从而为交易的普遍扩

展开辟道路。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推断，普遍信任乃是一种超亲情人伦的、

无等级差别的平等承诺与相互期待。其价值基础是一种开放性的

或无限制的社会伦理公正，它是普遍而开放的交易秩序所不可或

缺的社会伦理条件。当代美国著名学者弗兰西斯·福山同样以经

济社会学的方式证明了相同的结论。在其近著《 信任 社会美

德与繁荣的创造》中，福山针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纯经济自律主

义的理论弊端，提出了一种或可称之为文化经济学或“ 伦理经济

学”（ 科斯洛夫斯基语）的新观点。他指出：“ 虽然经济活动与社

会、政治生活纠结难分，但是当代经济学言述却呈现一种谬误的

趋势，将经济视为一拥有自身律则并自外于社会其它环节的生活

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或共同体的经济生活都是在其层次。”

特定文化环境和秩序中进行的，它受该社会或共同体之文化、政

治和道德等因素的深刻影响。这是为什么在不同文化共同体中，

经济生活呈现不同发展状态和潜力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一经济共

同体是由各参与其经济生活的个人或社群的相互交往和支持才得

以发展的，而各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也正是“ 通过相互信任而组成

一个共同体”，从根本上说，各个社会共同体并“ 不是根据明确

的法规、律令来制约，而是经由一套共同体中每个成员内化的伦

理习惯和相互约束的道德义务所凝聚而成的。” 社会共同体的

生存和发展必须依赖于其成员之间的信任，信任程度的高低既由

①［美］弗美西斯·福山著： ——社会美德与繁荣的创造》，李《 信任

宛蓉中译本。内蒙古：远方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１页。译文略有改动。

同上书，第１４页。译文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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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所决定，又对社会的经济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因为

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及信任的普及程度本身就是一种“ 社会资

对于社会本”。 共同体的经济增长来说，这种社会资本所具有

的效率价值，不仅可以与经济资本相提并论，甚至还具有后者所

无法产生的特别价值。通过对欧美、日本、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国

家或地区之现代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福山甚至得出了这样不同

凡响的结论：上述国家或地区在现代经济发展上的程序差异，恰

恰反映了这些国家或地区之社会信任程度的差异。确切地说，在

它们中，凡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其社会信任程度也较

高，反之亦然。

在此，我无意追究福山这一文化经济学命题的真理性问题，

当代许多经济学家或学派的最新研究似乎或多或少地证实了这一

命题的解释意义。我想说明的是，当人们把社会信任作为普遍交

易的社会伦理条件和社会资本时，不仅“ 信任”已然成为一个基

本的经济伦理概念，而且在更广阔的意义也意味着，在当代，越

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再把市场经济看作是一个纯粹自然的经济过

程，而是一个综合性的人类行为的社会过程。与之相应，经济增

长也不再只是被当作一种经济技术事件，而是被同时当作一种社

会价值或社会文化伦理事件。这一判断构成了我们讨论普遍交易

与普遍信任之内在相关性的知识社会学和经济伦理学的背景。

现在，让我们依托这一背景，来具体解释普遍信任作为普遍

①　　福山说：“ 所谓社会资本，则是在社会或其不特定的群体之中，成

员之间的信任普及程度⋯⋯。”而“ 所谓信任，是在一个共同体中，成员对

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基础是共同体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

以及个体隶属于那个共同体的角色。”见《 信任—社会美德与繁荣的创造》，

第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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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之社会伦理条件的基本意义及其论证。我们的解释和论证分

为三个基本命题，即：关于普遍信任与普遍交易之内在相关性的

经济伦理命题、美德伦理命题和社会（ 规范）伦理命题。

［１］经济伦理命题：惟普遍信任才能满足非人格化交易对基

于普遍合理性基础上的广泛而持久的合作期待，从而使交易秩序

的扩展和交易成本的降低成为可能。

市场经济所要求和实现的交易是非人格化的普遍主义交易秩

序，我们将之简称为普遍（ 化）交易。普遍交易的基本特点是：

第一，相对于传统特殊主义的人格化交易、家族亲情式交易和具

有特定限制的地域性交易，它具有不断超越、扩张和开放的特

点。就此而言，任何形式的人格化或个别性交易、甚至是形形色

色的地区性“ 贸易保护主义”，都是非普遍（ 化）的交易，因而

与市场经济的内在理性要求相悖。第二，普遍交易所遵循的基本

原则是广泛合作基础上的权利与义务均衡，或者说，它必须遵循

一种相互性基础上的目的追求与道义承诺的公平对等原则。这是

确保交易之普遍可能的正义制度安排和秩序基础。第三，普遍交

易的根本目标是长期的互利合作。易言之，它必然是重复性或持

久性的交易，而非一次性的买卖或偶发性的商品交换行为（ 所谓

“ 一锤子买卖”），因为它必定是长远的、中介化的、不断扩张发

散的开放性交易。惟开放性的交易才具有连续性和连贯性，同

样，惟互利合作基础上的交易才具有普遍化的发散能量，并最终

形成普遍开放的交易秩序。概言之，社会经济理性（ 而非个人经

济理性）、权利与义务的普遍均衡和协调、以及长期互利合作，

构成了普遍交易的三个基本特点。

普遍信任是普通交易的内在要求，它所反映的也正是人们基

于一种社会经济理性之上的共同的合理期待和相互承诺。顺便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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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所谓“ 经济理性”，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亚当·斯密之“ 经济

人”的“ 效用算计理性” 效用算计当然是“ 经济理性”的应。

有之义，毕竟，当我们把“ 理性”界定在“ 经济”的范围之内

时，已经将经济（ 更确切地说是市场经济）的知识原理当作了一

个最基本的判断标准（ 经济合理性标准）。但这并不是“ 经济理

性”的全部内涵，至少它还应包括经济成本的算计。这意味着，

“ 经济理性”的完整定义仍然不能脱出韦伯的“ 二值法”，即目的

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综合定义。说某人或某经济共同体具有“ 经

济理性”，不单是指他或她或他们具有合理计算和推理其经济行

为之价值效果的认知推理能力，而且还指他们同时具有对如何实

现这一价值目的（ 条件和方式）的正确观念和决策与实践能力。

因此，“ 经济理性”必定告诉人们，不仅要考量自身经济行为的

目的和效用，而且要考量与之相关的行为条件和方式，以及对他

人或社会的效果（ 影响）。所以，“ 经济理性”既是一种个人理

性，也是一种集体理性；既是一种目的理性，也是一种工具合理

性。

按照这一理解，上述“ 普遍信任”的概念才是可以理解的，

其对于普遍交易的重大意义才可能得到较充分的解释。依据福山

的见解，普遍信任之于社会经济生活、尤其是之于交易的根本意

义，在于它可以且实际上 在现已经转化为一种“ 社会资本”。

代经济生活中，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已不只是经济资本和技

术资本的投入量，而且越来越多的依赖于“ 社会资本”的投入

量。信任作为一种“ 社会资本”，其大小标准就在于社会信任程

在一些经济学理论中，似乎存在着这种概念误解。

社会美德与繁荣的创详见福山：《 信任—— 造》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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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高低。社会信任度愈高，表明信任的社会普遍化程度愈广愈

深，社会资本量愈大。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较快（ 即“ 繁荣

的创造”），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们的社会信任度较高（“ 社

会资本”或社会资源较充足）；日本次之；中国或华人世界和其

它东南亚国家或地区最次。造成这种差别的文化原因是，中国的

“ 家族主义”（ 血缘亲情、人伦等级秩序的僵化和“ 平均分配”的

继承制）始终未能如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生长出自由平等

的普遍主义的社会信任网络（ 社会契约化的商业信用联系）。而

日本人和东亚国家之所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脱出东方式的家族主

义，是因为其“ 长子继承制”所内含的超家庭社会化机制和经由

美国输入的自由民主之经济观念的共同作用。

的确，信任已经成为经济发展（ 尤其是交易发展）的重要因

素，而且是“ 内部性因素”之一。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其程度大

小和高低不仅常常左右经济资本的投入方式和产出效率，而且影

响到经济资本的积累本身。以福山和许多经济学家喜欢例举的王

安电脑公司的兴衰为证，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作为一个家族

式企业，王安电脑公司具有许多优异卓越的现代成功企业的经济

发展条件，诸如，最初领先的电脑技术条件；地处美国文化之都

波士顿市的知识条件，起步阶段的有效管理；领先一步的市场占

有，⋯⋯等等。但它惟一缺少的正是作为社会资本的普遍信任。

该公司由兴到衰的转折关捩发生在王安对公司所有权的交接安排

上。出于对王安家族永久拥有公司绝对控股权的家族主义考虑，

王安在公司主管人事安排和上市股票分配（ 控制）等方面，坚持

不愿意放弃家族所有（ 确切地说是家庭永久占有）的狭隘立场，

详 社会美德与繁荣的创造》。见福山《： 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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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导致公司内部的众叛亲离，造成公司上市股票的乏力，并最

终限制了其经济资本的进一步扩张能力，以至最后丧失大规模扩

展市场的机会，成为美国群雄竞争的电脑市场上的失败者。表面

看，王安公司的失败教训在管理不当、投资资本的不足和股市交

易的失败。而实际上，这些教训的根源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咎

于普遍信任的缺乏，或企业的信任度偏低。王安的人事安排原则

是典型的中国家族主义传统原则，世袭（ 由其子继任其董事长职

位），任人唯亲而非任人唯能唯贤，实质上是一种特殊主义的低

信任度用人标准。信任的范围为家族人伦和亲情所限制。这样做

的结果不仅根本违背了普遍交易所必需遵循的社会经济理性原

则，即权利与义务的普遍均衡与协调的原则和开放性的长期互利

合作原则，而且直接导致了企业内部的信任危机（ 人心向背）和

外部信任危机（ 股市信誉急剧下降）。

从交易的理论角度分析，王安电脑公司的失败是一种交易失

败，而交易失败的根源在于没有成功建立企业内外部的普遍信

任，甚至是拒绝建立这种普遍信任。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缺少企

业内部和外部的普遍信任，必须导致这样的后果：首先是企业内

部交易秩序的失衡，这常常是由企业内部的权利与责任的不公正

分配或安排所造成的，如王安的人事安排原则。其二是企业外部

交易秩序的严重局限，它是由于非普遍化或特殊化信任度所造成

的，如王安公司与股民之间的信任缺乏所导致的该公司股票的市

场乏力。最终，上述两种后果又构成企业资本积累的失败。对于

一个企业乃至社会来说，资本积累是经济技术资本与社会资本的

函数。社会资本的欠缺或萎缩必定导致整个资本积累的失败。通

过王安电脑公司的教训可以看出，作为社会资本的信任对资本积

累或资本扩张具有多么深刻而强大的制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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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秩序的失衡和交易的失败，也即是经济合作的失败。而

经济合作的失败不过是交易成本过高使交易效率为零或为负的另

一种说法。一项交易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交易费用太高使交易本

身无利可图、甚至得不偿失。这样，交易既不可能，便无法持

久。这是由经济理性的目的论价值标准所决定的，同时也蕴含着

一个深刻而显见的经济伦理原则：互利与互信、或者说普遍交易

的价值合理性与责任相互性总是不可割裂的。我们看到，在西方

经济发达社会里，人们已经习惯于把诸如“ 信用（”ｃｒｅｄｉｔ）“　、信

”（ 　ｔｒｕｓｔ）一类的经济语汇转换成日常托 生活语汇，甚至是日常

生活（ 话语）的“ 语法”（ 规范）。 这一方面反映了西方社会发

达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对人们日常生活世界的渗透和影响之深，

另一方面也未毕不是其社会生活世界之经济伦理资源（ 具言之，

社会信任的普遍深化程度）较为丰富的表现。而这后一方面恰恰

是现代中国许多经济学者抱怨现实生活缺乏普遍信用，而许多伦

理学者却对之缺乏敏感和思考的重要方面。

［２］美德伦理命题。关于普遍交易和普遍信任之内在相关性

的美德伦理命题是这样的，它断言：在人类生活领域，一切具有

人类价值意义的行为、关系和活动都必定是与个人目的和人格品

德相关的。因此，普遍交易虽然具有非人格化形式，但究其实

质，却是由具体个人的交易参与和行为来实现的，且其发生、过

程和结果最终都必然落实在各种各样的特殊的“ 人格化”交易行

为之上。这就是说，任何普遍形式的交易行为都是由具体个人

当然，把某种或某些经济语汇泛化为日常生活日常语言的话语语

法，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 现代性”社会现象，需要仔细地分析辨别其中

的利弊得失。这一点，我们将在最后一部分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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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行为主体）来实现的。这一解释同样也适用于对普遍信仰

的概念理解。因之，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普信任看作是各

种人格化化交易和人际信任的普遍化。在这一提下，我们断定，

诚信作为各交易参与者或交易行为主体的个人美德，也将构成实

现普遍信任和普遍交易的一个虽不充分但却是必要的条件，即公

民个体诚实守信的道德主体条件，其充分与否同样影响到交易成

本的高低。具体地说，在一个具有良好之公民美德的社会里，由

于人际信任度较高，必定使该社会里交易活动较为活跃，交易网

络较为发达，交易成本大大降低（ 等于甚或低于市场零交易费

用）。反之亦然。

为了论证的方便，让我们借用现代博弈论（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

ｒｙ，又称“ 对策论”或“ 游戏论”）经常援用的一个经典性案件

“ 囚徒困境”（ Ｐｒｉｓｏｎｅｒ’ｓ　Ｄｉｌｅｍｍａ）作为例证。所谓“ 囚徒困境”

最初由塔克尔（ Ｔｕｃｋｅｒ）在１９５０年提出，后由著名经济学家保

罗 Ａ·萨缪尔森引入其《 经济学》教科书。该案例是这样· 的：有

甲乙两人因共同犯案而被捕。检察官对他分别进行单独谈话，以

相同的表达方式分别对他们说，已有足够证据处他们两人一年监

禁。如果谁单独坦白，则只判其三月禁监，而其同伙则要被判十

年监禁；则若两人都能坦白交待，则各判五年监禁；但若两人均

不坦白，检查官所掌握的证据只能给他们两人各判一年监禁。于

是，甲乙两名囚犯都单独面临着多种可能性的选择，这便是囚徒

的两难困难。

本来，这一案例更适合于作为论证“ 经济理性”和普通信任

的个案来讨论。我之所以特意借用它来分析论证交易行为中的人

际信任和个人实践理性，是出于两个考虑或意图；第一，在现有

通行的解释中，人们似乎没有对“ 囚徒困境”中的个人美德（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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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相互的信任）因素对双方抉择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给予足够的

重视。由于“ 囚徒困境”本身只是一个用于理论模式分析的假设

案例，我们并不需要推断作为囚徒（ 犯罪嫌疑人）的双方必定是

没有美德只有恶行的完全坏人。第二，可供面临两难困境的囚徒

双方进行独立推断和抉择的或然性考量，不应当只是经济理性

的，甚或只是个人理性的，有可能还存在道德理性的考量。卢现

祥说：“ 生意场上的‘利他主义’，并不是道德说教的胜利，它也

是基于经济原则的”。 从根本处说，这一论断是正确的，但不

充分。他接着转述说：“ 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个人效用函数里，

既有利己主义，也有利他主义。人们倾向于哪种‘主义’，主要

受制度的影响。” 道德说教的确不会创造生意场上的利他主义，

社会制度也确实影响甚至制约着人们的价值选择行为。但这并不

意味着个人美德绝不能产生利他主义的价值效果，甚至也不意味

着人们在生意场上没有可能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利他主义行为动

机。人们倾向于利己或利他的行为选择，除了制度因素的影响之

外，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他或她作为公民个体的美德品质，如，

正义感、道义感、责任心、报恩感和我们所讨论的诚实守信等

等。所谓“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中国式俗语，虽然并不能

成为生意场上的交易规则，但也不会是绝无仅有的例外。在现代

日本企业的经济交易活动中，它就常常成为一种相当合理有效的

交易规则。逻辑地说，只要人们承认，道德的因素（ 如信任）可

以转化的一种社会资本，就不能否认个人的道德力量创造经济价

卢现祥著：《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版，第３９页。

同上书，同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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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并产生利他主义效果的可能性。

回到“ 囚徒困境”，该困境实际涉及两种不同的交易：一种

是检查官与甲乙两囚犯之间分别进行的当面交易（ 检察官已经明

确指出了这种交易关系，以及该交易的方式、条件、可能和结

果）；另一种是实际存在于甲乙两囚犯之间却又是被中介化了的

（ 以检查官方中介）背面交易，两者的抉择将决定他们这种间接

交易对各自可能产生的后果。我们感兴趣的是后一种发生在囚徒

之间的交易。因为他们之间的交易直接关系到我们所要探讨的人

际信任问题。在这种特殊情境中，甲乙两名囚犯进行的与其说是

一种经济交易，不如说是一种人格道德交易。因而，他们所面对

的困境或悖论与其说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不如说是伦理学意义上

的。他们必须测度的是对方的可信任度，这无疑具有道德考验的

性质。当然，他们各自都需要理性的计算和推理，如，他们各自

都必须考量和推理对两种选择（ 坦白或不坦白）所可能出现的三

种结果：即：（ １）若都不坦白，各判一年监禁；（ ２）两人同时坦

白，各判五年监禁；（ ３）其中一人坦白，甲或乙各判三个月或十

年监禁；或者各判十年或三个月监禁。但他们的理性计算或推理

并不是简单地直接指向其可能选择的“ 价值效果”，而毋宁是首

先关注于对对方行为策略的判断，这其中，最关键的是他们各自

的信心，和对对方所寄托的信任度。

若根据单纯的经济理性原则，第二种结果即同时选择坦白似

乎是最有可能的（ 即达到所谓“ 纳什均衡”）。然而这种选择和结

果虽然具有形式的公平，风险代价相对较低，最多被判五年监

禁，但却不是“ 帕累托最优解”（ 相对于只被判一年监禁）。在此

一假设性的案例中，“ 帕累托最优解”应为第一种选择（ 双方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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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坦白）和第一种结果（ 各判一年监禁）。 最有效率的或“ 帕

累托最优解”交易同时必定是风险最大的效果（ 极有可能因对方

坦白而被判十年监禁），这也是经济交易的规则。 具体地说，

最为复杂的是第三种可能性结果，即一方坦白，而另一方不坦

白。这是因为：第一，两者选择的非同一性或差异是不确定的

（ 坦白的一方有可能是甲，也可能是乙）；第二，由此产生的风险

（ 代价）承担也不确定（ 被判十年监禁的可能是甲，也可能是

乙）。因此，这种交易是一种风险最大的效率最低（ 相对于两位

囚犯的整体利益而言，该交易的结果必定是最差的。其“ 价值”

总量为十年零三个月），因之又是最不符合经济理性的。但问题

在于，由于这一交易过程中的选择行为是个别的、或然的，相对

于其中的某一方而言，选择的结果又有可能最具有个人效用，或

者说，可能是最符合个人理性的（ 只被判三个月监禁）。

上述分析提示我们，“ 囚徒困境”的例证模式含着这样几个

普遍的理论推断：（ １）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个人效用与集体效

用是相互矛盾的，在经济交易中，这类矛盾尤其突出。（ ２）在人

际交易中，最有效率的交易既是最符合经济理性的，也是风险

（ 作为交易的预付成本）最高的。（ ３）最有效率和较有效率的交

易必须建立在协调合作的基础上（ 具体到本案例，即是甲乙双方

的行为选择和策略的协调一致）；反之，缺乏合作的基础，交易

的结果必定最差。（ ４）贯穿于上述三点之中的一个共同因素是，

交易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易双方的信任基础是否深厚和

在此情形下，效率表现为绝对价值域（ 即：无论怎样，都将被判

监禁）内的负价值量的最低结果。

股市交易对此提供了很好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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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固。就“ 囚徒困境”而言，要使甲乙双方的背面交易实现较好

的甚或是最好的结果，双方之间就必须具有较为充分的相互信

任。

由此可以进一步引申出一个重要结论：如果说，人际信任意

味着人们彼此间的一种相互性期待和责任承诺的话，那么，建立

在人际信任基础上的交易行为必定既是利己主义的，也是利他主

义的。在某种充分必要条件的意义上说，该交易行为必定是互利

合作性的，而非自利竞争性的。试假设：若甲乙两囚徒具有较深

的相互了解和坚定的相互承诺（ 作为共同犯案者，这种情况有可

能为真），那么，在检察官预先指明第三种可能性（ 即双方均不

坦白，各判一年监禁）的情况下，他们同时选择不坦白交代也是

极有可能的；至少，他们完全可能采取协调一致的选择，争取到

这一“ 帕累托最优解”并非不可能。汪丁丁在其《 经济发展与制

度创新》一书中，介绍了实验经济学（ 大卫·克莱珀斯等）所提出的“ 无穷

次博弈”（“ 无穷次对策”）的囚犯模型分析成果。该模型研究所得出的“ 合

作解”，拓展了“ 无名氏定理性”的效果，认为在无强迫机制条件下，囚犯

自发利益计算仍有可能实现“ 帕累托最优解”的效果，而实现这一效果的

重要条件是对“ 名誉”作用的重视。这与我们的所讨论的个人信任美德作

用有相通之处。详见该书条１６６～１６７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版。此外，科斯洛夫斯基也认为，康德的“ 普遍道德律令”也可以成为解

决“ 囚徒困难”的一种伦理方略。而康德或康德式的“ 普通道德律令”之

核心，即是基于把“ 人当目的”和“ 理性人”必定普遍为善（“ 为义务而义

务”）、普遍行善（ 都选择某一共同行为格准）之道德信念基础上的普遍的

人际信任。尽管这其中存在过于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成分，但作为一种道

德可能，似乎也是值得一提的。成问题的只是科斯洛斯基是否把康德的这

种普遍伦理当作了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详见科氏的《 经济伦理学原理》，

孙瑜中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６５－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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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的结果。

可见，在此情形中，决定囚犯选择及其结果的一个重要因

素，是他们之间相互信任的程度，而这种相互信任度的高低，又

基于他们各自信任美德品质的高低。这一解释同样适用于一般交

易行为。如果说，交易成本是决定交易效用的关键要素，那么，

交易行为主体的可信任度则是决定交易成本高低的“ 内部要素”

之一。决定和保证交易参与者双方可信任度的基本要素或基本条

件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交易的秩序或制度保障，也就是包括社

会伦理规范在内的“ 规范安排”；其二是交易行为主体的诚信美

德品质。两者共同构成了社会信任的基本维度，且具有相辅相成

的函数关系。差异在于，前者更具有社会信用的性质，而后者则

可称之为一种人格信用。

社会制度或“ 规范安排”所构成的社会信用，通过社会或国

家所创制的各种信用机构或信用规范秩序得到具体体现，如，各

种商业银行、保险、证券交易监理机构、社会法制和经济法制体

系等等。而凭借交易参与者的个体诚信美德而形成的人格信用，

则只能通过人们的交易实践评估，它是无形的，却又是无处不在

的、活生生的。然而，人们对这种人格信用的经验和评价又往往

具有市场化的特点。也就是说，当社会生活中的社会信用和人格

信用程度较高时，诚信成为一种日常现象，其价值往往不易给人

们以强烈的感受；相反，当社会生活的信任度较低时，诚信反而

当代美国著名的美德伦理学家麦金太尔（ Ａ．　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曾经谈

到：“ 在美德与法则之间有另一种关键性的联系，因为只有对于拥有正义美

德的人来说，才可能了解如何运用［正义的］法则。”Ａｌａｓｄａｉｒ　 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

Ａｆｔｅｒ　Ｖｉｒｔｕ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ｔｒｅ　Ｄａｍ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２，　Ｐ．　１５２，这一论断的含

义可以理解为，正义法则的效用也是人的正义美德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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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种社会的“ 稀缺资源”，人们对其感受和需求也因此变得

强烈起来。茅于轼先生说：“ 当欺诈流行而诚实成为稀缺品时，

按经济学的一般规律，稀缺的东西有更高的价值。所以在漫天要

价的集市中，如果出现一家不二价的诚实商号，他立即可以占领

大部分市场，赚得巨大利润，并使其他商贩黯然失色。”

人格信用，以作为个人美德的诚信为基础，它实际上是人格

诚信在人际交易和社会交往中相互尊重、公平合作、相互负责的

道义表现，借用科斯洛夫斯基的术语说，它是人类交易行为中的

一种“ 道德担保”。 这种“ 道德担保”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五个

方面：第一，抑制或减弱交易行为个体的机会主义投机动机，从

而有助于强化求利动机的正当性。第二，增强交易者积极参与公

平交易和合作的信心，进而促进有效合作和公平交易的实现。第

三，降低人际交易的风险和代价，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或提高交

易效率。第四，有利于维护社会交易秩序，增强社会“ 规范安

排”之作用的主体内在化，进而更有利于社会制度的“ 外部利益

内在化”作用机制的生长。第五，有利于实现社会的普遍信任，

提升社会信用度。事实上，个人诚信美德的这种“ 道德担保”既

是社会普遍信任的个人主体基础，也是最终实现高度的社会普遍

信任的人格保证。没有诚实守信的公民个体，就不可能有普遍信

任的社会，也就很难保证社会生活的良序运转和秩序。所以，孔

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 ，小车无，其何以行

对美国市场的考察》，①　茅于轼著：《 生活中的经济学 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和智慧出版公司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８２页。

②　参见其著《 伦理经济学原理》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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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之哉？”又说“：民无信不 。人无“ 信”（ 信用、信誉），将立”

变得不可理解，也难以立足于社会生活世界，一如车无轴轮而不

可运行。在孔子（ 以及儒家伦理）这里，人格之“ 信”既是个人

的自立之本，也是人际相互理解的基础。对于一个言而无信、反

复无常的人来说，既不可能成为人们愿意与之交往的对象，也使

人们无法理解他或她，其后果必然是他或她的孤立和孤独，成为

社会交往世界的边缘人。孔子的这一见解无疑是深刻的，它表达

了儒家的美德伦理对人格诚信及其在人际伦理关系中的基础意义

的高度重视。更重要的是，当孔子提出“ 民无信不立”的命题

时，实际上表明他也洞见到个人的人格信义之于社会生活的重大

意义。理解这一点，也就是不难明白为什么儒家伦理将“ 信”置

于与“ 仁“”、义”“、礼“”、智”相提并论的“ 伦常”地位。

耐人寻味的是，孔子及尔后许多儒家在谈论“ 信”义时，其

语境并非人们通常指责的那种“ 家族主义”的亲情人伦，而无宁

是一种普遍主义的信义语境（ 使“ 民立”）。但不知何故，这种普

遍主义的信义观后来竟被逐渐忽略，最后又被淹没在以人伦等级

与亲情距离为基础的“ 仁义”或“ 理义”的伦理观念中。与之相

关，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信任，始终未能从根本上超脱“ 家族”、

“ 亲情“”、义气（”侠义团体）和“ 熟人”的特殊主义限阈，以至

于只能形成费孝通先生所说的“ 乡土社会的信用”，无法成为现

代法制社会所要求的普遍信任。费先生曾用漫谈语气谈到：“ ‘我

们大家是熟人，打个 这类招呼就行了，还用得着多说么？’

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

《 论语·为政》

②　《 论语·公治长》。

①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15

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

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

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是从熟悉得到信任。这

信任并非没有根据，其实最可靠也没了。因为这是规矩。西洋的

商人到现在还时常说中国人的信用是天生的。类于神话的故事真

多：说是某人收到了大批磁器，还是他祖父在中国时订的货，一

文不要 乡土地交了来，还说着许多不能及时寄出的抱歉话。——

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

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３］社会伦理命题。费孝通先生的分析实际揭示了普遍交易

与普遍信任之相关性的社会伦理层面，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揭示

了个人诚信美德如何扩展为一种社会信任伦理规范（ 即所谓“ 规

矩”）的演变线索。依此提示，我们可以这样表述普遍交易与普

遍信任之相关性的第三个伦理命题即社会伦理命题：作为社会伦

理的信任，是一个种非人格化的普遍信任，表现为社会约定俗成

系统或伦理秩序，其要义是公平守信、诚的伦理规（范“ 规矩”）

实无欺。在人类社会的交易活动中，普遍信任的社会伦理规范，

在某种条件下也能使人们普遍而持久地坚持交易权利与责任的相

互均衡原则，保证和维护正当合理的社会交易秩序，降低普遍交

①　费孝通著：《 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５年版，第５～６页。

着重号系引者所加。顺便指出，所谓中国人的“ 天性”之“ 信用”，并不具

有真正普遍适用的可靠性，超出特定的范围，此信用即反转为猜忌和怀疑。

这是人格信用的局限。真正普遍可期的信用还需要契约（ 制度）的支撑，

需要商业信用、人格信用和社会伦理信用的维系。我国社会信用度偏、偏

狭，原因之一，在于这种共同维系的力量偏弱。（ 据报道，９０年代前、中

期，我国经济合同履行率仅有３％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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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社会成本或社会费用。

为了避免可能却又是不必要的概念混淆，让我们对作为经济

伦理的信任（ 命题Ⅰ）、作为个人美德的信任（ 命题Ⅱ）、作为社

会伦理的信任（ 命题Ⅲ）三者之间再作扼要的原则性辨析，尽管

前面的分析论述已经对前两者的特征作了充分的概括。

就我的理解而论，作为经济伦理范畴的信任，主要是一种基

于社会经济理性（ 而不是或主要不是基于个人经济理性）之上的

经济价值信用；作为个人美德伦理范畴的信任，根本上是基于个

体人格品德之上的人格信用；而作为社会伦理规范的普遍信任，

则主要是指基于普遍道义（ 恪守规范）之基础上的社会伦理信

用。如果说，作为美德伦理的人格信用只是一种特殊主体性的心

性品行的话；那么，经济价值信用和社会伦理信用则是可普遍化

的社会信用秩序和社会交易行为规范。而如果说，经济价值信用

的可普遍化力量来源于市场经济理性（ 价值的合目的性和手段正

当合理性）的话，那么，社会伦理信用的力量则源自在长期的社

会生活经验与实践中逐渐积淀并习惯化了的相关伦理规范和伦理

秩序。此其一。其次，三种不同形式的信任都具有“ 资本”或

“ 资源”的意义，也均能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的“ 供应要素”而满

足其需要，因而均具有经济效用的价值意义。所不同的是，经济

价值信用的“ 资本”或“ 资源”意义，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资本

或纯经济资源和自然资源之外的社会额外资源；人格信用的“ 资

本”或“ 资源”意义主要表现为一种除体力、知识和技术之外的

特殊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而社会伦理信用的“ 资本”或“ 资

源”意义则主要表现为一种道德文化资本或传统资源。其三，三

者各自作为特殊“ 资本”或“ 资源”的积累方式不同，它们或以

社会制度化或“ 规范安排”的群体意愿或意志的方式（ 命题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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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道德教育与品德修养的方式（ 命题Ⅱ）、或以文化传统绵延

和社会生活习惯的社会选择和文化积淀方式（ 命题Ⅲ），来实现

它们各自的生长和积累。其四，三者都为社会的普遍交易所必

需，但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单独构成普遍交易的充分必要条

件，只有当它们共同发挥作用并与普遍交易的市场规则相协调

时，才可能充分满足社会普遍交易的需要。相比之下，经济价值

信用较后两者更为必需。由于受社会经济理性的支配，它甚至直

接构成了市场交易秩序的“ 强性规则”（ ｈａｒｄｒｕｌｅｓ）的一部分，

因而常常与社会的经济法度或法律交织在一起，成为诸如“ 反不

正当竞争法“”、反倾销法“”、反垄断法”、反金融诈骗（ 如几年

前轰动一时的“ 巴林银行案”）等经济法体系的重要依据乃至具

体条款。这种作用是只具有“ 软性规范”（ ｓｏｆｔｎｏｒｍｓ）的功能的

信任美德（ 内心的法则”，康德语）所无法比拟的，后两者更多

地对营造公平良序的交易环境、调动和协调交易行为主体的积极

参与、公平合作等因素起到“ 外部因素的内在化”作用，其常规

方式基本上是激励与协调或调节与规范的间接方式。最后，尽管

如此，对于建立一种健康、持久、有效而开放的社会交易秩序，

尽量降低交易成本并确保有效普遍交易的成功来说，三者都是不

可偏废的。

明确上述几个方面，也就了解了社会伦理信任的基本内涵、

意义和特征。为了更具体地理解这些基本涵义和特征，让我以日

本普遍流行的企业伦理为范例，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论证。带有一

半日本血统的美国著名学者福山，曾经用颇有把握的口吻断定：

“ 日本公司里的终身雇佣制和员工的高度凝聚力，是日本经济中

两项最与众不同的特质，另外一种特质则是同一网络组织底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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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公司之间长期而稳定的关系，⋯⋯”。 依他所见，形成这些

“ 特质”的基础，既非中国式的“ 血缘关系”，也非西方式的“ 法

律契约的约束”，亦非时下人们所说的“ 金钱网络”，而是一种

“ 高度互惠的道德义务感”。如果说前两项“ 特质”表现“ 的是

［公司或企业］组织成员之间兴起的类似教友情谊般的道德义务

感；”那么，后一“ 特质”所表现的则是以“ 互惠道德义务为基

这就是说，构成现代日本企业内外部之普础的社群网络”。 遍

交易秩序基础的并不是人们通常以为的“ 社会法律契约”或法律

契约化的“ 社会规范安排” 这被认为是现代社会通达普遍交

易和普遍信任的基本道路，更不是中国式的血亲家族主义或“ 熟

人”式的“ 地域主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ｉｓｍ）传统伦理关系网络，而是

一种既能超越特殊主义或地域主义限制、又没有强行法制化的可

即所谓“ 高普遍化社会伦理信任 度互惠的道德义务感”。福

山甚至认为，这种社会伦理信任的基础是如此纯粹，以至于对待

诸如“ 跳糟”一类的非道德义务性行为的惩罚，“ 不是来自法律

规定，纯粹是出于道德压力。

福山的这一论断使我想起了８０年代发生在中国的日本工人

的故事，这个故事曾经被《 参考消息》等多家媒体报道过。故事

云：当时有上千名日本钢铁公司的工人在上海宝山钢铁公司工

作，他们是依据两家公司的有关合同来宝钢协助该公司安装调试

进口设备的。其时，这家日本钢铁公司正面临重大的经济困境，

①　［美］弗兰西斯·福山著《： 信任 社会美德与繁荣的创造》，李

宛蓉中译本，第２０８页。译文略有改动。

②　同上书，同上页

③　同上书，第２１８页。

④　同上书，第２０９页。着重号系引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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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实施大规模裁员，而在宝钢工作的这批员工正在裁减之列。

消息传来，上海方面（ 宝钢和上海市政府）表示愿意雇用这批日

本工人。出于人们意料之外，这批日本工人都谢绝了这一机会，

如期返回了日本，成了失业者。但他们毫无介意和抱怨。不独如

此，他们还在失业期自愿为公司提供义务服务，帮助公司作广

告，搞推销、进行设备维修和改进。最后终于帮助公司走出困

境，他们也获得了重新上岗的机会。

人们惊奇和感叹的，是这些日本钢铁工人对企业的无条件理

解、忠诚和义务奉献。而在日本，这种现象并不是例外的，几乎

俯拾皆是，它印证了福山的判断。日本社会的这种普遍的社会伦

理信任是如何形成的呢？这一问题的解答无疑带有日本社会和文

化的特殊主义印迹，但其中所显示的某些因素又未必不具有普遍

意义。福山（ 当然还有许多日本研究者）的研究表明，日本社会

之所以能够形成这种信任的网络机制，主要得益于它的（ １）劳

动制度（ 如，终身制）；（ ２）分配制度（ 如，底薪加“ 红利”的

工薪制）； （ ３）国民道德教育 （ ４）集团主义或民族共同体主

③　⋯⋯等等义价值取向； 。在这里我们不必也不及具体讨论这些

①　据报道，日本大多数企业的“ 红利”分配量甚至大于“ 底薪”工

资量，这种分配方式极大地调动了员工的劳动积极性。一个值得思考的问

题是，“ 红利”或奖金的分配方式在我国已相当普遍，但并没有产生如日本

企业的那种效应。原因何在？值得探讨。

②　福山说：日本国民的双向互惠之道德义务感“ 绝非正式或法律的

规范，完全是一种内化的思想，是日本员工经过微妙社会化的过程洗礼的

结果。”同上书，第２１１页。

③　参见同上书，第２０２页等处。另参见王元文著：《 日樱花与祭

本经济奇迹之根源》，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上篇，第四、五章；

中篇，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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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本身的现代经济合理性。我们关注的问题是，这些因素在日

本现代化经济过程中的成功实践表明，社会伦理文化的因素仍具

有强大的、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尽管这种积极的作用有时或在

某些地方总是与其消极影响相伴随的。

福山的研究是值得重视的。他认为，社会伦理文化对日本现

代经济的主要的积极作用，在于促生并维系了普遍的社会伦理信

任，包括企业忠诚；高度的敬业精神；群体或集体主义的合作精

神；稳定的社会组织化网络联系和荣辱与共的企业伦理与民族整

体主义等等。而由这些伦理精神所构成的“ 工作伦理”不仅具有

被马克斯·韦伯视之为救治现代工具主义经济理性之内在痼疾的

伦理良“方 责任伦理（”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而且培植了

较高的社会普遍信任度，使普遍交易不仅可能，而且成本大为降

低，从而带来日本经济的繁荣。

如果说社会普遍信任的伦理不是经济“ 繁荣的创造”之惟一

根源，至少也是其重要根源之一。何故如此？或者更具体地说，

社会普遍信任的伦理为何能够成为普遍交易的重要资源？我们的

解答是：首先，普遍信任的社会伦理为普遍交易秩序的建构提供

了经常的然而却同样具有基础性意义的社会条件。道德是“ 人为

自己立法”（ 康德语）的产物，而一俟这种“ 主观的法”（ 黑格尔

语）成为社会生活和“ 共识”或“ 常识”（ 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ｓ），也

就 这正是成为了社会成员“ 共同的”道德感（ ｍｏｒａｌｓｅｎｓｅ）

所谓“ 共识”或“ 常识”的本义，获得了某种形式的、日常化的

客观权威（ 相对于每一单个的社会成员而言），具有了伦理规范

（ ｅｔｈｉｃａｌ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ｓ）的形式。黑格尔把这一转化过程称之为“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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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的法”到“ 客观的法”的外在化过程。 这种外化过程早在

人类原始宗教生活中便已然形成，当弗洛伊德把“ 图腾”称之为

人类原始的宗教，把“ 禁忌”称之为原始的道德时， 实际上也

揭示了这种伦理道德之于社会生活的“ 规范”意义。作为一种无

形却有效的行为规范，社会共识化了的道德伦理具有了“ 习惯”

的“ 非正式规则”的意义， 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提供了必

要的经济性“ 指南”。著名制度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谈到，如果

没有“ 习惯”的帮助，无人能应付得了每日必须干的工作，无人

能生存哪怕是一天。 对于人们的日常交易来说，比如，乡村集

市的买卖，这种“ 习惯”的规范性尤其重要。它实际构成了人们

日常交易的基本秩序，成为交易者相互信任并实现交易行为的一

种无形却有效的凭据，一种具有真切意义的“ 道德担保”。正如

日常交易构成了社会普遍交易的有机部分一样，这种“ 习惯”性

的伦理规范也构成了社会普遍信任的一部分，因之，也是社会普

遍交易秩序的构成部分。

其次，普遍信任的社会伦理具有文化的一般特性和功能，如

信息的承载和传递；价值取向的暗示和规导；等等。这使得它同

其他形式的文化（ 如宗教）一样，对包括普遍交易在内的社会经

济生活发挥着特有的影响。“ 文化”有各种各样的定义，其中较

①　参见其《 法哲学原理》一书。

②　参见其《 图滕与禁忌》一书。

③　汪丁丁对“ 习俗”作了细致的区分，把“ 习惯”（ Ｈａｂｉｔｓ）归于

“ 非正式的规则”：把“ 习俗（”ｃｕｓｔｏｍｓ）归为“ 正式的规则”。这一区分的

重要意义之一，是有助于理解道德伦理作为“ 非正式规则”的“ 软性规范”

的特点 ～５页。。见其著：《 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第４

④　转述自汪丁丁著：《 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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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代表性的一种定义是：“ 文化是一代人通过教育和示范传授给

下一代人知识、价值或其他影响人们行为的因素的过 汪程。”

丁丁指出：“ 文化的功用在于它是信息载体，在于由它所生产的

习惯势力，在于生长在同一文化土壤的人们共享着它所载的信

息，交易成本由此而降低。” 以我个人的理解，汪丁丁的语意

是想告诉我们，文化作为信息载体（ 我想它是最具普遍性的信息

载体），使人们的信息共享成为可能。在人类交易活动中， 了解

信息是必需的、甚至是在先的行动条件之一。但任何信息的获得

都必须支付一定的信息费用，且交易范围愈大，对于信息的需求

就愈大，所需支付的费用也就愈高。更重要的是，在为实现交易

所需求的信息中，除了商品的价格、数量、成本、市场行情等知

识技术性信息之外，还需要了解许多相关的“ 非知识性”（ ｎ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信息。譬如，交易对象的商业信用、人格信用和社

①　Ｒ． ｒｏｃｅｓｓ，　Ｂｏｙｄ　ａｎｄ　Ｐ．　Ｒｉｃｈｅｒｓ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转引自汪丁丁著《： 经济发展与制

度创新》，第５页。

②　同上书，第１９～２０页。

③　当代许多研究“ 知识经济”学者，提出了对人类知识进行重新分

类的主张。鉴于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在“ 知识经济”时代日趋显赫的巨

大作用，有学者主张所谓“ 可编辑的知识”（ ｃｏｄｉｆｉｅｄ　 ｋｎｏｗｌｄｇｅ）与“ 意会

”（ ｔａｃｉｔ　 ｋｎｏｗｌｅ的知　识 ｄｇｅ）之分类。参见美国信息研究所编：《 知识经济

２１世纪的信息本质》，王亦楠中译本。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版“，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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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信用如何； 交易场境或环境的好环；等等。对此，由文化这

一信息载体所提供的信息共享，实际上使交易者能够“ 免费”获

得大量的相关信息。例如，通过公共媒体、民众舆论、政府的管

理评价等公共服务设施或渠道。这样，不仅大大节省了交易双方

的信息费用，而且使他们的信息了解因文化传递信息的公开性和

公共性而达到更准确、客观、丰富和可靠的程度（ 与他们独立寻

求的信息质量相比），最终使交易的成本大大降低。由此我们还

可以引伸出一个推论：社会的文化和伦理构成了社会普遍交易的

不可逃避的“ 场景”或背景，而健康的社会文化和伦理，将有利

于普遍交易的展开和繁荣。

最后，普遍信任的社会伦理不仅依赖于公民个体的信任美德

的培养（ 主体内在化），而且也对后者有着巨大的促生作用。同

样，它也不只是依赖于社会经济理性的支撑，而且也是后者不可

缺少的支持系统。这也就是说，关于普遍交易与普遍信任之相关

性的三个伦理学命题，实质上是不可分割的、相互支撑的。从另

一角度来看，这三个伦理命题中的任何一个都具有其解释限制，

任何将它们割裂开来的作法，都不可能完整地说明普遍交易与普

遍信任之间的复杂关联，因之也不可能真正充分地说明人类交易

行为本身。

①　在正常情况下，交易参与者的商业信用、人格信用和社会信用应

当是一致的。但这不是必然的。我们常常看到，即使某一商业信誉良好的

企业，也会因为具体操作交易过程的“ 办事人”的人格信誉问题而导致交

易失败，如此等等。这也是我们以三个命题的解析方式来讨论普遍信任的

重要考虑之一。

②　如果从一种积极的意义上理解新制度经济学家所提出的“ 路经依

赖”（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也会对这一推论有更深更积极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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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交易与交往：一个简短的社会哲学引伸

我们关于交易伦理的讨论似乎就此打止了，因为通过“ 相互

性”、“ 公正”和“ 信任”三个核心概念的［广义］经济伦理阐

释，我们实际已经对交易行为动机、交易秩序及其扩张和交易成

本这三个交易理论的主要关节，进行了系统的伦理分析。然而问

题并没有终结：当我们把交易视为一种“ 社会互动形式”时，实

际上已然把经济交易问题扩展为一个社会行为问题，而后者的解

释又不可避免地让我们卷入更为广阔的社会情景之中，使交易的

伦理话语同时具有了社会哲学和社会学的话语意义。在此意义

上，交易或经济交易行为也就必然被当作一种特殊的然而又具有

基础性意味的社会交往（ 行动）形式。

哈贝马斯说，现代社会合法性危机的根本症疾之一，乃是

“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而这里的所谓殖民化，哈贝马斯指的是诸

如经济、政治一类的社会“ 子系统”在不断追求其自身的独立和

势力强化的同时，以日益强大的力量闯入“ 生活世界”，并使之

屈从于它们的强暴。他说：“ 自主的子系统的要求从外渗入生活

世界，就好像殖民主义者侵入一个部落社会，并且强迫其同

①哈贝马斯化。” 的“ 生活世界“ 概念，意指文化、社会和人格个

性所共同构成的整合系统。其所谓“ 自主的子系统”是指经济、

政治这些日趋强大的独立领域。而所谓“ 强迫其同化”，是指经

① 德］尤根·哈贝马斯著：《 交往行动理论　　［ 》第三卷，第５２２页。转

引自艾四林著：《 哈贝马斯》，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２２～

１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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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和政治强迫文化、社会和个性转化的“ 金钱和权力”。他解释

道：“ 导致理性片面化，或者导致日常的交往实践物化的，不是

用媒介所控制的子系统及其组织形式同生活世界的脱离，而首先

是经济和行政的理性形式侵入到这样一些行为领域，这些行为领

域反对把自己转化为金钱和权力，因为这些行为领域是可以用文

化传统、社会整合和教养来分别加以说明，并且始终依赖于作为

协调行为的机制的理解。”

哈贝马斯是继马克思后对现代西方经济进行哲学与社会批判

的著名思想家之一，其与马克思的社会哲学批判之主要区别在

于：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的“ 资本”运动所产生的“ 经济剥

削”的哲学批判，提出了从“ 经济解放”（ 反剥削）到“ 政治解

放”（ 反阶级压迫）、最后达到“ 解放全人类”（ 反人性异化）的

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张，而哈贝马斯则是通过对现代经济（ 还有政

治）对人类“ 生活世界”的“ 内在殖民化”的社会批判，提出了

重建“ 现代性”和“ 社会民主的法治国家”、并最终实现“ 交往

共同体”这一新的社会“ 乌托邦”的主张。两位德国哲人既相互

见异，又一脉相通：他们对现代经济的社会哲学批判，似乎都集

中于努力揭示现代人类的经济生活与其社会生活，因而也是现代

经济与现代社会之间的深刻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的多重价值意

义。如果我们认可这种经济的社会哲学批判确有合理性意义的

话，那么，作为一种“ 社会互动形式”的交易行为，无疑就成为

了我们理解现代经济与现代社会之内在关联的典型中介。

交易行为一方面构成了现代经济行为的最一般形式，因而反

映现代经济生活的普遍特征：效率的目的性追求、价值的公正分

①　转引自艾四林著：《 哈贝马斯》，第１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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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市场的供需均衡与价格的普遍均衡机制、权利与责任的公正

秩序、资源的有效调配⋯⋯等等；另一方面，交易行为又构成人

类社会行为的基本层面。如果把人类社会看作是秩序化或制度化

的交往行为共同体（ 哈贝马斯意义上的），那么，交易行为也可

以合乎逻辑地被作是社会交往行为特殊形式。当然，按照哈贝马

斯的行为理论划分（ 即所谓“ 目的行为”、“ 规范调节行为”、

“ 戏剧行为”和“ 交往行为”四种行为类型）， 交易行为就具有

至少其中三种行为类型（ 除“ 戏剧性行为”之外）的主要特征

而如果按照哈贝马斯的“ 交往行为”定义， 交易行为又不止于

主体间通过“ 符号协调的互动”所达到的交往双方的相互“ 理

解”和“ 承认”，更具实质性价值意义的，还有交易双方买卖的

完成或价值交换的实现。当然，交易双方的相互“ 理解”和“ 承

认”本身 即，，也构成了他们实现价值交换的两个基本前提

对交易信息的了解与交易契约的达成。

“ 社会交往（”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是一个抽象的社会哲学

概念。就其实质而言，社会交往与经济交易具有相通的价值内

涵：两者均意味着一种权利与义务的相互性，而公正、平等、相

互理解（ 一致）和共识基础上的合作，是两者共同遵循的基本原

则。马克思对这种“ 相互性”作过哲学化的概述。他说：“（ １）

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２）每个

人只有作为自我目的（ 自我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段（ 为

①　　详见艾四林著：《 哈贝马斯》（，４．１）。

②　哈贝马斯定义：“ 我所说的交往行为是由符号协调的互动。它服从

的是必须实行的规范。这些规范决定交往双方的行为，而且至少被两个行

８３页。为主体所理解、承认。”转引自同上书，第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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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存在）；（ ３）每一个人是目地，同时又是手段，而且只有成

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当作自我目的才能成为

乍一看，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手段⋯⋯。” 多少具有康德人学目

的论的色彩。但仔细品味，两者却迥然相别。与康德不同，马克

思并不抽象地谈论“ 人是目的”，也不将之仅仅作为一个个道德

义务问题（ 把他人视为目的），而是给予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

以相互性的解释。这种“ 相互性”既是人与人之间的道义相互性

（ 都把他人视作目的；或都把自我视作他人的手段），也是人与人

之间的目的相互性（ 都把自我视作目的，或把他人视作手段）。

重要的是，马克思清醒地意识到，不仅承担义务（ 把自己作为另一

个人的手段）是实现自我目的必要条件（ 第一点），而且，承担

义务必须以拥有自我权利（ 自我目的）为前提（ 第二点）。因此，

一种综合的观点只能是，每一个都必须履行为我权利（ 目的）与

为他义务相统一的原则，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相互性。这是社

会交往的普遍原则，也是经济交易的价值原则。“ 交往”与“ 交

易”的共通处也在于此。

但我们前面说过，社会交往不等于经济交易。它包括可进行

经济交易的交往和非经济交易的交往两大领域。前者具有可量化

的价值公度性质；后者则不尽然，除非使非交易行为商品化。进

而，由于可否量化的价值公度性质的区别，决定了两者另一个相

互区别的特性：即前者是可以市场化商品化的，且市场化商品化

是其内在本质；而后者却是（ 原则上）不可市场化商品化的。因

此，我们把一切不能市场化商品化的交往行为称之为非经济交往

行为。非经济交往行为之所以不能进入市场交易领域，并不是因

①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 页。上），第１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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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具备价值特性，而在于它们的价值很难用市场价格来测量，

因而也无法进行交易。

但是，我们的这种结论立刻会遭到来自现实生活中许多常见

的经验事实的反驳。比如说，政治上的权钱交易，体育竞赛场上

的优胜（ 荣誉）与金钱交易；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显然，要给

上述结论提供足够的正当性（ 正确性）辩护，决不能只限于“ 市

场经济”的范围。这再一次证实了市场经济之正当合理性证明对

非经济的或文化的因素的依赖性，或所谓市场经济的纯科学知识

“ 自证”［　ｓｅｌｆ　－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ｉｎｇ］的局限性。 我们把诸如权钱交易

一类的行为判定为非法交易行为，最基本的依据是，这类行为逾

越了交易行为的界限，因而其正当合理性辩护就不再仅仅取决于

它的经济合法性，更根本的是取决于它在社会政治、法律和道德

伦理上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经济的合法性最基本的是由经济产权

（ 洛克和洛齐克意义上的财产权）界定、价格的市场公正性和交

易的公平秩序等方面来确定。姑且不说这些方面也有赖于社会法

律、文化和伦理道德等非经济技术性的条件支持，就是不考虑这

类条件支持的必要性，经济合法性的标准本身也还带有时间与地

域（ 范围）的限制。如果市场经济及其解释模式不是惟一的，那

么，所谓经济合法性标准也只能是相对的，而这正有待于社会政

治、法律和道德伦理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评价体系的补充和支持。

由此推论，经济合法性的评判标准与社会合法性的评判标准并不

总是一致的。一夜风流也许在嫖客与妓女之间算得上是一宗自由

合理的 ”），但无论如何它无买卖（ 正所谓“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法获得社会的认可。正像赌博、抓阉一类的行为有可能因其“ 完

①　参见本书“ 导论“”、第一章“”、第二章”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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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程序公正” 而取得某种形式的经济合法性，却无法取得普

遍认可的社会合法性一样。

但问题恰恰发生在某些实际的“ 两可”事实上：在某些国家

或地区，“ 红灯区”和“ 赌场”虽然不一定取得了社会伦理的正

当性，却实实在在取得了法律（ 至少是地方性的法律或法规）上

的合法性地位，甚至，抓阉式的分配方式还具有了一种常识公理

化的合理性。那么，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我们认为，这些特殊的超经济交易行为并不属于普遍交易的

范畴，毋宁说，它们都具有例外的性质，因而其“ 合法性”或

“ 正当合理性”只能是相对于严格的特殊条件才有意义。这就类

似于弑杀年迈体病的父母在太平洋某些岛屿的土居民族那里具有

伦理正当性（ 为孝），却并不能成为人类普遍有效的人伦孝道原

则一样。

然而，承认经济交易行为的合法性评判标准与社会交往行为

的合法性评判标准之间可能的不一致性，并不意味着前者可以保

持其独立于后者的超越地位，相反，它恰恰是提醒我们，必须保

持经济交易行为的正当合法性限度，使其不仅具有其经济行为的

合法性，亦即使交易行为符合市场规则，而且也要使之具有社会

正当性，即使交易行为同时符合社会交往的普遍原则，包括社会

法制和社会伦理的基本原则。换一种说法，我们坚持认为，虽说

人类的可交易经济行为与非经济交易的社会交往行为之间，存在

着可否量化或可否市场化商品化的差别，两者间的价值（ 评价）

公度仍然是可能的。在这里，我们不单需要克服马克斯·韦伯所

说的“ 目的性价值”与“ 工具性价值”的分离这一现代性经济伦

①　罗尔斯在其《 正义论》中解释了这一点。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30

理难题，而且还需要完整地理解人类“ 目的性价值”本身。经济

效率或经济利益并不是作为人类生活目的善的全部内涵，明确这

一点至关重要。

最后，我们必须承认，伴随现代市场经济普世化和全球化的

一个连带后果是，经济及其普遍交易方式的扩张，对社会其他生

活领域正形成越来越强烈的冲击和挤压，这种趋势的确具有哈贝

马斯所刻画的那种“ 子系统”对人类“ 生活世界的内在殖民化”

性质。弗罗姆等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严厉指摘和批判的“ 人

格市场化”或“ 市场化人格”，以及形形色色的非经济交易领域

的商品化，也确实越来越不带“ 例外”的色彩，而是几乎成了俯

拾皆是、司空见惯的生活经验。这是一种“ 现代性”的困惑，也

是现代人的困惑和现代社会合法性危机的主要根源。我们对“ 交

易”与“ 交往”的社会哲学辨析显然难以（ 也不奢望）承诺消解

这一困惑的理论使命，但作为经济伦理的引伸，它或可作为一种

有意义的理论提示，为追溯现代社会合法性危机的根源，探索出

某种可能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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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劳动与“ 工作伦理”

“ 劳动”是一个涵义十分广泛的范畴，也是一个永恒的人类

话题。当“ 劳动”不只是一种人的“ 谋生手段”，而且也具有表

达人的生存状态和行为方式的目的意义时，劳动的意义本身也就

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价值范畴，而触及到伦理学、法学和政治

学、社会学和哲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的价值意义。并且，只要有人

类存在，“ 劳动”便会作为其存在方式而拥有其不可穷尽的本体

论或存在论意味，成为人类存在意义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对于

“ 劳动”，人们有多面透视的可能，不同学科、乃至于不同的理论

立场或观点，都可能形成相互见异的“ 劳动”观念，呈现不同的

价值意义。

我们选择的是一种经济伦理的观点，由此观之，“ 劳动”就

不只是“ 指人类在生产财富所提供的有 或者价值的服务”；

“ 人们使用劳动资料，改变劳动对象，使之适合自己需要的有目

的活动”； 或者用现代市场经济学的术语说，是一种生产要素

中国大百科全①　《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北京－上海： 书

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五卷，第１３１页，“ 劳动”条。

②　《 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 １９８２年版 ，第４４３社

页，“ 劳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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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供应或人力资源的投入；等等，而且还是一种基本的人类生

存（ 活）方式和基本人权，因而它同时具有价值获取目的与获取

价值手段的双重价值意义，和作为基本人权与基本职责（ 作为一

种特性的义务）的道德意义。换句话说，它既具有作为特殊商品

的经济特性，也具有作为特殊价值的伦理特性，甚至还具有作为

人类生存与活动之基本方式的哲学人类学特征。

一“ 劳动”作为一种权利

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劳动与人类生存本身具有相同的价值意

味。在此意义上，劳动作为人类“ 谋生”的基本方式或手段，实

际也表征着人类的生存目的本身。“ 劳动创造了人”。这意思是

说，劳动构成了人的基本存在活动，也创造和提升着人性，使之

不断“ 进化”，超拔于其他物类之上，成为这个星球上最有“ 灵

性”的动物。从燧石取火、围猎开穴、菇毛饮血，到机电声光、

高楼大厦、美酒佳肴，都是人类创造性劳动的成果，既标示着人

类的文明进步，也构成人类文明生态本身。人类以其独特的劳动

活动维系着也表达着自身的存在。劳动是人类存在意义的最一般

表达形式。因此，劳动所具有的人类学意义就在于它是创造人本

身的力量，其关键则在于劳动方式的变革。当劳动被赋予人类生

存的本体论价值意义时，它就成了最普遍的人类活动或行动的代

名词，或者说，劳动代表着人类存在本身。人类怎样劳动，也就

怎样生存。另一方面，劳动方式也即是人类的存在方式或生活

（ Ｌｉｖｉｎｇ）方式。由此推出的结论是，劳动方式的改变同时也意

味着人类生存方式的改变。所谓“ 野蛮”与“ 文明”的人类学概

念，关键不在于人体的生理和心理结构的“ 进化”，而在于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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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 进化”的原因何在，在于人类以何种劳动方式生存或生

活。因之，劳动（ 生产）工具及其使用、作为劳动成果的生产物

品、以及人类通过劳动所创造的一切人类“ 文”化产物（ 居所、

服饰、武器、日用品、以及为自身生命死亡所营造的墓穴等等）

就成了人类考古学鉴证往昔文明即人类过去生活状态的证据。

说劳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还意味着一个十分重要的结

论：即，劳动本身具有人类生存权利的绝对价值，在某种意义上

甚至可以说，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权。拒绝劳动或被禁止劳

动，也就是拒绝生存或被剥夺生存权。因此，劳动既是每一个人

——它具有最本真最根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人”权性质，也是

每一个人不可御脱的责任 ——它具有绝对人性要求的义务力量。

然而，我们所要讨论的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或者一般生

存意义上的劳动权利，而是作为经济学范畴的生产性劳动（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Ｌａｂｏｒ）。或者略微宽泛些说，是作为具有社会价值意

义的劳动范畴。这一限定意味着：（ １）劳动必须是有一定经济效

用和社会价值的人类活动，用马克思的话说，它必须至少是“ 有

用劳动”。 （ ２）劳动的“ 有用性”不只是相对于劳动者自己而

言的，更重要的是相对于社会而言的。马克思曾经把人们各种有

用性劳动的“ 总和”看作是“ 社会分工”的表现。 这无疑是对

的。作为一种人类目的性行为，劳动的直接目的是创造使用价

值，满足劳动者的生活需要。但是当马克思（ 更早还有亚当·斯

密等人）提出“ 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得以产生的前提时，他或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５５页。

②　同上书，第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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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意思是指，劳动者的劳动并不只是“ 个人主义”的，而且

也是商品经济的。个人的劳动被融入商品（ 可交换的产品）而流

入市场，使劳动在产生满足自我需求的“ 有用价值”的同时，也

具有了“ 利他主义”的道德意义 它的成果同时满足了劳动者

本人和其他人的生活需要。（ ３）因此，虽然“ 劳动并不是它所产

生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

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 但无劳动则无财富仍然可

以成为一个价值（ 包括经济价值）真理。把劳动视之为财富或价

值的源泉，意味着一个重要的伦理学命题：从终极意义上说，只

有劳动者（ 广义的生产者）才能成为价值的真正主体。这一命题

与现代经济学强调的价值创造多源性和价值主体多元论并不矛

盾，因为“ 劳动”概念的涵义本身已然发生了改变。（ ４）劳动并

不同于单纯主观的人类意志行为，其发生和完善必须依仗相应的

劳动工具和劳动资料。所谓“ 白手起家”只能被读作一种对人的

创造性的道德赞赏，不能认作一种经济事实。这一含义提示我

们，讨论劳动问题无法撇开人类具体的劳动方式、劳动工具和劳

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利用等等，也就是必须考虑到劳动方式与劳动

之自然（ 资源）条件的影响。劳动是具体的。（ ５）当然，研究劳

动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劳动者本身，包括他或她的劳动能力、劳动

态度、劳动目的和劳动方式等等。正是在这一情景中，进入我们

理论视野的，不单是作为经济行为的劳动，而是作为社会行为和

道德现象的劳动。

有了以上五个方面的具体解释，我们便可以大致进行主题讨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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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了。经济伦理并不需要揭示和解释劳动价值含有的全部特性。

如，劳动的人类存在论特性。它所关注的是人类劳动的经济特性

和道德特性，也就是从经济价值与道德价值的双重角度来理解人

类劳动现象。从经济价值的角度看，劳动是人类特有的合目的性

的理性行为。这一理论判断有两种涵义：其一是劳动的“ 合目的

性”价值涵义。劳动是人类有目的的价值创造行为，它创造能够

满足人类生存和生活需要的“ 使用价值”。其二是劳动的“ 经济

理性”涵义，即：劳动是人类通过付出其体力和智力（ 知识与技

能或技艺）的消耗（ 代价）而获取商品价值和社会财富的基本方

式。 在这里，劳动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人类的经济理性行为，它

首先体现在劳动本身所内含的价值生产力尺度上，即人类对劳动

消耗与劳动成果之比较考量。作为一种理性的动物，人类不会做

无用“ 劳动”（ 与马克思所说的“ 用有劳动”相对），或者说，无

价值效用的“ 劳动”不能算作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劳动。其次，

劳动的经济理性特征还体现在人类劳动行为所特有的技术理性

上。人类的劳动总是具有预先目的和计划，并能使用和创造最有

劳动效力的劳动工具，选择性地利用各种生产资料（ 社会的和自

然性的）。马克思曾经把有无预先计划看作是人类劳动（ 如建房）

行为与蜜峰筑巢行为之间的根本差别，并以此标示人类理性行为

①　　马克思说：“ 商品价值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

耗费。”见同上书，同上页。但在同页上，马克思似乎把“ 物质财富”等同

于劳动所生产的“ 使用价值”（“ 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

富的唯一源泉，⋯⋯”）。我想，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只是就具体劳动（ 而非

一般劳动）的目的性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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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意识”和“ 目的”特征。这当然是人类理性的一般表现。但

它首先是人类经济理性的特殊表现，因为行动的计划意味着行动

的价值合理性。因此最后，人类劳动的经济理性特征还表现为劳

动者对劳动（ 力）之价值最大化效率的追求，也就是他或她力图

使自己的劳动是获得最大市场价值的努力。当劳动者看到自己的

劳动产品成为行销市场的商品时，他所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获取物

质价值的喜悦，而且还有自己的劳动赢得社会承认的心理满足和

精神荣耀。

由此，劳动本身也就有了其特有的道德意味：劳动在获得其

商品价值的同时，也获得了它所特有的社会价值和道德价值。从

道德伦理的角度看，人类的合道德性意义也正在于此。由于劳动

及其成果可以获得这种人的道德价值，所以，劳动本身也就成了

人类（ 确切地说是合格的成年劳动者）的一种基本权利，这种权

利既具有生存权的一般价值意义 作为劳动者基本的生存方

式：也具有道德权利的特殊价值意义 作为劳动者自身人格、

尊严或荣耀的自我表达与社会认肯方式。而谋求自身劳动的社会

承认，也即是要求自己基本权利（ 最普遍意义上的“ 人”权）的

社会认可。所谓“ 劳动光荣” 的价值评价值，不仅仅是一种外

在性的社会伦理评价，而且也是一种劳动者内在人格尊严的道德

“ 自证（”ｓｅｌｆ－ａｕｔｈｅｎｃｔａｔｉｎｇ）。正由于此，从《 世界人权宣言》到

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或有关法规，都明确把劳动的权利当作一项

基本人权。《 世界人权宣言》（ １９４８年）第２３条（ 一）规定：

①　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康帕内拉在其《 太阳城》一书中明确提出这

一思想，但这种劳动道德观念，在《 圣经》和中国古代伦理学中早已成为

一种普遍的道德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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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

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１９９９年３月

１５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修订）第四十二条规

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劳动是一切

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 并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法》（ １９９４年７月５日正式颁布）具体规定：“ 劳动者享有平

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

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

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

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 类似的条款见诸许多国家的《 宪法》

或有关“ 人权公约”。

需要指出的是，劳动作为一种权利，实际上与其他人权一样

存在着两种不同角度的理解。从劳动者个人的角度来看，劳动的

权利是指所有具备劳动资格的劳动者享有自由劳动或工作的权

①　引自董云虎、刘武萍编著：《 世界人权约法总览》，成都：四川人

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９６３页。

②　引自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 新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法规全

书》，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８页。

③　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章“ 规则”，第三条。引自同

上书，第１７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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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在这里，有两点特别的限定：（ １）劳动权利的所有者应是

具有劳动资格的个人，包括劳动者的体能、智能、基本技术、年

龄等方面的规定，但不包括性别、肤色、宗教信仰、民族和社会

等级的限制。这些限制性规定中，年龄规定是最基本的。我国

《 宪法》和《 劳动法》都明确规定，“ 劳动者”指年龄已满１６周

岁的成年公民。这意味着，合格的劳动者首先必须是成年公民。

未成年人当然可以从事一般性的劳动或类似活动，在我国，“ 爱

劳动”甚至是特别针对青少年的一种道德规范。但这里所说的

“ 劳动”与《 劳动法》的规定的“ 劳动”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

前者已被抽象为一种道德行为，一种勤劳自主、独立创造的品

德；而后者则是指具有确定职责要求的工作，它要求劳动者或工

作者不仅要具备与劳动职责相应的职业技能，而且要具备与之相

应的基本体能。重要的是，基本体能的规定不单是对劳动者的一

①　在日常语言意义上，“ 劳动”与“ 工作”并无实质性区别，无宁说

是两个可以互换的概念。但恩格斯在马克思的《 资本论》一书注释中提示，

英语中分别表示“ 劳动”与“ 工作”的“ Ｌａｂｏｕｒ”与“ ｗｏｒｋ”两词，却较

好地表达了“ 劳动”这一概念的两个方面的内涵：“ 英语有一个优点，它有

两个不同的词来表达劳动的这两个不同方面。创造使用价值并具有一定质

的劳动叫做ｗｏｒｋ，以与Ｌａｂｏｕｒ相对；创造价值并且只在量上被计算叫做

Ｌａｂｏｕｒ，以与ｗｏｒｋ相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６０页，注

释［１６］。这一语词辨析是为了进一步解释马克思关于“ 劳动二重性”

即“ 商品价值”特性与“ 使用价值”特性 之概括性表述（ 见同上）。在

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似乎并不在意这种区分。但这种区分并非没有意义。

马克斯·韦伯也曾对“ 劳动”和“ 职业”作过种种语言的词源学注释和分

析。通过这些概念在诸语种的确切含义之间的微妙差别，揭示了它们所特

有的社会文化意义和伦理意义。参见其著《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

晓、陈维纲等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５７页、第１６８－１６９

页等处注释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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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资格要求，也是对未成年人生理或身体成长给予必要保护的社

会限制。在此意义上，劳动资格不应被理解为单纯的能力限制，

而应该首先地和根本地理解为对人的人身权利和生命权利的合法

保护与道德尊重。这正是世界各国普遍限制和反对雇佣童工的基

本理由，也是一个最基本的道德理由（ ｍｏｒ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　 ２）任何

劳动者的劳动都必须是自由的，而不能是强迫性的。因此，劳动

的自由首先表现为劳动者选择职业的自由，这是自由劳动的第一

含义。需要注意的是，自由劳动或劳动的自由并不是与必要而合

理的劳动纪律相对立的，它的对立面是强迫劳动，后者意味着压

迫和奴役。受到强迫的劳动者不是真正的劳动者，而是奴隶或被

奴役者。对于奴隶或被奴者来说，不仅无劳动权利可言，而且连

基本的人身权利和生命权也无法保障。这是奴隶被当作纯粹的工

具和商品（ 奴隶买卖）而不被当作人的真实含义，因而是奴隶制

受到普遍谴责和摒绝的根本原因，也是一种得到人类普遍认可的

人权原则。

由劳动自由的规定，我们实际转到了劳动考量的社会角度。

从社会的角度看，劳动权利与其说是一种劳动者个人的行动要

求，不如说是劳动者行动权利的社会保障。或者说，劳动者的劳

动权利同时意味着社会或国家（ 政府）的保护劳动者权利的普遍

责任。对劳动者劳动权利的社会保障一般包括以下几个基本

方面：

第一，提供充分而公平的就业机会，这是保证劳动者劳动权

利的首要条件。在非自然经济条件下，劳动或工作机会不仅具有

商品经济的一般特性，而且由于劳动人口与劳动机会之间的不完

全对称性，造成劳动就业的市场需求与劳动市场的机会供应之间

的紧张，经济学将之称为市场劳动力的相对过剩。在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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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失业已成为一种常态，差别只在于失业率的高低。这样，如

何创造尽可能充分的就业机会，就成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头等目

标（ 劳动机会的多寡成为劳动力市场效率高低的标准）。在许多

人权公约中，“ 机会均等”都被列入较为优先的人权项目。

就劳动权利而论，“ 机会均等”的原则仍需进一步具体规定。

罗尔斯曾经把这一原则具体规定为：“ 依附于机会均等条件的职

（ 作为正义第二原则）但罗尔斯的这务和职位对所有人开放。”

一具体规定仍不充分。劳动或工作机会的开放性并不能绝对保证

其社会公正性。若就业机会不充分，“ 机会均等”就只具有相对

意义，即相对于获得就业机会的劳动者而言，机会公开是公正

的，但这不能包括失业者。无法就业本身就是对失业者的不公

平。因此，所谓“ 机会均等”的完整意义还包括机会充分，即社

会为所有合格的劳动者提供尽可能充分可能的平等就业机会。当

然，在社会实际生活中，完全充分的就业机会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如罗尔斯意义上的“ 完全公正”（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ｊｕｓｔｉｃｅ）在实际中也

不可能一样。相反，保持就业机会在一定程度上的“ 稀缺性”，

往往被经济学家们视为保持市场竞争的必要条件之一。尽管如

此，劳动者对充分就业机会的要求本身总是合理的，因之也是社

会（ 国家）应当无条件承诺的一项基本责任。

“ 机会均等”的另一层含义赋予劳动权利以更普遍的道德特

征，这就是，劳动或工作机会的开放供应应当是无任何差别（ 歧

视）的。劳动者的性别、种族、肤色、宗教信仰和个人劳动能力

等方面的差异，都不应成为社会提供工作机会的参照标准。惟一

Ｊ 　ｏｈ　ｎ Ｒａ Ａ　ｗｌｓ① ， 　Ｔｈｏｅ 　　 ｒｙ　 ｏｆ Ｍ　Ｊｕｓ ａｔ　 ｓｓｉｃｅ 　， Ｃ Ｕａｍ ｎｂｒｉｄｇ ｉｅ ｖ：　Ｈ ｅａｒ ｒｖａｒｄ

ｓｉｔ 　１９７１　．Ｐ　．３０２ｙ　　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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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考量的只是劳动者资格的合格性。只要某人具有合法的劳动

资格，就应当享有机会均等的权利待遇。即令劳动者个人的劳动

能力，也只能构成他或她选择具体职业和职位的限制，而不能成

为他或她享受劳动机会的社会限制。“ 机会均等”的此一道德含

义，构成了自由和平等之基本权利的具体内容，也是现代社会制

定男女同工同酬和诸如残疾人工作权利条例的基本价值依据。

第二，制定包括劳动报酬、休闲、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劳动

福利和保险等主要内容的社会劳动法规与制度体系，以确保劳动

者权益的充分合理实现。劳动报酬是劳动（ 力）价值的具体体

现，其公平与否也是保证劳动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标准。其公平

性包括两个基本方面：其一是同工同酬，不能因种族、民族、性

别、宗教信仰等文化政治差异而实现同一工种或职位的不同报

酬；其二是劳动报酬必须与实际的劳动力市场相吻合。一般说

来，劳动报酬的标准最终是由劳动力市场的价格（ 即劳动力供需

关系函数）来确定的。但正如整个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价格体系常

常因各种偶然因素的干扰或价格信息的约束而难以达于绝对公正

一样，劳动力的市场价格也不具有绝对的公正性。相反，在某种

社会条件下，劳动力的剥削甚至可能在成为一种常态。马克思的

劳动价值论对这一点有着深刻而系统的批评性分析，甚至可以

说，它构成了马克思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道德批判的理论核心和基

础。

劳动者的休闲、劳动条件、劳动福利等方面的保障，是劳动

权利的具体落实，也是有效实现劳动权利的正当条件，还是社会

文明程度的具体标志。一般说来，法定劳动时间越短，说明劳动

的生产效率越高。劳动生产率是劳动者体力和智力在单位时间内

的消耗与劳动产品的函数。更确切地说，是单位时间内劳动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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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与劳动产品的产出之比。不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产

品的价值量是由其商品交换价值（ 即马克思所说“ 劳动的质”）

所决定的，而不是由其使用价值（ 马克思所说的“ 劳动的量”）

决定的，对“ 劳动的质”或劳动产品的商品价值起决定性作用

的，除了劳动的技术物质条件和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外，最关键的

因素是劳动时间。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劳动时间的长短决

定着体现在劳动中的商品价值的多少。马克思在其“ 剩余价值”

理论中，曾经把延长工人劳动时间视为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主

要手段，或劳动价值剥削的秘密所在。

正当的劳动权利要求，劳动者的日工作时间（“ 工作日”）必

须以不超过劳动者所能承担的正常劳动能力消耗为最低限度，而

工作以外的休息或休闲时间必须以能够让劳动者足以恢复其正常

劳动能力为最低限度。工作时间较短，或休闲时间越长，不仅表

明工作（ 劳动）效率越高，而且也标示着劳动者可自由支配的时

间越长，对劳动权利的享受越充分，其生活质量越高，因之也表

明其所在社会的文明程度较高。马克思曾经对他所设想的共产主

义社会有过一种极富想象力的描述。他谈到，到了共产主义社

会，不仅物质生活空前丰富，而且人们的劳动本身也成为了一种

充分自由的享受和乐事，他们可以上午打渔，下午狩猎，晚上开

批判会，潇洒自由，其乐无穷。这当然是一种道德想象。但是，

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到今天，劳动时间的确在不断缩短。目前所流

行的星期工作制，虽然源自西方基督教的神创预定论（ 上帝创造

世界和人类的时间单位），却也反映了现代人对劳动时间所持的

价值观念。在西方较发达国家，周工作时间已缩短为每周５天甚

至更短，而日工作时间则均控制在８小时以内。我国《 劳动法》

规定的周、日工作时间为每５天半，每日８小时，到９０年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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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周工作时间已缩短为每周５天。

除劳动的时间性要求之外，劳动的安全、卫生和 害无伤 条件

社会保障，也是劳动权利的重要内容。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类

劳动对自然环境、条件和资源的依赖性较强，因而由这些外在自

然条件的偶然性或不可把握性所隐藏的劳动风险或劳动代价也较

大。如，原始的狩猎和采集，基本上只能事多倍而功减半，只能

勉强维持生理的简单需要。在现代社会里，随着机械、交通、通

讯和计算机等劳动的物质技术条件大的改善，人类劳动安全和卫

生条件也大大改善，劳动的风险或成本大幅度降低。这是现代劳

动生产力空前提高的根本原因之一。但是，虽然马克思曾经揭露

的无产者的悲惨劳动状况已不多见，劳动者的安全卫生状态仍是

一个问题，尤其是对于某些特殊性的工种或工作来说，某些新的

劳动伤害甚至更为严重。如，辐射、空气污染、化学感染、隐性

伤害所造成的劳动后遗症⋯⋯等等。所以，保障劳动者的生命安

全，改善其卫生条件，仍然是国家或政府所必须担负的重要责

任。这是确保劳动者安全，使他们愉快地履行其劳动权利的重要

保证。所谓优良舒适的“ 工作场”概念，正是现代社会对这一问

题的反应。

由于劳动总是意味着消耗，也总是或多或少地隐含着伤害与

危险，因此，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和福利是不可缺少的。这既是劳

动权力的一部分，也是尊重劳动的具体体现。在此意义上，社会

保险和福利就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某种形式的劳动补偿，而应该

同时被看作是对劳动权利的社会尊重。

最后，劳动权利的一个重要内容还体现为劳动者“ 接受职业

技能培训的权利”。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包括其体能、智能和技

能，是影响劳动力质量的基本因素之一，也是劳动者获取并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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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其劳动权利的基本条件。影响劳动者劳动能力的因素，除了

先天性的自然条件（ 体格、智能等等）外，更主要的是他们后天

的生活条件，包括受教育和培训的条件、机遇和主观努力等等，

这其中，绝大部分都有赖于社会文化教育条件的有效供应。

教育历来被视为再造人类文明的方式。培养和提高人的能力

（ 包括劳动或工作能力）乃是教育的基本目标之一。早在先秦时

代，孔子所创制的“ 六艺”（“ 礼、乐、射、御或驭、书、数”）

科制，体现了中国传统教育理念中的“ 学以致用”精神，表现出

对人的德、智、体、技（ 艺）等综合劳动素质的高度重视。在西

方，古希腊人也有可与之类比的文化传统，其“ 美德伦理”（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ｖ　ｒｉｔｕｅ）　　即指具体工艺或技艺和专门职业实践的完美成

就。诸如，智慧的美德之于“ 智者（”Ｓｏｐｈｉｓｔ）；勇敢的美德之于

战士；高超的技艺之于工匠；等等。时至今日，能工巧匠、各式

专家和工程技术人才、优秀管理者⋯⋯依旧是社会劳动力市场上

的“ 稀缺品”，因而享有优越的社会地位。而随着所谓“ 知识经

济的时 的来临，智能和技能作为劳动力要代”或“ 信息社会”

素的意义将日益突出。这提示我们，教育（ 包括职业技术教育或

培训）对于保障和促进劳动权利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如

果说，劳动资格是人们能够享受劳动权利的主体条件的话，那

么，这一资格的获取和提升则主要依赖于相关的社会客观条件

了。就此而言，劳动权利的问题首先是劳动者的“ 资格”问题，

而归根结底却是一个社会问题，不独劳动者能力培养如此，而且

①　关于“ 知识经济”的概念理解，和如何刻画当代暨未来经济的特

质，人们似乎尚存一些争议。参见田心“ 知识经济乎？信息社会乎？

下个世纪将是什么样？”载《 中国青年报》，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９日第３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45

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也如此。

二　　职业与职责：关于“ 工作伦理”

劳动作为一种权利或人权，所表达的既是作为劳动者个人的

人格尊严（ 自由、独立、平等）和社会价值（ 劳动的商品价值和

社会价值），也是劳动者对社会的基本要求（ 劳动的社会条件，

包括公平机会、劳动的物质技术手段、必要的劳动保障和福利等

等）。然而，如同任何一项基本人权一样，劳动权利与劳动责任

是相互对应和相互关联的，这种关联主要表现为职业与职责的关

联。劳动权利所体现的人格尊严有赖于社会的承认和社会道德的

评价，而当劳动者对社会提出其基本要求时，同时意味着劳动者

也要承诺相应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权利总与责任或义务相

伴。如果把劳动看作是一种职业行为， 那么，作为劳动主体的

劳动者就必须在申认其劳动权利的同时，承担其应负的职责。马

克斯·韦伯曾通过新教伦理与西方“ 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因果

联系，对现代意义上的职业与职责（“ 责任伦理”或“ 工作伦

理”）作了独到分析。在《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名作

中，韦伯集中探讨了“ 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

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 他的原则性结

论是，必须深入考察其他起“ 关联作用”的因素，尤其是内生的

①　自社会分工形成后，劳动也被分解为各种具体的职业性劳动。因

此，上述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②　［德］马克斯·韦伯著：《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

纲等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３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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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伦 ｏｓ，理精神”（ ｅｔｈ 又译为“ 社会精神气质”）的作用。

“ 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

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

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如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保障的妨

害，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必会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

滞。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

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

响。”

韦伯的意图是揭示基于各宗教的“ 责任伦理”观念对“ 理性

的经济行为”的“ 决定性影响”。职业化的劳动或工作当然属于

“ 理性的经济行为”范畴，尽管后者的含义要更广泛和抽象一些。

而且，从“ 职业（ 化）”的角度来理解“ 理性的经济行为”，虽然

只是一种理解角度，却是极为重要的一种。因为它为我们洞开了

宗教伦理中的“ 责任伦理观念”与经济伦理中的“ 工作伦理观

念”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巨大的解释意义之源。因此，被韦伯赋

予关键意义的“ 责任伦理”实际具有着“ 工作伦理”的本质特

征，而被他赋予“ 新教伦理”之特殊类型学解释的西方“ 资本主

义精神”，实际也具有着现代经济伦理的一般意义。

通过对路德的“ 职业 作为路德改革宗教的主要观”概念

的宗教文化学诠释，韦伯认为，“ 职业”（ 德语为念成就之一

“ Ｂｅｒｕｆ”，英语为“ ｃａｌｌｉｎｇ”）这一概念已然成为一个宗教神圣化

的工作概念，因而它既指世俗的工作职业、职位或工作（ 劳动）

本身，也具有神圣化的宗教的含义，成为上帝交付现世人们的一

种“ 天职”或“ 神召”。从而构成了“ 理性的经济行为”与宗教

①　马克斯·韦伯著：《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１５～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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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伦理相互联结的中介化概念，使世俗化化的职业工作或经

济活动具有了一种“ 道德活动”的超经济理性的价值意味。路德

改革宗教的创新之处在于，凭借其重铸的“ 职业”概念，使世俗

的经济行为和事务获得了宗教伦理的道义论支撑或依据，同时又

使旧有的对宗教伦理（ 如宗教“ 苦行僧式”的“ 禁欲主义”）的

否定性理解，获得了作为内在超越性精神伦理力量的积极理解，

从而融入现世事务和世俗生活的现代进程。他说：

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世

俗事务的义务进行评价。正是这一点必然使日常的世俗活动

具有了宗教意义，并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职业思想。这

样，职业思想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

的惟一存在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

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

务。这是他的天职。①

给世俗的“ 职业”以宗教“ 天职”的宗教伦理荣耀，这是路

德的新解释。但是，第一，虽然路德首次提出了“ 职业思想”，

赋予世俗工作或劳动以尊严和荣耀的观念却并非基督所特有，

它存在于许多其他宗教的非宗教的世俗文化传统之中。第二，路

德对“ 职业”的价值肯定仍不彻底。因为他依旧把世俗职业的安

①　马克斯·韦伯著：《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５９页。

②　在《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第五章注释［１９］中，韦伯

特别注明：“ 赋予劳动及劳动尊严以特殊的道德价值，这种观念并非始于基

督教，也不是它为所专有。”同上书，第２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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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看作是人（ 具体地说是“ 职业者”或劳动者）接受宇宙之自然

法则或上帝安排的受命行为，因而，“ 职业”的荣耀与尊严仅仅

来源于其安排者上帝本身的绝对神圣。这种观点与圣·托马斯·阿

奎那将劳动或职业的分工视为神意安排的直接结果的观点相比，

并无创新别奇之处。与这相比，尔后清教神学家巴克斯特（ Ｒ．

Ｂａｘｔｅｒ，　１６１５～１６９１）和清教徒的“ 职业”（ 劳动）观念倒是更

彻底更合理得多，因为他（ 们）不仅把“ 职业”（ 劳动）看作是

响应上帝召唤的神圣之举，而具有荣耀，而且也认识到，“ 职业”

操持或职业劳动的荣耀还在于它可以为社会和人类创造物质财

富。易言之，劳动和职业的道德价值与宗教（ 神圣）意义不独在

于其理想的神圣道义论特性，而且也在于它现实的价值目的论特

性，两方面都符合上帝意志。

确实，一种职业是否有用，也就是能否博得上帝的青

睐，主要衡量尺度是道德标准，换句话说，必须根据它为社

会所提供的财富的多寡来衡量。不过，另一条而且是最重要

的标准乃是私人获利的程度。在清教徒的心目中，一切生活

现象皆是由上帝设定的，而如果他赐予某个选民获利的机

缘，那末他必定抱有某种目的，所以虔信的基督徒理应服膺

上帝的召唤，要尽可能地利用这天赐良机。要是上帝为你指

明了一条路，沿循它你可以合法地谋取更多的利益（ 而不会

损害你自己的灵魂或者他人），而你拒绝它并选择不那么容

易获利的途径，那末你会背离从事职业的目的之一，也就是

拒绝成为上帝的仆人，拒绝接受他的馈赠并遵照他的训令而

使用它们。他的圣训是：你须为上帝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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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罪孽而如此。

担当天职、履行义务是“ 职业”劳动的荣耀或“ 劳动尊严”，

致富求利、利用上帝赐予的机会来实现自己的价值目的，也是劳

动的荣耀与尊严。它们都是上帝意愿的体现。宗教的苦修禁欲主

义并不针对合乎人类目的的求利致富行为，而只针对耽于肉体享

乐的罪孽之举。韦伯的这一诠释传达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伦理

信息：即使在宗教的经济伦理观（ 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ｔｈｉｃｓ）中，“ 职

业”或劳动（ 工作）不仅与“ 职责”相关，而且也与“ 财富”或

价值效用相关。用我惯用的伦理学理论概念来说，职业或劳动不

仅其社会道义论或道德义务论的意义维度，而且还有其个人目的

论或道德目的论的意义维度。而且，正是经由这两个意义维度及

其关联，我们才可能真正完整地把握职业劳动作为人类“ 理性的

经济行为”与作为人类富于尊严和光荣的“ 工作伦理行为”的双

重本质。如果说，马克思对“ 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

性” 即劳动的有用性（ 使用价值）与商品性（ 商品价值）之

揭示独特而科学的批判性证明， 了作为“ 理性的经济行为”的

价值目的论意义的话，那么，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

神、或关于“ 职责”与“ 职业”的宗教社会学与宗教式经济伦理

学的文化解释，则揭示了作为一种“ 天职”或神圣使命的职业劳

动的宗教道义论意义。

然而，韦伯的“ 责任伦理”或“ 职责伦理”虽然含有“ 工作

①　《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中译本，第５８页。

②　　马克思自我申言：“ 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

批判地证明了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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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的一般意味，却毕竟受其宗教解释的限制。越出特殊主义

的文化（ 宗教）解释，我们必须证明，劳动或职业的道义论意义

维度不仅是宗教的，更是普遍世俗道德或社会伦理的。为了说明

这一点，让我们再一次回到韦伯对“ 职业”的概念诠释中去。由

于劳动分工和劳动组织化、专门化的现代特点使然，对“ 职业”

概念的理解已然构成我们从经济伦理意义上解释“ 劳动”（ 工作）

伦理的关键。而要超逸一种既定的概念解释，又必须首先理解这

一既定概念的解释本身，一如欲取虎子必先人虎穴。

事实上，韦伯对“ 职业”概念有着较为全面的词源学了解，

包括宗教词源学的与非宗教词源学的了解。他谈到，现代人所谓

的“ 职业”（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最基本的语义有两个方面：一是指“ 一

种终生的 但是无论在任务”；二是指“ 一种确定的工作领域”。

信仰天主教的诸民族的语言中，还是在古代民族的语言中，都难

找出与现代“ 职业”概念意义类似的语词或概念，只有希伯莱语

中的“ 职务”一词与之有些相似。在《 七十子希腊文本》中，有

关“ 职业”、“ 工作”和“ 劳动”便有好几个词，且相互间词意差

异甚大。该文本用“ ”（ 神约、契约）来翻译希伯来语中

的“ 任务 ”、神安排的事业”一词，同时又先后使用了“

（ 工作、行为、职业）和“ ”（ 痛苦、艰难的工作）等词。

“ 神约”、“ 契约”虽然带有明显的道义论色彩，确与伦理学中的

“ 义务”、“ 责任”概念相关。但在古希腊文中，“ 义务”或“ 责

）与“ 劳动”或“ 工作”（ 如，在斯多噶任（” 派的

著作中出现的“ 指” “ 劳动“”、疲劳”）则没有词源

上的相关性，后者并没有道德伦理方面的意思。路德用来翻译希

《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钢等中译本，第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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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莱语中“ 职务”的德文词“ Ｂｅｒｕｆ”，实际上指“ 脑力劳动，而

不是体力劳动”。尽管此一翻译切合希伯莱语中的“ 职务”原意，

但并不带有伦理道义或道德义务的意味。

然而，路德的《 圣经》翻译却赋予希伯莱语中的“ 职务”

（ 拉丁文“ ｏｆｆｉｃｉｕｍ”　）以神圣道义论的色彩，表达了古代的“ 劳

动”与“ 神约”或“ 义务”两个语词的双重意义。因此，他把

《 七十子希腊文本》中的“ 你的工作已很久了，继续你原来的事”

译成了“ 坚守你的职业，保持你原来的工作。”与此相关，路德

也把希腊文本中的“ 守住你的约”译为“ 信守神的约”。 路德

的翻译无疑是一种“ 现代性”语言的意义转换，其作为译者的现

代主体性（ 理解）清晰可辨。这也确乎证实了当代著名伦理学

（ 史）家麦金太尔（ Ａ．　Ｍａｃｌｎｔｙｒｅ）关于不同语言（ 更不用说不同

语系）之间的“ 不可译性（”Ｕ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ａｂｉｌｉｔｙ）主张。

透过这种语言或语词意义的差异性之词源学考辨，韦伯发现

了“ 职业”与“ 职责”的意义关联，及其对“ 现代资本主义精

神”生长的重大影响，从而建立了他的“ 责任伦理”新概念。而

正是凭借这种“ 责任伦理”概念，韦伯才能洞见并阐发“ 职业”

或现代工作（ 劳动）的道义论维度。韦伯的成就提示我们，人类

劳动同人类生活本身一样，自古至今始终（ 或多或少地）具有一

种无可摆脱的“ 神圣性”和道德感。我们无法把人类的劳动或工

１７０页 。

② 详见第三章注释［３］。同上书，第１７１页。

③ 参见［美］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著：《 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

“ 传统与翻译”，万俊人等中译本。北京：当代中国出第 １９章 版社１９９６

年版。

① 韦伯的长篇词源学考证详见第三章注释［１］。同上书，第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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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简约为一种纯粹的“ 理性的经济行为”，正如我们无法把人类

的本性简化为“ 饮食男女”的自然本性或本能，无法把人类本身

简化为一种哪怕是具有某些高级进化特征的动物一样。

由于现代社会的“ 劳动组织化”特征和随着日益发达的社会

分工所形成的日趋细密而系统 劳动已经愈的劳动专门化特点，

来愈具有工作职业化的特征。因此，通过了解“ 职业”与“ 职

责”的相互关系，我们便可以了解劳动或工作的道义论意味，进

而具体了解劳动或工作的责任来源与责任界限，最终形成一种较

为完整的现代“ 工作伦理”。

为简明起见，我们姑且把“ 劳动”（ 　Ｌａｂｏｕｒ）与“ 工作”

（ ｗｏｒｋ）当作同质性概念来使用，同时也根据语言表达的需要或

语境的特定要求，交替使用“ 职责（”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责任（”ｒｅ－

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和“ 义务”（ ｄｕｔｙ），除非有必要作专门的概念辨析

和说明。

“ 劳动”的责任之源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来谈，我将其内

外两个方面分别称之为内生责任和外生责任。

劳动的内生责任源于其价值（ 财富）创造本性。一切有意义

的人类劳动都必定是“ 有用劳动”或价值行为。我们说过，“ 劳

动”的基本内涵之一是指人类的目的性行为。这不仅是说人的劳

动总是有其特定的目的（ 具体劳动），而且也意指人的劳动总是

合（ 人类）目的性的（ 劳动一般）。因此，一般意义上的“ 有用

（ 性）劳动”既是相对于劳动者自己而言的特殊目的性价值规定，

也是相对于人类而言的普遍目的性价值规定。就前者而言，劳动

想一想被誉为“ 现代（ 工业）管理之父”的美国管理学家泰勒所

所创造的“ 泰勒（ 工作）制”，就不难明白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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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 使用价值”，构成劳动者个人的生存（“ 谋生”）方式：就

后者而言，劳动创造“ 交换价值”或“ 商品价值”，且劳动力本

身即是一种特殊商品。作为一种人力资本，它是一种能够创造价

值的价值，具有资本的一般特性，因而成为合（ 人类）目的性

（ 追求和创造财富）的或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方式。然而即使在

这里，我们也会发现，劳动的目的性意义与道义论意义是不可割

离的。不用说作为特殊商品或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在客观上所负

有着创造财富、维护和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社会道义和责任，具

有遵循市场规则和交换契约的内在要求，即令自然意义上的或仅

限于创造使用价值的个别劳动，实际所体现的价值意义也不会全

然是个别性的。群体围猎或个体自耕农的耕耘所担负的维持生存

（“ 谋生“”）职责”，也通常是非个人或超个人性的。养家糊口的

说法也许有些“ 现代”，但养儿育女总可视为贯穿人类生活历史

始终的自然律则，任何劳动者都无法正当地逃避这一自然律则的

规范和约束，而在伦理学意义上，规范或约束即是责任或义务的

另一种表达。

与劳动的内生责任相比，其外生责任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

简单地说，劳动的外生责任来源于劳动的社会分工和组织化。社

会分工使劳动专门性、职业化，因而产生相应的专门劳动技术约

束和劳动纪律约束；产生职业化的工作职责要求和劳动组织的制

度约束。而且，在现代社会化生产条件下，劳动都必须通过劳动

组织的形式，更确切地说是通过某一特定的劳动组织（ 企业、公

司、单位、部门等等）与劳动者个人的契约关系（“ 劳动合同”）

而相对固定为某一特定具体的职业行为，从而形成各种各样的社

会性劳动关系。关系即相互制约。劳动关系即是对劳动者个人的

职责要求，也就是劳动者所必须承担的义务。因此，当劳动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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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享有自由选择职业、平等就业（ 机会均等）、获取劳动报酬、

得到基本劳动条件、安全、卫生和福利保障等劳动权利时，也必

须同时承诺遵守劳动纪律、信守劳动合同、努力工作等相应的劳

动义务。这是职业与职责、或劳动权利与劳动责任的对等均衡原

则。

劳动外生责任往往具有强制性，因为任何契约关系都具有法

在合法的劳动契约的关系或劳动合同律的性质。 中，如果说劳

动者对劳动权利的申认和要求具有合法性，那么社会或劳动组织

对劳动者提出的相应的职责要求也应具有合法性，除非劳动契约

本身不合法。这种职业要求通常包括对劳动者的劳动（ 或工作）

资格、劳动纪律、劳动任务或工作目标等具体内容。需要强调的

是，劳动的外生责任的强制性不应被理解为任何形式的劳动强迫

或“ 强迫性劳动”。所谓“ 强迫性劳动”，国际劳工组织在１９３０

年６月２８日通过的第２９号公约即《 关于强迫劳动的公约》之第

二条中有明确界定，其云：“ ‘强迫或强制劳动’一词系指以惩罚

相威胁，强使任何人从事其本人不曾表示自愿从事的所有工作和

劳动。” 也就是说，一切非劳动者自由选择或志愿从事的劳动，

都属于强迫性劳动。其基本特征是，劳动行为的实施既不是出自

劳动者的求利动机，也不是出在其义务动机；因而其结果不具备

合劳动者目的的价值意义，只对强迫（ 雇用）者有利。其次，强

我国《 劳动法》第十六条规定：“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

（ 这是“ 劳动组织”的中国式表达 引者注）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

“ 劳动合同依利和义务的协议。”第十七条规定： 法订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

当事人必须履行劳动合同的规定义务。”引自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 中华

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法规全书》，第１７０７页。

引自《 世界 第１１７７页。人权约法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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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劳动必定是某种诱惑、欺诈、惩罚或威胁条件下的劳动，因而

带有明显的非人道性质。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黑奴的劳动状况就

是典型的强迫劳动。日本电影《 野麦岭》中所刻画的纺织女工的

劳动也具有类似性质。最后，强迫性劳动的概念还应该包括针对

一切人（ 包括劳动者和不具备正常劳动资格或能力的人）的非人

道主义强制劳动。例如，非法雇用童工、剥削性压迫性地使用非

适龄人员、诱导或强迫卖淫 ⋯⋯等等。换句话说，劳动的价

值标准不仅需要有经济合理性依据，而且还需要有社会合法性和

道德正当性的依据。由此可见，强制性劳动问题更典型地反证了

劳动的道德性质，也表明劳动问题原本或始终都是一个经济伦理

问题，撇开其经济维度或道德维度，都不可能真正理解人类劳动

的真相。

三“ 义务劳动”问题：一个必要的补充

与强迫劳动相对立的是义务劳动，所谓“ 义务劳动”，是指

一切由人们（ 不仅仅限于合格的劳动者）自愿承担的超职责范围

严格地说，卖淫不应属于劳动或工作的范畴。但由于两个原因，

我们仍可以在这里把它作为强迫性劳动的特例来讨论。一个原因是，现代

社会确出实现以卖淫为业的特殊职业，甚至在某些地方取得了某种程度的

社会合法性（ 当然，人们也可以引证巴比伦城的职业妓女普遍存在的古代

事实，将这一判断的范围扩展到古代社会）。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对劳动概

念的日常直觉或多或少存在某种误解，以为凡卖力求利的行为都可归于正

当劳动或职业的范畴。事实上，劳动作为一种人类行为也是有其特定界限

的，即使把劳动当作一种生存权，也不意味着任何以生存为目的的体力消

耗行为都是一种正当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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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有社会公共义务性质的劳动或工作。这一简单的概念规定，

显示出义务劳动至少具有四个基本特点：即（ １）它没有特定的

劳动资格限制，如，年龄、技能、体能、智能、职业等限制，凡

具有基本行动能力的人均可成为义务劳动者。

（ ２）它必须是基于人们自愿选择的主体性基础之上的。如果

说，合法劳动必须是劳动者自由选择职业的行为的话，那么，义

务劳动就更应该是人们自由选择和参加的非职业性劳动。在这

里，“ 非职业性”不是说义务劳动必定是非职业的劳动，而只是

说义务劳动没有职业的界限，也无职业与非职业之分。事实上，

职业劳动也可以成为义务劳动，反过来，非职业劳动未必就是义

务劳动。日本企业的职工大都从事相当数量的义务劳动，比如

说，自愿延长工作时间、加班加点、义务帮企业或公司摊销、搜

集市场信息等等。这种职业性的义务劳动在我国也曾相当普遍，

至今也不鲜于世。与之相对，类似于“ 教授卖烧饼”、“ 第二职

业”的“ 额外劳动”，就并不具有义务劳动的特性。它们往往被

作为职业劳动者补充生活收入的一种常见方式，只要不影响“ 第

一职业”且合法正当，这种职业外的额外劳动并不是不可允许

的。在我国现阶段，这类现象几成常见。

（ ３）义务劳动虽然没有职业规定的限制，却必定是超职责

作为一种特例，城市农民工也可以视为这种额外劳动的普遍实例。

在城市农民工中，相当数量是利用农闲时节，或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而进

城“ 打工”的（ 我喜欢“ 打工”的说法，它形象生动而又准确地刻画了我

所谓“ 额外劳动”的确切特征）。当然，我的这种看法并不影响或动摇人口

社会学把城市农民工的出现看作是社会成员的角色变换或工业化社会进程

中的人口流动等观点的真实性，也不会影响到劳动社会学将之视为社会职

业结构变迁的实证分析和结论。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57

的。我们的前面说过，职责总与特定的职业劳动或工作职业相辅

相成。这意味着，任何一种特定的工作职业都必定带有相应的工

作职责。职责总是具体的、特殊的，它限定于特定具体的工作职

业范围之内。我们不能要求某一位织布工人为棉纱（ 甚至棉花）

的质量负责，也不能要求某一企业或公司的普通职工去承担因企

业管理者的管理决策失误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管理责任）。在这

里，职责必须与具体的职业和职位直“ 挂钩”或“ 对接”，否则，

就会造成职责不明或无责任主体的后果。诚然，职业或职责的这

种明确界限并不是绝对封闭的。任何一种特殊的职责都或多或少

地与劳动者的社会责任相关，正如劳动者个人的劳动或职业工作

不完全是个人行为，而同时具有“ 社会行为”的一般特征一样，

任何特殊的职责也具有社会责任的一般意义。正由于此，诸如冰

箱制造者的生产劳动所应负的技术质量责任（ 保证产品合格的技

术品质），既是其特殊职责，也是其社会责任。同理，任何产家

或企业的企业行为，除了所承诺的本位职责外，也都负有一定的

社会责任，比如说，控制或禁止使用氟里昂：保证其经济生产不

会造成环境污染；等等。

然而，这种特殊职责与社会普通责任的关联并不能模糊职业

与职责相互对应或不同职责之间的严格界限，否则，“ 义务劳动”

的概念就有可能被泛化为不合理的社会负担。

因此，对于“ 义务劳动”的超职责特点应当这样理解：它首

先是基于劳动者自觉自愿的意志选择基础之上的劳动行为，这是

义务劳动与强迫劳动的根本对立所在。其次，它是劳动主体自觉

自愿地承诺其“ 本职工作”（ 这一概念是极为确切的）之外的劳

动责任或工作份额的纯义务性行为。在这里，“ 超职责”既意味

着一种时间界限的突破（ 本职工作时间之外），也意味着一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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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责任的扩展（ 本职工作的职责之外）。最后，由于义务行为的

纯义务性动机使然，它也必定是非功利的（ 俗称“ 不计报酬”）。

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必定是以社会福利而非自我利益为劳动目的

的。

（ ４）义务劳动的“ 超职责”意义不是指无职责承诺，而是指

其责任承诺的范围已由特殊职责扩展到普遍的社会责任，亦即公

共义务的承担。韦伯的研究表明，“ 职业”作为“ 劳动分工之下

的一个人所承担的工作”，虽然最初并“ 不表示任何伦理道德方

面的意思”，但随着人类生活的社会化进程“，职业“”、职位”和

“ 劳动”（ 工作）都具有了一种公共责任或义务的意味。所以，在

拉丁文中“， （”职业）和“ 工作（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 职位（”ｏｆｆｉｃｉｕｍ）也

可以用“ ｍｕｎｕｓ（ 职务、职责、义务、责任）来表示，而

“ ｍｕｎｕｓ最早就是“ 从古老的市民社团强制性的义务（ 中）派

生出来的”，而“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一词也“ 可能源出于古老的公民纳

税申报”。 如果韦伯的词源学考证和社会学分析是可信的（ 他

的研究已被公认为权威性的理论），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中抽演

出两个极为重要结论：第一，在社会劳动分工的既定条件下，劳

动不仅被职业化、组织化了，而且其职业化或组织化特征隐含着

一个重要的社会学事实：即，职业化的劳动总是与特定的职业性

劳动组织相联系的，因而个体劳动具有了组织或社团群体的背

景。或者易言之，个体劳动具有了某种形式的“ 集体”或“ 群

体”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不仅构成了某种可称之为职业认同

（“ 同行”）的社团公共性，而且有可能发展出某种可称之为群体

详见《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三章注释［１］。于晓、陈维

纲等中译本，第１６８－１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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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认同（“ 同道”）的社会公共性。因此，一种特殊的工作或职

业源出于某种“ 古老的市民社团强制性义务”，就成为可以理解

的劳动观念，劳动本身所承负的公共义务意义也就不难理解。第

二，一旦劳动被纳入社会分工和劳动组织的结构之中，劳动的结

果或目的与劳动的报酬就不可能完全是个人性的。“ 纳税”是劳

动者与社会共同体分享劳动成果的社会化方式，也是劳动者承担

社会公共义务的合法见证。它更具体地说明了劳动所具有的公共

道义实质性内容。与之类似，劳动者对某一职业和职责的承担也

具有相同的社会公共性质。任何劳动或工作职业都是社会劳动分

工的一部分，而与之相应的工作职责也都是通过社会劳动组织的

①形式所作出“的 社会规范安排”。

但是，我们所说的义务劳动的社会普遍责任或公共义务性特

点，不只是，甚至主要不是劳动自身的社会公共责任意义，更重

要的是指它所体现的纯粹公益性。人类组成社会并按照社会化的

劳动分工在履行自己的职业和职责，这当然是最基本的，但决不

是全部。因为，在社会公共事业中，有一些是可以职业化的，有

一些则是非职业化的。前者如社会（ 政府）公职、军队、警察、

以及其他公共管理部门和公共服务部门；后者如社会公益事业、

慈善事业、非组织化的公共服务事业和公益行动等等。这些职业

化和非职业的公益事业或行动，同样属于公民的义务范围。其

中，职业化的公益事业和行动所具有的公民义务性质还带有某种

义务强制性，如服兵役。而非职业化非组织化的公益事业或行动

则不完全带有这种义务强制性。比如，爱护公共卫生和公共财

产；遵守公共规则；等等。说它们不完全具有这种义务强制性，

参见本书第六章“ 交易伦理：相互性、公正、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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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指公民们对这些义务的承诺虽然有着约定俗成的道德约束或社

会伦理规范。但相对而言，这些约束和规范的道德力量只是软性

的，也缺乏严格的制度化限制，甚至于除了道德（ 义）指摘或赞

赏外，也没有职责规范那样严密的评估、监测和控制机制，因而

其规范性力量远不及社会制度化的规范力量强大。比如，一个人

是否担负某种公益性义务，在多大程度上愿意牺牲自己的闲暇时

间和精力，去从事义务劳动，等等，都是不确定的。它们都有赖

于公民个体的社会道义感和公益心。

一般说来，义务劳动 无论是职业化的，还是非职业化的

都具有非强制性和非自利性特点。在这一意义上说，义务劳

动即是人们自愿从事的具有普遍社会义务意义或公益价值的劳

动。但也有一类特殊的劳动或劳务具有部分的义务劳动的性质，

它们不一定是完全自愿的，但却是具有公益性质的，而且带有某

种程度的社会强制性和道德约束力。比如，国际劳工组织在《 关

于强迫劳动的公约》中所列举的几种不能包括在“ 强迫劳动”之

列的特殊劳动或劳务。简明起见，我把它们概括为以下五种

１．义务兵役或相应的替代性工作；

２．正常的（ 国家）公民义务；

３．服罪期间的劳务；

４．为社会紧急情况（ 战争、天灾人祸等）所担负的劳务或

工作；

５．社区服务。

除此以外，我们实际上还可以列出其它具有义务劳动之部分

特征的劳动类型。比如说，家务劳动。人们从事家务劳动不一定

引自《 世界人权约法总览》，第１１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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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出自自愿，但一般都没有个人功利性的特征。可见，义务劳动

的概念内涵十分广泛，其表现形式或类型也多种多样。由此又引

伸出一个有关义务劳动的价值评价问题。很明显，不同类型的义

务劳动所表现的义务性质或道义力量是有差异的。主动服役与被

动服役虽然都可以算作是履行义务的劳动，但由于当事人的志愿

和自觉程度不同，两种服役行为的义务性质和道义力量不可同日

而语。同理，英勇战斗或捐资救灾，甚至为之奉献生命与履行普

通义务的行为也具有美德意义上的差别。

然而从根本上说，义务劳动不仅是一种正当社会行为（ 合乎

社会道德规范），而且是一种具有道德善价值的美德行为。如果

说，义务劳动的基本特征是它所表面的非个人功利性、志愿性和

公共义务性的话，那么，它也必定是出于纯道义动机且能产生社

会公共价值的道德行为。因此，其道义动机愈深厚，自律程度愈

高，所产生的社会公益价值（ 不仅是实质性的，而且还有且更重

要的是伦理道义的精神价值）也就愈大。但这种价值评价标准并

不意味着不同类型的义务劳动在道德性质上有贵贱高低之分。一

切真正意义上的义务劳动，都具有积极的义务品质，其道德价值

意义是同质的，都应受到尊重和赞赏。在此意义上，日常生活中

的平凡道义之举与非常时刻或非常境况中的英雄壮举具有同质的

积极的道德伦理意义。这里的关键仍在于劳动行为的道义性

（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ｉｎｅｓｓ）和公义心，以及它所表现的自律程度。如此，前

面我们所引述的几在具有某种社会强制意味（ 与惩罚性强迫威胁

相区别）的劳动或劳务，就不能算作是完全意义上的义务劳动，

而只能被视为具有某些或部分义务劳动特性的特殊劳动或弱义务

活动，其中，第三种即服罪期间的劳务行为的义务性最弱，因为

其强制性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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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义务劳动应被看作是“ 工作伦理”的特例。而且，由

于它完全超出了“ 理性的经济行为”的意义范畴而具有较为纯粹

的道义论特性，实际上也超越了经济伦理的讨论范围。然而在另

一方面，作为一种特例，义务劳动的道德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深

入地了解人类劳动的道德价值和社会意义，有助于建立起更完备

的“ 工作伦理”观念。

附录：社会公平的代价与合理期待

国有企业改革中人员分流决策的

一个必要的道德考量

社会公平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目标和标准之一，它不仅历

来具有其基本的社会道德意义，也是整个制度或结构与社会管理

决策的基本坐标。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合理地处

理好社会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的矛盾，在两者间求得一种恰当的

可以为社会公民普遍认可和接受的平衡。“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是我们确定的基本改革方略，其间所提示的社会价值追求目标很

明确，符合我国现阶段社会改革实际的合理决断。但是，具体涉

及到社会各行各业的实际决策和操作，却依然会遇到许多困难。

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实施分流富余人员，让相当一部分企业职工下

岗停业或转业的政策时，这种困难尤显突出。

历史和经验表明，效率与公平始终是现代化社会运作中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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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突出的矛盾，也是近现代以来各国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和伦

理学家在重大政治决策、经济决策和社会道德伦理中最为关切的

社会主题。这其中，社会公平尤其被看作衡量社会改革是否获得

最后成功的一个基本道德尺度，因而也就成为了各项社会改革决

策中一个无法忽略的道德考量。１８、１９世纪面临大工业化社会

经济转型时期英国曾经出现的功利主义思潮，２０世纪几乎席卷

整个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有关“ 自由经济”与“ 国家干预”或

“ 福利经济”的争论，乃至今天西方世界所出现的“ 后福特主义”

观念等等，都典型地印证了这一判断。

我们的现代化经济改革当然不能回避上述矛盾。而且，由于

我们的改革有着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殊要求和“ 中国特色”，使

这种道德考量更为重要。在某种程度上说，它甚至成为了一个有

关改革成败的关键性考量。改革是为了提高社会的价值创造效

率，这是最起码的价值目标，也是我们真正实现有效的而非低效

的甚至是无效的社会公平的根本途径。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改革

的社会效率与社会公平是一种互为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没有效

率，社会的公平只能是低效的、平均主义的共同贫穷；而没有基

本的社会公平，不仅效率难以持久，而且作为效率之基本社会保

障条件的社会稳定也不可能。但我们更要清醒地注意，这种关系

有着不同层次和不同方式的理解。效率之于公平的目的意义是基

本的、起码的、首先的，而公平之于效率的目的意义则是长远

的、理想的和最终的。不正确地理解这种先后互动的内在关系，

就可能导致认识观念上和行动上的偏颇。

国有企业的改革是我们现阶段整个经济改革中的重中之重、

难中之难。其重其难，不单表现在经济结构和体制的改革程度与

方式，也表现在改革决策本身的复杂性大大超过农业改革和小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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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头式的乡镇企业或民间企业。最起码存在着一个道德价值观念

的转变。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多多少少存在着对“ 锅”与“ 碗”、

“ 溪”与“ 流”关系的误解。有道是“ 锅里有了碗里有”，可我们

忽略了“ 无小溪则无以成江河”的道理。粗略一看，“ 锅里有了

碗里有”是一个似乎合理的逻辑推理。但是，这种推理的逻辑前

提是有疑问的、有待证明的。“ 锅里有”实际只是一个假设前提。

“ 碗里有”就成了虚假结论。如果没有根据确定“ 锅里有”，或者

说假如“ 锅里没有”，“ 碗里有”的根据是什么呢？有意思的是，

若将是一命题反过来推，我们就会发现一种有意义的结论。既然

“ 锅里有”是“ 碗里有”的先决前提，或者说“ 碗里有”首先依

赖于“ 锅里有”，则如何先让“ 锅里有”就成了首要的问题。而

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方式正是“ 无小溪则无以成江河”所揭示出

来的道理：充分设法让每一位想拿碗盛饭的人先往锅里添米，往

灶中添柴加薪。面对严酷的市场经济竞争，国有企业的职工要想

充分享受工作的权利和利益，就得首先让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活起

来，发达起来。这正是我们把“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改革

之基本价值目标的根本理由所在。

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标？或曰：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方式

和途径是什么？答案只有改革二字。具体到国有企业，改革的基

本含义就是通过科学的方式实现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我们常

说，改革的关键在人，这其中最主要的含义也正是要通过重组来

实现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重新配置人力资源的合理性

标准包括多种要素，主要有：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人力作用的

恰当搭配（ 注意：最有效的人力搭配可能是但不一定是最高能力

者之间的搭配）、使用人力的各种有效机制（ 如竞争性的活力机

制，有效率的稳定机制，智力和技术的效能转化机制）等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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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了问题的这一方面，我们就不难理解目前国有企业必须实现人

员分流、让部分富余人员下岗或转岗的必要性和正当合理性。

“ 富余人员”的形成是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所带来的严重

后果。一个值得深思的矛盾现象是：按计划而不是按市场需求来

生产产品（ 而非商品）反而导致了随意性低效能的用人机制。按

人设岗、因人设位，使得机构臃肿、人员超载、人浮于事、劳动

生产力低下成了许多国有企业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竞争中出现疲

软、萎缩、大面积亏损、甚至破产的重要原因，也是一种最难根

治的流行性顽症。我们遭受的一个深刻教训是：人多不好办事反

而被说成“ 人多好办事”的真理。而“ 人多力量大”的判断也并

不适合于所有情形，在许多情形下，人多未必力量就大。确切地

讲，在现代化社会生产中，人多反而会导致生产效益的低下。因

此，按需设岗、精简机构、分流多余生产人员不仅为提高国有企

业劳动生产力和经济效益所必需，也是激活生产者劳动创造力、

竞争力和责任感，从而达到提高生产人员的现代素质与敬业精神

的有效手段。

需要特别指出，劳动者的责任感与其权利意识是相辅相成

的。只有赋予他或她充分的劳动权利，才能使其承诺高度的劳动

责任。岗位人员过剩、不顾生产实际需求而求大家都有口饭吃的

作法，表面上好像是在让更多的人享受岗位劳动的权利，实际上

却是劳动者权利不能得到充分实现的表现。就某一企业来说，给

更多人提供上岗机会的初衷最终很可能导致大家的劳动权利都受

到损害的消极后果。这样，劳动者不仅难以承诺其劳动责任感，

甚至会滋生一种既无劳动权利也无劳动责任心的惰性心理和工作

习惯。人浮于事也就成了无所事事。从经济伦理的角度看，这种

用人机制就不单是低效率的、不合理的，也是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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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减员不只是某一企业内部用人机制的改革问题或经济

效益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有关社会公平的伦理问题，甚至是关于

整个社会稳定的社会政治问题。当代美国最著名的社会伦理学家

和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教授提出过一个影响到８０年代以降几乎是

整个西方世界的重要伦理学命题：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公平正义

甚至是一个比功利效率更为重要和基本的社会道德基础。最近，

他又在其《 政治自由主义》新著中反复强调，社会的公平稳定是

政治哲学的基本主题之一，是不可忽略的，罗尔斯教授的论断当

然不能作为我们考量中国现代化社会改革的终极凭据，但他至少

给了我们某种值得注意的提示：失去社会公平正义的道德基础，

社会效益的追求就失去了广泛的社会道德基础，社会的长治久安

也不可能。

让一部分人下岗或转岗显然涉及到社会公平的问题。它具体

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分流过剩人员（ 包括生产和管理等方面的

过剩人员）是为了实现人力资源在现代化生产过程中的最佳有效

重组，但这一重组的过程也是一个公民（ 在企业里就是劳动者）

劳动权利或工作机会的转让过程，即暂时取消一部分人的工作权

利和机会。这就必然会遇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必须

提出充足的理由证明暂时取消一部分人工作权利或机会的决策是

正当合理的，即便这种做法只是暂时的。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

具体提出进行这种劳动权利或机会转让的合法性或合理性标准，

以便能公平地决定哪些人该暂时出让其工作权利或机会，哪些人

该保留或增加其工作权利（ 即让其能较以前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

劳动潜力）。我们在前面的论述中实际上已经基本解答了问题的

第一个方面（ 大道理）。但第二个方面更复杂更难解答，它涉及

具体决策的依据、程序和操作等一系列环节公平与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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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论，对在岗人员取舍依据首先是在岗人员的个人能

力。但如前所说，在许多情况下，能力标准并不是唯一的。一个

有才无德的人很可能不适合成为某一工作岗位的最佳人选。同

样，一个有德无才的人也不能成为合适的上岗人选。然而在大多

数正常情形下，我们所能明确的标准恐怕只能首先是专业能力，

辅之以综合能力因素的考虑（ 包括专业技术、劳动态度和个人品

德等等）。但这仍然还只是一般性的情况，在许多特殊情况下，

我们常常会遇到在各种能力和表现大致相当的人之间难以作出取

舍决断的难题，如同电视剧《 黑天鹅》中那三位正副矿区区长在

决定谁下岗时所讲的那样：“ 我们三个人中谁下去都不合适，谁

留下都能带好这个矿区。”（ 大意如此）所以，在这类情况下，公

平的决策程序和具体操作就显得十分关键。那三位矿区区长采用

的决策程序正是 抓罗尔斯所谈到过的所谓“ 纯程序的公正

阄”（ 当然，那位较为年长的副区长无奈的小动作损害了这一程

序的纯粹公正性，而这一细节恰好说明决策程序及其具体操作的

重要性。）“ 抓阄”的老式办法显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下策。罗

尔斯也认为，实际的纯程序公正是不可能的（ 赌博或抓阄除外）。

这就迫使我们在哪怕是极其为难的情况下也要采取相对公平的方

式来决定在岗人员的取舍。一种较为合理可行的方式可能是：把

工作岗位的需要与岗位工作人员的能力综合素质（ 劳动态度、责

任、品德等等）结合起来考虑，按市场需求来安排生产，按这种

有效生产来设立工作岗位，然后按岗位需要和工作人员的工作能

力及综合素质来决定其取舍。这种方式可以基本保证人员分流决

策的相对公正，而有可能为绝大多数人所认可和接受。

第二，下岗人员应该且必须得到相应的补偿。被暂时安排下

岗的职工虽然并不同于完全意义上的解雇，但与仍然在岗的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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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他们毕竟是出让劳动权利的一方。从整个社会的经济改革大

局讲，这是实现更高社会效益（ 注意：我们不能把这种效益仅仅

视之为纯粹的经济效益，因为它不仅有关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

而且也有关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的成败）和更合理有效之社

会公平的一种必要代价。就每一个下岗人员来说，不单是机会竞

争的结果，也包含着一种社会道义的付出或牺牲，理应得到社会

的相应补偿。目前，中央政府正在努力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

体系，对下岗人员实施必要的生活保障并创造各种再就业机会，

这实质上就是给予下岗人员以必要补偿。补偿的方式有多种，如

建立基金补偿下岗人员因转让工作权利或机会所付出的代价。从

根本意义上讲，补偿他们所付出代价的最合理方式是给他们的提

供再就业的机会。由于他们被迫下岗的原因是历史地造成的，且

是作为一种历史遗留下的结果而出现的（ 如，劳动技能的落后，

因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所带来的对市场经济的不适应、大锅饭体制

下形成的依赖性封闭性心理⋯⋯等等）。所以，社会再就业工程

的实施不仅必须，而且也不能仅仅停留在知识与技术能力的培养

上，还应包括思想观念的引导等综合性方面的内容。

第三，建立和保持健全公平的社会环境也是不可或缺的。一

方面，从大处看，社会公平合理的环境是保证整个经济改革和社

会稳定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这也是现阶段顺利实施国有企业人

员的合理分流所需要的道德背景支持。有一个问题必须予以重

视：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会对人员分流之改革

决策的实施产生一定影响。细而言之，在某一地区某一企业被裁

减的人员并不一定是另一地区另一企业必定会裁减的人员，他们

在其它地区和其他企业很可能是能够获得继续工作资格的。之所

以会出现这种可能，是因为不同地区和行业之间经济技术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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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所致。这便对社会提出了建立合理的人才自由流动的制度要

求。从道德上说，这一要求也是公民对机会均等和普遍的社会平

等的合理期待，也应该得到社会的鼓励和社会制度的保障。

总之，如何看待和处理现阶段国有企业改革中富余人员的分

流，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可以有多种认识和处理方式。我们

这里所谈的仅仅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即社会道德的方式。提出这

一方式的全部理由和目的，只在于表达这样一种初步的意见：社

会改革的终极目标必须建立在社会效率与社会公平协调改善的整

体价值坐标上。因此，有关国有企业改革中人员分流的基本决策

必须充分正视社会公平的道德考量。

（ 原刊于《 科学决策》杂志１９９７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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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消费？还是生活？

“ 消费？还是生活？”这是一个从经济学论域中引伸出来的超

经济学问题。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消费之于人们的物质生活，具

有生活技术的经济学意义。在亚里士多德的知识体系中，“ 经济

学”本源于“ 家政学”或“ 家政理财术”，其作为生活技术的经

济学意义十分明显。然而，当人们注意到消费的物质资源前提和

这种前提的限制性预制， 且进一步思考消费与生活方式的内在

关联及其对人生本身的价值意味时，“ 消费？还是生活？”的问题

就具有了哈姆雷特问题（ Ｈａｍｌｅｔ’ｓＰｒｏｂｌｅｍ）的性质，具有“ 活？

还是不活？”的问题严肃性。经济伦理并不是追求这种严肃性问

题的哲学式解答，但试图也有一种理论责任从该问题的“ 严肃”

意味中，阐明消费这一人类普遍化日常化经济现象的道德伦理

意义。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生产、交换或交易、消费被视为

经济生活的三个主要环节或领域。与之相应，经济增长效率（ 生

产的资源配置）、分配公平（ 社会制度安排）和商品流通（ 市场

分配）、市场物价稳定（ 市场供需关系的函数，或作为生活消费

这是现代生态伦理所致力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即人类生存资源

的使用及其限度的道德合理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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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综合性指数）也就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三大主

题。 因此，在讨论了效率、公正、交易伦理等问题之后，我们

把现代经济伦理的探究触须伸向经济消费领域。

我们所说的消费主要是指作为经济行为主体和生活主体的个

人消费行为，但这并不排除某些非经济主体的群体或集体性消费

行为，比如，我国社会生活中屡见不解的“ 公费消费”。一般意

义上的消费通常是指个人消费，意即人们消耗物质资源料以满足

生活需要的过程。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消费也被看作是社会再

生产的一个基本环节，是指劳动力再生产和人类自身再生产的必

要过程。经济伦理关注的中心议题是，消费作为一种经济活动的

经济合理性和道德价值评价。很显然，后一方面已经越出了经济

理性或经济推理的范围，关乎个人消费这一经济生活行为的价值

合理性和道德正当性证明。而且，由于消费具有个人物质生活的

表现形式，这种探讨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个人生活目的或人生根本

意义的哲学问题。因此，它至少应当包括以下三个子课题：（ 一）

个人消费行为的经济合理性和道德正当性；（ 二）个人消费方式

和原则的伦理解释；（ 三）消费方式与生活目的价值关系和价值

意义。通过这三个子课题的综合探讨，我们将试图解答一个具有

普遍意义的根本性问题，即：消费作为生活方式，如何实现人类

享受生活或幸福地生活之人生目的？更一般地说，人们以怎样的

消费方式才能幸福地生活？

虽然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学派或理论类型，如

所谓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贸易经济学、

消费经济学等等，产生了丰富多样的理论演变，但在总体上，它们仍然可

以被看作是这些主题研究的理论深化和方法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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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需要”的消费与“ 欲望”的消费

概略地说，经济学对消费问题的讨论总是与生产相关联的。

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往往习惯在生产与消费、或市场供应与市场

需要的关系语境中，来讨论消费问题。马克思曾经对生产与消费

的一般关系作了一种相互因果目的性的解释，指出：“ 没有生产，

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

生产就没有目的。” 在一般意义上说，消费的确是生产的目的，

尤其是当我们把人类的生产劳动一般地看作是人们谋生的基本方

式或手段时，消费作为生产的目的意义便更为清楚。生产的经济

目标当然是效益增长，但效益的价值意义最终是在与人类的生活

目的发生关联时才显现出来的。然而，能否反过来说，生产的目

的即是消费？却是需要限制的。如果消费仅仅是指人们为了满足

自身的基本生活需要而消耗物质生活资料的过程或行为，则此一

提问会显得多余。但如果生活需要无限制或不可确定，则此一提

问就是有意义的、甚至是极为重要的。正是由于这种微妙的差

别，让我们意识到，人们的消费行为实际上会因为人们对“ 生活

需要”的观念理解不同而产生重大差异。经历过“ 短缺经济”时

代的人们很容易通过比较“ 短缺经济”生活条件下的“ 生活需

要”与“ 繁荣经济”生活条件下的“ 生活需要”，来体会这一点，

而那些成天觥筹交错、花天酒地的消费者，也许很难体会到“ 贫

困地区”人们的“ 生活需要”。马克思曾经用“ 衣、食、住、行”

来刻画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但在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人们

《 马克思恩格斯 二卷，第９４页。选集》，第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73

对“ 衣、食、住、行”的生活感受和需要概念也是不可同日而语

的。

于是，问题的关键似乎已经凸现：如何理解“ 生活需要”将

预制着人们的消费观念和行为。当马克思把“ 衣、食、住、行”

视为人们“ 生活需要”的基本内容时，他并没有忘记这一概念的

社会历史条件限制。他只是在通常的意义上把基本上合乎具体历

史时代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允许的体面的“ 衣、食、住、行”，

作为正常“ 生活需要”的考量标准。但由于“ 需要”（ 确切地说，

是人们的生活需要）是一个主观性极强、以至很难有某种普遍确

定标准的生活概念，这种理解仍有待于进一步具体解释。

现代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曾经提出了其“ 需要层次说”，以

图能够较为充分而系统地解释人的“ 需要”及其丰富多样性。但

在他的心理学理论中，“ 需要”的概念内涵显然被泛化为了一个

普遍的心理发展概念，涵盖了从生理、心理到道德理想等多个层

德面或方面的内容。 国著名哲学家叔本华也曾对“ 需要”作过

极富哲学思辨色彩的定义。按他的解释，需要（ 需求）意味着

“ 缺乏“”、没有”。因为，它根源于人们的欲望，而欲望总是指向

一切人所欠缺的东西。欲望的满足即意味着欲望本身的消失。只

有在它可以满足而又能得到社会认可时，它才会表现为需要。问

题是，人的欲望从来就不是一个“ 常数”，而无宁说它是一个无

限伸长的趋于无限大的“ 变量”。叔本华曾把它比喻为一个永远

饥馋、永不饱和的“ 胃”，或是一个永远张开着的巨兽之口。一

个能够被满足的“ 欲望”不是欲望，而只是一个无限欲望系列中

参见万俊人著《： 现代西方伦理学 八章，第三史》（，下卷），第十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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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环。因为一种具体的得到了满足的欲望立刻会让位于一个更

大的新的欲望。 所谓“ 贪得无厌”，所谓“ 人心不足蛇吞象”，

正是欲望的本质：无尽的贪婪。

由此可见，不仅在欲望与需要之间，而且在正常需要与非常

或超常需要之间，都存在着概念内涵的差别。不仔细辨别这些差

别，很难谈清楚人的生活需要问题。这正是我们的讨论消费问题

所必须首先弄清楚的。

借助于经济学、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知

识条件，我们尝试着对欲望和需要、以及不同性质的需要作出这

样的初步界定：所谓“ 欲望”（ ｄｅｓｉｒｅｓ），是指源于人自身生理和

心理的主体欲求，它包括人的自然欲望（ 如，食欲、性欲等）和

非自然欲望（ 如，权力欲、财富欲或其他物品的占有欲等）两种

主要类型。但无论是自然性的，还是非自然的，人的欲望都具有

个人主体（ 观）性的特征。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把欲望

称之为一种个人主观性的“ 需求”。

与之相比，“ 需要”虽然有着相似的主观性动因（ ｏｒｉｇｉｎａ－

ｔｉｏｎ）和人的内在自然要求倾向，但它首先是基于人的生命或生

活之基本需求而产生的，是人们对生活必要条件的正常要求。因

此，“ 需要”所表达的是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也就是对马克思所

说的“ 衣、食、住、行”一类的物质生活条件的需要。与“ 欲

望”不同，“ 需要”的表达或表现形式虽然是个人主观的，但其

内容却具有客观实在的性质，而“ 欲望”则从形式到内容都只是

个人主观的。在此意义上，“ 欲望”基本上属于个人心理学范畴，

实际上也通常被人们用作心理学的概念；而“ 需要”则不止如

参见万俊人著《 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卷，第一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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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甚至主要不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因为它表达的，是几乎为

所有正常人能够分享和理解的生活要求，这与个人的心理欲望千

差万别、不可确定的性质形成明显对照。

其次，欲望的价值目标不仅是主观的、不可确定的，而且也

是无限的。叔本华说得对，欲望是一张永远饥馋的“ 口”，它没

有满足的时候。因为一种获得满足的欲望立刻会让位于一种新的

更大的欲望，如同赌场上得手的赌徒，权力逐角场上得胜的权力

者。与之相比，需要虽有价值层次之分，但它总是具体的，其具

体价值目标也是相对固定的、限制性的。正是这一点，使经济学

的统计、规划和预测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下的市场需求

成为可能，从而使经济学有关社会消费指数、价格指数（ 综合的

与平均的）的分析测度成为可能。需要的这种有限确定性，乃是

社会客观性的基本体现。它源于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其一，需

要的产生不仅基于人的自然（ 本性）要求，而且也基于人的社会

文化需求。也就是说，人的需要的生成往往与现实的社会生活条

件的供应状况相关联。只有当冰箱、彩电、家用电脑等成为社会

普遍供应的现实条件时，它们才会成为人们生活的普遍需要对

象，否则，只可能成为人 其二，需们生活的想象物或奢侈品。

要对社会现实生活条件的依赖，不仅表明需要的有限性和必要

性，而且表明，需要的满足和满足方式也是相对确定的、受社会

现实生活条件限制的。但这些条件限制对欲望却没有实际意义或

强调“ 普遍供应”和“ 普遍需要”，意味着两点重要的限制：第

一，“ 需要”是指人们正常生活状态中的一般需求，而非超常状态下的特殊

要求。第二“ 需要”总有其正当合理的客观必要性尺度。“ 先锋性”或“ 前

卫性”的生活要求当然也是一种生活需要，但却不一定是不可缺少的，尤

其是相对于特定的现实生活条件来说。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76

不发生作用。一个为权力欲所支配的政客，决不可能因为其能力

或已获得的某种权力、其所面处的限制性条件或处境等因素，而

断绝对更大权力的欲望。同样，一个赌博成性的赌徒，也决不会

因暂时得手而洗手不干，弃绝对无限财富的欲求。人的欲望是无

止境的，而人的生活需求则只能是基于现实生活条件的生活必要

性要求。

因此最后，人们基于欲望的行动与基于需要的行动也是有着

重要差别的。这种“ 差别”可以从至少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

基于欲望的行为通常不考虑行动的可能性条件，因而它更多地表

现为主观意欲的冲动。相反，客观的可能性和条件恰恰是基于需

要的行动所预先考虑的。其次，基于欲望的行动也缺乏对行为结

果的考量，由于欲望本身追求价值目标的无限性，受其支配的行

为也不会因为暂时的结果而停止。基于欲望的行为是“ 无结局

的”（ ｅｎｄｌｅｓｓ）。相反，基于需要的行为有着明确的结果考虑，一

旦某一特定的需要获得满足，基于该需要的行为即告终止。每一

种基于需要的行为都是有确定结局的。其三，基于欲望的行为虽

然也具有其目的性，但由于欲望的目标具有无限性的形式，没有

确定的内容，因而其目的只是抽象的、难以把握的。这使得基于

欲望的行动常常缺乏明确合理的行动计划，缺乏合理的价值维

度，容易演化成非理性的情绪化冲动。而明确的目的性和合理的

计划，恰恰是基于需要的行动所具有的正常特征。它的基本目的

是满足生活的实际需要。这种现实的目的又促使人们理性的考虑

如何以恰当的方式，根据其实际需要与现实可能来实现其目的，

因而，整个行为的实施与过程都具有较高的价值合理性和社会正

当性。

如果我们把人们正常的消费行为看作是一种社会性的经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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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那么，它应当属于人们正常的基于生活需要的消费行为，我

将之简称为“ 需要”的消费。超出正常生活需要的消费，是一种

生活奢侈，它的实质是以个人主观欲望为消费目的，或者如人们

在这里，消费不所说的，是一种“ 为欲望而欲望”的消费。 再

以生活本身为目的，而是以欲望满足为目的。而由于欲望本身的

主观性任意性、价值目标的无限制或无结局性，其消费行为所表

现的目的实际上是一种超越实际的无限目的，亦即黑格尔所说的

“ 抽象目的”。在合理性的价值维度内，与其说它是有目的的，无

宁说它是盲目的。我把这种为欲望而消费的消费行为称之为“ 欲

望”的消费。

“ 需要”的消费或基于“ 需要”的消费与“ 欲望”的消费或

基于“ 欲望”的消费，不仅构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消费行为类

型，而且事实上也是现代社会生活中两种基本的消费现象，反映

着现代人的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关于后一个方面，

我们将在后面作详细地的分析比较。现在，让我们先从经济伦理

的角度，对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消费行为类型进行一番理论的分析

和比较，以求廓清两者的原则界限，包括经济的和伦理的。

我想首先指出，基于生活需要的消费不只是一种个人生活行

为，在根本上说，它必定是一种社会行为。与之相对，基于欲望

的消费则只具有个人的主观性尺度，没有或者缺少社会的价值尺

度。这是两者之间的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对立。

从前面有关“ 需要”及“ 欲望”的概念辨析中可以得知，基

于需要的消费目的虽然是消费者个人需求的满足，但是，第一，

参见石平：《“ 消费”、“ 信息”、“ 欲望”》一文。载《 读书》杂志，

１９９９年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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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这一消费目的（ 满足需要）的条件、手段或方式却是社会性

的，而且是有其社会正当合理性限制的。个人的欲望满足当然也

可以借助社会性的条件和方式，且事实上常常必须如此。但基于

欲望的消费行为却并不一定能够使其对社会性条件和方式的利用

达于正当合理。相反，由于欲望的无限膨胀本性（ 所谓“ 欲壑无

底”的说法，正是其价值目标无限性的形象表达），欲望的满足

常常可以是“ 不择手段”的。第二，在经济学的视野里，个人正

常的消费行为（ 也就是我所谓的基于需要的消费），从来就不能

只被当作是一种个人行为。因为它不仅是整个社会消费的基本构

成要素（ 所谓“ 平均消费指数”的概念，也是基于社会所有或几

乎所有成员的个人消费质量而抽演出来的），而且，任何有关消

费的经济学考量都不能是独立的。它必须与生产、市场供应和市

场价格等社会生活的“ 宏观”参数结合起来考量，才是有意义

的。然而，这种考量之于“ 欲望”的消费而言，则会因为欲望本

身的不可测定性或主观任意性而变得无从着手，变得多余。

如果说，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生活需要的满足还可以在

较大程度上凭借“ 自给自足”的方式来个别地实现，那么，在商

品经济条件下，这种个别的满足方式已经失效，或者说根本就不

可能。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揭示，消费是与生产相对应的基本范

畴，一如马克思所谈到的那样，没有生产，就谈不上消费；反过

来，没有消费，也无所谓生产；因为生产会因之失去其目的。离

开人的消费需求，生产就会成为毫无价值意义的荒诞之举；而离

开生产，消费只能是画梅止渴。然而，市场经济是一种以社会化

的劳动分工和市场分配与交换为基本运行机制的社会化经济。在

这一经济机制中，生产已经成为社会化分工合作的劳动过程，或

者说，成为了一种社会化的价值创造过程。纯粹的个人劳动只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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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管理技术的分类意义，不能单独地作为价值或财富的生产之

源。更直接地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人的生产劳动，

都不可能单独地满足其生活需要，成为其需求的充分供应源。这

一点意味着了任何个人的消费或生活需要的满足，都具有社会性

的意义，即通过社会化的市场供应来实现。此其一。其二，生产

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连续性的相互转换关系，当我们说没有

消费就没有生产时，实际上是指，消费本身也成了社会再生产的

充分必要条件。所谓“ 刺激消费需求”，也就成了“ 刺激生产”

的间接表述，反之亦然 消费。而由于生产与消费、或生产

再生产的连续性转换过程，是一个社会化的经济运行过程，

因之，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具有不可

剥离的社会化特征。其三，在生产与消费之间，交换或交易是一

个关键的不可省略的环节。撇开生产资料的社会交换和市场配

置，生产决不可能。即便是个体性的生产，也还存在着生产资料

的社会交换，存在着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换（ 自然资源的利用）过

程。而没有交换和交易，消费便无从谈起。交换或交易即是非主

观（ 体）的或社会性的行为过程。

但是，这一切对于基于欲望的消费来说，即使不是非必然的

或偶然的因素，也会由于欲望自身的纯主观性而变得难以理解。

也就是说，基于欲望的消费并不考虑实现消费目的的外在条件，

它只考虑消费本身。所谓“ 为欲望而欲望”，意即为消费而消费。

由此，我们又可以发现两种消费行为类型的另一个基本区

别：基于需要的消费不仅有其经济合理性，而且也有其道德正当

性；而基于欲望的消费却缺乏这两种价值证明的支持，因而被视

为非理性的和不正当的消费行为。

基于需要的消费在经济价值维度上的合理性至少表现在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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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首先，这种消费行为体现了人类经济生活的正常理性。基

于生活需要的消费是以人类“ 生活本身的目的为目的的”，这使

它具有其合目的性价值或合乎目的理性的内在特性。人类的生产

劳动是有目的的，它是维护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方式。

在此意义上说，生产是为了消费，或者说，消费成为生产的直接

目的。但这一简单而真切的道理在我国“ 左”的年代里，却成了

不可理喻的经济“ 教条”，相反，“ 为生产而产生”倒成了不言而

喻的行为习惯。结果，“ 计划经济”成了盲目经济，人们生活所

必需的产品（ 商品）不去生产，以至到了柴米油盐等日常生活用

品都要“ 凭票供应”的地步。 反过来，生产的大量产品却又因

“ 计划”的僵硬控制而成为堆积品和无用物。生产失去了它最本

真的目标和目的，有目的的“ 计划”反而陷入无目的生产盲区。

当然，就那个不堪回首的时代来说，最严重的经济问题还不是

“ 计划经济”所表现的盲目性，而是因此导致的全面的生产低效

和物质匮乏，这是全面经济短缺的两大病灶。表面上短缺经济的

根本矛盾是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而实质上却是生产低效与消费贫

乏背后的生产盲目与消费控制的尖锐冲突，其根源是非经济理性

或经济非理性主义。而违反经济理性的直接后果，不单是生产效

率的低下，也表现为消费的贫乏和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严重脱节。

①在“ 凭票供应”的时代，人们的正当生活需要被严重忽视，消费

本身实际上没有获得其应有的价值合法性和社会正当性，因而也受到严重

控制。所谓“ 凭票供应”，真切地反映出短缺经济条件下，不仅生产被不可

能的全面计划所控制。而且消费也被如此控制，最终，人们的生活本身也

被控制。这似乎是极“ 左”政治的专制主义所导致的经济专制主义后果。

由此证明，民主政治、个人自由与自由经济有着不可割裂的内在必然性联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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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形下，消费不仅无法成为生产的目的和动力（ 丧失其经济

合法性），而且也被（ 有意或无意地）非正当化（ 丧失其价值合

法性）。

其次，基于需要的消费之所以具有其经济合理性，不单是由

于它合乎人类生活的根本目的，从而具有作为社会生产之直接目

的的合理性，而且由于它是刺激生产的直接动力且在 消生产

费的经济持续运动中，成为社会再生产的持续驱动力，使之可以

获得手段合理性的价值意义。正由于此，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刺

激消费常常成为“ 搞活市场”、“ 搞活经济”的有效方式。消费不

应理解为纯粹的物质消耗过程，它同样具有创造价值的功能，成

为现代经济中效率增长的有力杠杆。

最后，基于需要的消费是市场经济生活中一个可以确定把握

的较为稳定的“ 变量”，是我们确定市场价格的基本依据。市场

价格是市场供应与市场需求的函数。这其中，作为消费需要之客

观表达的市场需求具有关键意义，其大小变化直接影响到市场价

格体系的变化，进而影响到作为市场供应之源的社会生产。因

此，准确把握人们生活需要的变化信息，就成为了解市场价格信

息的根本依据。而由于我们前面所指出的“ 生活需要”本身所具

有 即可把握的确定性、价值目的的有限性、可普遍化的特征

所的客观性等等 致，基于需要的消费可以成为了解人们生活

需求变化信息的可靠来源和根据。

与之不同，基于欲望的消费却难以得到这些经济合理性的证

明。以欲望满足为目的的消费不属于人类正常生活理性的范畴。

这不单是由于欲望本身具有非理性的本性。而且更主要的是由于

“ 欲望”的消费不是一种经济的消费。实质上是，欲望是永远不

可能满足的，因而基于欲望的消费本质并不在于它消费什么，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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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它用以满足不可满足的欲望之无限制性消费方式和目的。而

且，由于“ 欲望”的消费本质上只能是“ 为欲望而欲望”，因而

不仅其目的本性是虚空的、形式化的、无限制的，而且也因其目

的的非理性使其往往采取不择手段的方式。即是说，它同样无法

确保其手段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抽象地看，欲望的满足也具有与

需要的满足相似的意义，也可能成为刺激消费、进而刺激生产的

动力。但这种类比不能成立。理由在于：（ １）欲望及其满足方式

都是无限敝开的、不确定的，因之不能成为可估价可测度的市场

消费数据。易言之，它所传达的消费信息不可测定，具有主观任

（ ２）基于需要的消费具有明确的生活目的，即它是为意特征。 了

生活本身。但基于欲望的消费并不是为了生活本身，而毋宁说是

为了欲望本身。这意味着“ 欲望”的消费主体甚至即不可能控制

由欲望所驱动的行为（ 如，赌徒的疯狂），也不可能顾及其行动

的外在条件、主动方式和实际后果。（ ３）由于基于欲望的消费既

无目的合理性，也缺乏技术手段的合理性，因而它不可能象正常

基于生活要求的消费那样，成为人们预测、评估和确定市场消费

价格指数（ 包括消费的综合指数和平均指数）的宏观依据。相

反，它只会成为扰乱市场消费信息的“ 干扰波”和虚假象。这一

点，正是现代社会甄别并禁止诸如“ 非法广告”、诱惑性销售之

类非理性商业行为的基本依据。（ 稍后我们还要讨论这一点）

我们反复强调，经济伦理所坚持的基本价值原则，是经济合

理性（ 实用价值）与道德正当性（ 道德善性与合义性）的基本相

容或统一，尽管我们同时承认并力图解释这两种价值尺度之间的

不相容性和矛盾性方面。依照这一原则，基于需要的消费所具有

的经济合理性，也同时具有道德正当性的基础，而基于欲望的消

费既然不具备起码的经济合理性，那么其道德正当性也就无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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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

诚然，经济上的合理性并不能构成道德正当性的充分必要条

件，而仅仅具有作为后者证明之必要条件的作用。但如果没有前

者，后者就缺乏基本的事实根据。“ 事实”（ ｆａｃｔｓ）不等于“ 价

值”，但事实根据却是任何价值评价所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由此推论，基于需要的消费之所以不仅能够得到经济合理性的事

实证明，而且也能获得道德正当性的价值证明，关键仍在于“ 需

要”的概念确定。

我们在前面曾经谈到，需要有正常与非常或超常之分。需要

是否正常，不在于需要本身，而在于它赖以得到说明的生活和生

活目的。需要是相对于人的生活而言的，它是指人们的生活需

要，即人们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性要求。“ 衣、食、住、行”之所

以成为人的生活必需，是因为它们构成了人类最基本的生活条

件。因此，我们可以说，若某一需要属于人类生活的必要条件范

围，则它就是正常的生活需要，因之也具有基本的道德正当性，

因为它符合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根本目的。反之，任何超出人们生

活之必要范围的需要，都是或可能成为非正常的或超常的生活需

要，它是否具有其道德正当性，还需要诉诸于具体的社会物质生

活条件、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 消费函数”（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ｕｎｃ－

关于“ 事实”与“ 价值”的“ 两分性”（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ｙ）问题，是现代

西方伦理学中的一个聚讼已久的疑难课题。它源自休谟著名的“ 不能从

‘是’（ ｔｏ　ｂｅ，实然）中推出‘应当’（ ｏｕｇｈｔｔｏｂｅ，应然）”的著名命题。我

们不拟详细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我的另一部新著：《 伦理学导论》，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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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消费价格指数（”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ｉｃｅ　ｉｎｄｅｘ）　 等复杂的社会

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综合考量。比如说，在较为充裕的社会

物质生活条件和家庭生活条件下，青春少女以美化生活和青春为

目的的适度生活追求（ 如，服饰打扮、体形修饰等等），就不能

因其消费水平超过家庭其他成员的平均水平而被指责为不正当消

费。

这里，我们似乎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如何确切地区分

基于超常需要的消费与基于欲望的消费？我以为，要解答这一问

题，仍然离不开对生活本身的理解。由此出发，我们并不难找到

一种合适的区分尺度，这就是：如果消费本身并不偏离生活的基

本目的，并且是有益于生活本身的消费，则仍属于基于生活需要

的消费范畴，即令有所超前或超常，也不悖离满足生活需要的原

则。否则，则不仅超出了正常生活，也超出了生活目的本身。另

一方面，人们的生活需要虽然具有相对稳定的可确定的特征，但

它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恒量。不同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不同的时

代，甚至是不同年龄层和文化层的人们，其生活需要都不会是相

同的。恰恰相反，人们的生活需要可能丰富多样、千姿百态。且

惟其如此，才会形成个人生活方式的丰富多样性，和不同文化群

体之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在现代社会文明状态下尤其如此。

但这一事实决不能成为模糊“ 需要”与“ 欲望”之间原则界

经济学对“ 消费函数”较普遍的界定是：它意指人们消费支出与

决定其消费支出的各种因素（ 如，人们的收入、财富拥有、未来收入的期

待、年龄、生活方式、教育水平、家庭规模或负担、以及宗教信仰等文化

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② “ 消费价格指数”，经济学界尚存争议。较一关于 般的解释是指以

市场商业零售价格为基准的衡量人们生活费用的平均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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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理由，也不会混淆基于需要的消费与基于欲望的消费之间的

根本差别。原因在于，欲望和基于欲望的消费根本上背离了生活

目的本身。每一个人的生活或生命都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则总

是指向无限。消费的目的在于且只能在于生活本身，但基于欲望

的消费却不是为了生活、哪怕是以“ 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为名，

而是为了欲望（ 或欲望满足）本身。一种只顾享乐或“ 为享乐而

享乐”的花天酒地式消费，绝对不是为了生活，更不是为了“ 更

美好的生活”。“ 酒醉之后，必然头痛”的格言，为我们直观地揭

示了这一点。就此而论，决定一种消费行为之道德正当性价值

的，就不独是其经济合理性，而且还有该消费行为所表现出来的

消费者的生活态度。

二　　节俭与奢侈：关于禁欲主义与享乐主义

如果说，对“ 需要”与“ 欲望”的概念辨析，以及对基于需

要的消费与基于欲望的消费的经济伦理分析，可以提供有关消费

行为的一般性解释框架的话，那么，下面围绕着“ 节俭”与“ 奢

侈”两个生活概念所展开的讨论，将给这种一般性解释框架提供

具体的经济伦理证明，即：把关于消费行为的经济合理性与道德

正当性原则解释，引伸到人们基本生活态度的类型分析和比较之

中，从而揭示作为一种经济行为和生活方式的消费之伦理意义。

在前面的分析和解释中，我们遵循的是一种由个别概念到一般原

则的分析推理路径。在下面的分析讨论中，我们所力图完成的理

论工作，则是由一般原则到具体的但却类型化的了（ 出于理论工

作的技术性需要）生活经验。

给我们的这种理论工作提供卓越经典范式的，仍然是马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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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和他的新教伦理研究。在探究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发展

问题时，韦伯以文化（ 具体地说是“ 宗教伦理”）追问的方式，

对一种权威性的经济解释提出了挑战。经济史学的一般解释是，

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动因，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而这种资本的

原始积累的根本动因，则源起于近代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社会化规

模生产和商品贸易（ 尤其是扩张性的海外贸易）所带来的财富的

急剧增长。韦伯的追问是：在这种社会化规模生产和商品贸易的

财富积累背后，是否还有别的原因？或者说，除了物质技术性的

原因外，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是否还有某种精神或文化的动因？

韦伯的答案是肯定的。而且他将其称之为“ 资本主义精神”的动

因概括为一种宗教伦理，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新教式的经济伦

理。而在这种新教式的经济伦理中，世俗化的宗教禁欲主义，也

就是节俭消费或理性的经济消费观念竟然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因为它被证明是西方社会迅速而顺利地完成资本主义原始积

累的精神动力和价值之源。

韦伯指出，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并非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

是一种与近代资本主义（ 作为西方“ 现代性”的典型经济形态）

格格不入的宗教传统主义桎梏。恰恰相反，它所宣扬的神圣职业

观念及其职业人生态度，巧妙而有效地转换成了对近代资本主义

具有关键意义的道德资源，成为入世的或世欲化的有效经济伦

理。富兰克林以加尔文教的宗教名义所表达的具有强烈功利主义

色彩的经济伦理原则 关于“ 时间就是金钱”、“ 信用就是金

钱”、“ 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 善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等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87

等，即是明证。 事实上，新教的宗教伦理观，从圣托玛斯·阿

奎那、巴克斯特、贵格派，到普通的清教徒，不仅强调承担工作

职业的神圣性（ 作为神召“ 天职”，ｃａｌｌｉｎｇ），而且强调“ 从事某

种 然而，新教伦理的“ 禁职业的人生就是禁欲道德的实践。”

欲”并非清静无为、厌恶财富的禁欲主义，它禁止的是沉溺于声

色犬马的人生享乐之欲，而非合理求利的财富发达之愿。并且，

它禁欲的目的只是禁止欲望本身，而非财富的积累和财富的“ 理

性地利用。”韦伯说：

仅当财富诱使人无所事事，沉溺于罪恶的人生享乐之

中，它在道德上方是邪恶的；仅当人为了日后的穷奢极欲，

高枕无忧的生活而追逐财富时，它才是不正当的。但是，倘

若财富意味着人履行其职业责任、则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

的，而且是应该的，必须的。

这就是说，追求和积累财富并理性地使用财富不仅具有道德

的正当性，而且还具有某种绝对“ 必须”的要求力量。因为这是

与随职业一齐降临人身的神圣义务或职责。 此相对，以财富本

身为目的（ 为财富而求财富）却不知道合理有效地利用之；或

者，以财富为享乐人生、满足欲望的手段，就不仅无法获得道德

正当性的辩护，而且也违背了上帝神圣的天召。由此可见，新教

详见［德］马克斯·韦伯著：《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

陈维纲等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３～３６页等处。

书同上 ，第１２６页

③ 同上书，第１２７页。着重号系引者所加

关于“ 职责”问题，请参看第六章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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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并不禁节合理的求利发财和财富使用，而只是禁节非理性的

享乐欲望和无责任心的守财奴行为。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表达，新

教伦理的所谓禁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经济理性主义，即以理性的

方式求利发财并积极地将财富转化为具有再生价值（ 所谓“ 钱生

钱”）的经济资本，从而创造更大的财富。而这种禁欲主义的新

教伦理实质则是，反对和禁止一切以欲望和享乐为目的的消费行

为，以节俭的生活态度和美德来对待物质财富，使之成为社会价

值或财富增长的有效资源。这就是所谓世俗的新教禁欲主义伦理

之于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积累所产生的巨大精神作用。在韦伯看

与其说这种精神作用是一种宗教来， 道德力量在资本主义生长中

的内在表现，不如说，它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积累的一部

分。道德成为一种社会资本。韦伯继续说：

这种世俗的新教禁欲主义与自发的财产享受强烈地对

抗着；它束缚着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而另一方面它

又有把获取财产从传统伦理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的心理效果。

它不仅使获利冲动合法化，而且（ 在我们所讨论的意义上）

把它看作上帝的直接意愿。这场拒斥肉体诱惑，反对依赖身

外之物的运动，正如教友派（ 或公谊会、贵格会）辩护士巴

克莱所明言的（ 更不消提及那些清教徒了），并不是一场反

对合理的获取财富的斗争，而是一场反对非理性的使用财产

的斗争。

又说：

〔 德〕马克斯·韦伯著：《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１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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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有财产的生产方面，禁欲主义谴责欺诈和冲动性

贪婪。被斥之为贪婪、拜金主义等等的是为个人目的而追求

财富的行为。因为财富本身就是一种诱惑。⋯⋯禁欲主义，

为了与《 圣经·旧约》保持一致，为了与善行的伦理评价相

近似，严厉地斥责把追求财富作为自身目的的行为；但是，

如果财富是从事一项职业而获得的劳动果实，那么财富的获

得便又是上帝祝福的标志了。更为重要的是：在一项世俗的

职业中要殚精竭力，持之不懈，有条不紊地劳动，这样一种

宗教观念作为禁欲主义的最高手段，同时也作为重生与真诚

信念的最可靠、最显著的证明，对于我们在此业已称为资本

主义精神的那生活态度的扩张肯定发挥过巨大无比的杠杆作

用。

用不着更多的解释，读者自当明白，在韦伯这里，新教的禁

欲主义伦理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道德禁欲主义：后者是基于某

种形式的绝对义务论要求的行为约束，是完全非目的论或非功利

论的行动指令，它要求放弃一切对任何实质性价值的追求，当然

也包括对任何形式的物质享乐主义的追求。但新教伦理的禁欲主

义并不要求人们（ 如清教徒）放弃世俗的功利追求。相反，它鼓

励人们把合理致富和合理使用财富当作神圣的（ 由上帝神诏指示

的）伦理义务或神圣职责。它所反对的仅仅是为财富而求财富、

发财而不会或不能合理用财、且耽于财富享受和纵欲奢侈的行

为。就这样，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实际上是以宗教神圣的名义或

〔 德〕马克斯·韦伯著：《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１３４～１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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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巧妙地把求利发财与合理用财贯通起来，从而也把一种宗

教化的绝对义务论伦理与一种世俗化的功利目的论伦理融合起

来。或者说，它赋予了世俗化的功利主义伦理一种神圣的义务论

意义，使求利发财和合理用财的经济行为获得了一种神圣权威性

的道德正当性证明。

在这里，我们找到了韦伯的观点与我们前面所阐释的合理消

亦即基于合理（ 正常）生活需要的理性 之间费观念 消费

的相似性：一种既合乎经济理性又具有了道德正当性的消费行

为，应当是既充分满足生活需要又合乎社会道德价值准则的‘理

性的财富使用’行为。这种消费行为的经济学概括是“ 理性的财

富使用”，而它的伦理学抽象则是“ 节俭地利用价值。”亚里士多

德曾经把“ 节俭”当作一种基本的生活美德，并把“ 理财术”作

为人们致达这一生活美德的有效而经济的技术手段。 在亚里士

多德的美德图式中，“ 节俭”恰恰是“ 吝啬”与“ 奢侈”的中间

或“ 中道（”“ ｇｏｌｄｅｎｍｅａｎ”“）。中道”之所以被西方人（ 其实不

止是西方人）视为“ 黄金律”或“ 黄金规则”（ 这是“ ｇｏｌｄｅｎ

ｍｅａｎ的本色译法），不是由于“ 节俭”本身具有特别重要的价

值，而是由于遵循这一美德的生活，将使人们的生活产生重大的

（ 黄金般的）价值意义。这种价值意义不单体现为道德精神的，

而且也体现为生活利益或物质财富的。

让我们更具体地讨论“ 节俭”美德的这两种价值意义。亚里

士多德告诉我们，“ 节俭”作为生活的美德不仅是相对于“ 奢侈”

而言的，而且也是相对于“ 吝啬”而言的。表面上看，节俭和吝

啬一样，都具有弗罗姆所分析的那种“ 贮存性”“ 心理定向”或

参看亚里士多德的《 尼各马科伦理学》、《 政治学》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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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品格 ，即守财奴式的生活品格。但实质上，两者之间有着

根本原则的不同。吝啬主要是针对他人的，当然有时也意指生活

者对自身的过度苛刻。但无论是针对他人的吝啬，还是针对生活

，吝啬的本质都表现为对人的基本生活者自己的吝啬 需要的忽略

和过度限制，是一种有意压抑正常生活需求的超理性经济行为。

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吝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既不利于正常而

充分的人际交往和社会伦理生活，也不符合基本的经济理性要

求。因为过度约束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及其满足，或者以不公平的

方式与人交往，势必有害于商品经济的正常交易和繁荣，有损于

人的社会化生活及其丰富性，其结果只能是吝啬者的孤独。如果

吝啬的生活态度和方式成为一种普世化的生活态度（ 这当然只具

有假设的意味），那么，社会经济的正常增长和市场的繁荣就不

可想象。总之，任何压抑人的正常生活需要和生活消费的态度与

方式，都是非经济理性的、无道德正当性的。

与这种极端的生活态度和方式相对照，奢侈是另一种极端的

生活态度和方式。如果说前者表现出某种生活意志的超理性的

话，那么后者则是一种非理性欲望的表现，它的实质是纵欲和享

乐。而如果说两者的相同特征都在于生活者对自身消费权利的滥

用或误用，那么，吝啬者对消费权利的滥用或误用主要表现为有

意压抑人的正常生活需要，而奢侈者则主要表现为任意放纵自己

的非常或反常之生活需要。奢侈同样具有非经济理性的本质，因

为它缺乏一种合理的生活消费的概念。作为个人生活方式的基本

要素，消费行为的合理性标准同样在于消费者消费权利与消费义

参见［美］Ｅ·弗罗姆著：《 自为的人》，万俊人中译本。北京：国

际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８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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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平衡。作为一种生活权利，消费是消费者或生活者个人自由

选择的生活过程。任何人都拥有自由选择和决定其消费方式与消

费标准的权利。在某种意义上说，消费的确只是消费者个人的事

情。但是，消费者权利的自律不单是权利行使的自主自决，而且

也是消费责任的独立承诺。这种责任既包括对待消费者自身的生

活责任，也包括对社会经济生活秩序的社会责任。就前一方面

论，消费者应当对自身的生活有一种明确而恰当的观点：“ 我究

竟需要什么？”“ 如何满足我的生活需要才是适当合理的？”这些

问题关乎消费者的生活目的和实现生活目的的手段或方式。当且

仅当消费者能够自我证明（ ｓｅｌｆ　－　ｊｕｓｔｉｆｙｉｎｇ）其生活目的的正当

性和生活手段或方式的合理性，其生活消费行为才能达到消费权

利与消费义务的恰当平衡。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方式选择，不只

是消费者个人的事情，它必然牵涉到个人以外的社会方面，包括

特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供应状况、个人对社会基本经济秩序

和规范要求的适应程度等等。

对于奢侈的消费行为来说，这一切恰恰是必须摆脱的。一般

而言，奢侈只能是富有者的特权。饥寒交迫的生活者即使存有尽

情享受生活的愿望，也没有实现这种主观愿望的物质条件或手

段。 社会的富有者可以拥有较多财按照社会公平分配的原则，

富的权 只要其财富的获取是正义的（ 即符合诺齐克的“ 获利

取正义原则”）。但他们必须同时承担较多的与其权利占有相应的

社会义务。换言之，他们有自由支配其财富的权利，却没有恣意

挥霍财富的特权。虽然某种程度的财富聚积或占有与财富消费之

特权有可能是作为市场经济运动的自然结果而形成的，但它正是

参见本书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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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市场经济自发运动的消极结果而为有理性的人所拒绝、为公

平的社会安排所限制的，因而不能将之视为现代经济生活的正常

合理现象。奢侈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正是这种应该受到理性拒

绝和社会正义禁止的生活特权。因为奢侈意味着生活目的的异

化：消费不是为了满足人的正常生活需要，而是为了满足不可满

足 它不仅不的欲望。奢侈行为本身既不符合经济理性的原则

可能产生（ 直接地或间接地）任何生产效率，更不用说最大化的

经济效率，反而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因而也不符合经济伦

理的正当合理性原则 它不仅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的浪费，而

且孳生一种贪得无厌的极度享乐主义。据权威统计，数年前，在

“ 公款吃喝”成风的我国，每年仅用公款进行的奢侈性“ 消费”

就要造成上千亿人民币的国家财富浪费。更糟糕的是，这种凭借

政治特权肆意挥霍公共财富的奢侈之风，客观上造成了整个社会

请客送礼、对灯红酒绿之生活方式趋之若鹜的不良社会风气，以

至于百姓民众愤怒地发出“ 长此以往，国将不国！”的猛喝。

如果我们愿意追溯一下更为久远的人类文明发展史，曾经享有

“ 四大文明古国”之荣耀的古巴比伦由盛到衰的灭亡教训，也许

不啻一座长鸣的历史警钟。它提醒我们：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

个民族，也无论他或她或他们曾经多么富有和强大，只要他或她

或他们沉醉于花天酒地而不能自醒，那么，辉煌、富豪和荣耀就

只能是过眼烟云，决不会长久。正因为如此，８０年代曾经广为

传诵的日本松下公司创始者穿补钉内衣的故事，所暗示的就不仅

仅是一种奇特消费方式，而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关于财富的经

对此，民间广为流传的“ 革命小酒天天喝⋯⋯”之类的新民谣，

当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某种社会不祥征兆的日常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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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伦理诠释，甚至是一种民族性的生活理念。

上述分析表明，在吝啬与奢侈之间，我们必须找到第三种选

择，而人类日益健全的经济理性和道德（ 实践）理性告诉我们，

这种寻找不仅可能，而且必须。这就是节俭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态

度。节俭的目的不是节俭或节约生活，而是节制欲望，约束不必

要的或超生活需求的浪费行为，使生活消费不偏离生活的目的本

身。亚里士多德不仅告诉了我们，节俭是吝啬与奢侈之间的“ 中

道”，而且指出，“ 中道”一词表达是“ 中的”，即“ 命中中间”

或击中目标。 此言妙哉！一语道破节俭作为一种美德（ ａｒｅｔｅ，

英文，ｖｉｒｔｕｅ）所表达的合生活目的性意义：节俭即生活之善，

生活之幸福。

以现实的经验生活层面看，节俭之所以成为一种生活美德，

首先在于节俭的生活原则符合经济理性的原则。这一点己为韦伯

的新教伦理研究所证实。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韦伯所证明的节

俭、“ 精打细算”和通过生活节俭而使财富积累转化为资本积累

等新教伦理，不仅具有“ 资本主义精神”的特殊社会意义和历史

意义，而且也具有人类经济生活的一般价值意义。节俭消费的确

符合经济最大化效率原则和经济合理性原则。用现代经济学的术

语讲，节俭的消费方式实际也是一种最佳的资源配置方式，因而

它能够产生最佳的经济效率。一方面，节俭杜绝对超生活必要的

资源浪费，在保证人的正常生活需要得到满足的同时，使生活费

用限制在合理范围，使剩余的生活资料向社会生产资源的转化成

参见［古希腊］亚里 士多德：《 尼各马科伦理学》，１１０６ｂ１５－３０

１１０７ａ５。苗力田中译本。见苗力田主编：《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３５～３６页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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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可能。如，私人的社会性投资（ 股票、证券交易等）、私人储

蓄之于社会金融资本的积累和投资等。顺便指出，私人储蓄相对

于股票、证券交易、对储蓄者个人的效益较低，尤其是在银行存

款利息较低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是，第一，这并不是相对社会

而言的。在正常的社会金融秩序下（ 即，除开社会金融投资速滞

缓或投资效益低下的情形之外），社会可以利用充足的私人储蓄

作为投资资本，它可能创造的效益并不会是较低的。第二，私人

储蓄虽然对储蓄者来说获利较少，但是，在金融投资领域，获利

的高低与投资风险的高低是成比例的。也就是说，股票和证券交

易的较高利益与其较高风险是相辅相成的。

另一方面，节俭本身并不是节约或限制人们的正常生活需

要，因而它不是针对生活目的本身，而是针对欲望的。需要再次

强调的是，由于人的生活需要并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 常数”，

而是一个相对较为稳定的“ 变量”。因而对生活需要的“ 正常”

标准与非常或超常标准之间的界限划分也不能是一成不变、一劳

永逸的。就此而言，不分时间和地点或撇开具体生活情景，来宣

扬诸如“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了又三年”的生活故事，并

不一定是合适的道德倡导或“ 价值导向”。事实上，一个社会、

群体、乃至某一个人的生活需要之一般水准，往往取决于社会经

济的发展水平、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整体发展趋势、家庭经济

状况、个人收入和教育水平、甚至个人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性

等。举例说，对于一个素食主义者来说，其家庭生活和个人收入

也许并不会对其饮食消费产生大的影响，因为此一生活已然成为

他或她的生活信仰之一部分。但一般来说，收入的提高、社会生

活方式的总体变化趋势、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总体改善等等，都

会扩大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范围，增加其基本内涵，提升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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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取向。这就要求人们对节俭之生活方式的理解，也必须是

历史的、具体的。

然而，无论如何，节俭作为一种生活美德的价值品质或精神

意义是恒定的。节俭所体现的一种理性的生活态度，一种对生活

目的的合理计划和生活方式的明智选择，总是值得人类永远尊重

和坚持的，尤其是在现代人类日益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生态条件和

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时，这种生活态度所具有的美德意义就更为突

显和珍贵了。如此看来，节俭的生活态度应该被理解为合理的禁

“ 欲”主义，而非生活需求的禁欲主义。而节俭消费所表达的生

活意义则在于：理性地规划生活和享受生活也即是理性地创造生

活，正像合理的节俭也是一种经济的积累和间接的生产一样，它

所寻求的目标只有一个：以合乎理性的方式幸福地生活。

三　　市场的诱惑与选择

兼及所谓“ 消费主义”

然而，节俭的消费方式虽然具有与市场经济理性相容的一面

它所表现的“ 精打细算”之经济原则与市场资源配置的合理

化原则，它所产生的资本或资源的积累性效果与市场经济的扩张

性投资目标原则，等等，都有着内在的相互性和共生性关系。但

是另一方面，节俭消费又可能对市场的供需关系、尤其是对具体

的商品销售部门产生某种消极的制约作用。这一点在商品经济较

为发达的地区和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些。总体上讲，人类的生

活需要不仅处于不断增长的开放状态（ 在此意义上，它与人类正

常的生活欲望具有相同的性质，但并不能与一般意义上的、甚至

是任意性的消费欲望相提并论），而且也总处在一种不满足的缺

乏状态（ 否则，需求就不具备市场的动力的意义）。这同时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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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节俭消费既是一种合乎人类理性要求的生活方式，但如果超

越一定的限度，也可能构成对市场和商品流通一种人为制约，导

致特定时期内的市场疲软和商品滞流。正由于此，市场和商品销

售者总是以各种方式刺激人们的市场需求，以激活商业市场和商

品流动。

于是，正像我们在生活与消费的市场互动和紧张中所看到的

情形一样，对人们消费行为的“ 激”与“ 节”之间，也存在着

种复杂的社会互动机制和价值张力，因而也就产生了如何恰当寻

找两者间最佳结合点的技术困难。更明确一些，从宏观经济的角

度看，社会的需求总大于社会的生产供应能力。在欠发达国家和

地区，这种供需矛盾更为突出。但从微观经济的角度看，情况并

非总是如此。比如，在某一特定时期、特定地点和特定经济领

域，供需矛盾不是求大于供，而是供大于求，形成商品滞销积

压，市场购买力过低，乃至整个市场疲软，以至出现商品滥废的

情况。可见，在现代商品经济生活社会里，供需关系及其协调规

范有着十分关键的意义。供大于求或求大于供的情形都有可能出

现。而无论出现这两种矛盾情形中的哪一种，都会造成市场经济

无序，严重的还可能造成整个社会秩序的紊乱。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

经济大萧条期间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以牛奶充海的奇特现象，

和我国８０年代末期的抢购风潮，都证明也这一推论。

了解这种推论及其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随着现代市场

经济的日趋发达，消费主导市场的力量日益强大的原因所在。道

理似乎再简单不过：因为市场经济中的决定因素是市场，因而衡

量或决定经济效率的是市场标准或商品标准。生产力的高低、生

产方式合理与否，以至某种经济的决策或政策、策略、理论是否

科学合理，都得由市场检验，也就是由它们的可市场化或可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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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度来决定，而不是取决于它们的数量、规模、形式和理论逻

辑。所谓可市场化或可商品化，其本质是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

求，或者说，市场经济的逻辑是消费及其满足的逻辑。这一点正

是现代消费经济学所要努力证明的。

这样，把市场经济理解为受消费原则宰制的经济就成为一种

合理可证的经济观念了。丹尼尔·贝尔在《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一书中指出：

在受着消费者主权原则约束的市场经济活动中，生产

什么东西是由作为消费者的个人或家庭按照他们的爱好所做

出的集体决策来决定的。

所以，贝尔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生活观点，认为“ 需求的概

在现代经济中，推动社会念是主宰一切的概念。” 经济前进的

动力不只是需求，而且是无限制的非自然性欲望的不断膨胀。他

如此写到：

但是，犹如地平线总是在延伸一样，个人的需求意识

也会漫无止境。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心理的“ 需求”取代了

生理的“ 需求”，成为寻找满足的基础。这样，资产阶级社

会里所奉行的哲学是一种从享乐的角度算计快乐与痛苦的功

利主义，就不是偶然的；或者说，功利主义的创始人边沁创

［美］丹尼尔·贝尔著：《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

晓晋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７９页。

同上书，第２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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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那个佶屈聱牙的新词ｍａｘｉｍ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最大限度地获得

幸福”］，就不是偶然的。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欲求已经取

代了 所谓欲求在本质上就是漫无限度和无法满足需求

的。新教的伦理曾经有助于对消费（ 尽管不是资本）积累的

限制。当这种观念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摒弃时，剩下的就

只有享乐主义。在选择方式的过程中，经济的原则 对效

率和收益的合理计算 一直起着作用，目的是增加生产

（ 例如，劳动力和资本的最有效的组合）。然而，起初推动社

会经济系统（ 无论是苏联共产王义形式的抑或是西方资产阶

级形式的）向前迈进的力量却是一种基于个人欲望和无穷无

尽的享受之上的追求奢侈的观念。

与贝尔的“ 消费者主权原则”主宰市场经济的主张相呼应，

鲍德里亚（ Ｊｅａｎ Ｂａｕｄｒｉｌａｒｄ）的“ 马克思主义类型的对消费社会

的批判性观点”， 似乎也把消费宰制看作是现代资本主义文化

矛盾的主要渊源。与贝尔不同的是，鲍德里亚将其社会批判视点

集中于“ 消费社会”这一方面，或可叫做消费主义批判。而两者

共享的理论旨趣在于：将现代社会的经济批判融入更为广阔的社

会文化反省，以求对现代社会的“ 文化矛盾”给出更全面系统的

（ 在批判者的文化立场上看，当然也是更深刻的）分析解释。鲍

德里亚显然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了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

〔 美］丹尼尔·贝尔著：《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２８０页。

参见陈听：“ 消费文化：鲍德里亚如是说”一文，刊于《 读书》杂

年第八期。我对鲍德里亚的有关观点志，１９９９ 的了解，主要得益于陈昕的

文章。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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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价值批判（ 剩余价值论或劳动价值说）。以此为思想资源，

他所力图发展的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文化批判，而且这种批

判的范围已不限于某种“ 地方性”的消费文化，如西方国家，而

是一种正处在普世化扩张过程中的“ 全球化的消费文化”。换言

之，鲍德里亚已然确信，消费主义不只是一种地区性经济文化症

候，也正在成为全球性的经济文化特征，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

明特征。

贝尔和鲍德里亚（ 当然还有更多的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消费

现象的文化批判，给我们提示了两个重要的思想信息：（ １）现代

市场经济的主要发展取向是由社会消费行为主导的，因而其本特

点主要不再只是、甚至不是资本的积累和价值生产，而是或主要

是价值消费或需求扩张。如果补充下述两个限制性的规定，那

么，这种看法是有其理由的、可信的。这两个限制性规定是：

（ ａ）它是就市场的发展历史及其演变趋势而论的。在这一点上，

上述看法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从原始积累到当代扩张过程的

一般趋势。（ ｂ）它是就现代市场经济的“ 全球一体化”趋势而论

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当然不只是一种消费市场的西方化扩

张过程，如鲍德里亚和许多现代思想家们所描述的“ 美国化”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可口可乐化（”Ｃｏｃａ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麦当劳

化（”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消费主义（”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ｉｓｍ）、甚至“ 西

方文化帝国主义”（ 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ｕｌｕｒａｌＩｍｐｅｒａｌｉｓｍ）⋯⋯等等，它至

少还包含着金融资本、技术、信息网络、资源利用、市场开拓等

方面的国际化内容。然而一个显见而突出的经济事实是，市场需

求的扩张和消费系统之全球化扩张显见的先进性，让人们有足够

的理由把消费文化扩张视为全球经济一体化运动过程中的先行潮

头。因此（ ２）与（ １）点相关联，现代市场经济的消费主导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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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姑且如此称之）是与其全球一体化趋向相互交织着的，它们

是两股相互激荡的经济潮流。这一信息隐含着大量复杂的有待解

密的时代密码，诸如文化多元和“ 文明冲突”（ 亨廷顿）；文化

（ 明）的特殊主义或地域主义或部落主义与普遍主义或全球主义

或世界主义：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爱国主义（ 麦金太尔）与自

由主义（ 罗尔斯）；“ 南北冲突”和“ 南南合作”；等等。由于这

些问题均远远超越了“ 经济伦理”的界限，我们不拟展开详细讨

论。

我们关注的是第（ １）点信息提示，但却由此产生了一个问

题：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需要主导市场是否同时意味着

消费者主体经济地位的确立？更通俗地说，作为消费者的个人是

否已然成为商品市场上的主人？贝尔的“ 消费者主权原则”是否

普遍有效？

市场的“ 表象”（ 叔本华语，英文为“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所展示

的似乎是一种肯定性的答案：消费者作为顾客已被冠之为“ 上

帝”之名。而在一些商业较发达的地方，“ 把顾客当上帝”，确乎

不只是一种商业口 号 而是某种商业事实，然而，“ 表象”并不，

能说明一切。“ 表象”背后的“ 真相”似乎更像叔本华所说的那

种“ 鲸吞一切”、“ 永无满足”的生命欲望。在商品市场上，这种

“ 欲望”表现为某种受财富欲和经济权力欲驱使的永不满足的商

为弥补这一缺陷，我将近期发表的一篇有关读书札记作为“ 附录”

收入本书。这篇札记的标题是“ 全球化的另一面”，刊于《 读书》杂志，

２０００年第一期。必须说明的是，这篇札记仅仅谈到“ 全球化”之一面，不

能代表我对“ 全球化”的完整看法。有兴趣了解我对“ 全球化”问题的基

本观点的读者，或可从我的另一部已脱稿多时却仍在刊行中的著述《 寻求

普世伦理》中，获得较为全面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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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意志；或者，表现为某种受享乐欲，诱惑的消费者的盲目意

愿。这样看来，消费的市场主导地位并未带来或并不必然意味着

消费者自由度的提高，相反消费行为中自由选择与市场“ 必然”

趋势的矛盾更加突出和复杂。贝尔所说的“ 消费者主权原则”也

许确有宏观经济学的解释力量，但一旦进入微观经济学领域，特

别是消费者个人的消费行为领域，其解释力便大打折扣，甚至遭

遇强有力的挑战。

上述“ 矛盾”和“ 挑战”均源于一个共同的事实：在现代商

品经济中，消费者面对着空前的市场诱惑而显得矛盾重重。在空

前丰富多样的而富有诱惑力的消费选择面前，自由选择越来越成

为一种心理负担，而非一种经济权利的享受。这或多或少有些像

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所无奈感叹的那种“ 选择的无限可能性与选

择的无可能性”之人生价值悖论。其结果是，现代人的消费行为

不是越来越个性化、越来越丰富多样，反倒是越来越“ 齐一化”、

雷同化、简单化了。所谓“ 可口可乐化”、“ 麦当劳化”之类的说

法，正是这种趋势的例证。在这种意义上，与其说现代消费者是

市场的主人，不如说更像市场的奴隶；或者，与其说他们是消费

主权的拥有者，倒不如说更像市场商品浪潮上的随波漂荡的浮生

物。

这种具有反讽意味的后果是由现代消费市场的巨大惯性所造

成的。我们说过，在短缺经济状况下，社会经济体系的根本危机

或内在紧张，主要是由于社会生产能力的严重低下与人们生活需

求的不断增长之间的巨大矛盾所造成的。这种供需矛盾曾经是我

国经济生活中长期存在的主要矛盾。因此，我们至今仍将社会主

义的经济目标确定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群众不

断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要。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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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社会需求已经成为供需矛

盾中的主导方面，其矛盾的性质不再是或主要不是生产的有限性

与需求的不断增长之间矛盾，即不再是供不应求，而是需求不

足。如日本社会学家见田宗介在其《 现代社会的理论》一书中所

说的，是“ 市场需求的有限性与生产能力无限扩大的要求”之间

的矛盾。” 在此情形下，如何扩大市场需求，刺激消费，就成

为推进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 另一个关键要素

则是社会生产管理方式和技术的创新，两大要素的协调构成现代

经济要素之市场配置的基本构成内容）

见田宗介还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用以解决这种供

大于求矛盾的主要方式，是凭借信息化技术方式所实现的社会

“ 消费化”，即通过广告和设计等商业信息技术方式，来积极拓展

社会的消费市场。因而，“ 信息化”、“ 消费化”被视为资本主义

见田经济体系的“ 救世主”和“ 魔杖”。 宗介的分析是颇具解

释力和启发性的。

广告和各种形式的商品设计是现代商品经济中普遍的销售手

段和技术方式，其主要技术功能是，通过市场化、信息化的公共

形式，不仅给消费者免费提供商品信息服务，而且提供消费指

南，引导消费者的市场选择和消费决策，以促进产品的市场化或

商品化。在西方工业化时期，广告和商品设计并未占据显要地

位。这是因为生产、积累、扩大再生产在整个社会经济体系的运

行中仍占据主导地位，而消费和产品销售则处于相对次要的从属

’ 一转引自石平“：‘消费’、‘信息 文，刊于《 读书、‘欲望’” 》杂

志，１９９９年第八期。

参见同上文。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304

地位。进入“ 后工业社会”以后，生产与消费的这种主次地位发

生颠倒，消费成为社会经济体系运行中的主导因素。 广告、商

品设计等促销方式的重要性凸显出来，见田宗介注意到，美国通

用汽车公司因为较早实施了艺术性产品设计和广告宣传的生产与

销售战略，才赢得其与福特汽车公司的市场竞争。而这种以广告

和设计的市场信息化战略来赢得市场竞争的经济例子，在现代商

品经济中已经比比皆是，成为通例。

广告与商品设计之所以能够成为有效的市场竞争手段。盖因

它们作为市场竞争场上的“ 魔杖”功能。正是通过它们的巨大作

用，撬开了现代消费者的欲望闸门，凭借形形色色的艺术化乃至

魅力化的感受刺激力和宣传鼓动性，激活了人们的心理欲望和生

理欲求，从而使其有限性的生理需求有可能转化为无限的心理欲

求，最终消弥了人们生理与心理、自然与本能、现实与想象、直

至理智与激情之间的脆弱的界限，使作为满足生活需要的消费行

为卷入了巨大无限的市场惯性运动。一幅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

广告画面，往往会幻化为大批消费者自身的生活图景，使其产生

“ 仿佛就在眼前”的生活体验。一句扣人心弦的广告词，常常能

迅速转化为消费者的日常语汇，并很快落实在他们的消费行动

上。而一种独特奇妙的商品设计，或是一种令人陶醉的模特表

演，也总能让许多消费者产生亲切如己的生活感受和向往，成为

他们心驰神往的消费目标和标准。更为重要的是，商品社会的生

活环境使得广告和商品设计不仅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技术价值，而

且获得了巨大的文化意义：时装的品牌不仅显示消费者水平，而

“ 后工业社会”的概念本身似乎暗示了这一含义，因之它也被人们

称之为“ 消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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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标志消费者的社会身份、尊严和地位。广告的诱惑与消费者对

其诱惑的趋同之间发生着相互催生的持续互动：因为广告的“ 标

志”作用和“ 符号权力（ 威）”，使其成为广大消费者群体共同认

可的生活标准、乃至人格价值标准，于是，“ 系列品牌”和“ 名

牌商品”应其而生。反过来，因为广告设计负有标准化、卓越性

和时尚化的信息传播使命，使得“ 明星”、名人和名言成为广告

生产和宣传设计的关键“ 部件”或要素。人们会因为自己的生活

崇拜对象而选择趋同于崇拜对象的消费模式。奇特的发型、着

装、乃至所有的日常用品等等，都可能因为明星和名人的“ 选

择”而成为消费者自己的“ 选择”。同样，消费者的趋同性“ 选

择”也会反过来强化其所崇拜的明星名人的市场权威化力量。身

价培增或市场抢占成为广告人物的双重效应 其广告效应不仅

是相对于消费市场和消费者人数而言的，也是相对于广告模特自

身而言的。

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心理欲望的外化表现，乃是其心

理潜能与社会环境或条件相互作用的函数。在其内在固有的心理

潜能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外部环境和条件的作用便成为其心理表

现的关键动因。这正是现代商业广告和设计充分利用的心理学原

理，也为消费心理学的研究所证实。然而，经济伦理在此所要探

究的问题是：作为一种促进消费的商业方式，广告和商品设计本

如果我们认身的经济合理性和道德正当性何在 定消费作为人

们生活方式的实质内涵，如同其生活本身也具有其目的合理性和

手段正当性的价值意义的话？

鉴于广告宣传和商品设计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巨大影响，许多

国家和地区在建立市场经济体系时，都先后制定了《 广告法》或

类似的相关法规条例。其中共同的要求之一，即是所谓广告的真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306

实性和商品设计的艺术化。这一要求的实质，又确保广告设计的

信息真实性和确切性，任何浮夸、虚饰、造假、中伤（ 同类商

品）都将作为商业欺诈行为而给予相应惩罚。这是社会通过必要

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约束来确保消费者权益的表现。由此限制，便

给广告生产和商品设计本身提出了极高的技术性要求：如何既做

到不僭越社会相关法规、又能产生尽可能大的或最大化的市场信

息化效应？成为商业广告生产和商品设计的基本参量，也是衡量

道德正当性和经济合理性的基本标准。僭 越有关社会规范的广告

设计，必定是不正当的商业炒作行为；而不能产生充量化的市场

信息化效应的广告设计，也必定是不合乎经济合理性原则和或无

市场效率的。

我们看到，为了达到这两种标准，现代商业广告的制作者们

施展了浑身解数，展示了高超的技术和智慧。试举数例：著名的

美国Ｋｏｄａ公司在为ｋｏｄａ胶卷所设计的中文词中有这样一句话：

“ 不让这一刻从身边溜走！ｋｏｄａ串起每一天！”它准确地表达了

胶卷作为人们生活中有纪念意义的片断之影像记录工具的产品特

点，同时巧妙地通过典型画面的交叠与“ 串起［生活的］每一

天”的广告语的结合，激起人们“ 立此存照”的消费欲望。同

样，一句听似平常、思之有味的“ 味道好极了！”，几乎成了雀巢

咖啡的名牌商标。由于广告语的通俗，使其成为老少可诵、朗朗

上口的平常话；同时，又由于切合产品特性，让人诵之有味，饮

尝之欲顿生喉舌唇齿之间。

然而，不用说这类真实可感的强市场信息化广告并不多见，

即令是这类可以归于合理正当之列的广告，对于现代人的消费行

为来说，也并不只有积极的商业意义。作为以刺激人们消费欲望

为宗旨的市场信息化方式，广告宣传和商品设计已然构成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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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生活中难以找抗拒的市场诱惑。对于人的享乐欲望来说，这

诱惑既具有引导消费者选择信息供应和技术服务之积极意义，也

具有束缚消费者选择能力的消极影响。原因在于：（ １）就某一特

殊商业广告和商品设计而言，技术信息的供应同时也意味对市场

消费的“ 平均化”、“ 齐一化”，它所传达的是一种统一规格、统

一性能、统一效用的商品标准，其社会普遍效应愈大，则产生的

齐一化程度就愈高。而从根本上说，齐一化即是无选择自由，这

并不利于人的生活个性的自由发展。所谓“ 流行色”、“ 时髦商

品”之类正说明这一点。（ ２）就整个商品市场的广告和设计之综

合效应而言，虽然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广告设计让人目不暇

接，眼花缭乱，但广告设计的多姿多采并不等于消费者个人选择

丰富多样。对于每一个消费者的每一次消费行为来说，其选择具

有一次性的决断意味（ 所谓“ 一锤子买卖”的说法形象地表达了

这种意味）。面对眼花缭乱的广告信息冲击，消费的自由选择仅

仅具有自主的形式（ 买不买由消费者自己决定），却并不具备自

律的实质内容，即令有，也不可能是充分的（ 身不由己）。自由

选择和自主决策是“ 消费者主权原则”的核心。然则，任何个人

的选择都必定与其主观偏好相关，甚至可能是其主观偏好的直接

反映。在诸多广告信息的冲击下，消费者常常陷入选择的两难。

由广告宣传所激起的消费时尚和惯性力量，常常让消费者最终陷

入“ 非如此不可”（ ｈａｖｅｔｏ）的无选择境地。因此，（ ３）在巨大

的市场诱惑面前，社会的消费行为很可能失去必要的经济理性，

或者造成“ 一窝蜂”、“ 抢购潮”式的集体无意识购买行为；或者

产生无限制的奢侈之风，使消费成为心理欲望的任意表达方式。

后一个方面也许正是所谓现代消费主义的社会基础。

由是，我们不得不再一次回到经济伦理的基本原则上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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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保证我们的消费行为会符合经济合理性和道德正当性的

原则，就必须使其达到权利与责任的协调平衡。作为消费者，我

们每一个人都拥有“ 消费者主权”或消费者的权利，它是一种基

本的生活权利。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有权利要求社会（ 国家或

政府）提供充分有益的生活条件，以满足我们的生活需要，确保

我们消费权利的充分实现。然而与此同时，任何人都无权成为单

纯的消费者，都必须在分享其消费权利的同时，承担社会生产的

义务。也就是说，每一人合格的社会公民既是消费者，也是劳动

者。这一规定意味着：第一，消费是有前提预制的。“ 喝西北风”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消费。消费必须以劳动创造为前提。这一限制

实际上也就是消费行为的正当合理性限度。第二，消费行为并不

全然是个人性的选择行为，它是社会性的。因此，它不仅有市场

供应条件的经济限制，而且也受到社会制度分配（ 供应）和道德

规范的限制。这表明，不能把消费理解为个人主观心理欲望的满

足或自我享乐。它是基于个人生活需要与社会生活条件供应之协

调关系上的理性化消费行为。第三，就消费本身而言，个人消费

行为的正当合理性不仅仅需要消费者个人的理性选择和合理决策

来担保，而且也需要消费者的社会道义感来担保。所谓消费行为

的正当性标准，至少包括两个基本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消费者

的节俭美德。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及过，节俭之成为一种生活美

德，不是因为节俭生活消费的质量，而是基于对人类生活资源有

限性的自觉，节约非必要性的生活费用或资源消耗，以维持人类

生活的可持续发展。由此引伸的另一方面是，节俭的生活方式符

合人类代际正义的伦理原则。人类生活资源的有限性意识与人类

生活的持续进步理想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后者，资源有限性意识

才具有伦理正义的价值意义；因为前者，人类生活的持续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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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可能。每一个消费者所消费的东西都不只是消费者个人的。

它可以作为消费者的劳动成果而为其所有。但任何劳动成果的生

产本身都不可能凭空产生，除了劳动者的生产能力之外，还必须

有其他劳动资料作为前提。这其中，自然资源是构成其劳动资料

不可缺少的部分，而自然资源并不为任何个人、任何一代人所独

立占有。因此，每一个人、每一代人对自然资源，都负有合理使

用或节俭使用的责任。

消费是为了生活，而生活却不只是消费。这不独是一种经济

伦理，也应是一种人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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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全球化的另一面

一　　引言：感受国际飞行

国际飞行航程遥远且为旅客提供的自由活动空间太小，总让

乘客感到疲惫和单调，即使初乘者因其遥远的向往而产生些许兴

奋，也不可能保持很久。我相信，这决不只是我个人的特殊感

觉。旅途遥远是因为其目的（ 地）遥远。旅客自由活动的空间太

小，并非只是飞机本身的缘故（ 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体积庞大的

飞机或飞行器早已不是不可期待的），似乎也与目的（ 地）的遥

远相关：遥远的目的不但预定了旅途的遥远，而且使遥远的空中

飞行变得单调乏味。有道是“ 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但天

空再高再广，也不如脚踏实地的自由来得实在而从容。对于乘

者、尤其是具有自由好动之天性的乘者来说，远程飞行总是不大

好受，除非他或她是习惯于长途飞行的国际商务代表或推销商。

有感于此，这次赴大洋彼岸的洛杉矶开会，我便有意识地带

上同窗好友王吉胜先生刚刚送我的由他所在之中央编译出版社近

期出版的一本新书，准备用阅读这一为我所习惯的方式，来打发

十多个小时的长途飞行时间。恰巧，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全球化

陷阱》，是专门讨论国际问题的，而且两位作者汉斯－彼特·马丁

和哈拉尔特·舒曼均是《 明镜》杂志拥有十多年国际经验的资深

编辑兼记者，应称得上是有丰富国际事务了解的行家里手。这种

作者的个人背景自然让我对他们实证加评论式的全球化言论增添

了几分信任。从北京经上海到洛杉矶约十六个小时的飞行，我阅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311

读了本书的一半不到，便有了某种不祥的感觉：作者似乎并不看

好全球化。初见书名，这种印象已跃人脑海。但仍未曾想到作者

对全球化的批判态度竟如此直露，尤其是对已然成为当代全球化

运动之意识形态支柱的“ 新自由主义”是如此地不屑一顾，指控

如此苛 ｓｅ”而言，有着很高国际声誉的厉。就我个人的“ ｓｅｎ

《 明镜》杂志及其资深编辑和记者，应当或可能比普通民众甚至

一般知识分子更易于倾向乃至接受全球化这一时髦理念，至少他

们在形式上具有“ 世界公民”的特性。数日后，从洛杉矶返飞北

京十二个半小时，我读完了该书余下的一半。在这一去一返两个

半部阅读之间，我参加了一个有关中国多元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国

际研讨会，会议期间，许多学者对文化的多元差异与普世共融主

题，歧见迭出，讨论得很热烈。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许多北美

基督教圈内人士对学兄刘小枫先生自我申辩的“ 文化基督徒”概

念和身份颇多微词。我当时想，如果连“ 文化基督徒”这样具有

跨文化传统解释力或“ 灵活性”的概念和生活实践方式都难以容

忍，还谈什么多元文化的共融？全球化所必需的普遍价值共识又

如何能够形成？带着这些疑问续读《 全球化陷阱》的另一半，使

我的读解加深了许多，当然也对两位作者的苦心孤诣有了更多更

深的“ 同情理解”。趁这种感觉式的理解尚且清晰，将之写下来，

贡献有趣于此话题的朋友。

二　　陷阱何在？

“ 全球化（”Ｇｌｏｂ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是一个现代性极强的价值术语，虽

然它也不乏某种实证经济学的描述意味。正因为如此，任何有关

全球化的言谈，都很难避免言谈者的主观价值评判。但这并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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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言谈者的主观价值评判不能获得真实有效的正当合理性辩

护，如果其价值评判能够得到确定事实证据的支持的话。在这

里，事实证据的支持是必要的，但不一定是充分必要的。面对一

个开放着的主题或主张，试图寻找充分必要的证明依据既不可

能，也不实际。《 全球化陷阱》的两位作者充分运用了凭借自身

专长所获得的大量实证材料，证明目前人们所倡导和信奉的全球

化理念，只不过是一个以经济一体化表象掩盖着的政治陷阱。

在“ 现代性”（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理念系统的构成中，市场经济具

有关键性意义。进入２０世纪末叶，人类话语已经不知不觉地用

“ 市场”置换了“ 理性”，使其成了又一个新的神话，其表现是现

代人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市场经济全球化或一体化的洪流

已如排山倒海，不可抗拒。在此情形下，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理所

当然地就成了人类世界惟一可能或现实的选择。然而问题恰恰由

此产生：人类对市场经济作为生产资源配置之有效（ 甚或高效）

方式和作为商品流通之普遍有效形式的确信，是否意味着人类同

时也必然或必须去认同、接受、乃至信奉某一种特殊化了的（ 比

如说，作者所讲的“ 盎格鲁－撒克逊激进自由主义”）的市场经

济方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绝对力

量已经通过诸如世界性市场（ 包括世界一体化的商品市场和劳动

力市场）、世界性生产基地、世界金融体系、国际贸易体系、跨

国货币流通体系的建立（ 如，新生的欧元）、资本国际、普遍有

效的税制调控方式（ 如，“ 托宾税”）、全球信息网络和计算机技

术的普遍运用等主要方面得到了日益充分的展示。这一实质性、

根本性的经济全球化运动与文化全球化浪潮（ 如，所向披靡的迪

斯尼和好莱坞文化；可口可乐和麦当劳所代表的快速简捷的饮食

文化；以及以自由、民主、平等为核心观念的政治与道德价值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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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汇合，营造出让人确信不移的“ 新全球主义”景象，以至

于人们不得不相信“ 普天之下皆是如此”。

然而，马丁和舒曼却并不相信这种“ 全球化的穿透力”，相

反，他们用自己的眼光穿透了所有这一切全球化的表象，揭露了

深埋在这些表象下面的问题：当我们审视经济全球化现象时，必

须回答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全球化的经济“ 是一种自然产

生的过程，是不可遏止的技术与经济进步的结果”？还是“ 由于

［人们］有意识推行追求既定目标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他们的

答案是后者。而留给我们的疑问还有：是谁确定了这一“ 既定目

标”？这一“ 既定目标”是否完全代表了全球人类的真实追求？

如果真的达成这一“ 既定目标”的话，是否就意味着人类世界因

此能够共同进入他们所梦想的“ 奶＋乐”世界？两位作者的分析

表明，即便我们绕开这些疑问不谈，也不能轻信这种听似动人的

“ 新全球主义”宣传，无论这种宣传是来自诸如戈尔巴乔夫、布

什、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布热津斯基这类“ 克理斯玛”式的政治

领袖，还是来自哈耶克（ 作为撒切尔首相的亲密朋友）、弗里德

曼（ 作为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等荣获诺贝尔奖的大牌经济学

家，抑或是来自诸如约翰·盖奇、比尔·盖茨、索罗斯一类的当代

世界级豪富。戈氏豪迈地宣称：“ 我们正在转入一个新的文明”。

可我们要问：这位被誉为“ 罕见的、改写历史的世界精英”为什

么只能在豪华盖世的旧金山费尔蒙特大饭店里高谈“ 新的文明”，

而不能成为带领自己祖国的人民迈向这一新文明未来的政治领

袖？布热津斯基用美国式的幽默将这个“ 新的文明”比喻为“ 奶

（“ ｔｉｔｔｙａｉｎｍｅｎｔ”）文明，即：充足的食品（ 象征化为“乐 ” 奶

头［”　ｔｉｔｓ］　）＋充分的娱（乐 由“ 娱乐［”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一词来

表示）之未来文明。可谁能提供足以喂养几十亿人口而不是几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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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或者更多一些的超级豪富的“ 奶头”？是作为第一世界的美国

和欧洲？还是我们所寄居的这个日益贫瘠而病弱的地球母亲？倒

是豪富的现代企业家盖奇说得更实在些：当新全球主义经济学家

们推断世界性的劳动市场正在或已经形成时，他便不无夸张却又

不乏真诚地坦言，高科技巨人惠普公司未来将只需要“ 六个，也

许八个”职员上岗，其余的人都将被解雇。于是人们不禁会问：

被解雇者去干什么？如果失去工作，他们如何生存？这就是世界

统一性劳动（ 力）市场形成后的必然后果！作者形象地将之概括

为“ ２０：８０的社会”，即五分之一的劳动者就业与五分之四的劳

动者失业同时并存的未来劳动社会。

人们相信全球化的一个根本理由是，世界统一的大市场已然

形成。全球化的命题反复宣称：“ 高科技武装的通讯交往、低廉

的运输成本、没有国界的自由贸易正在把世界融合为一个唯一的

市场。”可是作者提醒我们：在尽情享受“ 全球漫游”、“ 电子信

箱”的方便快捷时，应当注意国际网络背后的“ 媒体帝国”及其

权力控制。现代沟通日益便捷、甚至便捷到万里同声会面（ 如，

屏视电话）的程度，也决不意味着现代人比以往能有更多的机会

或可能分享他们话语的共同意义。相反，无论是南北对话，还是

东西对话，人类已经越来越难以找到“ 共同语言”和共同的语言

意义。不同地区和民族、甚至是同一国家内部都面临着“ 不同语

言集团”之间日益强烈而深刻的话语冲突，譬如，加拿大魁北克

人对说法语权利的诉求，美籍西班牙人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所显露

的对说英语的厌恶，（ 或许，我们还可以加上前不久在中国南部

发现的“ 女性文字”）⋯⋯等等，这一切恐怕不应该只被理解为

世界多元化的一种文化征候，至少它还暗示着“ 大型卡狄威”

（ 即，“ 西方购物中心”德文缩写）之可普世化的限度：所谓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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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市场，似乎并没有能够真正彻底地突破现代人类多元文化

之间的心理限阈和民族信仰的封锁线，而给予全球化理论以深厚

可靠的文化支持。当人们耳闻目睹持久不断的日美贸易摩擦、欧

美贸易伙伴间的香蕉大战时，当世人渐渐明白西方国家给中国加

入世贸组织不断提出额外的非经济贸易条件时，很难相信，他们

会毫无保留地接受“ 市场乌托邦主义者”们对“ 没有国界的自由

贸易”所作的新全球主义憧憬。事实上，许多人，包括许多谨慎

的思想家，并不完全信赖市场（ 规则）的绝对化权力，凯恩斯不

相信，麦金太尔不相信，查尔斯·泰勒不相信，吉登斯也不相信，

《 全球化陷阱》的两位作者自然更不相信，因此，他们把世界市

场视为强者和冒险者的游戏场，或者是由“ 富裕沙文主义者”开

办和操纵的“ 资本赌场”，把国际金融体系看作是经济强国制定

的游戏规则体系，对于弱国或处于资本饥渴中的发展中国家来

说，这一规则体系无异于一纸“ 浮士德契约”，因而最终把全球

化看成了一个经济表象掩盖下的政治陷阱，并进而抱怨现代经济

对民主政治的僭越，甚至把恢复政治对经济的优越秩序当作是避

开全球化陷阱的正确路径之一。

相对于新经济自由主义，马丁和舒曼的分析批评或许是有其

充分理由的，起码当代新政治自由主义思想家罗尔斯会部分地认

肯他们的观点，因为罗尔斯相信，政治自由主义的公平正义原

则，必须优先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市场功利（ 效率）原则，否则，

不仅现代民主社会（ 罗尔斯将之视为一个当然的社会事实和前

提）条件下普遍有效的“ 重叠共识”（ 一种全球化或全球可普遍

化的政治价值基础）不可能，而且连市场经济的效率目标本身也

不可能。（ 很显然，罗尔斯是想提醒至少是美国人民，他们需要

牢记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的政治状况与经济状况，以及这两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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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种内在联系）但是，相对于并不完全信仰和接受（ 西方）自

由主义的人们来说，这种分析批评未必是充分彻底的。全球化的

陷阱也许还不只是经济表象掩盖下的政治陷阱，而是经济掩盖与

政治设计共同营造的文化陷阱，因为，“ 新全球主义者”确信，

在“ 一个新的文明”的世界地图上，无须标示或不允许标示文化

差异的界线。对于不想且不可能放弃自身的人格认同、民族认同

和文化认同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更为深刻也更为严重的问题。

三　　谁在设计陷阱？

《 全球化陷阱》的作者对全球化巨大风险的忧虑是有道理的：

陷阱不单潜伏在人类的经济战场之下，也潜伏在国际政治关系之

中。也就是说，全球化不仅意味着经济风险，也孕含着政治风

险。而且，人类为担负这种政治风险所要付出的代价，很可能要

远远高于担负经济风险所要付出的代价。全球化有没有保险？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一切事业都充满着风险。进化论业

已告诉我们，作为生物进化的更高阶段，人类及其生活原本就处

在一种开放进化的状态，而其所以能够领先进步，在于人类的进

化本身是选择性的。选择或者能够选择是人类理性的证明。这一

点已然成为现代性理念的核心 理性的不断完善（ 作为“ 进

步”一词的同义词）与进步的不断理性化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真

正动力和标志。不过，德里达提醒我们，所谓“ 现代性”不过是

神话给理性让道，而理性的理性正是暴力，因为理性在选择理性

时，必然是对暴力的“ 施暴”。从亚当·斯密开始，到现代新经济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几乎都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最具人类理性精神

的经济生活方式。就市场经济通过对最优化生产效率的目标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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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商品价格合理化的调节等方式来实现资源之最佳配置来说，它

的确是最合乎理性的。问题在于，市场经济同样不是自发的，作

为一种先进的经济生活方式，它同样是人为的产物，同样需要有

规则地进行，无论将其规则系统称之为“ 丛林规则”，还是叫做

“ 合理性规则”。那么，由谁来制定或者实际上是谁在制定规则？

规则本身的合理性又靠什么来确保？西方自由主义的经典解释

是，规则由参与游戏的各方共同制定，其合理性的维度由参与各

方通过反复的协商、妥协和一致同意来保证。

可是，这种被称为“ 社会契约论”的解释，并没有也难以说

清楚亚当·斯密揭示的那只“ 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的魔力在于

它似乎只愿意遵循“ 丛林规则”，进入并推动市场的资本只以利

润为目标。对于资本的拥有者来说，利润具有色情般的诱惑力。

因此，利润追逐下的市场如同战场。华尔街不相信眼泪，只相信

冒险家和强者。市场的规则和秩序并不具有真正的平等基础或一

致认同，即使我们接受罗尔斯关于公平正义的原则源于“ 原初状

态”（ 作为达成契约的起点）下的“ 无知之幕”（ 作为让契约各方

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理想假设）的学理解释，也没有人能够担保

市场规则和秩序的过程公正与结果公正。对此，马丁和舒曼真正

是有理性的，他们洞见到，２０：８０的社会实质上不过是“ 五分之

一的社会”。因为市场经济归根结底是资本竞争的经济，市场是

投注资本的赌场（ 所谓“ 卡西诺－资本主义”或“ 赌场资本主

“”，ｃａｓｉｎｏ义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因而资本的拥有量和使用方式实际

决定着进入市场的各方所处的地位或所可能取得的结果，这使得

富有或资本本身就具有权力的性质（ 至少，“ 在富裕沙文主义者

中间，富裕是一种权力”），所谓自由贸易“ 仅仅意味着实现强者

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自身的内在逻辑是一种“ 充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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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ｍａｘ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的功利主义＋权力扩张的两极化逻辑：在一

般情形下，原始资本越多，意味着可能获得的利润越大；反过

来，利润越大，意味着再生资本越多；⋯⋯如此无穷递增或者递

减，终使强弱贫富两极分化。据刚刚召开的联合国特别会议报

告，目前，占世界３０％不到的人占有着全球７０％以上的财富，

而另外７０％以上的人却只占全球不到３０％的财富。这一事实确

切地解释了马丁和舒曼的“ 五分之一社会”的概念含义：少数人

的社会即是强者的社会。

在强者宰制的世界里谋求全球一体化，不可能有真正的平

等、民主和公正。市场经济的确最合乎人类的自由天性，自由竞

争也的确是最能生发创造活力并因而创造最大效率的经济生活方

式。但自由是否平等？是否必然蕴涵着社会民主？自由竞争是否

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能获得最大的效率？或者退一步说，是否能够

保证让每一个人都获得利益？仍然是成问题的，尤其是当我们在

一种全球化的话语语境中来追问这些问题时，问题就更大了。

马丁和舒曼的否定性断言非常激烈：新经济自由主义把非调

控化（ 非国家干预）、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当作全球一体化的三

支令箭，实际上决定了这场全球化战争必然是以强凌弱的征服。

由于市场经济只信奉一套“ 狼的规则”，因而失去必要的国家调

控和规范，市场就可能成为一匹脱缰的野马，强者可乘之狂奔，

弱者则只能遭其蹂躏。于是，“ 获利的少数”与“ 失落的多数”

便成了平等的现代注脚，所谓“ 全球化的胜利将会使所有人受

益”的动人演说，对于数十亿的失落者来说“ 简直是一种讽刺”。

按照这种既定规则进行的全球化游戏，只会“ 把民主推入陷阱”。

“ 民主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过程”。如果借以实现民主的规则

本身并非民主的产物，而是强者意志表现，那么民主的过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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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想象的。同样，在缺乏平等前提的全球化自由竞争中，“ 正

义不是市场问题，而是权力问题”。其目标所指也不是正义秩序

的重建，而是利润和权力的争夺，而且很可能是一场不要卒子

（ 弱者）、只存在于将帅（ 强者）之间的权力角逐。事实上，马丁

和舒曼已经看出，劳动市场的全球化正迫使大量的生产者变成了

棋盘上“ 闲着的棋子”，甚至在西方福利国家也出现了越来越严

重的“ 劳动牺牲”。一百多年前被马克思等革命思想家寄予深厚

同情的无产阶级及其罢工反抗（ 作为一种典型而有效的革命形

式），在越来越强大有力的国际资本的权力逐角中，不仅显得越

发软弱无力，而且随时都可能成为被解雇的借口。全球化似乎杜

绝了劳动者发动革命的可能性而成为日益纯粹的强者之梦。

不均衡和不公正不独是当代全球一体化的世界经济特征，而

且简直就是其内在目标本身。均衡或公正意味着参与经济竞争各

方的平等正义，然而竞争本身就是为了打破均衡。不均衡才是强

者获取权力、显示权力和最终实现权力欲望的必要条件。由于对

强权和利益的追求成为全球化经济运动的根本驱动力，更由于这

种全球一体化运动的起点原本就极不公正，因而，没有人敢期待

它将保证游戏过程与结果的公正。因为其游戏的规则只可能有利

于强者，甚至它们原本就出自强者之手。这一点也许是《 全球化

陷阱》的作者对全球化最感悲观和忧虑的主要原因所在。作为欧

洲公民的他们已经深深感受到单极世界的巨大威力，没有了东方

集团的世界并不能简单地被看作是整个西方集团赢得胜利和显赫

的历史性机遇，实际上它仅仅是美国这位仍然留在国际拳击台上

的拳击手自由展示其力量的特殊机会。作者的判断值得深思：

“ 全球化被看作是世界市场力量的解放，从经济上使国家失去权

力，这种全球化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一个被迫的过程，这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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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无法摆脱的过程。对于美国来说，这却是它的经济精英和政治

精英有意识地推动并维持的过程。”只有美国才能促使日本政府

对进口商品开放国内市场；也只有华盛顿政府才敢对亚洲人、非

洲人、甚至包括欧洲人的事务越俎代庖，摆出世界警察的姿态；

当世界各国或地区都面临着丧失主权、变成全球化过程中“ 繁荣

的飞地”（ 即所谓“ 本国领土内的外国土地”）之新殖民化危险

时，仍然只有美国能够成为“ 最后一个能像以前一样保持高度国

家主权的国家。”美国似乎成了全球平民化时代的“ 最后的贵

族”，成了世界民主运动的一个例外。眼见的事实是，“ 在经济政

策、贸易政策、社会政策、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最终是华

盛顿的政治家及其顾问们在为全球一体化制定规则”。美国既是

全球化游戏的主角，又是这场游戏的规则制定者，还是这场游戏

的主裁判。由此推出的结论只能是：如果全球化真的是一个陷

阱，那么这个陷阱的设计者正是美国。

事实应验并在继续验证着作者的上述判断：财大气粗的美国

充当了解决墨西哥金融危机（ 它被一些国际金融家们称为全球化

的第一次危机）的救世主；即使是强大的日本和联手抗衡山姆大

叔的欧共体，也不得不在一次次日美或欧美的贸易战中滚下擂

台，譬如，不时爆发的日美电子产品战，新近出现的欧美香蕉

战，等等。如果说这些事例还不足引证的话，那么，刚刚发生的

科索沃危机应该可以让人们相信上述判断了。美国人几乎是全权

代表了欧洲人来处理“ 欧洲事务”（ 准确地说，是一个欧洲国家

内部的民族事务），而其处理方式和行事风格又是如此地令欧洲

人自己“ 羞愧弗如”而又“ 心向往之”。上千架无比先进的飞机、

数以万计同样是先进无比的各式导弹、用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导弹

轰炸仅仅值几百美元的“ 战略目标”的豪华黄金战⋯⋯怎么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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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欧洲的帮手们（ 老天在上，但愿历史的记录不会把“ 帮手”写

成“ 帮凶”！）膛目结舌？！的确，美国已然成为全球复杂而混乱

之局面中的“ 最终秩序因素”，或许真的如作者所言，这“ 并不

是由于它追求殖民统治，也不是由于它的军事优势，而只是由于

美国经济的强大。”美元确实已经成为国际武器，美元汇率也确

实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判断标准（ 精明的香港股家用一句生动的

比喻深刻地诠释了这一点，他们说，华尔街打个喷嚏，香港就感

冒好些天），甚至于连好莱坞、迪斯尼、可口可乐、微软和ＩＢＭ

的计算机软件⋯⋯都已经成了全球化的商标或全球化标准的一部

分。这当然也是一种宰制性的权力，一种全球化的话语霸权。如

此说来，美国是惟一不惧怕落入全球化陷阱的国家，因为只有设

陷者自己知道陷阱的所在。

一九九九年七月一日写就于北京西郊悠斋。

（ 马丁、舒曼著：《 全球化陷阱》，张世鹏等译，冯文光校，中央编译出

版社１９９８年版。原刊于《 读书》杂志，２０ 年第一期。发表时略有００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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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ｕｒｓ，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３．

９．　Ｎａｇｅｌ，Ｔｈｏｍａ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ｌｔｒｕｉｓｍ，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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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ａｌｉｔ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１．

１１．Ｎｏｚｉｃｋ，　　Ｒｏｂｅｒｔ，　　Ａｎａｒｃｈｙ，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Ｕｔｏｐｉ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　Ｉｎ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７（４．有何怀宏等人中译

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出版）。

１２．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Ｐｒｉｎｃｅ－

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５．

１３．　Ｒａｗｌｓ，　Ｊｏｈｎ，　Ａ　Ｔｈｅｏｙ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Ｍａｓ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ｓｓ１９７１．（ 有何怀宏等人中译本。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出版）。

１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ｅｖ－

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３．有万俊人中译本。江苏南京：江苏译林出版

社２０００年出版）。

１５．　Ｓｅｎ，　Ａｍａｒｔｙａ，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Ｍａｓｓ．　　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２．

１６．　Ｒｅｓｃｈｅｒ，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 ｕｓｔｉｃｅ：　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ｅ．Ｊ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ｈ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ｔｈｅｅ　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ｏｂｂｓ－Ｍｅｒｉｌ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６４．

１７．　Ｓｈｅｎｇ，Ｃ．　Ｌ．，Ａ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Ｋｌ　ｕｗ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９１．

（ 有顾建光中译本。上海：上海交通 出版）。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１８． ，Ｐｈｉｌ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Ｔａｉｐｅｉ，　Ｔａｉｗａｎ，　Ｔａｍｋａｎｇ

Ｕｎｉｖ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３．

１９． ，Ａ　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Ａｍｓｔｅｒ－

ｄａｎｔ－Ａｔｌａｎｔａ，　 ＧＡ，１９９８．

２０．　Ｓｈｕｉ　Ｃｈｕｅｎ　Ｌｅｅ（， ｅ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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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ｈｕｎｇｌｉ，　Ｔａｉｗａｎ，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

２１　．Ｓｉｇｅｒ，　Ｐｅｔｅｒ，　（　ｅｄ．），Ａ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Ｍａｓｓ．，Ｂａｓｉｌ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Ｌｔｄ．　１９９１．

２２．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Ｄｅｎｎｉｓ　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ｆｉｃｅ，　Ｍａｓ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７．

２３．　Ｔｈｏｍｓｏｎ，　Ｊｕｄｉｔｈ　Ｊ．，Ｔｈｅ　Ｒｅａｌｍ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ｓ，　　Ｍａｓ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ｅｒｓｓ　１９９０．

２４　．Ｔｕ　Ｗｅｉｍｉｎｇ，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Ｔｏｄａｙ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Ｐｔｅ．　Ｌｔｄ．　１９８４．

ａｌ　２５　．Ｗｅｉｎｒｅｄ，　Ｌｌｏｙｄ　Ｌ．，Ｎａｔｒｕ Ｌａｗ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Ｍａｓ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９．

２６． 　Ｗｏｏｄ，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Ｂｕｂｂｌ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 有阎蕙群中译本。台北：时英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出

版）。

二、中文部分

１．孔子：《 论语》（ 参见杨伯峻：《 论语译注》，北京：中华

书局１９８０年出版）。

２．子思：《 中庸》（ 参见中华书局《 诸子集成》本，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５４年出版）。

３．孟子《： 孟子（》 参见杨伯峻）《： 孟子译注》，北京：中华

书局１９６２年出版）。

４．墨子等：《 墨子》（ 参见中华书局《 诸子集成》本，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５４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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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荀况：《 荀子》（ 参见中华书局《 诸子集成》本，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５４年出版）。

６．贾谊：《 贾谊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６年出版。

７．董仲舒：《 春秋繁露》（ 参见［清］凌曙注解，北京：中

华书局１９７５年出版）。

８．康有为：《 大同书》，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５９年出

版。

９．［古希腊］柏拉图：《 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中译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出版。

１０．［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中

译本。苗力田主编：《 亚里士多德全集》（ 第八卷），北京：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出版。

１１． 《 政治学》，颜一、秦典华中译本。苗力田主编：

《 亚里士多德全集》（ 第九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出版。

１２． ：《 家政学》，催延强、李秋零中译本。苗力田主

编：《 亚里士多德全集》（ 第九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出版。

老１３．［古罗马］西塞罗：《 西塞罗三论 年·友谊·责任》，

邱言曦中译本。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１９７８年出版。

１４［．英］洛克：《 政府论》（ 上、下篇），翟菊农、叶启芳中

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　１９８７年出版。

１５．［英］霍布斯：《 利维坦》，黎思复、黎建弼中译本。北

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出版。

１６．［荷兰］斯宾诺莎：《 伦理学》，贺麟中译本。北京：商

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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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英］休谟：《 人性论》，关运文中译本。北京：商务印

书馆１９８０年出版。

１８．［英］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朱钟棣、沈凯璋中译

本。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出版。

１９． ：《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简称《 国富

论》）（　上、下卷），郭大力、王亚南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７２、　１９７４年出版。

２０． 《： 亚当·斯密通信集》［英］欧内斯特·莫斯纳、伊

恩·辛普森·罗斯编，林国夫等人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２年出版。

２１［．英］杜格尔德·斯图尔特《： 亚当·斯密的生平和著作》，

蒋自强等人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出版。

２２［．法］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 上、下册），张雁深中

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　１９９７年出版。

２３．［法］卢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中

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出版。

２４． ：《 社会契约论》，何兆武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

馆１９８２年出版。

２５．［德］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关运文中译本。北京：

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０年出版。

２６． ：《 道德形而上学探本》，唐越中译本。北京：商务

印书馆１９５７年出版。

２７． ：《 实用人类学》，邓晓芒中译本。重庆：重庆出版

社１９８７年出版。

２８． ：《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中译本。北京：商

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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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中译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出版。

３０．［英］边沁：《 政府片论》，沈叔平等中译本。北京：商

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出版。

３１．［英］密尔：《 功用主义》，程崇华中译本。北京：商务

印书馆１９５７年出版。

３２． ：《 论自由》，程崇华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５２年出版。

３３．［英］葛德文：《 政治正义论》（ １－３卷），何幕李中译

本。北京：尚印书馆１９９７年出版。

３４．［德］马克思：《 资本论》（ １－３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 第２３－２６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１９７４年出版。

３５．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１－４卷），北京：人民

出版社１９７２年出版。

３６．［英」霍布豪斯：《 自由主义》，朱曾汶中译本。北京：

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出版。

３７．［法］皮埃尔·勒鲁：《 论平等》，王允道中译本。北京：

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年出版。

３８．［德］叔本华：《 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孟庆时、任

立中译本。陈静编：《 叔本华文集》，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出版。

３９．［德］尼采：《 论道德的谱系》，周红中译本。北京：三

联书店１９９２年出版。

４０．［美］詹姆斯：《 詹姆斯文集》，万俊人、陈亚军编译。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出版。

４１．［德］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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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陈维纲等人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７年出版。

４２． ：《 经济与社会》（ 上、下卷），林荣远中译本。北

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８年出版。

４３．［美］科恩：《 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中译本。北京：

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年出版。

４４［．美］麦金太尔《： 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万俊人等

人中译本。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出版。

４５． ：《 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究观》，万俊人等人中译本。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出版。

４６［．德］哈贝马斯：《 交往行动理论》（ 第一、二卷），洪佩

郁、蔺青中译本。重庆：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出版。

４７．［美］丹尼尔·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人

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出版。

４８．［美］弗罗姆：《 自为的人》，万俊人中译本。北京：国

际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８８年出版。

５９．［英］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

方文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出版。

５０．［美］哈耶克：《 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中译本。北京：

三联书店１９９７年出版。

５１． ：《 通向奴役之路》，王明义等人中译本。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出版。

５２． ［英］伯林：《 自由四论》，陈晓林中译本。台北：联经

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８６年出版。

５３［．法］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 上、下卷），董果良

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年出版。

５４．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 中国的现代化》“，比较现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329

化”课题组中译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出版。

５５．［德］科斯洛夫斯基：《 资本主义的伦理学》，王彤中译

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出版。

５６． 《 伦理经济学原理》，孙瑜中译本。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出版。

５７［．奥］路德维希·冯·米瑟斯《： 自由与繁荣的国度》，韩

光明中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出版。

５８［．美］康芒斯：《 制度经济学（》 上、下册），于树生中译

本。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２年出版。

５９．［英］乔治·拉姆赛：《 论财富的分配》，李任初中译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出版。

６０．［美］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经济论文集》，刘学黎中译

本。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９年出版。

６１．［英］马歇尔：《 货币、信用与商业》，叶元龙、郭家麟

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出版。

６２．［美］约瑟夫·熊彼特：《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吴良健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出版。

６３．［英］威廉·汤普逊：《 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

理的研究》，何慕李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出版。

６４．［美］科思：《 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等中译本。上

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０年出版。

６５．［美］科思、诺思等：《 财产权与制度变迁 产权学派

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１年出版。

６６．［法］享利·勒帕日《： 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李燕生

中译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出版。

６７．［美］刘易斯：《 经济增长理论》，梁小民 上海：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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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０年出版。

６８［．美］弗兰西斯·福山：《 信任 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

造》，李婉蓉中译本，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出版。

６９［德］马丁、舒曼：《 全球化陷阱 对民主和福利的进

攻》，张世鹏等人中译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出版。

７０．［日］涩泽荣一：《 论语与算盘 人生·道德·财富》，

王中江中译本。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出版。

７１．费孝通：《 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　１９８５年版。

７２．厉以宁：《 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５

年出版。

７３． ：《 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 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

的作用》，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出版。

７４．茅于轼：《 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出版。

７５．杨敬年：《 人性谈》，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出

版。

７６．汪丁丁：《 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５年出版。

７７． 经济学家的思想轨迹》《： 回家的路 ，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出版。

７８．盛洪主编：《 中国的过度经济学》，上海：上海三联书

店，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出版。

７９． 交易秩序的结汪和建：《 迈向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

构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出版。

８０．何 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清涟：《 现代化的陷阱

题》，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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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卢现祥：《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出版。

８２．　 王文元《： 樱 ——日本经济奇迹之根源》，北京：花与祭

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出版。

８３．罗国杰主编：《 道德建设论》，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出版。

８４．廖申白 转型时期的、孙春晨主编：《 伦理学新视点

社会伦理与道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出版。

８５．李权时、章海山主编：《 经济人与道德人 市场经济

与道德建设》，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出版。

８６． 上、下卷），北京，北万俊人：《 现代西方伦理学史》（

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　１９９２年出版。

８７．何怀宏：《 底线伦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出版。

８８．许倬云等：《 现代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台北：洪建全基

金会１９９６年出版。

８９．戴华、郑晓时主编：《 正义及其相关问题》，台北：中央

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１９９１年出版。

９０．钱永祥、戴华主编：《 哲学与公共规范》，台北：中央研

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１９９５年出版。

９１．艾四林：《 哈贝马斯》，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出版。

（ 有关论文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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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引

（ 本索引以汉语拼音字母为序）

Ａ． 财富 ２９０

１３３艾四 ２２４ 差异原则林 ６０、

奥 １７６地利国民经济 产权交易３１学派

产权经济 ２７１学

成 ２Ｂ． 本要素

传统２８巴 ２８６克莱 ８ 主义

拜金 ２９０主义

鲍德 ３６、３００里 Ｄ．亚

１６保守主义 ９ ６０达尔

２２９贝尔，丹尼尔 ９ 代际正义（ 公正） ０、３０８

８４ 道德边际费用 代价 ８３

１３０ 道 ２德边际效用

９０ 道 ２１３、 ２边沁 ２１德担保

５３ 道德伯里克利 动机 ８

艾 １１、７８、８２ 道 １德规范伦·布坎南

３布热津斯基 １３ ２８９道德禁欲主义

３１布什 ３ ２道德合理性

２５不完全竞争 道德考 １、量 ２６３

道德力量 ２

Ｃ． 道德理想主义 １６３

１２、２３９１２６财产（ 权） 道德理由（ 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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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 ８２论据（ 论证） 富 ２８６兰克林

９、道德 １１ ３人 福利国 ２０家

８ １道德生活 福利经济 ２学 ６

２９１道德应得 弗里曼 ５９

道德 １ ４１　维度 弗罗姆 ３６、

１３道德 ２２１乌托邦 弗洛伊德

道德 ３责任 ２２福山

１２２道 ８１、义论

道义相 ２２７互性 Ｇ．

３德里达 １６ 盖茨．比 ３１３尔

邓小 ５０平 盖 ３１３奇

地 １９４方保护主义 个别 １７６、１９９主义

地方性 ２７ 戈尔 ３１３巴乔夫

地 ２０球伦理 个人偏 ６２好

１７地域主义 ６ ２７个人消费 １

动机 ４ 个人利己主义 ４

动机论 １６６ 公共规 ２８则

２公共领域 ８

Ｅ． ２公共伦理 １

恩 ８２格斯 ４８、 ２３８ 公共善

２８公共性

１Ｆ． 公共义务 ９２

放任主义 １８ ３３工具合理性 、６６

非交易（ 性）领域　　　 ６６１８、　１９７ 工具理性

费孝 　２１４、 　２１５通 工 ６６具主义

　 ９１１　５风险 ０ 功利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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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 ８３、２８６ 后现代主 ７６义

功利主义证据（ 论据） ９０ 货币 １０

共同体 ３５、２００

功效 １０ Ｊ．

公正（ 正义） ２７１ １０２基本善

公 ９正旁观者 计划经 ３７济

工作伦理 ３２ １５机会均等 、２４０

２４工作时间 ２ ２机会主义 １３

古典自 １７６由主义 ２０激进自由主义 、３６

广 ３０４告 集体 ２２０主义

２５规范 ３ ２８６加尔文

国家 ５９干预 ２加尔文教 ８６

国际 ３１９资本 价 ２７５格指数

国际 ６７资本主义 价值 ２论

国家资本 ５０主义 １７价值剩余 ７

５０国民经济（ 学） ２６０家务劳动

家族主 ２０４义

Ｈ． 见田宗 ３０４介

哈贝马 ３５、２２４斯 交易

５、６ １０哈奇逊 、１７５、１７６、　１７７、１８８

３７、１９９ 交易成本（ 费哈耶克 用）

赫 ２０６拉 ３６ ２２、１８８、克利特

赫 １１４ 交易环境 １８７西俄德

７交易 １８性）合 领宜性 域

１９８８８、黑格尔 　２２０ 交易伦理

后福 ２６３ 交易秩序 １５１，２０６，２１１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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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５、３０８ ３７、１７节 ７俭 斯 、　１芒康 ７９

１１、１经 １济 ０、２２９ 可持 ３续 ０８发展

经济动 ８ １机 客 ０９观性

经 ５４、５５济福利 科 ６０恩

经 １５ ２济机制 １克 １莱珀斯

经济利 １０ １４、己主义 可普遍 ６１化 ２８、

３经济理性 ０ １１科斯洛夫斯基

经济理性主义 ４５科学理性

３０、３２、３５、２４６ 科学 １１主义

２、５ ２３６、１１２、经济伦理 ２４９ 空想社会主义

５４ １经 １济民 ３主 孔子

４４经济权 、４利 ５

经济 ９人 Ｌ．

经济行 １为规范 １拉法格 １４

经济制 １度（ 体制） ２３１、２３ ２３８劳动 ７、

经济自律 ５７、２００ ２劳动报酬 ４１２３７、

经 ３０济自由主义 ２劳动补偿 ４３

禁欲道 ２８８德 劳 ２３７、　２４１动法（ 规）

禁 ２４７、欲主义 ２４９ ２３２、　劳动方式 ２３４

就 ２４０业 ９、　１劳动分工 ５

２３３ ２３４劳动工具 、

Ｋ． 劳动价值 ２９论

１凯恩斯 ２、３１５ ２３９劳动力

８ ２看不见的手 劳动目 ３的 ４

６、康德 ２２０ 劳 ２３４动能力

２３康帕内拉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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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权利

２３３、２３７、２３８、　２３９ Ｍ．

劳动时间 ２４２ 马丁 ３１４

劳动 ２６７态度 马克思 ８、１ ２３８、４

２３劳动者 ８ 马克思主义 ５６

劳动 ２３８、 ２４１２３９、资格 ２７３马斯洛

里 ３１３根 麦金太尔 ５、３１５

１０利己主义 贸易 ２７１经济学

历 ２４史唯物主义 茅 ３于轼

８８利他主义 １０、 美德 ２１３

理性精 ６５神 ２０６、２４４美德伦理

厉 １６以宁 ３、 ３１４媒体帝国

利益主体 １５ 孟德威尔（ 一译“ 曼德威尔”）

林肯 ５１ ８

８零交易费用 ２ １孟子 １３

刘小枫 ３１１ 民族国 １９家

８ ３３２垄断 目的价值

８３垄断 目的资本主义 理 ３３性

２ ８１４路德 ６ 目的论

５ １１０卢 ６ １目的梭 善 ０６、

２２卢现祥 ０８ 目的相互性 ２７

１罗斑 １４

１洛 ０ Ｎ克 ．

罗尔斯 纳 ２０９什均衡

２８、３ ９０５、１０２、１１ ２４０４、 奈特

７９ 脑力劳 ２５１伦理主义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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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２５２生 ９责任 仁慈

４１ 人尼采 道 ５５主义

５９ 人格信诺齐克 用 ２１２

人格Ｐ． ２４５尊严

９４帕累 人际 ９７比较托

人帕累托 ９４佳态 力资本 ２５３

９４ 人帕 ８３、累 身权托效率 利 ２３９

帕 ９４ 人性累托优态 ４、８

帕累托最优 ２０９解

评价标准 １０９ Ｓ．

５６、平均主义 　１１８、１４８ 萨缪尔 ２０７森

平 ６民 １ ３１３主义 萨切尔

普 １９遍交 ９、２０２易 萨 ３０２特

普 ２遍 ０２ ９主义 善功

１普遍信任 ９８、２０２ 商品拜物教 ３６

商 ９品经济

商品 ３０４设计Ｑ．

企 ２２０业 ２１７、 社会达尔文主义 ８２伦理

强迫 ２５４ 社会性 道义论 １１劳动

囚 ２１徒困境 社会福 ９５利

２区域性 ７ 社会共同 ２５９体

权 １１７利 社会规范 ３１安排

权 ４１ １益 社会交 ８７往

３６４、 １２全球化 １１２２社会 ０美德 、

社会契约（ 论）

１０、 、１７９

１０、

３Ｒ．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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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３７ 失业会人 ８２

９７ ２３３、２３５、社会效率 使用价值 ２３８

２５８ 实质 ９３性社会责任 价值

社会主义 １８、５０ 手段善（ 工具善）市场经济

２２、　社会 １１０ １０６、资本 １１０

２８５ 叔本奢侈 华 ２７３

生 ３１３产率 ９５ 舒曼，Ｈ．

生产 １４ 斯宾塞 １０ １８５、９０、性

生活方 ８式 ２８４ 斯密，Ａ．

１１２２４、 ２３０ 斯密生活世界 问题

生活态度 ２８５ 私有 ５０制

盛 １５８ 索罗 ７庆 ４ ３１３、斯

２０ ５０所有制生态环境

市 １７６场

２４２剩余 ３００ Ｔ．价值论 、

市场 １６ 塔 ２０分 ７克配

２４市场价格 １ 泰 ２５２勒

８、 特市场 ２１９经济 １、 殊主义

３ １１７市场 ３ 天赋权利（ 人权伦理 ）

市场疲软 ２９７ 天性 １１利己主义

同市 ７ ４、７０场责任 感

市场 １６正 同情 ４、　７、９义

２市场万 团队精神４６能论 ２

６实践理性

１实利 ９ Ｗ主义 ．

实证经 ８０ 瓦特济学

１７６、２０２、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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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 １１８、１５４、外差因素 消费 ３０７主义

２外生 ５责 ３ ８任 效果论 １

完全竞争 ２６ 效率 １０３、１１０、　１５０

丁汪 ２２丁 ３、１ １ ８２９９、 效率论据

汪和建 １９２ 新古典自 ３０由主义

２０４ ３王安 ５新教 、２４伦理 ５

２王安电 ０脑公司 ４ 新 ２１制度经济学

２韦 ２伯 ２９、 ４５ 新自由 ２０主义

２７１微观经 ２２、济学 信任 １１０、１９９

６４文 １１化传统 、 ０ 形 ８１式主义

６２ 熊彼特文化多元 ２２１论

文化（ 价值）共同体 需要 ２７５（ 求）

２００１５２ 需要的消 ２７２费、

文 ２５９ 血亲利他主义化认同 １１

Ｘ． Ｙ．

２７ 亚里西方 士多现代性 德 ５３

１２２５３ 杨敬西塞罗 年

２５２现代性 ２、９ ２９、 义务 ３

现代主 ２ ２５５、７ 义务劳 ２６０动义

１７相互性 ７ 应得 ８２

２７４４ 欲望９相容性 ，２７５

１３原初消 ２７０费 状态 ２

２９消费方式 ２

消费函 ２８数 ４ Ｚ．

３０５消费心理学 再分配 １２主义 ６、 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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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责任 ０ １１终极目的

责 ７５ １任伦理 中立性 １９

７６珍妮 重农主义 ８７

１真实共 ５２ ８同体 重商主义 ７

９正义 周辅成 ６

政治共同体 １５２ ３０７主观偏好

政 ４、　６治经济学 朱塞 １９９斯

１９９政治精 （ 原则英主 ） １２义 转让正义 ７

政治美德 １１５ ２８专制主义 ０

４政治 ９民主 ４ 资 ２本２ 主、 ４５义精神

政 ４５治 １２３资格权利

政治 ５３权 ３０自然法则力

１９９政治 自然经济权威主义 ４３

政治自律 ５７ ７自我发展

３１ ２ １５制度 ７１、 自由竞争经济学

殖 １ ２３９５３ 自由劳动民经济

知识 ７１、２２２ 自由贸 ２５易经济

２４５ 自职 由主义业 效 ８４率论证

２４５ 宗教禁 ２８６欲主职责 义

２５职业认同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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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未曾想到，这本书的写作竟然也成了一个跨世纪工程。１９９６

年它被列入北京市“ 青年理论百人工程”首批科研项目。我因此

多少有些唐突地陷入经济伦理这一新课题的困惑之中。这其中，

不仅有许多由知识陌生所产生的再学习负担，而且也有太多的现

实问题所带来的思想困惑。然而，即使是冒昧地接受了这一科研

项目，我也不得不为此承担责任。本来这一项目早在两年前就应

该结束，如果一般性处理课题，也未必不能如期完成任务。但我

在实际过程中发现，一般性地处理经济伦理问题，或以时评式的

方式来处理这一课题，虽然可以保证按时完成任务，却无法获得

任何新的理论进展。

为了避免上述结果，我只能把时间要求搁置一旁。现在，这

一项目虽然延误有时，终究还是基本完成了。作为一个跨学科的

研究领域，经济伦理将是一个长期开放的理论课题，不可能靠几

个人或几本专著得到圆满的解决。此次的科研实践更让我对此坚

信不移。的确，这一领域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我们重新学习，不仅

是对经济学和伦理学学者而言，而且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

和爱好者也是这样。同样，这一领域也有着太多的问题难以确

定，有的甚至是一些基本知识性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

最终放弃了建立一种完备性经济伦理理论的意图和尝试。读者看

到，眼前的这部经济伦理，最多只能是一种导言式的理论解释，

而且解释的范围也仅仅限于现代经济生活领域中几个最基本的方

面或层面。迄今为止，这已是我力所能及的工作了，我希望，它

能对经济伦理这一课题的研究及其进步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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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掷笔封墨之前，我想对下列人士致以特别的谢意：我的学

生、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唐文明博士和殷迈硕士为我的此项研究工

作助力甚多，他们为我分担了许多其他方面的工作负担。我对他

们表示深深的感谢！我原先工作过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和现在供职

的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领导同志们，对本书的写作提供

了诸多条件和道义上的支持。我真诚地感谢他们！我的好友、香

港大学哲学系的慈继伟教授为我无偿地提供了许多极为珍贵的学

术信息和材料，也多次与我讨论有关议题。他的真知灼见常常让

我顿开茅塞，如饮醒醐，而他的技术支持和信息援助又使我获益

良丰。我对他的感激是难以言表的！还有。《 中国社会科学》杂

志社的李存山先生、《 开放时代》杂志社的涂成林先生和李扬小

姐等出版界的朋友，为我的阶段性成果提供了宝贵的发表园地，

使我能够因此得到一些学界反应。我对他们的支持深表谢意！承

蒙“ 现代与传统丛书”的主编袁伟时先生的盛情美意，使本书再

度有幸忝列其中，不胜感念！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我的家人为

我分担了许多难以计算的家庭事务，我希望本书的出版也能为他

们带来些许快乐。若非这些不可逃避的工作负担，我想我肯定可

以有更多的时间与他们一起分享轻松和生活，减少我对他们过多

的道义亏欠，尤其是对我快满三岁的儿子有有！

暂时结束这项很不轻松的研究之后，我又得转战他方了。轻

松依旧遥远，这好像真的应验了一位学术前辈的话，学者如同战

士，生命不止，战 ”，斗不息。因此，顾不得好好“ 总结经验教训

便又要上路前行了。不知前方的路是否依然如此坎坷？我期待着

幸运和顺利，也期待着能够获得某些轻松的时刻，以便能有时间

静下心来，好好检省过去，包括遗憾地留在本书中诸多失误。因

此，我更期待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对本书的批评与建议，以便在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343

适当的时候有可能对之作进一步的修订和补充。我说过，这本书

仅仅是我步入经济伦理的一个“ 入门”。

作者谨识于公元２０００年伊始，北京西郊悠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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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１）

１．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ａｎｄ　Ｉｔｓ （ １）　Ｍｅａｎｉｎｇ

２．　Ｒ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　ｓ

Ｑｕｅｓ （ ４）ｔｉｏｎ”

３．　 （ １２）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ｍ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Ｏｎｅ：　Ｅｎｃｈａｎｔｍｅｎｔ　ｏｒ　Ｄｉｓｅｎｃｈａｎｔ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Ｍａｒｋｅｔ：　　Ⅰ

（ ２４）

１．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 ２５）　 Ｍａｒｋｅｔ”

２． Ｔｗｏ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 （ ３０）ｄｉｎｇ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Ｔｗｏ：　Ｅｎｃｈａｎｔｍｅｎｔ　ｏｒ　Ｄｉｓｅｎｃｈａｎｔ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Ｍａｒｋｅｔ：Ⅱ

（ ４０）

１．“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Ｌｉｂｅｒｔｙ （ ４０）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２．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 ｏｌｉｔｎｄ ｉｃｓ （ ４９）

３． Ｔｈｅ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Ｍａ （ ６５）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ｎ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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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ｐｔｅ （ ７８）ｒ　Ｔｈｒｅ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Ｅｎｄ

１．　Ａ　Ｍｏｒ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 ７９）ｉｎｇ　ｏｆ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２．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Ｅｆｆ （ ８２）ｉｃｉｅｎｃｙ

３．　Ａ　Ｍｏｒａ （ ９９）ｌ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Ｌｉｍｉｔｓ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Ｆｏｕｒ：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Ｄｕ （ １１２）ｔｙ

１．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 １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１２）

２．　Ｔｗｏ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ｎｔｉｔ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　Ｄ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 １２１）

３．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ｏｒ　Ａ　Ｓｙｎｔ （ １４０）ｈｅｔｉｃ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４．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Ｄｕｔｙ：　Ａ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Ｍａｉｎ

（ １５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７）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Ｆｉｖｅ ，：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　ｏｆ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Ｆａｉｒｎ （ １７５）ｅｓｓ，　Ｔｒｕｓｔ

１．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 （ １７５）ｉｃ　Ｅｔｈｉｃｓ

２．　Ｓｅｅｋｉｎａ－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ｙ （ １８２）　ｏｆ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３．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ａｂｏｕｔ　Ｈｏｗ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Ｃａｎ　Ｂｅ

（ １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Ⅰ）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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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Ｔｒｕｓｔ：　ａｂｏｕｔ　Ｈｏｗ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ＣａｎＢ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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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Ｌａｂｏｒ”：Ａ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 ２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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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ｅｓｉｒ （ ２７２）ｅｓ”

２．　Ｆｒｕｇａｌｉｔ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Ｅｘｔｒａｖａｇａｎｃｅ：　Ｏｎ　Ａｓｃｅｔｉｃｉｓｍ　ａｎｄ

Ｈｅｄ （ ２８５）ｏｎｉｓｍ

ｃａｌ３．　Ｔｅｍｐｔａｔｉｏｎ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ｈｏｉｃｅ—— Ａｂｏｕｔ　Ｓｏ一 　ｌｅｄ

“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ｉｓｍ” （ ２９６）

ｏｎ （ ３１０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ｉｄｅｏｆＧｌｏｂｌｉｚａ ）

Ｂｉｂｌ （ ３２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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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ｅｘ （ ３３２）

Ｐｏｓｔｓｃｒｉ （ ３４１）ｐ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 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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