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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现代经济学对中国改革有什么作用这个问题入手,探讨了经济学理论内在逻辑分析方法

的内涵和重要性,并简单介绍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之处在于遵循了参与性约束条件和激励相容约束条

件,从而很好地处理了改革 发展 稳定的动态关系。随后,本文介绍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 即界定

经济环境、设定行为假设、给出制度安排、选择均衡结果、进行评估比较。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分析

方法和五个基本步骤,将有助于更好地科学理解现代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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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现代经济学对中国改革有什么作用? 对于这个问题, 经济学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

一种是不顾中国现实的客观条件, 盲目地崇拜某种理论,包括现代经济学中的很多理论, 在没

有完全弄懂的情况下就把理论照搬到中国经济的改革发展中。另外一种看法则认为, 现代经

济学是外国的东西, 对中国没有用,中国的问题还是要用中国的办法来解决。笔者认为, 这两

种看法都很极端,都是错误的。因为在任何时期, 任何一个理论,任何一个行为假设,任何一种

制度,都是有边界条件的,认识到此点非常重要。

经济学是一门非常特殊的学问。它与自然科学有很大不同,自然科学是实证性的、精确性

的,比如造一栋楼、修一座桥、制造导弹,可以控制到非常精确的状态,其参数都是可控的、可做

实验的。而经济学这门社会科学, 不但要研究经济现象、做实证分析,同时还要研究人的行为

假设,研究人的行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另一方面, 经济学还面临很多不可控因素。

经常可以看到有人批评, 甚至是攻击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预测性差。这里其实有两个原因,一

个是这位经济学家本身就比较差, 另外一个是有一些因素他无法控制,即使有一个准确的判

断,但是由于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发生突变, 使得他的预测不准确。

那么,是否由此说明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呢? 不是的, 经济学实际上是一门实实在在的科

学,可以说现代经济学的几乎所有理论都来自于现实。不过,经济学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能做实

验,那么它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实践和数据不是预

测真理的标准, 经济学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内在逻辑分析。任何科学的理论都必须拥有一个科

学和系统的思想理论和自洽的逻辑体系,且经得起实践检验。也就是说,理论上的逻辑推论与



经验上的客观实际的一致性, 是有保证的。现代经济学理论拥有严格的逻辑体系,这一逻辑体

系能够很好地解释现象背后各种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并能作出具有内在逻辑的科学预测。

所谓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分析方法, 就是首先对想要解决问题的有关情景(经济环境、形势

和现状)作充分了解和刻画,弄清问题所在和成因,然后有针对性地正确运用恰当的经济理论,

得出科学的内在逻辑结论,并据此作出科学、准确的预测和正确的推断。只要现状符合经济理

论模型所预设的因(经济环境、行为假设) ,就能根据经济理论得出具有内在逻辑结论的果,从

而对所处的不同情景(因时、因地、因人、因事会不同) ,给出解决之道(给出某种制度安排加以

解决)。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分析方法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 可以对给定的现实经济社会环

境、经济人行为方式及经济制度安排下所可能导致的结果,根据经济理论, 作出符合内在逻辑

的科学推断,并指导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换言之, 只要弄清楚了问题和成因, 有针对性地正确

运用经济理论(相当于药方) , 对症下药,综合治理,就能得出内在逻辑结论,从而作出准确的预

测和正确的推断。

可以说,这一内在逻辑方法也体现了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即五个基本步骤:

第一是界定经济环境,第二是设定行为假设, 第三是给出制度安排,第四是选择均衡结果,第五

是进行评估比较。这五步其实也正好是普通老百姓想把一件事情做好的五个基本步骤, 将在

下一部分详细阐述。当然,这五个步骤用在经济学领域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是,作为一

个经济学家,首先是要解释经济现象,解释经济人的行为, 然后再研究人们是如何作出权衡取

舍的。不过,前提是你必须有一个研究目标, 你想要回答什么问题, 然后你才能想怎么去解决

这个问题,那么,其中就有一个制度安排和目标实施的过程。当然,在这个实施的过程中,必须

考虑到各种约束条件,要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否则不可能成功。在约束条件下做事, 是经

济学中最基本的原理。

比如,在个体自利性和信息不对称性这两个客观现实下,任何一项改革或制度安排的成功

执行都必须同时满足参与性约束条件(要让老百姓获利,或至少不受损)和激励相容约束条件

(要调动个体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使之个体利益与社会发展目标一致)。这两个约束条件非常

简洁地说明了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改革开放之初,对于贫穷落后的中国要

实现强国必须发展, 但要发展必须调动个人财富创造的积极性, 这就要求改革原有制度使得个

人利益与社会发展目标一致, 使制度安排满足激励相容约束条件。而发展要有社会稳定作为

前提,所以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是满足参与性约束条件。从而, 第一步改革往往是增量、局部

的,但随着改革带来的经济发展,原有的部分参与性约束条件逐渐成为强参与性约束条件,从

而扩大了改革空间, 为加大改革力度、推动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性。所以这两个约束条件完

整说明了 改革 发展 稳定 之间的互动关系:稳定条件下的改革推动发展,而发展让老百姓

获利(松释了参与性约束条件)而促进稳定,进而创造了加大改革力度的条件,推动进一步经济

发展。正是这一 改革 发展 稳定 互动关系形成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发展路径。

参与性约束条件与稳定之间的关系澄清了当前人们对稳定理解的极大误区,使我们正确

地理解什么才是稳定的真正内涵。那种靠堵,不能让老百姓获利或满意,一味地靠强力压制下

的社会刚性稳定,只是一种表象稳定,从长远来看,只会造成更大的不稳定。只有那种靠疏,满

足以上参与性约束条件, 也就是那种让人们真正满意和获利的改革或制度安排所导致的稳定,

从而不致使变革引发社会不稳定甚至动荡的稳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质稳定。这样,社会稳

定不是短期的刚性静态稳定, 而是长期的动态韧性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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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接下来,具体解释一下现代经济学基本分析框架中的五个步骤。笔者在 现代经济学的基

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一文中曾指出,任何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 基本上由五个分

析步骤组成: ( 1)界定经济环境; ( 2)设定行为假设; ( 3)给出制度安排; ( 4)选择均衡结果; ( 5)进

行评估比较。由于经济学内在逻辑分析方法和现代经济学基本分析框架有密切关系, 为了文

章的完整性,这里做一简单介绍。

第一个步骤是界定经济环境、经济人或经济主体。一切社会经济制度环境、信息结构的组

成,用数学语言来说就是参数,短期无法改变,但长期也许会发生演变。那么,如何界定经济环

境呢? 可以分两个层次, 第一个是客观描述经济环境, 第二个是精炼刻画其本质,前者是科学,

后者是艺术。如果只是简单客观地逼真描述,抓不住重点,那这种界定是无意义的。比如,一

张地图如果把地球上所有的东西都画上,那这张地图肯定没用, 应该根据不同的目的和用途,

有选择性地对地域环境进行本质刻画。那么经济学中,哪些是最本质的要素呢? 比如,在研究

消费者理论的时候, 就要考虑到三个要素 偏好、收入和价格。在这个基本环境下, 不管是

穷人、富人、老人、年轻人,全都可以忽略不计,简化之后最主要的因素只有两个,主观因素是偏

好,客观因素是约束条件,也就是预算线。接着就是如何进行选择的问题了。

再回到地图的例子, 针对不同目标需要不同的地域环境界定。当开车出门时,需要的是交

通地图,道路标识都要清清楚楚,但如果是军事用途,需要的地图又不一样,山川、河流和障碍

物就显得重要了。实质上,这跟研究经济问题也是紧密相关的。比如写一篇经济研究方面的

文章,引言部分首先要确定所研究的问题,陈述其重要意义及文献综述,以及所得到的主要结

论,然后进行严谨的讨论。为此,就需要建立分析框架或模型,其首要步骤就是根据所研究的

问题来界定经济环境,既要清楚准确地描述经济环境, 又能精炼深刻地刻画经济环境的特征,

使之能抓住所研究问题的本质。如果把所有情况都描述出来,也许非常准确而真实地描述了

现状,但是会将旁枝末节的问题和主要的问题混在一起,抓不到重点。

第二个步骤是设定行为假设。行为假设在经济学中就是对个体(可以是个人、单位或国

家)的行为做出假设,也就是利己性假设。这里所说的利己是要看具体讨论的问题。比如,讨

论国家问题的时候是利本国, 讨论学校问题的时候是利本校, 讨论家庭问题的时候是利本家,

讨论个人问题的时候就是利个人。制度安排是基于将个体自利引导至有助群体公益的方向而

制定的,如果人们的思想境界都很高,就没有必要制定制度去引导人的行为了。笔者认为,如

果要对行为做出正确判断,需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常规情况, 即人的行为往往体现出利己

性;另一种是非常规情况,即在某些情况下人的行为往往体现出利他性。所以,行为假设也是

有边界条件的, 如果没有把边界搞清楚,就会导致严重的问题。

在常规情况下, 个体基本上是理性的、利己的、追求个人利益的, 那么能不能在大家都利己

的情况下导致一个国家的富强呢? 这个基本思想也就是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 斯密的思

想 追求私利的个体行为会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的增加。从根本上来说, 正是因为人的思想

境界和思想水平不高,才需要激励机制、采用市场制度。这就是利己性,一方面要诱导,另一方

面还要规范。如果没有正确的行为假设,据之给出的制度安排就会出现问题。这就是为什么

企业之间在建立经济关系前都需要有一份合同,也是基于利己性假设的考虑。

所以说,在常规情况下,利己性假设是比较合乎现实的。更重要的是, 这个假设风险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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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利己性的假设情况下, 个体对他人是有警惕和防备的。当然,在非常规情况下, 人的行

为也会表现出利他性,并且这不只是人的行为, 也是动物的共性。举一个例子,野山羊被猎人

追到悬崖边,老山羊先跳下去,小山羊就踏着老山羊的背脊逃生, 这时老山羊就体现出它的牺

牲性、利他性。但一旦恢复到常规,那些动物为食物可能是争先恐后。其实人也是一样, 在面

临民族危亡的时候, 很多人愿意抛头颅、洒热血,能说他们是利己吗? 所以说利己性、利他性只

是不同环境下的不同行为反应,即使是利己性, 也会体现出不同程度。所以, 当国家遇到危机

时,当他人遇到危险时,当人们需要帮助时,我们应该勇敢地站出来,雪中送炭,伸出力所能及

的援助之手。亚当 斯密不仅写了本奠基性的 国富论 ,也写了本 道德情操论 ,论述人们应

具有同情心和正义感。亚当 斯密交替创作,反复修改直至去世的 道德情操论 和 国富论

这两部著作,形成了亚当 斯密学术思想体系两个互为补充的有机组成部分。

尽管也许人不利己是最好的, 但利己是客观现实, 无法改变。所以,在人的思想境界、思想

水平不是那么高的情况下,要实现社会和谐, 就应该建立现代市场制度。这可以用高级微观经

济学理论中的经济核定理来说明其必要性:在自利行为这一客观现实下,只要给人们两样东

西,一个是自由,经济上的选择自由,另一个是竞争。那么,即使不考虑任何制度安排, 最后所

导致的结果和竞争市场导致的结果是一样的,这就是经济核。而其充分性是胡锦涛总书记提

出的和谐社会六大特征: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除了第一个目标没有具体的经济学定理可以证明之外,另外五个目标都可以用具体的经

济学定理证明。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充满活力、和谐相处, 必须要承认人的利益, 必须要诱导,

但是市场也会失灵, 所以政府不能缺位,要最大程度地确保市场上所有人的初始禀赋相等,拥

有公平竞争的机会。这样,累进税、农民生活改善、国民义务教育等一系列政策自然就出现了。

另外,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还存在一个误区,就是把利己和利他的假设截然地对立起

来,这也是不正确的。比如,一些学者的商业性讲座,往往报酬丰厚,而一般的教学讲座, 报酬

很少甚至分文不取。其实这中间就有一个利己和利他的融合,就是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知

识分子的道义, 把自己的知识和别人分享,从分享中也能得到喜悦和收获。当然,从某种意义

上讲,这也是一种利己,只不过不是经济利益而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考虑。

第三个步骤是给出制度安排, 制度安排取决于经济环境和经济人的行为, 所以它是内生

的,依赖于经济环境和经济人的行为。不同情景对应着不同的制度安排,任何一种理论都要涉

及制度安排。比如消费者理论,它所隐含的制度安排就是竞争的市场制度,这是作为参数给定

的。然后,再看市场失灵的情况,比如这一轮金融危机肇始于华尔街次贷危机,人们都责怪华

尔街精英太贪婪,但笔者认为这种利己性只要没有违反法律, 也不能过于苛责,要苛责也只能

苛责美联储、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们。美国政府从 20 世纪 80年代就开始一味地强调自由竞

争市场,没有意识到市场导致有限资源配置是有条件的,市场是会失灵的, 比如存在着经济的

外部性。如同开会多人要发言,由于时间有限,一个人多讲了,其他人就得少讲,因而我们就需

要规定每人发言的时限。金融产品也是如此,它具有外部性和传递性, 一家银行倒闭了, 可能

会影响整个世界的经济环境。在这种情况下,自由竞争市场是会失灵的, 因而需要规制, 制定

规则来规范金融市场。外部性和自由、理性假设是相冲突的,因而需要设计新的制度安排。

一旦了解了这些,我们就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政策、对策和制度安排。那么,怎样才能在

规制性的法律法规和诱导性的激励机制中作出选择呢? 笔者认为, 其关键看信息是否容易对

称。如果信息不完全、不对称,就需要设计出激励相容的机制,经济学主要是研究激励机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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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信息比较容易对称, 就应该采取硬性的法律法规, 这部分内容属于法学领域。除此之外,

还有社会规范这一制度安排, 是一种无欲和无刚下的制度安排, 是最节省交易成本的。所以,

制度安排要根据具体情况,信息对称的时候, 用硬性规则, 刚 、欲 的东西; 信息不对称的时

候,用激励机制来解决,长久以往, 就形成了一种无欲无刚的社会规范或文化。

第四个步骤是选择均衡结果, 就是权衡取舍, 找出最佳结果。一旦给定制度安排和各种约

束条件之后,人们就会根据自己的偏好做出激励反应。均衡就是指一般在可供选择的情况下,

人们找出一个自认为好的结果或者体系。均衡有时不是绝对静止的,正如行为假设也是相对

最优的。有人经常用个体的有限理性来批评理性假设,其实是没有弄清楚它们的真正内涵,二

者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只是程度上的差别,理性假设是一种理想状态, 是参照系和基准点。根

据自己所掌握的信息,来作出最佳抉择,这就是有限理性,也就是理性的一种近似状态。总之,

无论人的行为是理性的、有限理性的、利己的还是利他的, 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都可以

用来研究人们的经济选择问题和决定均衡结果。

第五个步骤是进行评估比较。市场制度从根本上来说是追求个人利益的一种制度, 我们

关心的是这种制度能不能让国民富裕, 能不能增加社会福利。亚当 斯密在其 国富论 里就

谈到了 看不见的手 ,他认为每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能够导致社会利益的增进。那

么,我们要进行评估比较,首先就牵涉到价值观或者评判标准。在经济学领域,一个最基本的

评价标准就是资源的有效配置或帕累托最优。通俗地说, 就是不再可能让一些人得到好处的

同时,而其他人不受损失。同样的资源不可能生产更多的产品, 要提高一个人的效用, 就可能

会减少其他人的效用。这是一个基本的评估标准,即通过资源的有效配置使效用达到最大化。

经济学领域就给出了一系列的假设条件,特别是在理性假设下, 比如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在

利己性和没有外部性的假设前提下,竞争市场可以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

当然,这种以效率为主的标准只是其中之一, 还有公平配置标准。效率和公平这两个标准

不是说谁对谁错,而是一种价值取向,有时候这两种标准不可能同时达到。因此, eff iciency(效

率)和 equity (公平)是国内外都在关注的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相继提出了 效率优先,兼

顾公平 、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 等收入分配准则,体现了对于效率和公平关系

的实践探索。在当前财政税收和国民教育体制与社会公平起点目标还有一定差距, 市场经济

体制远未完善的时候,中国需要确立一个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收入分配秩序,把经济社会发展的

成果更加合理地分配到群众手中, 使全体社会成员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其实,除了这两个标准以外,还有一个激励相容的问题。因为个人利益和目标不一样,在

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就可能导致你的利益冲突了他人的利益, 个人利益冲突了国家的利益。

那么, 能不能在约束条件下,使各方面达成一致呢? 这就要靠激励相容。激励相容, 是一种辩

证统一,也就是前面说的于公于私于国于民, 方方面面都能照顾到。激励相容就是个人在追求

自身利益时,同时也达到他人目标,因而是一种和谐与统一。为什么说在人们思想水平不高的

情况下,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市场制度? 因为市场制度比较好地解决了激励相容的问题,通过

市场的运作,就可能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公平配置。

此外,现代经济学除了标准的分析框架, 还有一些通常所采用的研究技巧和方法, 比如确

定基准点,建立参照系,发展研究平台, 提供分析工具, 构建严谨的分析模型, 进行理论推断和

预测,等等。详细讨论见笔者的 经济学思想与方法 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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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Economics
T IAN Guo qiang

(1 S chool of Economics , Shanghai Univer sity of Finance and E conomics ,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I nstitute f or Advanced Resear ch, Shanghai Univ ers 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o le of modern econom ics in China s reform and ex

plor es the implication and signif icance of the inter nal log ic analy t ical method of economic the

o ries It brief ly int roduces that the success of China s g radual r eform can be at t ributed to the

sat isf ication of part icipat ion const raint and incent ive compat ibility const raint, w hich leads to

a desirable handling of the dynamic r elat ionship among reform,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Then it int roduces the basic analyt ical f ramewo rk of modern econom ics, namely def ining eco

nom ic env ir onment , set t ing behavio ral assumptions, giving inst itut ional arrangements,

choosing equilibrium outcomes, and conduct ing evaluat ion and comparison A master y of the

internal logic analy t ical method and the five basic steps of modern economics w ill cont ribute

to a bet ter scientif ic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economics

Key words: modern economics; China s reform ; basic analyt ical fr amew or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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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 Expans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Human nature

Community:Contemporary Form of Ecological Contradiction
LU Pin yue

( Res ear ch Center f or Economic P hiloso phy , Shanghai Univer 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Shallow ecolog ical v iew centring on human interests is gradually being re

placed by deep eco logical view centring on the inher ent value o f nature Deep ecolo gical v iew

explains the int rinsic value of natural things f rom the ang le o f internal relat ion of naure,

w hich expresses historical pr ogress, but its advocacy of intrinsic value of natural things

show s the limitat ion o f metaphysics In fact , w ith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practice, the

natur e increasing ly becomes the inorg anic body of human beings, and a deep int rinsic rela

t ionship betw 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fr om the ang le of benefit , t ruth, g oodness and

beauty has been created, leading to human nature community The co lonizat ion of nature by

capital expansion fundamentally enhances human s dom inion over nature; on the other hand,

through human nature community it results in the deep co lonizat ion of human beings and hu

man development crisis T he implementat ion of people oriented out look o f scient ific develop

ment is a fundamental w ay out of the crisis

Key words: capital; deep eco logy ; human nature community ; outlo ok of scient if ic de

velopment (责任编辑: 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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