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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学的本质（下）
田国强

摘 要 改革开放以降，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目标的逐渐确立，现代经济学在中国逐步发展成为一门显
学，为中国市场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撑。然而，学术界和思想界对于现代经济学
及其意识形态性还存有不少认识误区，亟待厘清。为此，本文主要探讨和阐述了现代经济学的本质，
包括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内涵及其视野下的市场制度，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假设与要点，以及如何正确
看待理解现代经济学等内容。现代经济学由假设、约束条件、分析框架和模型以及若干结论（ 解释
和 / 或预测 ）组成，其中一个核心假设是利己性假设，这些结论从假设、约束条件和分析框架及模
型中严格导出，因而是一种具有内在逻辑的分析方法。现代经济学提供两类理论，一是提供基准点、
参照系及明道的基准经济理论，二是提供更贴近现实的实用经济理论，两者相为促进，并且均可用
于内在逻辑的推断和预测。市场经济孕育了经济理论，又得益于经济理论的发展。一个成熟的现代
市场制度和好的治理只有在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互动互促的综合治理框架下才能运作有效。
因此，唯有正确认识和理解现代经济学的本质及其视野之下的市场制度，才能有利于推进中国深化
市场导向的改革，真正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长治久安的包容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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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假设与要点 a
（ 一 ）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假设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需对个体的行为作出假设，将个体的行为作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因此我们在
这里做较为详细的解释。如前所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最本质的差别就在于，社会科学往往需要研究人
的行为，需要对人的行为进行假设，而自然科学不研究人，而是研究自然世界和事物。经济学是一门非常
特殊的学科，它不仅要研究和解释经济现象，进行实证分析，同时还要研究人的行为，以便更好地作出预

 《 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 》
（ 未刊稿 ）中，笔者以一个行为假设、两个约束条件、三个制度安排、四个基本原理、五个分析步骤、六个研究
a 在
技巧，对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进行了介绍。本部分，笔者将通过新的分类方法对前四个方面的具体内容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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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并给出价值判断。在谈论人的行为时，一般有三个词语来表达：自爱（self-love）
、自私（selfish）及自利
（self-interest）
，这三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较大差异。自爱意味着自己看重自己、喜爱自己，从而它既有
好的一面，让自己洁身自爱，也可能有负的一面，对自己估计过高，使之有时会导致自我伤害（self-harm）
，
或形成自我欺骗（self-deceit）的空思妄想。自爱还可衍生自利甚至自私。自私则是以损他为前提来利己，
从而自私使人贪婪，贪婪使人野心勃勃，野心使人虚荣狂妄，虚荣使人忘乎所以，狂妄使人伤天害理。自
利则以利他为代价来利己，从而自利让人理性、理智，而自私孕育恶欲。也就是，为自利而利他，为了逐
利、获利，人不得不理性利他，经济学主要采用自利性假设。自爱与自利相辅，人有自知之明；自爱与自
私粘连，人会道德沦丧。这样，人受自爱主宰，但并非一定是不顾及别人，也可能是自爱和自利的结合。
个体行为的自利（ 利己 ）性假设，是经济学中一个最基本、最关键、最核心的假设。这不仅是假设，
更是目前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中最大的客观现实，是整个现代经济学的基石。这个假设在处理国家、单位、
家庭及个人之间关系的时候也是如此，因而是研究和解决政治社会经济问题时必须考虑的客观现实或约束
条件。比如，在考虑和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时候，作为一个公民，需要维护本国的利益，站在本国的立
场上说话和行事，如果泄露国家机密，就可能受惩罚；在处理企业与企业的关系时，作为本企业的员工，
必须维护本单位的利益，如果把企业机密泄露给竞争对手，视后果的严重程度也会被判刑。经常看到或听
到有人对利己性假设提出质疑，既然人是理性自利的，追求个人利益，那为什么要有家庭？ 其实，从家庭
层面上来分析问题，每个人都是站在本家庭的利益上行事的。也就是在常规情况下，人们关注的是自己的
家庭，而不是别人的家庭。在研究个人与个人问题时也是如此。在现实中，不少人对这个假设产生了误区，
将它简单狭义地理解为，无论考虑哪个层次上的问题，都是针对个人的假设。
对人类的利己行为进行假设十分必要，因为它符合基本现实，更重要的是，即使这一自利行为假设有
误，将无私的人看成是自私自利的人，也不会造成严重后果；相反，如果采用利他性假设，一旦假设有误，
将实际上追求自身利益的人视作为大公无私的人，所造成的后果要比前者严重得多。事实上，在利己行为
假设下所采用的游戏规则多半同时也适应利他的人，利他行为假设下的制度安排或游戏规则以及个人的
权衡取舍选择问题要简单得多。但是，一旦利他行为假设有误的话，所造成的后果比利己行为假设有误所
造成的后果要严重得多，甚至可能是灾难性的。例如，改革开放前所采用的计划经济体制，强调“ 一大二
公”
，否认个人利益。到“ 文革 ”结束时，中国经济几乎处在崩溃的边缘。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原因之一
就是当时的制度安排基于人是利他无私的假设之上的。其实，对人的行为作出正确判断在日常生活中也是
非常重要的。设想一下，在现实中将一个行事自私、狡猾的人看作一个行事简单、一心为公的“ 老实人 ”来
与之行事处世，甚至提拔重用、赋予重任，将会对社会和他人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就会明白这种错误假设
的严重性。
现实中，许多（ 比如那些贪官 ）经常唱着高调、宣称一心为公但其实是非常自私的人，一旦有机可乘，
相对于不具有欺骗性的自利人，他们给国家给他人往往会带来更加灾难性的后果。如果把人基本上都假定
为“ 雷锋式 ”的一心为公的大好人，来决定制度安排或游戏规则，给出经济政策建议或制定经济政策，多半
不会成功。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搞不好，国营企业效益低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多数厂长、经理和
他们的上级并不是“ 雷锋式 ”的人物，他们有着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自利的行为方式往往与这些制度安排
激励不相容，即使能做到激励相容，所付出的代价也太大。这样，承认个体的自利性，是解决人类社会问
题的一种现实的、负责的态度。这也正是为什么需要党纪国法，以避免机会主义者钻人们都是大公无私假
设下的制度空子的原因。相反，如果把利他性当作前提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例如，生产的组织问题，像
改革前那样否认个体的自利性，认为只要强调为国家、为集体就能够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其后果可能是灾
难性的。其结果就是大家都想钻制度的空子，吃大锅饭，憧憬着别人为自己创造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个体逐利尽管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基本成立，但也有其适用边界。在非常规、异
常情况下，比如，天灾人祸、战争、地震、他人遇到危机时，人们往往表现出利他、无私性，抛头颅、洒
热血为国战斗，勇于相助处于危机中人。这是另外一种理性，即大公无私的一面，甚至是愿意付出生命（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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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都有的本能，况且人 ）
，更何况将会走向极端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比如，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
华民族面临亡国亡族威胁的时候，人们起来抗击日本侵略，抛头颅、洒热血，为民族利益不惜献身。2008
年发生汶川大地震时，全国人民出钱出力帮助灾区人民。而在安定正常的和平环境下从事经济活动时，个
体往往追求自身的利益。这些都说明，利己或大公，都是在不同情境、不同环境下的自然反应，完全不矛盾。
由此，可以看出利己性和利他性都是相对的。其实，动物也有这种二重性。比如，野山羊被猎人追到
悬崖边，老山羊自愿献身先跳，让年轻或小的山羊后跳，踏着它们的身子逃生。亚当·斯密不仅写了奠基
性的《 国富论 》
，也写了《 道德情操论 》
，论述人们应具有同情心和正义感。这两部著作，形成了斯密学术
思想体系两个互为补充的有机组成部分。的确如此，在人的自爱和自利这样的客观现实下，道德应该是通
过社会分工与合作所达到的一种平衡，是一种均衡判定，约定俗成。在恰当制度牵引下，让人们自愿分工、
自愿合作，从而可导致社会是和谐、文明、安定有序的。把自利和道德对立起来是违反人性的，或者说把
自利和自私等同起来是片面的、错误的。相反，通过对道德和自利的有机结合，可以促进社会文明与个人
尊严。现代市场的最大好处就在于它能够运用自利的力量来抵消仁慈的弱点，这使得那些默默无闻的人也
能得到满足。所以，我们不应忽视仁慈和道德在市场制度形成中的作用。社会的进步不能维系于那些总是
想损害或伤害他人的人。
总之，自利的人可以是仁慈、利他和道德的。
“ 自利 ”并不等于“ 损人 ”
。自利与利他是有限度和边界
条件的，而损人利己的自私心理是万恶之源，贪得无厌。理性的自利行为把遵守社会规范作为必要的约束
条件。我们赞成通过思想、伦理教育使个体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不违反公共秩序，赞成维护建立在个人理性
基础上的公众利益。但是，我们不赞成把政策建立在无视个人利益的经济理想主义，不赞成以维护集体利
益为名侵犯合理的个人利益。总之，我们要把在法律法规约束下的自利行为与违反法律法规的损害他人的
自私自利行为区分开来，保护前者，反对后者。
即使同样是利己性，程度也不同。理想状态，利己性当然越少越好，但完全不存在也是不可能的。可
以说，利己性是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如果人都是非自利的，总是为他人着想，也就根本不需要涉及人类行
为的经济学了，工业工程学或投入产出分析也许就够了。中国之所以进行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
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就是考虑到个体自利性这一客观现实，在参与经济活动时往往考虑个人利益。事
实上，短短三十多年，中国的改革就取得了举世无双的巨大成就，这与承认个人利益这一客观现实，从而
实行市场经济制度是分不开的。
（ 二 ）现代经济学的关键要点
经济学家在讨论经济问题时通常基于一些关键性的限制约束条件、基本原理或原则。包括：
（1 ）资源的
稀缺性；
（2 ）信息不对称与分散决策：个体偏好与分散决策；
（3 ）经济自由：自愿合作和自愿交换；
（4 ）在
约束条件下作决策；
（5 ）激励相容：体制或经济制度需要解决个体或经济组织间的利益冲突问题；
（6 ）产权
清晰界定；
（7 ）机会公平；
（8 ）资源有效配置。放松上述的任何一条都将导致不同结论。注意和运用好这些
要点和原理及原则，对人们处理日常事务也非常有帮助。这些要点说起来简单，但真正能融会贯通，进而
得心应手地应用到现实中，却不太容易。下面对这些关键性假设、条件、要点或原理分别给予说明。
1. 资源稀缺性和有限性。
之所以有经济学这门学问，从根源上来说就是世界上的资源是有限的（ 至少地球的质量是有限的 ）
。只
要有一个人是自利的，并且他的物欲是无穷的（ 他所拥有的物品越多越好 ）
，就不可能实现按需分配，就需
要解决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满足需要的问题，也就需要经济学。
2. 不完全信息与分散决策。
经济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除了个体的自利性这一最基本的客观现实外，另外一个最大的客观现实
就是，在绝大多数情形下，经济人之间的信息往往是不对称性的，从而弄不好就抵消了所采用的制度安排
的作用。比如，一个人说了一番话，说得非常好听，冠冕堂皇，也不知道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即使两眼
盯着看，好像在聚精会神地听讲，但也不知道是否真正听进去了。
“ 口是心非 ”
“ 人心隔肚皮 ”
“ 人心叵
7

Academic Monthly

第 48 卷

08

Aug 2016

测”
“ 人是最难对付 ”等就是说的这个现象和道理。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形，其根本原因，是信息不完全、不
对称。由于信息不对称，再加上个体的自利性，往往容易产生经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如果没有恰当的治
理制度来调和，为了获得各种有限的资源，就造成了当今社会说话做事“ 假、大、空 ”的现象，甚至成为一
种常态。这种现象，可用一个字来概括和刻画，就是“ 装 ”
，大家或多或少都在“ 装 ”
。这也是为什么在现
代社会，由于人心叵测，欺诈事情太多，许多人不愿意和人打交道，更愿意跟动物打交道、养宠物，认为
动物不会欺骗或伤害他们。这是使得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比自然科学要复杂得多和难研究得多的主
要原因。由于信息不对称，集中化决策方法往往无效，需要采用分散决策，比如，采用市场机制的方式来
解决经济问题。
只有完全掌握和了解信息后，才能将事情做得更好，其结果才可能是最优。即信息经济学中所讲到的，
信息完全情况下，才有可能达到最优。不过，信息往往很难对称，由此需要通过激励机制的方法来诱导真
实信息，但获得信息需要代价，这样至多只能得到次优结果，这是委托代理理论、最优契约理论和最优机
制设计理论所得到的基本结果。由于在很多情况下信息是不对称的，所以市场会失灵，会出现委托 - 代理
问题，但不管采取哪种方法，都是次优，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安排，人们会出
现激励扭曲，要诱导信息，必须要付出成本和代价，所以不能得到最优。信息对称特别重要，许多误会误
解都是信息不对称的结果。通过与人沟通，让别人了解你（signaling）
，你了解别人（screening）
，做到信息对
称，消除误解误会，尽可能达成理念一致，这是做好一件事情的基本前提。
政府过多干预经济活动，作用过位，由此导致低效率，其根本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政府在收集信息、
鉴别信息等方面存在着很大问题。如果决策者能够掌握全部有关信息的话，直接控制的集中化决策就不会
有问题，那就只是一个简单的最优决策问题了。正是由于信息不可能完全被掌握，人们才希望分散化决策。
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学家强调用激励机制这种间接控制的分散化决策方法来促使（ 激发 ）人们做决策者想做
的事，或实现决策者想达到的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集中化决策在某些方面也有其优点。在作重大改变的决策时，比如，一个国家、单位
或企业在制定愿景、方向和战略或作重大决定时，集中化决策比分散化决策来得有效。不过这种重大改变
可能带来很大成功，也可能带来重大失误。例如，改革开放的决策，使得中国经济得到高速发展，取得了
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而“ 文化大革命 ”的决策，使中国经济几乎走向了崩溃的边缘。解决此问题的一个办
法就是充分尊重民意，选出优秀的领导人。
3. 自由选择与自愿交换。
由于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再加上信息不对称，晓之以理的“ 大棒 ”式制度安排，往往不是有效制度安
排，就需要给人们更多的经济上的选择自由，是前面提到的个体三种私权（ 生存权、追求个人幸福的自由
选择权及私有产权 ）中最重要的一种权利。从而，应该通过建立在自愿合作和交换基础上的经济自由选择
方式，用市场等诱导性的激励机制来调动经济人的积极性。因而，经济上的选择自由（ 即“ 松绑 ”）在分散
化决策（ 即“ 放权 ”）的市场机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先决条件，也是保证竞争
市场经济机制导致资源最优配置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事实上，现代经济学中的经济核定理（Economic Core Theorem）深刻揭示了：只要给人们充分自由选择，
并且容许或能够自由竞争、自愿合作和交换，即使不事先考虑任何制度安排，在个体自利行为驱动下，所
导致的资源配置结果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结果一致。经济核定理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在理性假设下，
即在思想水平不高的假设下，只要给人们两样东西 —— 自由和竞争，而不考虑任何制度安排，所导致的经
济核就是市场竞争均衡。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从实践上证明了这一定理。分析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成
功经验，千重要，万重要，给老百姓更多经济上的选择自由最重要。从早期的农村改革到后来的城市改革
实践都已表明，哪里的政策一松动，哪里的自由度更大一些，哪里给生产者和消费者更多的选择自由，哪
里的经济效率就更高。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创造恰恰是源于政府向市场的放权，而现实中市场不健全，则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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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源于政府过多的干预以及政府监管、制度供给的不到位。
4. 约束条件与可行选择。
在约束条件下做事是经济学中一个最基本的原理，
“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做每一件事情都有其客观约束条件，即所有的个体都在既定约束条件下进行权衡取舍的选择，这是经济学
的一个最基本原理。人们的选择是由客观约束条件和主观偏好所决定的。约束条件，包括物质约束、信息
约束、激励约束，使得经济人达到主观的既定目标变得困难。在经济学中，约束条件基本思想的一个体现
就是消费者理论中的预算约束线，个人的预算由商品的价格及其自身的收入所限。对企业而言，约束条件
包括可以利用的技术和用于生产的投入品价格，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要求管理者对产品定出最优价格、决定
生产多少数量、采用什么技术、每种投入品使用多少、对竞争对手的决策如何反应等。任何一个人乃至一
个国家的发展都是面临着各种限制和约束条件，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环境、资源等等，如果不把约束
条件弄清楚，事情很难做成。
引进一个改革措施或制度安排必须考虑到可行性、可实施性，满足客观约束条件，同时也希望实施风
险控制到尽可能小，不致引起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大动荡。可行性也就是做好事情必须要考虑所面临的各种
约束条件，否则就没有可实施性。所以，可行性是判断一个改革措施或制度安排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经
济体制平稳转型的一个必要条件。在一国经济转型中，一个制度安排之所以具有可行性，是因为它符合了
该国特定发展阶段的制度环境。具体到中国，就是改革必须适应中国的国情，要充分考虑到所面临的各种
约束条件，包括人们的思想境界有限、参与性约束条件等。
参与性约束条件在考虑激励机制设计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约束条件，它意味着经济人能在经济活动中
获利，至少不受损，否则不会参加，或反对所实施的规则或政策。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体不会自动接
受某一制度安排，而是会在接受与不接受之间作出选择，只有当一个制度安排下个体的收益不小于其保留
收益（ 不接受该制度 ）时，个体才愿意进行工作、生产、交易、分配和消费。如果一个改革或制度安排不
满足参与约束条件，个人可能放弃、大家都不愿接受这个改革措施或制度安排，就不可能成功推行。强制
改革反而导致反对，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也就谈不上发展。这样，参与约束条件和社会稳定密切相关，是
发展中是否稳定的一个基本判断。
5. 激励与激励相容。
激励是经济学中的最核心概念之一。由于个体都有其自身利益，想从所要做的事中获得利益，同时也
必须付出代价或成本。通过对好处和代价的比较，可能愿意（ 有激励 ）做或做好这个事或者不愿意做或不
愿意做好这个事，由此会对游戏规则作出合理的激励反应。这样往往就会造成个体间或个体与社会间的利
益不一致，发生利益冲突。其原因是，个体在给定制度安排或游戏规则下会根据自身利益作出最优选择，
但是该选择不会自动满足他人及社会的利益或目标，而信息的不完全性使得社会最优很难通过指令方式来
执行。一个好的制度安排或规则是能够引导自利的个体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争取做到使人们的社会
经济行为于国、于民、于己、于公、于私都有利，这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一个人做的每一件事都涉及到利益与代价 ( 收益与成本 ）
，激励问题在日常工作及生活中无处不在。只
要利益和代价不相等，就会有不同的激励反应。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有激励最有效地使用资源，以及如何
构造激励引导员工最大程度地努力工作。在企业外部，利润的变化为资源的持有者提供了改变他们对资源
使用方式的激励；在企业内部，激励则影响如何使用资源和员工多大程度地努力工作。为了使管理有效，
你必须清楚地掌握像在企业这样的组织内部激励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如何构造激励引导你所管理的人员最
大程度地努力工作。
既然个人、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 , 怎样将自利、互利和社会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呢？
那就需要激励相容，要求所采用的改革措施或制度安排能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生产和工作的积极性。因而，
要实施自己或社会的某个目标，就需要给出恰当的游戏规则，使得当事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能达到
所要实施的目标，这就是所谓的激励相容。也就是使个人的自利和人们之间的互利统一起来，使得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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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求其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达到社会或他人所要达到的目标。
6. 产权明晰与产权激励。
产权（property rights）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包括财产的拥有权、使用权及决策权。产权的明
确界定，因而利润归属明确界定，有激励让产权所有者以最有效的方式进行消费和生产，有激励提供优质
的产品和良好的服务 , 有激励去建立名声和信誉，有激励尽力维护和保养自己的商品、房舍、设备。如果产
权界定不清，则会伤害企业的积极性，产生激励扭曲和道德风险。比如，国有企业由于产权不清必定会导
致效率低下、寻租或利益输送的贪腐猖獗、挤压民营经济、不利创新及造成不公平竞争的五大弊端。在市
场机制中，激励主要是通过拥有财产和获得利润的方式给予人们的。科斯定理是产权理论的一个基准定理，
它论断，当交易成本为零和没有收入效应，只要产权明晰界定，通过自愿协调和合作就可以导致资源的有
效配置。
7. 结果平等与机会公平。
“ 结果平等 ”是一个理想的社会想要达到的目标。但这种“ 结果平等 ”对具有自利行为的人类社会来说，
往往带来的是低效率。那么，在什么意义下公平能与经济效率一致呢？ 答案是，如果人们用“ 机会公平 ”
这一价值判断标准时，公平与效率是可以一致的。
“ 机会公平 ”意味着不能有任何障碍阻止每个人运用自己
的能力追求自己的目标，并且对所有个人都有一个尽可能公平竞争的起点。
“ 公正定理 ”
（outcome fairness
theorem）告诉我们：只要每个人的初始禀赋的价值相等，通过竞争市场的运作，即使个体追求自身利益，
也可以导致既有效率也是公平的资源配置结果。与“ 机会公平 ”相似的一个公平概念是“ 个人平等 ”
（ 也就
是所谓“ 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
，它意味着，尽管人们生下来不尽相同，有不同价值观、不同性别、不同身
体条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的能力、不同的生活方式，但“ 个人平等 ”要求大家尊重个体的这种差异。
由于各人的爱好不一样，把牛奶和面包平等地分给每一个人虽然看起来公平，但不见得大家都满意。
因此，除了用平等配置这个绝对平均主义的概念来定义公平外，在经济问题的讨论中，还用到其他意义下
的公平概念。
“ 公平配置 ”
（equitable allocation）就既考虑到客观因素，也考虑到主观因素，它意味着所有的
个人都满意自己所得的一份。
8. 资源有效配置的准则。
一个社会的资源是否得到有效配置是评价一个经济制度优劣的基本标准。在经济学中，资源配置有效
通常指的是帕累托有效或最优，它意味着在给定现有资源的条件下，不存在另外的资源配置方案使得至少
某人得利，而又不损害他人的利益。这样，不仅指要有效地消费和生产，也要使得生产出来的产品能最好
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这样，在谈到经济效率时，要区分三种效率：企业经济效率、行业经济效率及社会资源配置效率这三
个不同的概念。企业生产是有效的，是指给定生产投入使产出最大，并且反过来，给定产出，使投入最小。
行业是所有生产某种商品的企业的总和，它的有效性可类似地定义。注意，每个企业有效并不意味着整个
行业生产的有效性。因为如果把那些技术落后的企业的生产资料用到技术先进的企业，会导致全行业更多
的产出。同时，即使整个行业的生产是有效的，对社会资源配置也可能不是（ 帕累托 ）有效。
帕累托资源有效配置这个概念对任何经济制度都是适用的。它只是从社会效益的角度对一个经济制度
给出了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从可行性的角度来评价经济效果。这无论对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还是
混合经济都适用。第一福利经济学定理证明了，在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时，完全竞争的市场导致了资源有效
配置。

三、如何正确看待理解现代经济学
正确、准确看待和深刻理解、领悟现代经济学，能帮助人们很好地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
来研究不同经济情景、不同经济人行为及不同制度安排下的各类经济问题。现代经济学中的不同学派、不
同理论本身就说明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的针对性、普适性和一般性。当经济环境不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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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就需要采用不同的假设和不同的具体模型设定，只有这样，所建构出来的理论才可用来解释不同的经济
现象和个体的经济行为，更重要的是，能根据在接近理论假设的各类经济环境下，进行内在逻辑分析，给
出合乎内在逻辑的结论或进行科学的预测与推断。但由于经济环境的错综复杂，为了语义和逻辑清楚，现
代经济学又用到了各种严谨的数学工具来建构建立经济模型，从而建构经济理论，一般较难掌握，由此对
现代经济学往往容易产生误区，除了前面谈到的许多人对基准经济理论的误区外，还包括下面如何看待现
代经济学的几个方面的误区。
（ 一 ）如何看待现代经济学的科学性
其中一个主要误区是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看起来像有许多相冲突或矛盾的理论。不时有人批评
现代经济学存在着太多不同的经济理论，觉得经济学流派观点各异，不知道孰对孰错。其实是这些人没有
弄清楚，正是由于客观现实错综复杂，各个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人们的想
法和偏好各式各样，再加上追求的经济目标也可能不同，所以才需要有针对性地发展出不同的经济理论模
型和经济制度安排。
不同的经济、社会、政治环境应该建构出不同的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这让人比较好理解，但让许多
人感到非常费解的是：为什么同样的经济环境要建构出不同的经济理论？ 于是，就有讽刺经济学的通常说
法，100 个经济学家会有 101 个不同的观点和说法，从而否认现代经济学及其科学性。其实，是这些人自己
没有意识到，就像地球只有一个，但由于不同用途或目的，我们需要交通地图、旅游地图、军事地图等不
同的地图一样，尽管只有一个给定的经济环境，但目标不同，我们需要建构不同的经济理论，提供不同的
经济制度安排。
经济学家之所以面对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观点，恰恰说明现代经济学的严谨和完善，因为前提变了，
目标变了，环境变了，针对的人群变了，国情不同，解决的角度不同，或采用的评断标准不同，由此结论
自然就要相应地发生变化。即便如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主观价值判断，从而很少有人人都满意而又可行
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性的“ 好 ”结论，否则就不需要因时、因地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随机应变
了。这点和用兵打仗，用药治病的哲学思想相通，和良将用兵、良医治病的道理一样：病万变，药亦万变，
在考虑和解决经济问题时，需要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具体情况具体对策。不同之处，正如前面所提到
的那样，经济学有巨大的外部性，庸医用药不对，治死的只是个别人，而经济政策的药方用错，影响到的
却是一大群人，甚至是一个国家。
尽管我们有不同的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但决不是不同的“ 经济学 ”
。那么，世界上千千万万的楼房，
即使由同一个人设计出来，也都不尽相同，难道需要不同的建筑学吗？ 当然不是，修建楼房所采用的基本
原理和方法基本一样。对研究经济问题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经济问题，都采
用基本相同的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但由于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和其他国家有差异，所以只有中
国问题、中国路径、中国特色，只有关于中国经济的经济学，但不存在着所谓的“ 中国的经济学 ”和“ 西方
的经济学 ”的不同。
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就像数学、物理学、化学、工程学等自然科学及其他们的分
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是无地域和国家界限的，并不存在独立于他国的经济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现代经济
学的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可以用来研究任何经济环境和经济制度安排下的各种经济问题，研究
特定地区在特定时间内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几乎所有的经济现象和问题都可以通过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
法来进行研究和比较，从而中国现实经济环境下的各种经济问题也可通过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研究。
事实上，这正是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威力和魅力所在：它的精髓及其核心思想是要人们在做研究时必须
考虑到，并界定清楚某时某地具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条件。现代经济学不仅可以用来研究不同国家
和地区、不同风俗和文化的人类行为下的经济问题和现象，它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甚至也可用于研
究其他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决策。事实证明：由于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的一般性和规范性，在
过去几十年中，现代经济学的许多分析方法和理论已被延伸到政治学、社会学、人文学科等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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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如何正确看待现代经济学理论
经济学中每一个理论或模型都是由一组关于经济环境、行为方式、制度安排的前提假设以及由此导出
的结论所组成的。由于现实经济环境的复杂性，且个体偏好的多样性，因而一个理论的前提假设越一般化，
理论指导意义就越大，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如果一个理论的前提假设条件太强，它就没有一般性，这样
的理论也就没有什么大的现实作用。特别是经济学要为社会和政府提供咨询服务，因此理论要有一定宽度。
这样，一个好的经济理论的必要条件是要具有一般性，越具有普遍性、一般性，解释能力就会越强，就越
有用。研究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理论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它在非常一般的偏好关系及生产技术条件下，证
明了竞争市场均衡存在并且导致了资源的最优配置。
尽管如此，社会科学特别是现代经济学理论，像数学里面的所有定理一样，都有其边界条件。在讨论
问题和运用某些经济学原理时，要注意到一个理论的前提假设条件和它的适应范围，任何一个经济理论的
结论都不是绝对的，只是基于前提假设而相对成立。讨论问题时是否认识到此点是辨别一个经济学家是否
训练有素的基本方法。由于经济问题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即使一般老百姓对经济问题也能谈出一些看法，
比如，通货膨胀、经济是否景气、供需是否平衡、失业、股票、房产市场等，由此很多人说经济学不是科
学。那些不考虑约束条件、不以准确数据为依据和不用严谨理论进行内在逻辑分析的“ 经济学 ”
，当然不是
科学，这种人也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而一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在讨论问题时，会以某些经济理论作为
背后支撑来讨论问题，会意识到经济变量间关系的成立有其边界条件，由此得出的结论亦有其内在逻辑。
充分理解经济理论的边界条件非常重要，否则，就分不清楚理论和现实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就会出现两种
极端看法：或不顾客观现实约束条件，将理论简单地泛用到现实中去，或笼统地一概否认现代经济学理论
的价值。
第一种极端看法就是高估理论的作用，泛用一个理论。比如，不顾中国的客观现实约束条件，盲目地
应用或直接套用现有现代经济学理论解决中国问题，照搬模型来研究中国问题，以为把数学模型加进去就
是好文章、好理论。不充分考虑中国实际情况与经济制度环境不同所产生的不同约束条件和边界条件，将
一个经济理论或模型泛用到中国现实当中去，如此简单套用而得出的结论和建议，一旦被采纳，往往会出
大问题。实际上，一个理论和行为假设无论多么一般化，都有其适应范围、边界以及局限性，不能泛用，
特别基于理想状态，离现实较远，主要是为了建立参照系、基准点及努力目标和方向而发展出来的那些理
论更应是如此，不能直接套用，否则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如果没有社会责任感或本身没有受过良好的经
济学训练，过高估计理论的作用，无限扩大和盲目运用经济理论，简单地将书本上的一些理论套用到现实
经济中去，不考虑其前提条件而误用，后果不堪设想，弄不好会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后果
和巨大的社会负外部性。比如，第一福利经济学定理所论断的竞争市场导致了资源有效配置这一结论是基
于一系列先决条件的，泛用就会导致重大的政策失误和危害到现实经济。
第二种极端看法是全盘否定现代经济学的作用，低估甚至是否认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指导意义，包括行
为假设、分析框架、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认为现代经济学及其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是国外的东西，不合
乎中国的国情，中国的问题需要创新一套中国的分析框架和中国的经济学来解决。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一
门学科的所有假设或原理完全地合乎现实（ 如，没有空气阻力的自由落体、没有摩擦的流体运动等物理概
念）
。我们不应根据此点来否定一门学科的科学性和有用性。对现代经济学也是如此。我们学习现代经济
学，不仅仅是了解它的基本原理、它的有用性，更重要的是学习它思考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有些经济理论本身的价值并非直接解释现实，而是为解释现实发展更新的理论提供研究平台和参照系。借
鉴这些方法，人们可以对如何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得到启发。此外，如上所述，由于环境的不同，一个理论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适合，不见得对另外一个国家或地区适合，不能机械地生搬硬套，而需要修改或创新原
有理论，根据当地的经济环境和人们的行为方式发展新的理论。
经常听到有人宣称他们推翻了某个理论或经济结论。由于理论中的某些条件不符合现实，他们就认为
这个理论错了，然后认为他们将这个理论推翻了。一般说来，这种说法不科学，甚至是错误的。没有任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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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假设条件完全地符合现实或覆盖了所有的情况，一个理论可能符合一个地方的经济环境，但不符合另
外一个国家或区域的经济环境。但是，只要没有内在的逻辑错误，我们就不能说这个理论是错的而需要推
翻，而只能说这一理论在这个地方或者在这个时期不能运用。
经济学在中国的创新，不是靠推倒重来、全盘否定，而是应该建基于经济学理论基石之上的边际创新
或组合创新，技术和应用创新往往就是在基础研究的基石上对现有技术的重新组合和推广，如同不同的中
药组合形成新的药方一样。有生命力的经济学理论一定和自然科学一样，是基于前人的理论成果基础上经
过比较、拓展而发展起来的。人们当然可以批评一个理论的局限性或非现实性，但需要做的是放宽或修改
理论的前提假设条件，修改模型，从而改进或推广原有的理论；而不能说新的理论推翻了原有理论。其实
更恰当的说法应当是，新的理论改进或推广了旧的理论，它可以运用到更一般的经济环境或不同的经济环
境。此外，还有一个容易犯的错误就是通过一些具体的实例就企图得出一个普遍性理论结论，这是犯了方
法论上的错误。
（ 三 ）如何看待经济学的实验科学性
许多人批评经济学不是一门实验科学，从而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性。这种观点是一个误区。首先，随着
实验经济学近些年的迅速发展，经济学越来越成为一门实验科学学科，实验经济学通过实验的手段来检验
人的行为，检验人的行为假设是否理性，从而实验经济学成为检验经济理论是否合乎客观现实的重要手段，
理论家也从实验中获取了重要信息从而推动了理论向前发展（Al Roth 的网页上有众多经济学家关于如何认
识经济学实验的讨论 ）
，而且经济学实验已经从实验室走向了社会（ 见 John List 的有关讨论 ）
。
的确如此，从实证的角度出发，在经济活动的实践中，特别是针对体制转轨的需求，经济实验对政策
和制度的验证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经过早期学者的不断探索，以及 200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
密斯（Vernon Smith）对经济实验的方法和工具所进行的系统性归纳，当代的实验经济学作为重要的实证手
段在市场机制设计过程中日益受到关注。当外部环境迅速变化、新技术大量涌现时，改革一方面成为必然
的选择，但另一方面人们又不得不谨慎考虑各种政策建议和新提案的战略风险和社会成本。因此，能否寻
找出一种办法，针对新的体制提案可能出现的问题事前进行相对完整、周密的考察，自然就成了体制改革
进程中的难点和关键。中国在改革开放中采用了“ 特区政策 ”
“ 试点先行 ”
“ 典型引路 ”等各种措施。经济
实验与这些措施在力求降低改革的风险和成本这一指导思想上是完全一致的。但经济实验与“ 摸着石头过
河”
、通过原型试点积累经验的各种做法在方法论上又有着重大的区别：与原型方法相比，首先，经济实验
所回答的研究问题更单一，每个经济实验只考察一种政策的效果、一种机制的特征；其次，经济实验所采
用的技术工具更规范。在现实生活的经济实践中有多种因素发挥作用的情形下，经济实验方法要求而且能
够将与研究人员的问题无关的因素控制起来，集中考察某一特定因素对具体的经济现象的作用。最后，与
原型方法相比，经济实验的成本更低廉。
此外，由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及上海财经大学特聘教授周恕弘博士领衔的行为和生物经济学研究团队，
正在和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及上海财经大学实验经济学研究团队合作，研究人的基因与其经济行为之间的
关系。这样的研究非常有意义，一旦弄清楚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就会为经济学成为一门像自然科学一样的
科学学科奠定基础。
不过，我们当然也必须承认，也有不少经济理论，如综合考虑的一般均衡理论，不能或很难拿社会作
实验，弄不好会造成政策失误，导致巨大的经济社会风险，这是与自然科学一个重大不同之处，自然科学
能够对自然现象进行实验研究，拿物体做实验，通过实验室可以检验和发展理论。自然科学大致只有天文
学不能做实验，但天文学不涉及到个体的行为，一涉及到个体的行为，问题就显得更为复杂。此外，自然
科学理论的应用可以做到非常精确，比如，盖楼、修桥、造导弹和核武器，可以精确到任意程度，其参数
都是可控的，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可做实验的。但经济学中影响经济现象的许多因素都是不可控的。
经济学家经常被批评经济预测不准确。这可用两种原因来解释：一种原因是主观方面的，即有些经济
学家本身的水平问题，没有经过系统和严格的现代经济学理论训练，在讨论和解决经济问题时，弄不清问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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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主要成因，做不出内在逻辑分析和推断，从而开错治理经济问题的药方（ 如果这样的药方存在的话 ）；
另一种原因是客观方面的，即使受过很好的经济学训练，具有经济学的直觉和洞察力，但影响经济结果的
一些经济因素发生了不可控的突变，使其预测变得不确切。一个经济问题除了牵涉到人的行为，使得问题
变得复杂之外，还有许多不可控的因素。尽管一个经济学家非常高明，但许多影响经济结果的因素是无法
控制的，一旦发生变化就会使预测出现偏差。就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尽管很有威望，能管好本国的事情，
但无法控制他国的事情一样。从而，即使一个好的经济学家有准确的判断能力，但一旦经济环境、政治环
境、社会环境发生突变，就有可能使得经济预测变得很不准确。那么，经济学一般不能做实验，靠什么来
判断经济形势走向或作出比较准确的预测呢？ 靠的是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分析。
如何才能弥补经济理论不能或很难拿社会做实验的问题呢？ 其答案是，靠的是内在逻辑分析，并由此
得出内在逻辑结论和推断，然后通过历史的大视野和长视角的比较和数据实证的检验。这样，在作经济分
析或给出政策建议时，首先要有内在逻辑的理论分析，给出适用的边界条件和范畴。同时，也需要运用统
计和计量经济学或实验经济学等工具手段进行实证分析或检验，再加以历史的大视野、大视角来进行纵横
向比较的分析。所以，在作经济分析或给出政策建议时，既要有内在逻辑的理论分析，也要有大视野的历
史比较分析，及有数据统计的实证计量分析，三者缺一不可。这样的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在很大的程度
上弥补了许多经济理论不能或很难拿社会做实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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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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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这样的理论存在的话，就可对症下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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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则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综上所述，尽管在许多情况下检验一个经济理论的结果不能拿社会做实验，也不能单靠数据说话，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不是预测真理的标准，需要靠的就是内在逻辑分析。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 或
修汽车 ）一样，最难的是找出病因（ 或故障 ）
，医生医术高低的主要区别就在于能不能准确地找到病因，一
旦把病因找到，并且存在着治疗的药方，那么开药方就相对简单多了，除非他是一个十足的庸医。解决经
济问题，药方就是经济学理论。只要将经济环境的特征诊断明白，情况调查清楚，人的行为定位准确，做
起事来就会事半功倍。

余论
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创新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对于其本质的更好掌
握至关重要。以上本文从基本分类、主要作用、核心假设、关键要点及其视野下的市场制度等方面对现代
经济学的本质做了介绍，也对一些常见的误区进行了厘清。这些也凝结了过去三十年笔者学习、研究、教
学和应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心得。当然，从完整性的角度出发，要理解和正确应用现代经济学，还必须了
解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由五个基本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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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研究方法
包括提供研究平台、建立参照系、给出度量标尺，及提供分析工具 a。这种规范性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使
得现代经济学在过去七十年来发展迅速。总之，正确理解、学好和掌握现代经济学，不仅对现代经济学的

《 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 》
，
《 经济研究 》2005 年第 2 期。
a 田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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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创新非常重要，对实际应用更重要，一旦用错，制定出错误的经济政策和制度，影响和危及的不仅是
个体，甚至是整个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准确正确地理解现代经济学的本质和方法，可以为更好地运用经
济理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进而乃至为发展适应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理论，打下坚实的理论和方法论
基础。此外，除了要学好经济学，在提出政策建议时，还特别不能屁股决定脑袋，以致过多考虑自身利益，
还要具有社会良心和责任感。
〔 本文节选自作者即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高级微观经济学 》中文教材第一章前半部分，略
作删减和编辑调整。有兴趣了解包括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内容的读者，请参见该
教材第一章后半部分的内容。
〕
（ 责任编辑：沈 敏 ）

Nature of Modern Economics
Tian Guoqiang

Abstract: With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s market economy objectives,
modern economics has gradually become a prominent discipline, which provides important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China’s market-oriented reform. However, the academic and
intellectual circles still have many misunderstandings on modern economics and its ideology that need
to be clarified. To this end,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nature of modern economics, including its
essence and market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economics, core assumptions and key points
of modern economics and a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it, etc. Modern economics consists of hypotheses,
constraints, analytical frameworks and models, and conclusions (interpretations and/or predictions), in
which there is a core hypothesis of self-interest. Conclusions are rigorously deduced from hypotheses,
constraints, analytical frameworks and models, and thus modern economics is an analytical method with
inherent logic. It provides two kinds of mutually complementary and reinforcing theories: one being
benchmark economic theories that provide reference points or systems and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the other being pragmatic economic theories, both of which can be used for making logical deductions
and predictions. The market economy breeds economic theories and in turn also benefits from their
development. A mature modern market system and good governance can only function effectively under
the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framework of interactive and complementary roles of government,
market, and society. As such, only by correctly capturing the essence of modern economics and the
market system from its perspective can we advance China’s deepening market-oriented reform, truly
guarantee the decisive role of market i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let the government play its functions
better, achieve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bility, and establish inclusive
institutions for long-term stability.
Key word: nature of modern economics, modern market system, core assumptions and key points, stat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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