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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１９０１年严复翻译出版«国富论»,经济学在中国一直是社会科学的显学,尤其１９７８年

改革开放以后,更是大量引进并普及西方经济学.经济学的理论来自于经济学现象的总结或是为

解决经济问题而提出,必然内嵌于理论产生地的经济、社会、制度等条件之中,随着这些内嵌条件的

变化,盛行一时的理论也就被新的理论所取代,引进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并非“百世以俟圣人而不

惑”,更非“放诸四海而皆准”.我国作为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经济学理论要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

界”目标的统一,必须立足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的特性,分析总结我国的经验

和问题,进行自主创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及条件和我国相近,来自我国的经济学理论会

比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更有参考借鉴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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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

“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国人民大学２０２０年９月

２１—２２日举办的第２５７期主题为“中国经济发展规

律与理论研究关键科学问题”的“双清论坛”研讨会

上的发言整理.文章首先简单回顾中国经济学科的

现状,其次论述我国从“西天取经”走向经济学科自

主理论创新的必要性,最后就怎么进行中国经济学

科自主理论创新谈几点认识.

１　中国经济学科的现状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以天下为己任.１８４０年鸦

片战争我国被英国打败以后,如何推动民族复兴是

中国知识分子锲而不舍的追求.在曾国藩、李鸿章、
左宗棠、张之洞等同治中兴名臣的领导下,推行了三

十多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１８９４年中日甲

午战争,我国败于日本,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有了“西
天取经”的心态.认为西方所以强,不仅在枪炮,背
后一定有道理,日本明治维新学习了这个道理付诸

于实践获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效,中国要富强,同样必

须“西天取经”,了解西方成功的道理,用这个道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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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南南 合 作 与 发 展 学 院 院 长、国 家 发

展研究院 名 誉 院 长,北 大 博 雅 讲 席 教 授、
博士生导师,曾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

首席经济学家(２００８—２０１２).芝加哥大学

经济学博 士,英 国 科 学 院 外 籍 院 士、世 界

科学院(原第三 世 界 科 学 院)院 士.改 革

先锋,全国先进工作者,北京大学首届蔡元培奖获得者,多次

获颁教育部、北京市、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应邀

发表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耶鲁大学库兹涅茨讲座、芝加哥

大学约翰逊讲座,获英法美加香港１０所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改造中国社会,才得以实现民族复兴、并列世界强国

之林的愿望.
经济是基础,从１９０１年严复翻译出版«国富论»

以后,经济学在中国是社会科学中的显学,尤其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地引进西方经济

学.大学里经济学科的课程设置与内容和西方各大

学基本没有差异,所用的教科书,不是直接翻译西方

流行的教科书就是根据西方流行的教科书编写.不

论用什么方式,教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西方的主流理

论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怎么组织,经济怎么运

行.中国经济学家在这段时间也做了大量的研究,
出版的论著和在国内或国外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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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是以主流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发展和改革中

的现象和出现的问题,或用中国的资料来检验现行

的主流理论,很少有根据中国的现象或经验提出新

的不同于西方主流的理论.

２　从“西天取经”走向经济学科自主理论创

新的必要性

　　我国从１９７８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并没有按照

西方当时盛行的主流理论,即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

华盛顿共识,以“休克疗法”推行“市场化、私有化、宏
观稳定化”一次性消除计划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各

种干预扭曲,而是以一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摸着

石头过河的方式,以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来逐渐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１].
在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西方主流学界认为中国

这种渐进的、双轨的、保留了政府的干预又放开一部

分市场的制度是最糟糕的经济制度,认为这种经济

制度会比计划经济更糟,因为政府干预会带来各种

扭曲,滋生寻租、腐败,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２].
这些问题在我国确实存在,但是中国在转型期取得

了稳定和快速发展,堪称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在

这段时间里,其他遵循了西方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

识的国家,遭遇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存在于我

国的腐败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他们也有,而
且比我国还严重.其他少数几个成功的转型国家如

越南柬埔寨也和我国一样推行的是被主流经济学界

认为最糟糕的渐进的改革[３].然而,即使在这样强

烈的对比下,由于中国没有按照西方盛行的理论消

除所有的扭曲,所以西方学界舆论界总是认为,中国

存在体制机制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即使经济发展

再好,经济也一定会崩溃.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经济

学家阿西莫格鲁最近出版的«为什么国家会失败»就
持这种观点[４].所以,只要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

一点,中国崩溃论就会重新抬头.
同样的情形,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拉的发展

中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取得政治独立,开始追求

自己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为了指导发展中国家

的发展实践,从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独立出来了发展

经济学的子学科.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西方主流的

发展经济学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在政府主导下

推行进口替代战略来发展资本密集型的现代化大规

模制造业.东亚四小龙推行的则是以小规模劳动密

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出口导向战略,按当时主流的

发展经济学理论,这是完全错误的政策选择.然而,

根据主流发展理论制定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陷入

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东亚四小龙则成为新兴工

业化经济体,现在已经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５,６].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家应该有

所反思,要了解为什么根据西方理论做政策的国家

基本都失败,没有实现理论所承诺的效果,而像中国

和其他东亚地区发展和转型经济并没有遵循西方主

流理论制定政策却赶上了发达国家,实现了工业化、
现代化,实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民富国强

与发达国家并列于世界之林的夙愿[７].
为什么是这样?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西方的

主流理论发源于西方的土壤,必然是以西方国家的

发展阶段、社会、政治、文化等条件作为理论的暗含

前提.西方的主流理论不是凭空出现,其来源有两

个:一是对过去成功经验的总结,«国富论»实际上是

总结于英国和欧洲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上半叶的经

济发展经验.认为生产率的提高有赖于分工,分工

的程度则取决于市场的规模,因此倡导自由市场,参
加国际贸易以扩大市场范围,深化分工来提高生产

力,推动国家发展.二是解决西方某个时代的问题,
在１９３０年代西方遭遇了经济大萧条,用自由市场的

理论解决不了,才出现了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由政

府的干预来推动经济复苏、走向繁荣的凯恩斯主义.
任何理论都必然是一个简单的因果逻辑,用一

个或几个因变量来解释观察到的真实世界的现象.
不过,在现实世界中,各种社会经济变量成千上万,
在这些社会经济变量当中抽象出几个变量作为理论

模型里的因变量来解释所观察的现象,用哲学的语

言来讲其他社会经济变量则被“舍像”.“舍像”的含

义是承认这些变量的存在,因为对要解释的现象或

要解决的问题没有直接的或重要的影响,就暂时存

而不论.就像在控制论模型里的状态变量,有一系

列状态变量如果不动不变,在写模型的时候,为了简

化,就不把那些变量写出来放在模型里,那些状态变

量若发生变化,模型的结果也就会变.所以,现在我

们所引进的任何西方盛行的主流理论,必然是内嵌

于产生这些理论的西方国家当时的发展阶段、产业、
社会、政治、文化价值理念等被马克思定义为“结构”
的变量之中,以这些结构变量为暗含前提.这些被

“舍像”存而不论的变量发生重要变化时西方盛行的

理论就会被新的理论所取代.
前面提到,«国富论»出版以后,自由市场是西方

经济学家的主流思想,认为市场有一种自动平衡的

机制.如果市场中某个产品的需求减少,价格就会

降低,厂家就会减少生产,消费则会增加需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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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恢复平衡,不用政府来干预.这个理论在２０世

纪３０年代被凯恩斯主义取代的原因是３０年代出现

经济大萧条,经济中有大量失业,许多家庭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即使价格降低,也不能增加需求,有工作

有收入的家庭则担心未来失业,也不敢增加需求,市
场自动平衡机制就失灵了.由此可以看到,原来的

自由市场理论是以经济大致平衡为暗含前提,经济

大萧条,那么多人失业,单单靠市场的平衡机制走不

出萧条,所以就必须用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货币政

策,来直接创造需求,让经济恢复平衡.但为什么凯

恩斯主义现在又不流行了呢? 在我国现在谈凯恩斯

主义很多经济学家都会反对,因为在西方国家不流

行,在西方学术界至少２００８年之前绝大多数的经济

学家都反对凯恩斯主义,这是由于在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末７０年代初,用凯恩斯主义积极的货币政策、财
政政策,并没有像凯恩斯主义所预期的那样创造更

多的就业,让经济发展得更快,而是出现了所谓“滞
胀”.原因在于到了６０年代经济基本已经恢复均衡,
再用刺激政策,就业不能增加,经济增长率不能提高,
带来的只是通货膨胀,因此就被芝加哥大学的理性预

期学派以及主张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所取代[８].
如果了解现在西方主流理论来源于西方经验的

总结或者是西方某个时代问题的解决,这些理论必

然是以理论产生当时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为

理论的暗含前提,那些理论并非“百世以俟圣人而不

惑”的真理,当暗含前提变了,西方盛行的理论也就

跟着变了,拿这样的理论到发展中国家来,因为前提

条件不一样,也就难于“放诸四海而皆准”,推行的结

果出现“南橘北枳”也就不足为奇.
现在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看起来很科学,有严谨

的数学模型和经验实证.例如,现在我们谈创新的

重要性,西方经济学文献里谈的创新其实指的都是

发明,探讨发明的重要性和条件等.我们作为一个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要创新,是否和发达国家一样

就必须靠发明? 创新的定义是在已有的产业使用比

现有技术更好的技术来生产或进入到比现有产业附

加值更高的产业.发达国家的技术已经在世界前

沿,产业的附加值已经处于世界最高水平,要创新就

只能发明新技术、新产业.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除
了自己发明,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利用与发达国家

的技术差距和产业附加值差距,引进借鉴发达国家

的成熟的技术和产业.到底哪种创新方式比较好?
应该取决于哪一个成本更低、风险更小、能够更快速

地发展.可是要根据西方的创新理论,就容易被误

导以为只有发明一种创新方式.

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也是如此.２０世纪七八

十年代凯恩斯主义在西方被认为过时了,当时认为

用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花政府的钱去创造

就业等等,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赤字,将来政府需要增

加税收来还债,每个人即使现在有就业,将来要增加

税收,为了平滑消费,就只能增加储蓄,结果政府支

持的需求增加,家庭的需求减少,总需求并不增加,
导致就业和经济发展并没有增加而政府财政赤字增

加的“李嘉图等价”现象.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是不是一定也是这样的? 发达国家的产业在世界最

前沿,技术变迁速度非常慢,所以,在讨论积极财政

政策的周期理论里一般假设技术不变,周期理论和

增长理论是分开的;基础设施也一般完备,积极财政

政策所做的是挖个洞、补个洞,对生产率的增长贡献

有限.但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有很多产业升

级、技术创新的机会,也有许多消除基础设施瓶颈的

机会,如果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给技术创新、
产业升级创造条件,是用来消除基础设施的瓶颈,发
展中国家就可以打破出现于发达国家的“李嘉图等

价”,在发展中国家考虑积极财政政策时需要把周期

理论和增长理论结合在一起[９,１０].
理论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指导实践,

要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并改造好世界则要求理论

以我们自己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结构条

件作为暗含前提,这样的理论仅能来自于自己国家

的经验总结,或是为解决自己国家当前的问题,了解

它怎么产生,背后的因果逻辑是什么,把这些机制理

解清楚,形成理论.只有以这样自主创新产生的理

论来指导政策实践才能使理论的“认识世界、改造世

界”功能统一起来,以这样的理论来教育学生,才能

够使培养出来的学生成为一位建设者,而不仅仅是

一位批评家.

３　怎么进行经济学的自主理论创新

我国的经济学理论怎么进行自主创新? 我认为

有两种方式.一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

法,参考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精华,来总结我国的

经验和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就像儒家哲学自汉武

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后成为我国官方的正统,孔
孟倡导的儒家入世哲学不谈人生终极道理,汉朝以

后佛学趁虚而入,用唐朝韩愈所描述的,当时士人为

了科举必须学习儒学,但是现实中信仰的则是“非佛

即道”,只有到了宋朝吸收了佛学的一些精华,形成

了理学,丰富了儒家哲学,才恢复了儒学的生命力.
另一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就是以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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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

的方法,来总结我国的经验和解决我国存在的问题,
了解这些现象和问题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形成

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这有

点像汉朝传入中国的印度佛学是出世的,唐朝时六

祖慧能吸收了儒家的入世哲学和普世关怀,创立了

禅宗,形成了中国本土的佛学理论体系,成为中国文

化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一种方式的好处是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同

时可以与时俱进,结合我国自己的经验和实际条件

来解决问题,形成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利于

统一思想,也有利于推动我国改革发展的进程.第

二种方式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其分析和

论述方式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相同,这样的理论在

国内可以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用同种分析方式

在同一平台竞争,有利于让学生和知识界了解西方

主流理论的局限性,国外学界和知识界也可以看懂,
有利于与国外学界知识界舆论界交流,分享中国经

验、中国智慧,提升我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软实力.
这些年来我致力推动的新结构经济学是沿着第

二种方式进行.核心思想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

家,它的产业、技术、制度、文化、价值等等结构是不

同的,各个国家的结构是内生决定于该国在每一时

点上给定的、随时间可以变动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
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由于结构的不同,经济运行的

一些规律也会有所差异,同时发展中国家存在的许

多扭曲是由于主观的愿望或调整滞后的原因导致实

际的各种结构和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最优结

构之间的背离.这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总体概貌.
唯物辩证主义认为一个社会的万事万物是相互

关联的,物质是第一性,社会的变化是由物资的变动

来推动的,新结构经济学以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

理论体系构建的基点,反映了唯物辩证主义的宇宙

观、认识论和方法论.
同时,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有不同的结构,反映

了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

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思想.经济基础是由生产力和

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组成.什么是生产力? 从

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生产力决定于当前发展

阶段的产业和技术,当前的产业和技术则取决于要

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一个社会如果劳动相对

多、资本相对少,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是劳动

密集型,生产力水平相对低,如果资本相对多、劳动

相对少,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是资本密集型,
生产力水平相对高.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会有不同生

产关系,生产力水平低的时候,工资水平低,穷人以

劳动力谋生,有工作就能生存,没有工作就不能生

存,资本家有财富,工作或不工作都能生存,在谈判

时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容易被剥削.当资本相对丰

富了,采用资本密集的技术,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

提高,工人也会有积蓄,半年、一年不工作也能生存,
资本家如果不雇用工人来生产,资本无法增值,所
以,当资本经由积累变成相对丰富以后,工人在与资

本家的谈判时地位就提高了,福利和待遇也会随之

改善.同时,不同的产业规模经济、风险特性、市场

交易范围、交易方式不一样,需要的各种硬的基础设

施和软的制度安排,包括金融、法律等等上层建筑也

会不一样.在经济发展中必须由竞争的市场决定的

价格才能反映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提供激励并

引导企业家按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

择产业和技术,这样要素生产成本才能最低;同时,
必须由政府来提供或协调完善各种适合具有比较优

势的产业所需要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
这样交易费用才会最低,经济才能在国内和国际市

场具有最大的竞争力.所以,经济要发展好既必须

有有效的市场,也必须有有为的政府.市场和政府

的关系可以总结为: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
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这些是新结构经济学的

一些基本的思路[１１,１２].

４　结　语

２０１６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会议,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

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

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的论断,号召社会科

学工作者“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努力推进来自我

国的社会科学自主理论创新.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４日习

近平总书记就“十四五”规划和２０３５远景规划开门

问策,在和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的座谈时又特地指

出中国的实践是一个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富矿,这是

总书记对我国经济学家的召唤.
现在的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最大局限性在于忽视

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

本原理,误认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和相应的

上层建筑上形成的各种理论和制度为放诸四海而皆

准,在发展中国家按这种西天取经的理论去践行,经
常用心很好,结果事与愿违.

新的理论来自于新的现象和问题,如果我国的

经济学理论工作者能够秉持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

质,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把中国和发达国家因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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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不同所必然存在的禀赋、产业、技术、制度等等各

种结构的差异性和差异产生的原因及影响思考清楚,
就会明白放弃西天取经心态的必要性,并有能力想清

楚中国这块土壤上丰富的经验和现实问题背后的道

理学理哲理,提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

经济学理论.这个理论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认识世

界,改造好世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实现民富国强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

自二战以来众多发展中国家尚未有过根据发达国家

的理论来做政策成功追赶上发达国家的例子.同为

发展中国家前提条件较为相似,来自中国的理论对

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他们的问题,实现他们和我

们相同的发展愿望会比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更有帮

助.思路决定出路,来自于我国的经济学理论自主

创新不仅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也必将贡献

于共享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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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YanFutranslatedandpublishedtheWealthofNationsin１９０１,economicshasalways
beenaprominentsocialscienceinChina．Especiallyafterthereformandopeningupin１９７８,modern
economicsweremassivelyintroducedintoChina．Thetheoryofeconomicscomesfromthegenerationof
economicexperiencesorsolvingofeconomicproblems．Atheory mustbeembeddedintheeconomic,
social,institutionalandotherconditionsoftheplacewherethetheorycameintobeing．Withthechangeof
theseembeddedconditions,theprevailingtheorywillbereplacedbynewtheory．Theintroducedwestern
economictheoryisnottruthforever,letaloneapplicableeverywhere．Asadevelopingandtransition
country,Chinaseconomictheory mustinnovateindependently,followingthespiritof Marxism and
accordingtothenatureofChinasstageofdevelopmentaswellasexperiencesandproblems,inorderto
achievethegoalof “understandingandtransformingthe world”．Theconditionsofotherdeveloping
countriesaresimilartothoseofourcountry,andtheeconomictheoriesfrom ourcountryare more
applicabletootherdevelopingcountriesthanthosefromdevelopedcountries．

Keywords　thelawsofChinaseconomicdevelopment;developmentofdiscipline;economics;indigenous
theoretical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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