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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范式的危机:法律经济学理论的反思与重整

张建伟

  内容提要 本文对主流法律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基础作了揭示,重点考

察了“普通法的效率假说”和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的“绝对论二元观”中所包含的“看不

见的手”原理,并且反思了主流法律经济学的理论缺陷和其产生的原因,指出其最重要的

缺陷是缺乏对政治过程中的权力、意识形态等因素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忽视了政治的交易

成本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法律决策中的重要影响。最后,作者呼唤建构一种“法律经济学的

现实主义的新政治经济学范式”,并对其未来的发展作出了前瞻性评论。

  关键词 法律经济学 看不见的手 新政治经济学

  最近二十年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对主流法律经济学所蕴含的新古典主义价

值观和方法论倾向作出了较多的批评(如:麦乐怡、Rose-Ackerman、施密德等

人)。主流法律经济学的地位也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新制度经济学派、改
革主义学派(耶鲁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批判法运动、女权主义者等都正在致

力于建构和提出与主流学术秩序相竞争的理论体系或理论视角。在方法论方

面,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断地更新,演进博弈论、行为经济学、法律人类

学、法律社会学、公共选择、实验经济学等新分析方法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于法

律的经济分析领域。另外,越来越多的法律领域被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分析工

具所开垦,如:诉讼程序、比较法、国际法、法律冲突、法律和经济发展、原始法

等。这些法律经济学的最新发展表明,主流法律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市场本

位模式的单一视角分析已经显示出其理论局限性。也就是说,法律经济学正

面临着一个主流范式危机与重建阶段。从近期来看,法律经济学的最重要的

发展趋向是对合作秩序的研究以及对法律社会学、人类学、演进博弈分析、公
共选择理论、新(旧)制度经济学、合同理论、信息经济学、组织经济学、交易成

本经济学等新兴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借鉴。这种发展趋向可归结为寻求一种与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相区别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新政治经济学范式”或者说一种

法律经济学的现实主义文本。在这个范式中,政治过程、交易成本、非正式制

度(社会资本或社会关系网络)、法律制度、公共选择等都被纳入到一个更为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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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历史和现实的经济过程中加以综合考察,其目的在于为公共政策和立法提

供理论基础。本文试图对法律经济学的这一发展趋向作一反思性评论,并试

图在现实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内重新作一个初步整合。

一、主流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与核心论点

  主流法律经济学对法律问题进行分析、评价和预测,其基本内容是以经济

合理性或理性选择的方法来评价法律权利的不同分配所带来的一致性和效

率。它所涉及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主要是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

有关原理。具体地说,就是现代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和价格理论。其主要代表

是法律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该派对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分析时,秉承了芝加

哥大学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传统,以财富最大化、效率最大化、坚定的市场

观念为核心理念;在分析方法上多采用新古典主义的边际分析、均衡分析、成
本—收益分析等实证的经济分析方法。

(一)基本信条:一个简要总结

  (1)斯密定理:自愿交换对个人是互利的。(2)科斯定理:在一个零交易费

用的世界里,法律对资源配置不发生影响;而在正交易成本的现实世界里,能
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法律是最适当的法律。(3)波斯纳定理:如果市场交易成

本过高抑制交易,财产权利应赋予对它净值评价最高的人。① (4)法律是一种

影响未来行为的激励系统,法律经济学应对其进行事前研究,其理由是,过去

的成本不过是一种“沉没成本”(SunkCost),“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如果

让懊悔破坏决定,那么人们塑造其命运的能力就会受到损害。如果允许一个

自由达成契约的当事人在产生不良后果后修改契约条款,那就不可能达成任

何契约”②。(5)在对法律制度的效率评估方面,波斯纳(1997)认为帕累托优

势准则(TheCriterionofParetoSuperiority)要求所有相关的人都一致同意,
条件过于苛刻,他主张应遵循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准则(盈利者可以对损失者

进行补偿)。(6)效率即正义。波斯纳③认为,正义有时牵涉到伦理的、哲学的

评价标准,带有很强的主观性,是难以客观衡量的,而用财富最大化至少可以

衡量且为人们的社会福利最大化提供现实的手段。而财富最大化必然促进效

用最大化,从而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因此效率最大化也是正义的标准(因资

源浪费对于稀缺社会来说即为最大的不正义),法律对正义的诉求不应以损伤

①
②
③

蒋兆康.序言.法律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蒋兆康.序言.法律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蒋兆康.序言.法律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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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最大化和财富最大化为代价。

(二)核心假说———普通法的效率假说

  普通法的效率假说是主流法律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和理论基石。该假说的

一些基本原理最先蕴涵于科斯(1960)的经典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一文

中,后来由波斯纳在其《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和其他相关论文中得到更为系

统的论证和扩展。Posner认为,普通法不仅仅被定义为一种价格机制,而且

还是在卡尔多—希克斯意义上的资源的效率配置机制,或者说普通法的法官

造法机制的目标在于最大化其配置效率。①

  普通法的效率假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

说,普通法是效率导向的,可用最大化、均衡、效率等经济分析工具予以分析,
也就是说普通法(财产法、合同法、侵权行为法等)中包含着效率逻辑,其功能

在于促进交易效率。当交易成本足够低时,普通法给私人的激励是通过市场

来完成其交易。当成本很高时,普通法通过复制、模仿市场来定价经济行为,
如:财产法以促进价值最大化交易的方式构造产权;侵权法通过“学习之手模

式”促进当事人采取适当的谨慎和预防措施;而合同法则将责任归于那些最容

易预测和保险未来不确定性的一方。

  普通法还因为通过提供信息生产和供给的激励而被视为交易过程的“润
滑剂”。由于在现实中,信息分布是不对称的,信息的获取也不对称或获取信

息的能力高度不均等,自愿交易的帕累托效率就不能自动实现。合同法和侵

权法通过有关法律规定纠正信息不对称下的经济当事人的行为,例如,通过采

取要求卖主向未来的购买者说明其产品的潜在缺点,给卖主一个责任信号,使
买卖之间的交易更容易进行。

  当市场失败之类事情发生时,主流法律经济学认为,社会并不需通过立法

体系或政府直接干预来矫正,而是依赖普通法来产生效率结果。对于这一点,
科斯曾有过论述:如果A和B互相妨害,法律是禁止A妨害B还是B妨害A
呢? 如果按照效率目标,科斯建议说,关键在于避免更严重的伤害,也就是说

最大化社会财富。

  其二,从普通法的程序和进化逻辑角度来说,普通法具有演进效率。即:
法院像竞争性市场一样,除非法律规则是有效率的,否则在普通法程序里达不

到均衡。我们可以从侵权行为法的演进历史中读出规则进化的效率逻辑。②

  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里,普通法程序被解释为一个演进的模型,即普

①

②

Posner,RichardA.TheLawandEconomicsMovement[J].AmericanEconomicReview.
1981,77(5):1-13.

考特,尤伦:法和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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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法法院可像市场那样由原告和被告之间的竞争而使普通法趋向效率。普通

法的演进有理性选择的性质,假定原告是理性的,他只有在预期判决值大于其

诉讼费用时,才会提起诉讼。由于无效法律更有助于提高预期判决价值,那么

原告会更倾向于花费更多的诉讼费来对无效法律提出异议。我们可以用一个

例子来说明这个假说。假设有一对夫妻(琼和乔)要在其离婚中分割财产。琼

和乔对其房屋的估价不同,琼估价15万美元而乔估价10万美元。效率要求

法定权利分配给对该房屋估价最高的当事人,也就是说琼取得房屋的产权是

有效率的。如果琼取得了这所房屋,那么对于乔来说,推翻这种分配的价值是

10万美元;如果乔取得了这所房屋,则对于琼来说,推翻这种分配的价值是15
万美元。既然琼押在房屋上的赌金比乔多,那么她比乔更有可能对法定的不

利分配提出异议,尽管提出这种异议要雇用律师,花费很多的诉讼费。① 正是

由于这个原因,无效法律在法庭上更容易受到非议而引致更多的诉讼,而有效

法律则会通过这种自然选择机制而保存下来。由此,普通法法庭上存在着一

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普通法趋向效率,它是诉讼当事人基于效用最大化决

策而不断演进的结果,而不是法官有一种最大化效率的倾向而人为的创设。
很显然,这是一种规则选择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三)针对市场失灵的政策主张

  经济学上的市场失灵涉及到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公共物品的供给

以及金融市场上的多重均衡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学界有不同的政策主张。

  对于垄断问题,以波斯纳为代表的主流法律经济学家(芝加哥学派)认为,
传统的结构学派的“结构—行为—绩效”分析范式,仅仅关注市场结构和市场

份额与经济绩效的关系,是将注意力仅仅集中于保护竞争者,而不是保护竞争

本身。这有可能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他们认为,竞争本身没有错,如果市

场上的竞争者过多,基于交易成本节约基础上的一体化兼并就是一种有利于

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的行为,其中的规模经济效应和技术优势也能够促进经济

效率和财富最大化。在这里,芝加哥学派表现出了极为坚定的自由主义“市场

本位”的立场,他们主张反托拉斯法要管制的仅仅是那些合谋或以固定垄断价

格为目的的垄断性兼并,而不是管制竞争。②

  对于外部性问题,以庇古为代表的福利国家理论认为可用税收政策和禁

令等外部干预来解决。他们没有考虑外部性的社会成本与侵权行为的责任结

构和财产法的权利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科斯指出了外部性的社会成本问题

①
②

考特,尤伦:法和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682.
PosnerandEsterbrook.Antitrust:Cases,EconomicNotesandOtherMaterials[M].West

PublishingCo.,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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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换而言之,就是谁有权利不受

损害。其中权利赋予和责任归属的基本原则是否能够避免更严重的损害,是
否有利于经济效率最大化和社会成本最小化。主流法律经济学理论认为,如
果私人产权是明晰的,并且外部性损害牵涉到的人数较少,则谈判的交易成本

就较低,私人谈判就能够达成合作协议;如果牵涉人数较多,如“公害”,则由于

私人谈判的交易成本过高,很难达成合作协议,那么权利的初始分配就会对最

终效率产生影响。这时,从规范的政策含义上来看,有关财产的法律应该被看

作一个有助于谈判和自愿交换来消除资源配置障碍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
财产法建立了配置资源的市场结构,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创立保护以及促进

这个交易的结构。① 可见,主流法律经济学关于外部性问题的见解,已经摒弃

了福利国家理论的政府外部干预政策,转而寻求法院调节或法律的权利救济

体系和责任归属体系,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促进市场交易的顺畅进行。对于外

部性问题中的侵权行为的法律裁定,主流法律经济学将权利、责任和损害赔偿

金的确定都纳入到市场交易的范围之加以讨论,指出侵权行为法应以财富最

大化和经济效率作为标准。这表现在其代表人物兰德斯和波斯纳在其《The
EconomicStructureofTortLaw》一书中的经典论述:“侵权行为法的实证经

济学理论视侵权行为法规则在财富最大化意义上是有效益的。……从卡尔

多—希克斯或财富最大化的角度看,其结果是有效益的,因为‘赢者’(加害者)
可以补偿‘败者’(受害者),对受害者而言预期成本少于对加害者而言的预期

成本(或事故的收益),但在帕累托意义上,该结果是无效益的,因为受害者的

处境变动更糟”。②

  对于公共物品供给之类的市场失灵,主流法律经济学家态度与新古典主

义经济学家的态度并无二致,都是主张最小化政府,并对私人秩序的自发演进

极为推崇。他们认为“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甚,即使是法律之类的公共物

品也尽量不要通过立法的途径来供给,而是尽量采用“普通法”的“法官造法”
的途径,遵循“习惯法”的自然演进。政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界定初始产权、维
护公共交易秩序,私法领域的普通法会将私人交易引致效率结果。因此,主流

法律经济学家和公共选择的弗吉尼亚学派的代表人物布坎南以及芝加哥学派

的极端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耶克都主张应尽量避免权力干预市场,表现在

法律公共物品的供给上,就是应尽量避免“公法”对“私法”的侵犯。

  对于信息不对称问题,主流法律经济学认为应适用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

中权利界定和责任归属来予以规制。财产权的流转往往涉及到信息成本和财

产权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以及机会主义的干扰,人们常常缔结合同的办法

①
②

考特,尤伦.法和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158-159.
张乃根.经济分析法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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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付这种不确定性,合同法通过提供格式化合同文本和违约的损害赔偿制度

(补救措施)来防止合同过程的机会主义风险,使财富增值的交易得以顺利进

行。对于非合同关系的侵权行为,如产品责任问题,侵权行为法通过损害赔偿

和产品责任归属的有关规定,降低了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状态,改善了市场

交易结构。

  对于金融市场上的策略行为、泡沫和多重均衡,主流法律经济学的代表人

物波斯纳并不认为是一种市场失灵、欺诈或过度投机的结果。他认为,1929
年股市崩盘正是市场有效的反应,与其说它是大萧条的原因,不如说是经济衰

退的前兆。金融市场本身没有错,它的充分竞争会自动产生人们所需的各种

信息并反映到股票价格中。因此,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公共管制(如证券法中的

强制性披露条款的规定)是没有必要的。①

(四)主流范式———“看不见的手”的范式

  从总体来说,主流法律经济学理论的精神实质上可以说是斯密的“看不见

的手”思想的现代版本。不过,以科斯和波斯纳为代表的主流法律经济学家已

经将研究的视角不再局限于市场定价机制,而是将权利、责任等法律约束和其

有效配置引入到其理论框架中,因而从政治哲学理念和法律上层建筑角度,论
证和支撑了私有产权制度和自由放任的市场制度在促进效率提高方面的作

用。因此,“看不见的手”仍然是现代主流法律经济学的思想内核。

  这种“看不见的手”的范式也正是主流法律经济学“市场本位模式”的立论

基础,它通过将理想的市场竞争模型与理想的法治模型联结为一体,来揭示

“市场与普通法法治”之间的内在关联,其中交易成本范畴成为联结二者的桥

梁。他们认为,在零交易成本条件下,产权明晰的私人交易总比政府的矫正有

效率。当存在交易成本时,普通法或习惯法比政府或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法

或宪法有效率。② 这样,在主流法律经济学家的眼里,理想中的“市场竞争模

型”和理想中的“法治模型”就联系起来了,其治理机理是,在一个竞争市场上,
每个市场交易者都被假定拥有进入(市场权)和退出权,因此个人不可能左右

价格,也不可能拥有垄断权力(Power),法律在市场经济的边缘运行并影响到

每一个人的机会集,如果双方发现交易都能使其财富和效用得到改进,他们就

会进一步交易;如果一方有欺骗行为时,则另一方可选择退出交易;当所有人

都认识到此人有欺骗行为时,他就会被淘汰出局。另一方面,被侵权的一方也

可对侵权者提起诉讼,高效率运作的法院系统将会对侵权行为施以惩罚,而这

种惩罚可以成为一种责任信号在其他市场交易者行为函数中构成一个隐含的

①
②

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579.
崔之元.“看不见的手”范式的悖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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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从而影响其他人的决策信息集,使他们遵守交易规则,促成合作,使财富

最大化。但是,这种理想的“法治”模式实际上将交易合同的执行阶段的特征

忽视了,它假定合同双方或者主动地履行其全部承诺,或由一个无成本运转的

法律规则实施机制去强制履行,显然这是不现实的。

  将法律体系或法院引入新古典分析框架,是法律经济学的特殊贡献。自

此,传统经济学中政府和市场之间关系的论争又加入了法律或法院这个维度。
主流法律经济学主张,市场会失灵,政府也会失灵,且政府失灵较市场失灵更

甚。因此,最小化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对于市场交易中普遍存在的外部性冲

突,如果私人交易的成本过高,就可提起诉讼,通过普通法法院作出最后裁决,
而该判例可作为公共知识引导后人的预期行为,促成合作秩序。这样,普通法

和市场机制互为表里,互相促进,不仅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也使普通法规则

本身得到进化。“看不见的手”的范式就在主流法律经济学的知识谱系中深深

地扎下了根。

二、范式危机:主流法律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和主要理论缺陷

  主流法律经济学以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对斯密的“看不

见的手”的原理作了向法律和政治领域的延伸。随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最

近几十年遭受到越来越多的非难,作为“市场本位主义”的主流法律经济学的

理论基础也遭遇了空前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第一,学术界对

于主流法律经济学的偏颇观点的批评;第二,经济现实所提出的问题对主流经

济学的责问。

(一)来自学术界的批评

  1.麦乐怡的批评

  美国法学家麦乐怡教授对主流法律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市场本位”模式

表示了不满,尤其是对波斯纳的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意义上的财富最大化法

律价值观作了辛辣的批评。

  麦乐怡在其《法与经济学》(1999)一书中勾勒了新古典主义的价值模式中

蕴涵的若干假设和价值判断。其中的假设包括:(1)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利益

来行为的;(2)为追求个人利益,人们会作出理性选择;(3)人们有意接近完整

信息的能力使其行为理性化;(4)资源的流动性可使市场将资源流向能实现其

最大价值的地方;(5)市场的竞争性使人们可以自由进出市场;(6)当前的社会

财富和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是既定的,这种初始状态下的财富分配将影响经

济的产出。实际上这些假设已包含了特定的价值观,而不是新古典主义者所

标榜的价值中立。这表现在:(1)私人应当根据自己的利益而理性作出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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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们能够接近运用充分信息进行理性选择,而这与人们在获得信息的能力

上或经济、教育的差别无关;(3)自由进出市场竞争的结果总是合乎人意的;
(4)接受当前的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反映了当前的分配是公正合

理的这样一种价值判断。可见,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的主流法

律经济学有鲜明的价值倾向性,其对市场有效性的强烈依赖,使之成为过分渲

染的放任主义的辩护状。①

  麦乐怡(1999)得出的结论是:法律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倾向。如果法律

在创设之初是倾向于业主的,那么其在日后的发展中就很难发生与此相反的

变化;如果法律创始之初是倾向于被雇者,则情形会截然不同。法律在创设之

初的法律选择将影响法律变迁的惯性和法律中规定的权力,并进而影响一个

社会中的法定价值观念。据此,私有财产权总是用来保护有财产的人免遭无

产者的侵害,而正是那些拥有社会资源的人才有权力影响一个社会的法律制

度,并利用该制度谋利,法律往往是反映、肯定当前社会资源的既定分配方式

和价值观念并使之合法化。也就是说,法律制度总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利益

的,并且总是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倾向。② 很显然,这与马克思主义的

法哲学理论在价值观上是不谋而合的。

  麦乐怡对波斯纳的法律价值观即财富最大化作了批评。他以“妓女卖淫

合法化问题”作为例子来说明波斯纳在此问题上的荒谬观点。基于波斯纳的

财富最大化的价值观,妓女卖淫行为是两个成人行为同意的自觉的交易行为,
并且是符合科斯有效性定理和卡尔多—希克斯有效性定理的。因为,甲、乙双

方的行为使得双方同时获利。但是,当我们考虑到卖淫活动对家庭生活的和

谐、街头犯罪、性病传播的影响时,卖淫活动的收益似乎又被上述有关负面影

响所抵消。③ 况且,卖淫活动导致的GDP的增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补偿

其负面效应也是难以确定的。因此,对于卖淫活动的立法取向完全取决于立

法者的价值判断,难以有一个客观标准。

  据此,麦乐怡教授倡导一种所谓“新法律经济学”,该理论将法律经济学理

解为一种“符号互动的动态过程”,其中包含了许多隐喻和修辞等主观的成分,
而不是像主流法律经济学者那样试图给法律经济学披上“科学的外衣”。④

  2.施密德的挑战

  施密德对主流法律经济学的新古典模式提出了挑战。他认为,传统的绩

①
②
③
④

麦乐怡.法与经济学[M].孙潮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44-48.
麦乐怡.法与经济学[M].孙潮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42-44.
麦乐怡.法与经济学[M].孙潮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55-56.
RobinPaulMalloy.ANewLawandEconomics[A].RobinPaulMalloyandChristopherK.

Braun.LawandEconomics:NewandCriticalPerspectives[G].NewYork:PeterLangPublishing.
Inc.,199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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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变量———自由、效率和经济增长(或财富最大化)等在用于规范分析时,往往

会产生误导,用于经验分析时,则无法令人满意。因为,社会成本和经济增长

概念有模糊性,当我们去寻求一种共同的价值标准时,有时往往会忽略利益冲

突的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性,一旦存在利益冲突的相互依存性,谈论总体利益

就是作出一种对各方利益加以权衡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又带有某种主

观性,很难说在总体上一种制度选择是否有效率,因为,对富人有效率的制度

安排,不一定对穷人有效率,抽象的效率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绩效变量。所

以,与其花费心思为法律寻求一个客观的效率评价标准,还不如阐明冲突结

构,看一看该制度选择究竟对谁有利,是对谁而言的自由,对谁而言的效率。①

可见,施密德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法律规则的选择并非是中性的,而是与政治

过程和利益分配过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必然涉及到公共选择过程。

  3.公共选择学派的视角

  法律作为一种公共物品,总是牵涉到集体选择问题。许多新古典主义的

学者认为,普通法远离政治市场压力,这是十分有害的天真观点。Gordon
Tullock在其《TheCaseAgainsttheCommonLaw》②一书中指出,普通法很

难不受政治压力的影响,法官是另类政客,他总是被政治过程选择出来,如果

通过选举,选举过程就会影响法官决策。政治市场的偏见往往来源于一些特

殊利益集团的院外游说,这些偏见也会影响法律的公正和效率。

  4.学派的批判性洞察

  奥地利学派学者对芝加哥学派法律经济学持批判态度,因为他们在经济

效率模型中将法庭的信息成本理解为足够低。Hayek认为,方法论个人主义

和科学主义忽视了人的主观性,夸大了理性作用。③ 芝加哥学派试图为法律

分析引入客观效率标准,这是不现实的。例如,不管当事人是否有过失,损害

的事后补偿成本都是一个公共物品,那么在财富最大化其责任安排时,如考虑

其排他性,就会导致一种无效率的结果。成本和机会成本也是极其主观的概

念,其中的成本—收益计算总是为信息和有限理性所干扰,从而影响其理性选

择,这样就会使效率结果大打折扣。

  5.Ellickson对法律中心主义的质疑

  主流法律经济学家科斯在其《社会成本问题》(1960)中所表现出法律中心

主义倾向,被Ellickson(1991)指责为争端解决的“法律中心主义”。④ 他通过

①
②

③

④

施密德.财产、权力与公共选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Tullock,G.TheCaseAgainsttheCommonLaw.TheBlackstoneCommentaries,No.1,

Durham,Nc:CarolinaAcademicPress,1997.
Hayek,F.A.TheCounter-RevolutionofScience:StudiesontheAbuseofReason[M].Indian-

apolis:LibertyPress.1952.
Ellickson,Robert.OrderWithoutLaw:How NeighborsSettleDisputes[M].Cambridge,

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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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Shasta农村社区农场主在解决纠纷时的“田野调查”,发现科斯的分析不符

合农村社区农场主之间纠纷解决的现实。Shasta的农民并没有通过权利和

责任的法律界定和分配来获得合作秩序,而是更多地求助于非正式规范或重

复博弈来解决纠纷或合作。Ellickson实际上已经注意到非正式规则在秩序

治理中的重要性。

  Ellickson(1991)的研究表明,将法律视为外部性冲突的解决的惟一方法

是有缺陷的。现实中往往存在多元秩序治理结构,在这种多元治理结构的内

部,各种规则资源存在着互替、互补的关系,它们都对人类合作秩序的维持和

演进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现实的责问:“看不见的手”范式的危机

  主流法律经济学的“看不见的手”范式和新古典主义“市场本位”模式的危

机不仅仅来源于它被众多的学者所批评,而是更多的在于其面临现实问题时

理论解释力的匮乏。

  主流法律经济学过于强调政府失灵或立法失败,而主张放松管制,由法官

造法的普通法来处理私人纠纷,表现在转轨问题的政策建议上,就是尽快地私

有化,尽快地确立私有产权和契约自由的规则,尽快地取消政府管制。这种简

单化的缺乏深思熟虑的经济改革和法律改革,势必导致政策和法律的反复无

常,从而使改革陷入僵局。东欧和俄罗斯的改革就是例证。

  对于大陆法系、成文法系或民法传统的国家,由于政治结构与普通法法系

国家不同,主流法律经济学的“普通法的效率”理论就很难有解释力。因为,这
些国家的法律供给并不是由普通法法院中存在的“看不见的手”机制来协调

的,而是由主流法律经济学家们所极端鄙视的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来“生产”
出来的,其中涉及的主要是公共选择的集体决策过程。

  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关于“法律与发展”和“法律移植”的经验与实践表

明,简单地移植西方主流法律经济学者所标榜的私有产权和普通法体系,并不

能保证较高的法律运作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因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往往

与该国的传统文化和政治结构甚至地理位置、军事力量等因素紧紧联系在一

起,尽管经济利益结构是法律形成和运作的最根本的因素,但是它并不一定导

致一个有效的法律制度自动地出现。一个立法者如果对他所处的国家民众的

信仰体系、权力结构缺乏眼力,即使颁布了一些法律条文,也仅仅停留在纸面

上,无法实施。中国历代变法和其他国家的法律改革、法律移植经验都说明了

这一点。

  主流法律经济学十分推崇普通法或私法在解决外部性等市场失灵方面问

题的魔力,但是在污染控制、劳工关系、消费者保护、社会安全、性别歧视等领

域,普通法的效率观的解释力就显得捉襟见肘了。以污染控制为例,市场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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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普通法的侵权行为法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如果救济和交易体系能够有

效地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为什么社会的污染问题还是如此严重呢? 实际

上,有时政府的法令规制仍然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它至少可以在边际上弥

补普通法调节的不足。

  由上述分析可知,主流法律经济学的“看不见的手”范式在当今的一系列

重大现实问题面前已经表现出解释力的不足;或者说,主流法律经济学正面临

着“范式危机”的窘境。透过“范式危机”的表层我们可以透视和总结出主流法

律经济学的主要理论缺陷:(1)主流法律经济学的静态、比较静态和演进分析

有一个功能主义的假设,如果某一种制度安排或法律规则具有某种功能或价

格合适,则它就会要么被国家创制出来,要么会自动地产生于交易过程。这就

忽略了国家创制法律的政治过程以及该政治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也就是说,主
流法律经济学还缺少一个政治学的理论。(2)主流法律经济学将政府和市场

之间的关系理解为绝对对立或替代关系,其核心假设和观点是:只要每个人的

行为是理性的,只要假定每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市场交易,只要市场是接近完全

竞争市场,则政府干预就应该最小化,法律的地位就是尽量低成本地履行交

易,国家功能就只局限于界定产权、履行合同和保护市场内部秩序;而且市场

越普及,法律作为促进效率的工具的重要性就越低,市场交易越接近零交易成

本世界,政府就越接近再分配功能,这就忽略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互补关系。
(3)主流法律经济学对外部性问题的解决方案是由普通法法院按照卡尔

多—希克斯效率原则来确定权利配置和责任归属。主流学者在注意到政府失

灵、市场失灵而去谋求普通法法院解决思路时,没有注意到法院也会由于信息

不完全或监督机制不健全而出现“法院失灵”的情况。(4)主流法律经济学多

采用边际分析方法,看重关注稳定状态下的法律变化,不能处理法律、社会体

制的巨大变迁,而这种重大变迁往往与政治舞台上的利益斗争有关。(5)法律

经济学与正统的法律分析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后者是事后的案例分析,而前者

则将法律看成一种影响未来预期的激励系统从事事前分析。但是主流法律经

济学在以理性选择作为基础的事前分析时,没有将不确定性纳入到分析框架

中。它往往假定法律是已知的并且会被理性的经济人确定性地预期。这是一

个非现实的假设。这样理解法律,势必导致仅仅将法律理解为一个静止的体

系,无法揭示法律规则变迁的原因。比如在侵权行为法中的过失规则问题,如
果有关谨慎的法律标准被应用于已知的和确定性场合,则无论是过失规则还

是比较过失规则都可以对当事人创造一种有效率的激励;但是当我们引入不

确定性时,则不同的过失规则的激励效率就会不同。① 由此可见,主流法律经

① ThomasS.Ulen.LawandEconomics:SettledIssuesandOpenQuestions[A].NicholasMer-
curo.LawandEconomics[G].Boston:KluwerAcademicPublishers,1989,22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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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分析范式中的新古典确定性环境影响了人们对现实的法律过程和经济过

程的观察。(6)主流法律经济学的市场本位的新古典模式,以瓦尔拉斯均衡的

普遍性为依据,考虑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当这些以北美发达市场经济为蓝本

的理想化模式被应用到发展中国家或转轨经济背景中时,就很容易得出过于

简单化的结论,从而在公共政策导向和立法取向上产生误导。这已被发展中

国家法律与发展及转轨国家的改革与经济发展现实所证明。

  造成主流法律经济学以上“范式危机”和理论缺陷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

其研究对象的模糊和研究视野的狭窄。这表现在,仅仅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

的分析方法和价值观简单地移植到法律分析中而没有在更高的层次上构筑一

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来整合这两门学科。在波斯纳的经典名著《法律的经济分

析》中,虽然他似乎是以法律效率作为研究对象,但是由于不同的法律部门和

法律学科,可能有不同的效率结构,他在将这些不同的法律门类用经济分析这

条线贯穿起来时,就显得彼此之间联系不大(像烤羊肉串),结构也显得很松

散。实际上我们可以寻找一个更高层次的研究对象来将这些不同门类的法律

整合进一个统一的理论结构之中,比如,法律总是一种协调利益冲突促成合作

秩序的手段,当我们将合作秩序作为研究对象时,法律就与政策、非正式制度

一起成为秩序治理和秩序演进的动力机制和源泉。在这样一个宽广的视野

里,我们分析法律与经济过程、政治过程、社会文化的内在关联,就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避免研究方法的单一性和各种意识形态偏见。

  其次,在思维方法上,主流法律经济学对政府和市场、计划制度和市场制

度、公法和私法持一种“绝对论二分法”思维。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在

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立法取向上很容易忽略“二元结构”中可能存在的“中间结

构”、“中间机制”或“转化形态”。因此,主流学者在规范分析时,往往是对市场

和私法的无条件推崇,而对公法和政府管制政策持极端蔑视的态度,而这种态

度会导致忽视社会中潜在利益冲突的公共政策决策。看来,主流法律经济学

以“看不见的手”范式和新古典主义的绝对论“二分法”思维,已经阻碍了法律

经济学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制度深层结构的理解和对公共政策的现实主义观

察。因此,有必要从合作秩序的治理和演进的高度,重新理解法律制度与非正

式制度、经济过程和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

(三)若干反思性评论

  从总体上来说,法律经济学是在为法律分析寻求一种经济学的基础,以试

图发现法律背后的经济逻辑。但是关键在于即使是经济学也有不同的流派,
我们究竟应该为法律问题引入哪一种经济价值观呢? 很难想象以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为基础的价值观和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价值观会在法律解释问题上

取得一致意见。在目前的法律经济学流派中,市场本位的以新古典主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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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为基础的法律经济学为主流理论,这体现在各大学的法律经济学教科书中。
然而在新法律经济学的最近的发展中,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主流学派的论点

和分析方法提出质疑,它们使我们看到了法律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向。一个

越来越明确的共识是,仅仅将成本—收益分析和价格理论应用于法律分析是

没有前途的,因为它使法律经济学缺少一个明确的研究对象,只局限于在学科

交叉的边缘打“擦边球”,法律经济学也就很难成为一个自足的理论体系。看

来,法律经济学还需要一段时间对其各种流派作一整和。

  一个最新的发展趋向是法律社会学和法律经济学有日趋融合的趋势,而
这两门学科越来越倾向于对“秩序”问题的探讨,即将法律仅仅看成一种人类

合作秩序得以形成和维持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全部,如果从这样一种视角出发

去研究法律经济学,其发展前景就广阔得多。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哈耶克

的“自由秩序”理论中得到许多启发,也能从斯密、马克思关于规律和经济之间

关系的论述中寻找到思想启迪。当然,这也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探索,就目前

来说,法律经济学领域的以下问题值得重视和进一步研究:

  1.法律经济学现在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显得很松散,如何才能

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

  2.主流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非常推崇分权化市场在资源配置效率中的魔

力,他更加强调私人财产权的流转效率,即财产权的有效率利用的关键在于各

种生产资源能通过市场交易流向对该资源评价最高、具有能力使用该资源的

资源使用者。这种“强者为王”的逻辑必然冒犯法律公正论者的基本信仰,因
为,在波斯纳的世界里,法律价值几乎已经淹没在经济价值的海洋之中。由此

看来,如何协调公平、公正和效率之间的关系,是法律经济学在其进一步发展

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3.法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究竟是内生于经济过程还是外生于经济过程

的? 是自生的还是创设的? 是法律决定经济还是经济决定法律?

  4.法律作为秩序治理资源的一种模式,与伦理、道德、习惯等非正式规则

之间的关系如何,是互补关系还是互替关系抑或兼而有之? 如何使其在秩序

治理过程中和谐相处?

  以上问题表明,法律经济学仍然很年轻,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有一

点可以肯定,保持这些“问题意识”将会使法律经济学在其发展道路上更有方

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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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律经济学的重新思考:走向现实主义的新政治经济学范式①

  主流法律经济学的自由主义效率观可以追溯到长期以来美国法律形式主

义和经济学的自由放任的传统,它们和美国法院的司法实践紧密相联。美国

法院深受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1851)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坚持认为

私法在解决经济争端方面比公法更优越,反对政府对私人关系的规制。到了

19世纪末,法院系统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受到以霍姆斯和庞德为代表的

法律现实主义的挑战,他们强调法律是“行动中的法”,法律和社会生活的变迁

息息相关,他们主张法学应当和其他社会科学相融合。无独有偶,美国的制度

主义经济学也在19世纪末对自由放任的古典主义经济学提出质疑。他们关

注了社会公正、失业和贫穷等问题,主张将法律或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引入经济

分析中。这与法律现实主义的主张不谋而合。这种共同的旨趣和对“形式主

义”和“自由放任”思想的不满使法律现实主义者与美国制度主义者站到了一

起。

  由此可见,现实主义是制度主义和法律经济学的共同追求,并且从现实主

义和制度主义的角度来看,法律经济学也不应仅仅局限于从新古典主义经济

学中汲取营养,而是应以开放心态融合现实主义的其他流派,以壮大其实力或

增强其理论解释力。只有将法律经济学看作是现实主义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看

作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殖民地”,才能使法律经济学避免沦为某一种意识形

态的附庸。这就要求法律经济学者在以经济逻辑“硬化”法律分析的“内核”的
同时,还应注意关注复杂的社会现实或经验,这才是法律的生命。也就是说,
法律的经济分析还应注意联系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并与其他领域的社会科学

(如政治学、社会学、生物学、历史学等)相沟通。基于这种理念和思想史背景,
本文明确地提出法律经济学下一步的目标应是扬弃新古典主义抽象理想模式

和单一的市场价值观,代之以现实主义的多元化价值观和方法论,在多元化竞

争中使法律经济学走向成熟。

(一)拓展与修正法律的经济分析中的行为假设

  主流法律经济学试图以新古典主义的理性选择作为其模型建构行为的经

济学基础,现实主义运动更强调现实经济过程中的人所面临的信息不完全性。

① 这里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不同,它突出强调的是经济学要结合
政治过程和经济过程的互动来研究,以区别新古典主义单纯的市场交易均衡范式,它更接近于公共选
择学派的研究程序,着眼于为公共政策制定和立法、法律改革提供理论基础。鉴于研究的难度和篇幅
所限,本文不拟在此提出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仅仅提出一些研究设想,更深入的研究有
待学界同仁今后的努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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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的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行为成为其模型建构的基础。法律经济学应

吸收这些假设,使法律经济学更加贴近对现实经济过程的观察。

(二)秩序多元化与比较制度分析

  主流经济学主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动达成市场秩序,政府和法

律更多地被抽象掉,很少在经济模型中加以考虑。主流法律经济学虽考虑了

这些因素,但是过于强调“市场本位”的价值观,没有对各种非正式制度、政府

立法、政策规制等倾注更多的注意力。以现实主义的视野来看,秩序治理结构

是多元的,价值观是多元的,制度是多样化的。恰如威廉姆森为代表的交易成

本经济学所揭示的,如果在合同过程中去观察合同的订立和执行,则不同的交

易特征或资产专用性程度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治理结构(双边治理、一体化治理

或第三方仲裁),其中交易成本的最小化是这种比较制度分析或比较组织分析

的标准。在这里,计划、市场、政府、法律、企业都可成为秩序治理资源,而不是

单一市场本位模式。① 而如果我们坚持了“秩序多元化”,我们就必须在法律

的经济分析中有比较制度分析的视野。在这种视野下,不同的国家由于历史

文化传统的差异而造成的“路径依赖”,使得它们形成不同的法律秩序,其中必

然蕴藏不同的经济结构和经济逻辑。

(三)现实主义的方法论

  法律经济学要想为公共政策和立法决策提供有价值的洞见,就必须摒弃

理想主义的抽象模式,吸收其他更具现实主义的方法,即方法论上的多元化,
来为公共政策和法律决策服务。这些方法包括:(1)案例研究。这一方法已被

大量的法律经济学教科书所采用。(2)实验方法或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实验

经济学是最近几年刚刚崛起的现实主义的理论流派,已有一些学者将其运用

到法律经济学中,用来检验法律经济学中的基本原理,如 Hoffman,E.and
Spitzer,M.L.等人的一系列研究②,很有启发意义。(3)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或社会学方法)。Ellickson(1991)已经将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运用到法

律经济学的研究中,体现了法律社会学和法律经济学的融合趋势。法律经济

学常常涉及的大量的地下经济活动(包括有组织犯罪),由于有关经验材料很

①

②

威廉姆森.治理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和意义[A].菲吕博腾,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G].孙经纬
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67-100.

Hoffman,E.andSpitzer,M.L.TheCoaseTheorem:SomeExperimentalTests[J].Journal
ofLawandEconomics1982,25:73-98.Hoffman,E.andSpitzer,M.L.Entitlements,Rightsand
Fairness:anExperimentalExaminationofSubjectsConceptofDistributiveJustice[J].JournalofLegal
Studies1985,14(2):259-97.Hoffman,E.andSpitzer,M.L.ExperimentalLawandEconomics:an
Introduction[J].ColumbiaLawReview1985,85(5):991-1036.Hoffman,E.andSpitzer,M.L.
1986.ExperimentaltestsoftheCoaseTheorem withLargeBargainingGroup[J].JournalofLegal
Studies1986,15:14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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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进入官方统计资料,社会调查方法就显得更加重要。(4)演进博弈分析。该

方法借鉴了进化生物学中整体论的研究方法。与新古典主义演绎实证分析不

同的是,时间和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贯穿于制度的整个形成过程。具有现实

主义精神的演进经济学、博弈论和制度分析融合为一体,能够较好地解释法律

制度与现实经济过程之间的内在关联,是法律经济学的一个最有前途的发展

方向。(5)公共选择分析方法(政治学的方法)。对法律的考察不可避免地要

牵涉到政治秩序问题,这就要求对政治过程有清醒的认识,否则即使民间有对

法律秩序的渴求,法律的供给和实施也不一定能够满足需要。治国者在变法

或立法时,要想获得一种稳定的政治秩序,就必须对政治舞台上各利益集团谁

受益谁受损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并在法律决策中对弱势利益集团给予适当补

偿,否则变法或立法就会由于“政治上不可行”或由于政治动荡而“破产”。公

共选择分析能够为这种政治过程的洞察提供现实主义的分析模型。(6)法学

的范畴和概念对经济学的影响。法律经济学在前一阶段的发展中最重要的失

误就是过分依赖于经济分析,以至于使法律失去了自主性。当我们将法律制

度作为一个内生变量引入经济分析时,就会发现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被大大地

拓宽了。这种扩展本身会引致法律经济学理论的新发现。法学对经济学研究

可以发生影响的范畴包括:产权分析、责任分析、合同方法、正义观(分配正义、
矫正正义)、公平观、法律与发展(反贫困)、比较法、法律史等。

(四)过程分析与“积极进取”(Progressive)的法律经济学

  现实主义者强调过程分析,他们关心的问题是:“这里在发生什么”而不是

“这里的规律是什么”。只有对“这里在发生什么”这样的问题搞清楚了以后,
才能够制定正确的改革政策。这一点与制度主义的问题意识是相通的,他们

都不是像李嘉图那样将抽象的模式与现实等同起来或从理论上一下子跳到政

策结论,而是注意观察制度或法律运行所需的条件,以及条件变化之后法律制

度如何适应已变化了的现实,即现实主义的法律经济学试图为理论向政策的

应用性转化架起一座桥梁,其目的不仅是“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

界”。这种类型的法律经济学可称为“积极入世的法律经济学”或“积极进取的

法律经济学”。和主流法律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看不见的手”范式不同的是,
它更接近于凯恩斯主义的“看得见的手”范式。不过,它与纯粹的“凯恩斯主

义”政策干预思路也不尽相同,它更加强调法律干预。

(五)“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

  现实主义的法律经济学强调理论模型和框架建构的现实意义,以解决实

际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为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形式主义,或者从“法条到法条”
的“概念法学”。法律经济学者通过对自身理论的反思和现实理论之间的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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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解答,推动法律经济学理论本身的发展。因此,“问题意识”是法律经济学者

的必备素质。

四、法律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拓展: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在法律经济学领域,主流法律经济学起初本来是作为反对主流经济学的

形式主义和法律形式主义或概念法学的姿态出现于学术界的。后来由于波斯

纳等人的新古典主义市场本位的法律经济学分析模式成为主流模式,其“单一

效率模式”或“单一市场本位模式”成为另一种“形式主义”,阻碍了法律经济学

对现实中的秩序多元化和动态体系的进一步观察,造成了主流法律经济学解

释力的薄弱和诸多理论缺陷,这就促使我们有必要超越主流法律经济学“看不

见的手”的范式,以现实主义的眼光反思法律经济学理论。下面涉及的几个论

题是主流法律经济学理论所忽略或研究不足的几个领域。

(一)不完全市场、政府管制(规制)与公共政策分析

  Stiglitz认为,现实中的市场并不是像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设想的那样,
是完全竞争市场,而是信息不完全、竞争不完全的不完全市场。① 当市场不完

全时,竞争的均衡结果一般不是受约束的帕累托效率,这种结果可称为“次优

结果”(Suboptimality);如果自然状态是S,而跨期条件不具备,则会有S―1
种均衡,也就是说存在多重均衡,这种结果可称为“不确定结果”(Indermina-
cy)。“次优结果”表明市场失灵比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所能允许的要普遍得

多;“不确定结果”则表明,既然存在多重均衡,就很难说明哪一种均衡最有效

率。② 这说明,不完全市场条件下,公共政策的制定一味地去寻求帕累托效率

是一种误导,关键问题在于扫平市场交易过程中的障碍,为市场交易契约的达

成创造条件。为此,法律经济学家有两种思路:(1)在普通法的荫蔽下为私人

谈判消除障碍;(2)由政府的行政管理制度对市场中存在的失灵因素予以直接

干预。以波斯纳为代表主流学者较为推崇前一种方式。他们认为,如果用政

府行政管制来干预市场,“政府失灵”倒有可能是一种成本高昂的替代。③ 但

是波斯纳似乎忽略了普通法失败的情形,这里所说的普通法失败不仅仅包括

普通法实施中因法官腐败、寻租行为导致的法律失灵(表现为诉讼成本高昂),
也包括普通法惯例形成过程中由于所需时间较长而导致的普通法规则的滞后

或空缺。这时,政府管制政策的灵活性和即时性方面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①

②
③

Stiglitz,JosephE.TheInefficiencyofStockMarketEquilibrium[J].ReviewofEconomic
Studies:1982,241.

崔之元.“看不见的手”范式的悖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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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在有些社会性管制领域,普通法根本就不适合介入。在规范意义上,行
政方法和普通法在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时也很难说普通法就一定比行政方法优

越。

  史普博①就分析了一个行政方法在治理市场失灵问题时比普通法优越的

案例。史普博的案例涉及“公共矿床”开采问题。按照普通法的“捕获规则”
(RuleofCapture),土地所有者拥有开采其所属土地上原油的采矿权,但是一

个突出问题是土地是静止不动的,产权分割相对比较容易;而地下的石油却是

流动的,即使界定了土地产权,石油也会经常“肥水流向外人田”。这就损害了

矿权的完整性和排他性,或者说产权界定的交易成本相当高。在这种情况下,
油田就只能具有某种公共的性质,各个私有土地主受利润极大化驱动都会竞

相开采更多原油,竞争结果使采油设备投资和原油的生产成本增加,并导致资

源租金的耗散,进而发生地下原油的过度开采(“公共油田的悲剧”)。因此,普
通法的“捕获原则”由于不能创立一种排他性产权,在特定场合下,并不一定适

合土地主之间合约安排的基础。有时,联合化、管制性开采或以地域面积、特
性及位置为基础的产权界定,可能会使管制管辖下的资源利用产生更高的效

率。可见,政府、市场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不在于要不要政府干预或要不要法律

替代政府,而在于如何使政府与法律彼此成为互补的手段,来有效地规制市场

或促进市场交易的效率。如果从这种视角来重新审视法律经济学,则今后的

法律经济学至少应该将研究范围或研究触角从普通法延伸到公共政策领域,
同时,政府行为和法院行为一样被纳入到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之中。而一

旦公共政策分析成为法律经济学关注的焦点,则政治过程的意义就凸现出来

了。

  将公共政策分析结合政治过程进行研究可以说是未来法律经济学发展的

方向。其基本信仰是公共选择理论可应用于非市场决策的经济分析,例如,国
家和政府的理论、立法、投票、政党竞争、公共政策分析和规制行为等领域。它

通过对政治过程中的经济逻辑的透视,可为集体选择行为提供一个现实主义

的分析模型。因此,可视作主流法律经济学的普通法导向和对政治过程忽视

的一种补充。

(二)“猜透政治心”———立法的政治过程及公共选择分析

  公共政策选择和立法活动构成了法律的供给方面,它们是在政治舞台上

作出的,即使是普通法的演进,也常常与政治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是成

文法系国家,由于立法是法律供给的主要方式,政治对法律体系及其运行的影

响更加鲜明。

① 史普博.管制与市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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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政策和法律选择总是在政治舞台上作出的,它既是意识形态争论的

结果,也是政治权力平衡的结果。我们的任务就不是将其假定掉,而是用公共

选择分析方法使决策过程更加显明,揭开政治市场的面纱。现实中的政治过

程实际上是一种“妥协”的艺术,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讲就是均衡的艺术,“最终

的政治均衡并不是哪一方(该集团和其他集团)力量强,哪一方便获胜,而是一

个中间点,在这一点上———在边际———两方力量相等”。① 如果我们将研究视

角转向政治过程,则权力、政府行为、意识形态和正义观等就会进入研究视野。

  一旦我们将法律过程理解为一个政治经济过程,我们就可以用公共选择

理论来分析这种非市场决策行为。公共选择视野下的法律的生产可以理解为

两种方式:企业方式和市场方式。前一种生产方式是假定立法者试图在委员

会中建立一个企业型组织结构,委员会组织的目的在于便于委员会达到法律

协议,而减少交易成本。在这个组织结构中,市场交易方式涉及利益集团的院

外游说活动,其中利益集团活动决定立法的需求曲线形状,相对分散的市民群

体则决定立法的供给曲线的形状。政治家在市场中相当于企业家,他们寻求

最大支持率以最大化实践其效用。由于现实中的政治市场存在正的交易费

用,则宪法契约的达成就很重要,它能够影响交易成本的结构。因此,宪法的

经济分析也应被纳入到法律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来。

  当我们将政治的交易成本引入法律经济分析时,我们就有了更加具有现

实主义视野的概念基础,一旦打开现实中的“政治的黑箱”,我们就可以发现政

治市场上的摩擦力。这里,暗示着一个法律经济学思维范式的转换:政治和法

律都不是一个中性概念,任何政治决策和法律决策都包含着大量利益冲突与

摩擦。当我们进行法律决策时,必须对法律后果中谁受益谁受损、如何补偿、
如何对不同社会意见冲突进行意识形态投资、如何进行政治动员等问题有清

醒的洞察。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政策失败或法律失败甚至会发生政治动荡。
这就意味着,法律经济学在解释法律过程、立法决策时,必须注意“政治可行

性”的研究,这将是未来法律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三)法律变迁与法律改革

  当今世界性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法律改革实践提出了许多挑战性的

命题,其中蕴涵了诸多理论拓展的机遇,新制度经济学甚至是主流经济学都从

其中吸收了一些理论营养,一项专门研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

经济学”也正在形成之中。相比之下,法律经济学对转轨问题的反应则显得较

为迟钝,原因在于,对于主流法律经济学家来说,“市场”和“看不见的手”仍是

他们近乎“神化”的信仰。他们坚信,只要政府放松管制,“市场会搞定一切”,

① 施蒂格勒.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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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连市场规则(法律)都会自发地生长出来,比如萨克斯就认为,对转轨经济

国家来说,中央计划官僚机构一退出原位,市场马上就会繁盛起来。① 他主张

“休克疗法”———向市场转轨速度越快越好;以Shliefer为首的俄罗斯法律改

革的政策咨询顾问小组,也建议先私有化,然后再引入法律规制。事实证明,
这些新古典主义倾向的政策建议是失败的。在一些转轨国家,中央计划官僚

机构中的很多人的确离开了原位,但是却转向了政策制定、地下经济甚至有组

织犯罪,市场也并没有立刻繁盛起来。正如科德勒克所说的,“……问题在于,
一方面不仅要看是谁离开了原位而且要看他去了哪里,而另一方面更要看是

谁接替了那个空出来的职位”。② 在俄罗斯私有化之后,当局也确实制定了一

些政策和法律来规制经济活动,但是由于政治交易成本过高,而出现“政策和

法律失败现象”,黑帮和腐败盛行,其政治秩序和民间秩序陷入混乱之中,这使

转轨中的俄罗斯招致了“强盗资本主义”的“臭名”。

  与俄罗斯不同的是,中国的经济转轨和法律改革及政治改革则采取了较

为现实主义的方案,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稳步地推进改革,使政治秩序和民

间秩序形成一种良性互动机制。从而使中国法律改革的轨迹较俄罗斯的改革

轨迹显得更平滑,同时经济发展绩效明显好于俄罗斯。这两个相反的案例在

某种程度上已经宣告了新古典主义范式在指导转轨国家的政策制定问题上的

破产。它说明法律经济学要想对转轨国家的法律改革和法律变迁提供有洞察

力的理论模型,就必须摒弃新古典主义的“看不见的手”范式的思维,重构法律

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主流法律经济学对法律演变的动态过程的研究

较为薄弱。已有的研究多是从法律史或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将法律变迁看作

制度变迁的一部分,以相对价格分析或成本—收益分析为基本的分析手段,着
眼于法律需求方面来揭示其自然演进性质,而没有注意到法律的供给方面,即
当权者供给法律的政治意愿和政治能力被大大地忽略了。

  当我们将注意力从法律长期变迁转移到当今转轨国家的法律改革与秩序

治理时,法律的供给方面和政治过程的意义就显现出来了。但对转轨国家的

法律改革的经济学分析的文献非常少,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似乎还没有见到。
从笔者所接触到的文献来看,Shliefer等人③和波斯纳④已经作了先驱性的研

究工作,但其缺陷仍是以主流法律经济学的市场本位理念先入为主地进行分

①
②
③

④

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322.
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322.
J.R.Hay,A.Shleifer,R.W.Vishny.TowardaTheoryofLegalReform[J].EuropeanEco-

nomicReview.1996,40(3-5):559-567.J.R.Hay,A.Shleifer.PrivateEnforcementofPublicLaw:
ATheoryofLegalReform[J].AmericanEconomicReview(PapersandProceedings),1990,88(2):
398-403.

波斯纳.为经济发展构筑法制框架[J].金融法苑,1999,(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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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而且带有很多意识形态偏见。因此,它们在揭示转轨国家法律改革的特殊

性方面显得缺乏说服力。

  法律改革与法律的长期自然演进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往往是在短期内涉

及大规模的变迁,利益冲突也被集结在一个较短的时间段内,国家对政治秩序

的维护、对法律变迁和稳定性和效率将有重要影响。由于在法律改革中政府、
法律及公共政策与市场的演进成为一个互动的过程,法律经济学的单一市场

本位模式就不能说明国家秩序治理结构转型中的复杂机制。这种复杂机制主

要涉及:政府公共政策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法律与非正式规则之间的关系;公
共政策与非正式规则的关系。它们最终可以归结为国家政治秩序和民间秩序

之间的互动关系,转轨和改革时期的政治稳定性就是靠这种政治秩序和民间

秩序的良性互动机制来维持。笔者曾以中国的法律改革与秩序治理结构转型

为经验背景,构建了一个“秩序三元观”的理论框架,①以弥补主流法律经济学

对非正式规则、公共政策以及它们与法律之间的互动关系方面研究的不足。
这种研究实际上也是在探索一种旨在将政治过程、经济过程、法律过程与传统

文化结合起来研究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当然这种努力也仅仅是初步的。

  法律变迁和法律改革不仅涉及制度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也涉及制度在空

间上的延展性。后者在当代社会表现为全球化、开放视野下各国法律规则的

竞争与融合。对后发国家来说,则表现为对先行国家或发达国家法律制度的

“移植”。如果像主流法律经济学者那样将普通法的效率看作一种先验的普适

的效率,那么就可能得出一个误导性结论,即:后发国家只要全面地移植西方

发达国家的普通法制度,就能达成效率结果。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法律如果

缺乏民意基础,又不能与该国的政治结构和传统文化相容,则肯定缺乏生命

力———好看而不中用。也就是说,在别国有效率的法律,在本国可能会缺乏效

率。即使移植过来,也可能会发生变形,即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桔,橘生淮北则

为枳”。这表明,考察法律系统不能将它与政治结构和既存的非正式规则环境

割裂开来,而应将其看作是制度结构中相互联系的整体的一部分。总之,如果

我们着眼于公共政策和立法决策,就必须关注政治效率对法律效率的支撑作

用,还要关注由传统非正式制度的演进所造成的“路径依赖”。

(四)“中国问题”与法律经济学的本土化

  从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来看,中国在转轨中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已经被

称为“中国之谜”、“中国的奇迹”或“中国的困惑”。实际上,“奇迹”已经发生,
“困惑”却依然存在:(1)“奇迹”为什么发生在中国? (2)中国改革并没有按照

西方标准经济学教科书上的原理去实施,却取得了比俄罗斯更大的成功,其蕴

① 张建伟.法律经济学的现实主义文本[D].上海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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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的经济学原理是什么? (3)“奇迹”是否能够持续下去? 也就是说,中国的奇

迹决不是因为政府允许人们追求财富,有了这样的产权激励,就会自动发生

了,肯定有某种秩序隐藏在制度变迁后面,我需要的是阅读这种秩序。①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对于这些与秩序有关的问题无论是在中国和国外都

曾受到不应有的忽视。中国的制度变迁过程就是改革、发展和稳定这三者关

系不断协调的过程,对于前两者,经济学界已经讨论得很多了,而对于稳定的

研究则被看作是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范畴而被经济学界所忽视。对于政

府来说,稳定首先表现为政治秩序,用官方语言来说,就是“稳定压倒一切”,
“中国不能乱”。从总体上来看,中央决策者对稳定的政治秩序的偏好是强于

发展和改革的,虽然发展被定位为“硬道理”,但稳定却是前提,是第一位的,尤
其是在发展速度问题上,中央决策者越来越表现出“宁可慢,务求好”的态度。
发展是稳定的函数,并为政权稳定提供合法性基础;稳定也是发展的函数,它
为发展提供秩序环境。在规范秩序中求发展,将越来越成为转轨国家在发展

观上的共识。回顾中国的改革史,虽然也不断出现“放权—收权”、“一放就活、
一活就乱、一收就死”的“活乱”循环和经济发展的政治周期(经济发展与经济

政策有高度相关性)现象,但是在动态中求稳定、在动态中求秩序、在秩序中求

发展一直是贯穿中国改革的主线,围绕这一主线而进行的政治改革、法律改

革、经济改革在秩序治理中发挥着综合作用,只研究经济改革而不涉及政治约

束和法律约束,难免会有“坐井观天”之见。正是在“有秩序总比无秩序好”这
样一种前提下,中国的改革道路才显出了与俄罗斯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无论

是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还是在法律领域,都可以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得到

说明。因此,法律改革与秩序治理应该被纳入到转轨经济研究的理论框架中

去。

  从秩序治理的角度来理解制度变迁过程,将能使转轨经济的研究者的眼

界不仅仅停留在激励机制的设计上,而是还包括合同的执行,即人与人之间的

合作秩序;不仅仅是将转轨看成一种赋权过程,也看成一种责任分担机制和对

违规者的惩罚机制的建立过程。对于现代转轨经济国家来说,它使人们认识

到经济转轨不仅仅是从集权到分权、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更是秩序治理结构

的转变,即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而在理解秩序治理结构的转变过程中,
政府的法律改革措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理论视角。由于中国经济改革和法律

改革的特殊性,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俄罗斯秩序治理模式的中国特色的秩序治

理模式,对这种模式的实证观察将能为法律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甚至主流经

济学提供新的知识源泉。

  当然,对这种秩序的阅读显然需要跨学科的视野(政治学、社会学、法学、

① 朱苏力.阅读秩序[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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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同时需要放宽研究假设或有一种现实主义的视角;另一方面,在公共

政策制定上也需要有一种现实主义的政策观。为此就要把中国改革的政治约

束、宪法约束、法律约束、政策约束、传统文化约束、意识形态约束纳入到法律

经济学分析框架中来,以揭示中国制度变迁的复杂性和其背后蕴涵的法律经

济学逻辑。

  法律、制度和秩序之类的东西注定是本土化的,一国、一地的政治结构、传
统文化、习俗、信仰的不同决定了秩序、制度和法律的可移植性并不像技术那

样强。对于法律这种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和价值判断的主观的东西,很难对

之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因此,在面对西方主流法律经济学理论时,
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结构、政治结构、文化传统

与中国竟是如此不同,以至于建立在西方国家法律结构基础之上的法律经济

学在运用到这样的实际中时 ,显得苍白无力,甚至有些“驴头不对马嘴”。比

如,令西方人大惑不解的是,中国人发生了纠纷,为什么不找律师或法院 (尤
其在中国农村更是如此),而是先找家族里某位权威人物,或者去上访找“官
员”或“焦点访谈”之类的新闻舆论监督部门;为什么长期以来“红头文件”比
“黑头文件”的威力要大得多;为什么中国人在发生纠纷后情愿私了而不愿意

以诉讼方式来解决;为什么中国的法律在“关系”面前竟变得如此有“弹性”?
“普法运动”、“送法下乡”、“炕上开庭”这些本土化的词汇,其法律经济学含义

是什么? ……所有这些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问题”,从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

里无法找到答案。不过,也正是这些带着“泥土芳香”的问题,却对西方主流法

律经济学理论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同时它也使得对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不能

停留在以理论简单地去裁剪现实,而只能是另辟蹊径,试图从对现实问题的经

验观察中去发掘其理论含义,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TheCrisisofMainstreamParadigm:Rethinking
ofLawand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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