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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颜鹏飞 傅 耀

  内容提要 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经历了前实证主义、实证主义、证伪主义、
历史主义四个阶段,前后之间呈现出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近年来,西方学者

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而展开和衍生出来的。
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崛起,是正统经济学方法论对非正统方法论的让

步,同时也是对正统经济学方法论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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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经济学

一、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发展阶段

  前实证主义阶段是经济学方法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此时经济学方法论

还没有从经济学中游离出来,处于朦胧的状态。正是由于处于一种不定型的、
朴素的、自发的阶段,后来分化出来的各种方法论思想都能从中找到其思想的

胚胎。在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中,现象描述法和科学抽象法已经

初露端倪。在斯密那里,抽象演绎法和现象描述法得以系统化。特别是他将

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分析了一国何以致富的原因,在经济学说史上获得了巨

大的成功。但是,斯密的这种“二重化”的分析方法,使其经济学体系充满了诸

多矛盾之处,成为日后经济学争论的渊薮,也决定了方法论的分野之势在所难

免。斯密之后,抽象演绎法在李嘉图和西斯蒙第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精致化。
现象描述法又得到了马尔萨斯和萨伊的大力发展。李嘉图的理论体系表面上

看来是符合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过程,但这个过程具有很大的跳跃性,这是由

于他的方法论缺陷所造成的。总之,这个时期的思维抽象还远未发达,表现在

其抽象结果中依旧保留了本该抽象掉的东西。尽管表面上看有些笨拙和幼

稚,但其内涵往往十分丰富,是人类认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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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思想极具原创性。如重农学派理性主义的抽象演绎法,休谟(Hume,D.)
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原则,斯密的二重化方法以及二者之间的恰当的平衡,李嘉

图的高度抽象的思想实验方法,更有西斯蒙第对二重化方法的合理运用、将经

济学视为“人”的科学和综合推理的方法、注重历史比较以及制度因素的方法,
乃至萨伊(1997,p.33)“良好的哲理推究方法”等,无一不在当代西方经济学方

法论中重焕生机。

  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第一个具有较完整的理论表现形态的发展阶

段,与前实证主义相比,具有一定程度的自觉性。西尼尔已经在较大的程度上

摆脱了李嘉图抽象法的束缚,他在将李嘉图的抽象法发展到当代意义上的假

说演绎法的过程中,充当了不可或缺的中介环节。约翰·穆勒把归纳—演绎

的方法确立为对经济学研究惟一合理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可能正是

看到了从李嘉图到西尼尔的方法论路径缺乏一个坚实的事实基础,才对归纳

法格外垂青,他的方法论可以说是标准实证主义的样板。在穆勒的经济学方

法论中,其折衷主义思想也再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将归纳—演绎的先验方法论

视为经济学的惟一合理方法就成为他必然的选择。凯尔恩斯(Cairnes,

J.E.1857)沿着这一思路发展了演绎法。他与杰文斯(Jevens,W.S)在处理同

一问题时使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却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可他更强调以真实的前

提为基础。他将在西斯蒙第那里尚属朦胧的“思想实验”方法提升为一个方法

论原则,显示了其对经济科学性质的独特理解。凯尔恩斯坚信对理论的反驳

只能靠事实这一观点,使他成为倡导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中流砥柱。如果说,穆
勒对归纳法重视的同时,还没有对演绎法予以完全的否认;那么,内维尔·凯

恩斯(Keynes,J.N.1917)甚至比穆勒更加偏爱折衷与调和。凯恩斯承认归纳

法和演绎法有互补作用,将西尼尔的抽象演绎法与历史学派的历史归纳法调

和起来。但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仍然显现出他是一个十足的实证主义者。作

为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最后一个辩护士,罗宾斯摈弃了历史归纳主义,他
指出了经济学不依赖于伦理上恰如其分的个人评价,价值判断超越了实证科

学的研究范围(罗宾斯,2000)。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实证主义者。但是,他强调

抽象在构成特定假设过程中的作用。奥地利学派反对方法论的一元性,主张

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并且对于将自然科学方法不加批判地运用于社会现象中

表现出强烈的愤慨,但是他们自认为这是对于西尼尔—穆勒—凯尔恩斯传统

的注释。

  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导入经济学的是哈奇森(Hutchison,T.W.)
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原理》一书。他在方法论上的基本思想是认为科学

的经济学所研究的应当是经验上可验证的命题,但是,对于应当加以验证的是

经济学命题的假定(前提)还是其预言,他没有明确的态度。萨缪尔森和弗里

德曼有关方法论之间的旷日持久的争论正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傅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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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a)。萨缪尔森坚持的方法论被称之为“操作主义”,他认为经济学方法论

中的中心问题就是在经济学中导出在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他所关注的是经

济学的解释功能。而弗里德曼代表了一种被冠之以工具主义的方法论倾向。
他认为经济学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发展出一种理论和假说,使之能够对尚未观

察到的现象做出合理的、有意义的预测。在现实中,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要比萨

缪尔森的更灵活、更具有实用性。弗里德曼认为,对理论的假设前提的检验是

不必要的。假设前提的虚假甚至不是它的缺点,反而是其优点。因此这类假

设在某一特定领域是虚假的,在另一更广泛的场合则是可以加以验证的。萨

缪尔森认为,精确的预言并不是检验理论有效与否的惟一贴切标准。萨缪尔

森将弗里德曼的方法论称之为“弗氏扭曲”(TheF-twist),这种方法论实际上

认为一种理论的缺点越多,理论就越好。他认为这是科学的堕落,任何一种精

确的科学决不会采用这种方法论。

  在正统经济学的视野中,不论是旧制度经济学派,还是新制度经济学派,
都没有跻身于主流经济学阵营。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理论超越了主流经济

学的研究视野,更主要的恐怕是他们所运用的方法论与正统学派大异其趣。
制度学派与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在构建他们的理论体系时,尤其是制度

经济学,更多地专注于从历史资料的归纳过程中总结出带有一般性的规律,因
为他们对实际历史的看法就持有这样一种归纳主义态度。我们在文中之所以

将其所使用的方法论纳入历史主义的方法论范畴,是由于无论制度经济学派

还是新制度经济学派,都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紧密的学派,十分类似于肇始于库

恩(库恩,1962)的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传统,他们遵循着共同的范式,形成

一个稳定的“科学共同体”。这种特点在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中体现

得更加明显。

  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已经体现了从证伪主义向历史主义

方法论过度的萌芽。其实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中也可窥见其思想遗迹。拉

卡托斯将研究纲领分为两个组成部分:不变的“硬核”和它的可变的“保护带”。
对于一种研究纲领的修正是重新调整其保护带。而对于原有的研究纲领硬核

的改变则意味着形成一种新的研究纲领(范式)。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和相

互作用的均衡结构构成了微观经济学范式的“硬核”,它成了本世纪经济学的

主要研究纲领。而其保护带分为如下三个部分:主体面临特定的环境约束;主
体拥有特定的关于环境的信息;研究特定的相互作用方式。新的研究方法通

过引入信息和交易成本以及产权的约束,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保护带,这一

派仍没有取得广泛接受的名称。尽管对于这一领域的各种研究被贴上诸如产

权学派、交易成本经济学、新经济史、新产业组织理论、新比较经济体制或法与

经济学等各式各样的标签,我们仍将其视为新制度经济学以强调它与传统微

观经济学的联系,并使之有别与某些其他制度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他们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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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硬核,如理性选择模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

这一变更的范式称为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

  新制度经济学将批评的矛头指向新古典的三个假设和根植于其上的均衡

模型。但其并没有完全放弃这些假设条件,而是在逐步放松其限制条件的基

础上构筑其理论。因此,从方法论上来看,有如下特点:其一,新制度经济学方

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其二,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个人主义方法论又是制度主义方法论。其三,
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强调自然秩序观又强调演化的观念。其四,新制度经

济学方法论推崇“案例”研究(casestudy)方法。其五,使用思想实验的方法也

是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的特色。严格的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方法论是排斥思

想实验的,因为其既不能证实某一理论的正确性,也不能证伪某一理论为错

误。但是演绎主义的方法论却对此情有独钟,因为其正好可以发挥思维的想

象力来完成现实世界中难以“发生”(单纯的发生并非伴生)的一些现象,从而

有可能更加深入事物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又具

有演绎主义的某些特性,或者说至少不完全排斥演绎主义,正与库恩所谓的思

维中保持“必要的张力”有异曲同工之妙(傅耀,2002b)。

二、西方经济学方法论演变的内在逻辑

  在前实证主义阶段,重商主义的思想中就包含着丰富的方法论思想,其最

重要的特点是“经验总结法”。这是对中世纪经院哲学中演绎法长期束缚的思

想解放运动,经济学产生了从自身中寻求发展动力的朦胧意识。这种方法经

过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配第的加工,使其从本质上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归

纳法,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归纳法。另一方面,配第在“考察性质上有可见

根据的原因”时,其实已经运用了抽象的演绎法,毕竟这一方法在中世纪纯思

维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法国古典经济学的变种重农学派的演绎法是启

蒙运动的产物,在纯思维的世界中,已经对社会再生产过程把握得相当深刻。
亚当·斯密的理论是当之无愧的经济学理论中的革命,他的《国富论》是经济

理论在困境中寻求出路和实践呼唤的双重结果。他将现象描述法和抽象演绎

法结合起来,分析了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但由于他对这两种方法结合得不太

巧妙,使得他的理论体系成为日后经济学方法论分化的根源。李嘉图在对斯

密方法论批判的基础上,推进了演绎法的发展,西斯蒙第沿着这一逻辑路径继

续前进。而马尔萨斯和萨伊成为斯密方法论中另一种倾向的继承人。这一阶

段后期的古典经济学派开始超越以往经济学幼稚的经验总结方法,明确地追

求抽象推理得出的具有逻辑上前后一致性的普遍经济规律,对古典学派这种

动因发生巨大影响的是自然科学中牛顿力学的兴盛。当时的经济学家大多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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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社会经济的运转也应像机械力学那样,具有普遍内在的规律。经济学家的

任务就是找出这种能够提供完备知识的确定性普遍规律———社会运动中的能

量守恒定律。

  在实证主义阶段,经济学方法论并没有偏离前一个阶段设定的主题,只不

过更加重视经济理论能否被经验所证实,对经济学学科性质的反思成为这个

时期的方法论特点。西尼尔认为经济学是一门演绎的科学;约翰·穆勒认为

归纳—演绎法是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凯尔恩斯则坚持归纳—分类方法才是经

济学的科学方法,他已经涉及到理论的预言和解释的问题。这一时期真正在

方法论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重要作用的是内维尔·凯恩斯。在他看来,假
设是无关紧要的,他承认归纳—经验研究有其合理性,表现出方法论的折衷主

义态度。罗宾斯进一步深化了凯恩斯的思想,认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一种

先验的分析真理,他对作为经验检验的定量工作的可行性深表疑虑。这种疑

虑在奥地利学派那里表现为强烈的不满,他们认为,特定理论正确性的标准不

能归结于经验事实。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经济学方法论,将李嘉图的方法论

思想贯彻了下来,形成了西尼尔—穆勒—凯尔恩斯传统。他们的共同特点是

相信经验事实能够证实某一理论。但是,在其后期的发展中,从罗宾斯开始,
表现出对这种传统自身合理性的反思。同时由于自然科学方法的影响和科学

哲学中证伪主义的兴起,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渐趋式微。因此,这一时期的

经济学方法论是以实证主义为主导思想,但其过程本身又是一个辩证否定的

扬弃过程,其中又包含着综合与调和,现在看来显得有点含混,其实恰恰又蕴

涵着逻辑的必然,包含着下一个阶段演化的胚芽。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在实证主义

经济学方法论发展的后期阶段,其实就已经遇到了一些在实证主义范畴内难

以克服的问题。罗宾斯重申和发展了西方经济学的逻辑演绎传统。他指出,
经济学的重要原理都是从近于公理的假设中演绎出来,这些假设是众所周知

的公认的事实,人们可以直接感知到。正统派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是对

理论的真理性的检验问题。罗宾斯的论文是在波普尔的理论问世以前发表

的,如果在波普尔的理论问世以后写作,那么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就将会有不同

的面目。事实上已经表现出他对于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的认同。在实证

主义的分析框架中,经济学家进行逻辑演绎的背后实质上隐藏着一条关键的

假定,即可以从经济运行中分离出“其他条件均保持不变”的状态。而这一点

恰恰为以往的所有经济理论在现实运动面前撑起了长久安全的保护伞。假设

“其他条件均保持不变”的分析手法,实际上是在理论与实际之间塞进了一个

假想中起中介作用的试验场,因而阻塞了理论通往实际观察与经验检验的道

路。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证伪”的方法才受到了主流经济学家的青睐。证伪

主义及其检验判别手法的方法支柱是概率论的思想方法。受这种思想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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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这一时期的主流经济学发展的目标是实用化,一方面要求理论严格明确

化;另一方面要求理论尽量与实际经验统计的结果分析联系起来。新古典研

究纲领的进一步精致化可以看成是前一个方面的具体表现。萨缪尔森的“操
作主义”与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则是后一个方面的具体表现。

  经济学方法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化解实证主义阶段蕴涵的内在

矛盾。而是将从实证主义阶段惟有经验能够证实才予以纳入知识范畴的观

点,转向了经验不能证实而只能证伪某一个理论,科学只是暂时被接受的尚未

被证伪的理论。这种前后转向在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强调的仍然是经验证

据在理论前提与结论之间相关度上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实证主义对其过于

高估,证伪主义对其做了一个弱化。沿着这一条道路继续走下去无异于自寻

绝路。同时历史主义学派也对这种方法论发起了猛烈的批判。“科学研究纲

领方法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带有进攻性的方法论和防御性的方

法论折衷特点,并且将其作为一个系统的研究纲领运用于分析新古典经济学

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显现了其较强的解释力,同时也预示着经济学方法论从逻

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过渡。无论如何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也仅仅是对实证主

义和证伪主义方法论由来已久的内在矛盾暂时缓解而已,它不可能最终消除

其内在的矛盾。

  历史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一方面是非主流经济学向主流经济学长期挑战所

取得的成就的累积性结果;另一方面是主流经济学受到挑战后,沿着经济学说

的基础逐步放松正统学说中假想性前提、以迎合现实的一种退却(如交易成本

理论);同时也是在前几个阶段的经济分析中长期受到抑制的各种因素(社会

的、制度的、历史的、文化的、价值的、心理的等)渐趋合理化的表现。因此,历
史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与前几个阶段的方法论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历史主义

经济学方法论,目前尽管还没有取得像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那

样的较完备的逻辑形式和公认的地位,但是我们认为,它代表了一种方法论发

展的趋势。因为社会的经济资源毕竟是有限的,以资源的配置为主要研究对

象的主流经济学,无论从其理论的发展还是方法论根据来看,其发展空间都已

受到一定的限制。同时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全球化为这种整体主义的演化经

济学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交易费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日益加

大以及降低制度成本所带来潜在的经济收益,越来越被世人所认同。正是在

这种意义上,我们认为历史主义的经济学方法论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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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发展的最新进展

(一)对传统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性反思

  对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在博兰看来,“实证”经济学的概念主要

是一个修辞学(rhetoric)的问题,即“实证”一词必然表明可接受或可取的某种

事物。博兰将实证经济学区分为四种不同的变种:哈佛实证主义、麻省理工学

院的实证主义、芝加哥实证主义、伦敦经济学派实证主义。他通过考察以上几

种实证主义,得出了“现代经济学实证主义是极度令人困惑不解的”(博兰,

2000)的结论。

  对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与拓展:考德威尔在《流行的波普尔》
(1991)、博兰在《理解经济学中的波普尔遗产》(Boland,L.2000)和汉兹在《检
验、合理性与进步》(1993)中都承认,批判的理性主义才是波普尔注意的实质

所在。博兰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波普尔的科学观是一种特殊的苏格拉底式的

对话,而这恰是理解波普尔的核心所在。苏格拉底式的波普尔主义者强调问

题的中心性。问题成为波普尔用以对过去的事件或理论进行解释的工具。苏

格拉底对话是一个适合科学发展的模式,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是波普尔科学

观的核心。科学是批判地辩论。问题取向是波普尔进行辩论的方法,情境分

析仅仅是一种解释问题条件的理性的方便工具。批判的理性主义则是一种手

段,以区别并派生出对问题条件的理性所做的辩护性解释。可证伪性仅仅是

理性主义所要求的逻辑条件。理性是波普尔科学哲学的核心,但它只是批判

的一个方面(博兰,2000)。

  关于对历史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

构》(1962)中,将科学革命的过程分为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危

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等不同时期的观点,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

了强烈的冲击波。他的这种观点,就是从对历史的分析中归纳出来的,从此

“历史主义”这一名称便不胫而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就曾坦言,他
受到过库恩理论的启发(科斯,1994)。历史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更多地专注于

从历史资料的归纳过程中总结出带有一般性的规律,因为他们对实际历史的

看法就持有这样一种归纳主义态度。由于受到库恩的影响,经济学方法论与

经济思想史的联系开始变得更加紧密起来(豪斯曼,2000)。豪斯曼认为,库恩

的关于学科基模(disciplinarymatrices)的思想并没有为当代经济学的整体结

构和策略提供任何有用的处方。他认为,经济学是受其整体理论使命中前后

一致的思想支配的。因为对于像“经济学学科的性质是什么”这样一些具有本

质性和复杂性问题的回答,有赖于其领域内细致独特的东西、居支配地位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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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其社会作用。

  关于拉卡托斯的经济学方法论:巴克豪斯(2000)认为,拉卡托斯的历史研

究纲领方法论包括以下四个步骤:(1)在一系列成功的科学史成就中寻找一致

之处;(2)对这些科学成就按照所赞同的方法论进行重新编排,即“理性重建”;
(3)将理性重建与实际历史进行对比;(4)如果两种历史的差距是巨大的,断定

这个方法论是不适当的:即它与实践中的科学家所作的决定是不一致的。历

史研究纲领方法论仅仅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判断方法论的清晰规则。理性重建

与历史之间的区别的含义必然是一个解释,在这种方法的指引下,与之不相符

的方法论都必然受到修正,他的方法论暗示了经济学家的实践在评价方法论

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拉卡托斯经济学方法论中最重要的遗产是他将预

测新事实作为一个评价标准。这是一个通向分析的启发式方法的转变,以及

在经济思想史的背景下进行方法论思考的转变。也许更重要的是,拉卡托斯

的方法保留了实证方法和规范方法之间的重要关系,即理解实践和评价实践

之间的关系。

(二)后现代主义对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挑战

  后现代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针对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在解决

“滞胀”乏力,对正统经济学方法论对现实无能为力的条件下产生的(杨玉成、
李丹,2002)。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麦克罗斯基和温特劳伯。麦克罗斯基从修辞

学的角度对经济学方法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经济学家其实并没有遵循自

己的方法论规则(麦克罗斯基,1993)。他把官方的修辞学称之为“明确的”修
辞学,是“逻辑实证主义、行为主义、操作主义和假说———演绎科学模型的混合

物。”(麦克罗斯基,1993)麦克罗斯基也力图阐明经济学修辞技巧的性质。在

他看来,经济学家们和其他谈话者一样,都渴望听众,要运用修辞技巧,而修辞

学的处理就是人们用于彼此说服的一种手段。他力图使经济学家意识到经济

学话语的修辞性质,增进经济学家相互之间的交流。同时,他认为经济学家的

写作也有目的,修辞学就是研究这种写作的(布劳格,2000)。

  温特劳伯(Weintraub,1989)区分了“大写字母的方法论与小写字母的方

法论”,前者是规范的事业,后者是方法论话语,是经济学家们进行有关学科训

练的方式的讨论。他认为“大写的方法论”是不可能的。他的主要观点是,经
济学论证始终应该从经济学内部得到评价,绝不应该有来自经济学之外的“大
写的方法论”。他的论证基于存在一个被称为经济学特定的话语共同体这样

一个假定之上。因为它依赖于能够区分源于经济学内部的对特定经济理论的

那些批评和出自外部的那些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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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复兴实践”

  所谓“复兴实践”(recoverpractice),即在方法论家提出批判以前,他们必

须明白“经济学家实际上在做什么”这一问题。威利·亨德森认为,经济学的

一个重要特点是其语言的隐喻性,隐喻的重要特点是在并非必然说出的情况

下,却包含了一种思想的转换。但是他也指出,隐喻是需要小心对待的,特别

是在研究经济学思想中的隐喻时,要根据不同的语境来做具体的分析(布劳

格,2000)。维维恩·布朗从解释学(hermeneutics)的角度,把经济看作一个

文本(text),把经济学话语看作是对文本的阅读,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家也

就成为一个阅读和理解经济现象的阅读者和解释者。由此可见,沿着这一线

索发展的经济学方法论,强调了经济学家论争方式的重要性,即强调要分析经

济学家的话语。这是后现代主义方法的自然延伸(布劳格,2000)。

(四)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方法论

  从分析方法上看,博弈论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改变了传统经济分析的那

种以个人孤立决策(其他经济活动者的行为影响则被典型地简化为价格信号)
为基础的分析方法,而侧重于经济活动中多个利益主体的行为所产生的相互

作用和影响的分析,从而使经济分析更能反映经济系统的本质。博弈论从行

为分析的角度入手,坚持并突出了个人理性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作用。即使

对“囚徒困境”这类揭示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深刻矛盾的问题,博弈论也从个

人理性出发,探讨了通过在行为相互作用中不断学习的过程而产生的合作的

可能性。事实上,博弈论通过把集体理性(合作)建立在个人理性的基础上的

方法,来解开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之谜(艾克斯罗德,1996)。信息经济

学是关于如何让人说真话、如何让人不偷懒的学问,其中自始至终贯穿着博弈

论的思想(张维迎,1996)。

(五)实验经济学的方法论

  实验经济学近年来在世界经济学论坛上颇为活跃。2001年12月4日至

6日,正值诺贝尔奖颁发百年之际,诺贝尔基金会“以行为与实验经济学”为题

举办了经济学奖项的“诺贝尔百年论坛”(李仁贵,2002)。行为与实验经济学

果然不负众望,仅仅在一年之后,就双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实验经济学

是在可控的实验环境下针对某一经济现象,通过控制某些条件、观察决策者行

为和分析实验结果,来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并提供政策决策的依据(张
俊喜,2002)。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其实最初渊源可以

追溯到早期的经济学家试图将机械力学的方法运用到经济分析中的工程学方

法传统。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80   海派经济学 2003卷

  最早使用实验经济学方法的是张伯伦(EdwardChamberlin),只可惜张

伯伦在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一发现的重要意义。他的学生弗农·史密斯(Ver-
nonL.Smith)几十年来锲而不舍地坚持用实验的方法研究经济学(Smith,

1962)。但是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实

验经济学作用的两个理解成为其发展的障碍。第一是值得研究的经济是那些

真实存在的经济,实验或是因为没有反映某些自然过程,或是因为反映了这些

过程而遭到排挤。第二是理论与其检验方法适当与否有关。实验经济学只有

澄清这两种看法,才能突破发展的瓶颈。

  阿马蒂亚·森认为:“经济学有两个根源。其中一个,即经济学与伦理学、
政治学中有关伦理观念的联系,为经济学规定了不能逃避的任务。”“经济学的

另一个根源———经济学与工程学的联系。”(森,2000)后来由于有着雄厚的工

程学背景的普洛特(CharlesR.Plott)的加盟,促进了史密斯对于实验经济学

方法的思考,并推进了一些实验经济学研究技术的发展。他们合作的一系列

文章(1978)解决了前面提到的经济学方法论的两个困扰。这似乎是对经济学

家与工程师对话会激发新思维产生的一个注脚(颜鹏飞、傅耀,2001)。

  普洛特(1982)认为,实验经济学是通过简单的实验比较和评估各种相互

竞争的理论。他认为,“发现不能解释实验室简单情形的理论,缩小理论适用

的范围。此外还可通过探讨如何改变模型,使之更好地解释简单情形而改进

模型。……不应该简单地将简单性混同于非现实性。因为真实,经济学文献

中的一般性原理和模型在这些实验室经济的应用应该与它们在那些现实经济

的应用,具有同等的效力。”可见,他们坚持实证的分析方法,仍然没有抛弃新

古典主义的分析方法。具体表现在以效率作为测度方法评估和比较理论(普
洛特和史密斯,1978),在实验经济学家看来,市场运作的效率可以用实际付给

被实验者的报酬总和与最大可能报酬的比率来衡量。通过比较不同理论的效

率来评估理论的优劣,这种方法与新古典主义的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一脉

相承。

  实验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研究方法另一个不同就是使用人作为被实验者

(HumanSubjects)。新古典主义分析方法的显著特点是理性的“经济人”假
定。在这种假设条件下,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经济学家对现实经济活动中

人的抽象,是有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人。实验经济学对“经
济人”概念提出了挑战。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证实了西蒙的思想,无意行为可能

产生比按逻辑和计算方式行动更加合理的结果。

  实验经济学方法论的特点:首先,实验方法为经济学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复制性(Replicability)和可控程度(Smith,1994),使经济学更加科学和完善。
实验室试验可以通过改变模型的制度参数,对新的经济微观系统进行观察,从
而提出新的假说(李彬,2002)。其次,实验方法提供了一种经济理论和证据之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第2辑 颜鹏飞 傅 耀: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81   

间共生关系的可能性。再次,实验方法提供了研究不同经济政策提议的经济

可行的办法。实验可以帮助排除那些在实验室无效的建议,使得现实中只须

考察那些在实验室里有预测价值的建议(连鹏,1999)。在实验经济学中,传统

的结论概念正在被新的结论概念或价值所取代,过去的经济学中困扰人们的

大量“悖论”也就迎刃而解了。

(六)行为经济学方法论

  与弗农·史密斯共同获得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丹尼尔·卡尼曼

(DanielKahneman),由于他开创了经济学中的一个全新的领域———行为经

济学而获此殊荣。在传统的经济学中,基本的假设是经济人完全理性和自利

的。理性的经济人会估计将来的不同结果的各种可能性,然后最大化其期望

效用。但很多经验和观察表明,人既不是完全理性的,也不是完全自利的。完

全理性意味着人会合理利用手头的所有信息来作出合理决策。西蒙(Herbot
Simen)早就指出,人类仅有有限的理性(BoundedRation),因此,人类的行为

有时会偏离经典经济学所假定的最优化模式。对人类完全理性和追求最优化

行为模式的怀疑随着一系列心理学成果的涌现及其被经济学家逐渐了解,终
于导致了一个新的分支———行为经济学的诞生。

  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等人以很多雄辩的实验和调查结果向世人表明,理性

假设值得怀疑。早在20世纪50年代,冯·纽曼和摩根斯坦(VonNeumann
andMorgenstern)从个体的一系列严格的公理化理性偏好假定出发,运用逻

辑和数学工具,发展了期望效用函数理论。阿罗和德布鲁(ArrowandDe-
breu)将其吸收进瓦尔拉斯均衡的框架中,成为处理不确定性决策问题的分析

范式,进而构筑起现代微观经济学并由此展开的包括宏观、金融、计量等在内

的宏观而又优美的理论大厦。在这个公理体系之上,经济学家们运用先进的

数学工具建立了许多经济学模型,分析个体和组织的经济行为,甚至用经济学

的分析方法分析方方面面的人类行为,如贝克尔(GaryBecker)和布坎南

(Buchanan,J.M.)等。然而,一些非主流的经济学家却发现,期望效用理论存

在严重的缺陷,现实中特别是金融市场里人类的很多决策行为,无法用期望效

用理论解释。行为经济学家和实验经济学家提出了许多著名的“悖论”向主流

经济学发难。

  卡尼曼和特维斯基(1979)对预期理论(ProspectTheory)的发展作出了

奠基性的贡献。此前,个体的决策过程被看成“黑箱”,经济学家把决策过程抽

象为理性的个体追求主观预期效用的最大化。在不确定的条件下,理性投资

者的信念和主观概率是无偏的,他们追求的均值/方差的有效性(黄卓、姚伟,

2002)。“预期理论”将认知心理学的成果引入经济分析,使得人们认识到心理

认知偏差的存在和重要性。卡尼曼等发现,人在不确定的条件下的决策,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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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结果与设想的差距而不是结果本身。换言之,人在决策中通常会在心

里有个参照系,然后看结果与这个参照标准有多大的差距。为了解释这些现

象,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发展了“预期理论”,认为它与期望效用理论是互补的。
效用理论可用于刻划理性行为;“预期理论”则用于描述实际行为(钟鸿钧,

2002)。根据“预期理论”,人们对风险的态度不只是由效用函数决定,而且还

由价值函数和权数函数联合决定的。“预期理论”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人

的决策问题,充分考虑了心理因素对决策的影响。其核心问题是:人类面对不

确定的未来世界时并非总是有理性的,而且人在面对问题的决策时,总是倾向

于以偏概全,很容易受到同伴的影响而失去自己的独立主张。这实际上已经

放弃传统的效用期望理论,意味着动摇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基础。行

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实际上是心理学、物理学和经济学的一种融合(钟鸿

钧,2002)。

四、小 结

  通观以上经济学方法论发展的简要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实证主义在经济

学方法论的演进过程中,其实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前实证主义阶段,亚
当·斯密的现象描述法代表了这种倾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阶段自当不

言。历史主义阶段中老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施穆勒也认为,经济学原理的基

础是历史的经验数据以及归纳法,这本身就坚持了实证的方法。即使在新制

度经济学的方法论中,其实仍然包含了实证分析方法(傅耀,2002b)。被誉为

导致“方法论革命”的实验经济学更是被称之为哈佛的实证主义,它遵从内

曼—皮尔逊统计推理理论的思想传统,强调实验在检验理论预期中的证实和

证伪作用。行为经济学中也广泛地使用了实验的方法。特别是阿尔文·罗斯

以其出色的工作将博弈论变为实证经济学的一个部分(Roth,1984,1990,

1995,2000)。普罗特(Plott,2001)与弗里德曼的思想如出一辙,认为实验检

验是理论预期的结果,而非理论假说本身。由此可见,经济学方法论的历史其

实一直受到实证主义的纠缠,也说明了实证的经济学方法论仍然有着旺盛的

生命力。但是,实证方法对于规范方法的态度,在经济学的演进过程中再也不

能抱有以往的敌视态度。由休谟所开创的,经由内维尔·凯恩斯进一步阐扬

的实证与规范的二分法之间的严格界限,在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已

渐趋消弭。“理性经济人”的假定也引起了更多经济学家的重新审视。经济学

方法论将其触角从单纯的理性领域深入到非理性领域;从纯思维领域的自由

驰骋转向了现实领域的实验操作,通过实验方法来探求现实经济中的因果机

制至关重要。然而,实验方法真的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吗? 罗斯(Roth,1994)
对此有着清醒的意识,他提醒人们注意实验方法论的陷阱。有着不同知识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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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的经济学家,对于同一个“实验”现象如何报告,会不会在甲看来是“鸭”,在
乙看来全然是一只“兔”。因此经济学家之间的交流就显得尤为重要。他的担

忧是不无道理的。因此,我们相信,经济学方法论在今后的经济学研究过程中

会显现出比以往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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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volutioninMethodologyofEconomics
andNewestDevelopment

YanPeng-fei FuYao

  Abstract Theevolutionanddevelopmentofmethodologyofeconomicshasgone
throughthefourstages:pro-positivism,positivism,falsificationism andhistoricism.
Thereisaninternallogicalrelationinthesefourstages.Inrecentyears,thecriticismby
westerntheoristsonmethodologyofeconomicsismainlyfocusedonpositivismandfalsifi-
cationism.However,theappearanceofExperimentalEconomicsandBehaviorEconomics
seemstobecompromisebetweentheprevailingmethodologyofeconomicsandnon-prevail-
ingmethodologyofeconomics,andalsoitcanbetakenasextensionoftheprevailingmeth-
odology.
  Keywords TheMethodologyofEconomics Pre-positivism Positivism Falsifica-
tionismHistoricism Experimentaleconomics Behavioral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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