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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的中国理论经济学

蔡继明

  内容提要 本文简要概括了自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

基本经济制度的研究所取得的理论创新,分析了目前中国理论经济学研究所面

临的诸多矛盾,并预期21世纪初期(10~20年)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将出现

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合二为一、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趋

势,而中国的理论经济学要解决转型期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必须在研究方法和

思维方式上实现根本的转变。

  关键词 转型期 政治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研究方法 思维方式

  中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由粗放的增长方式向集约的增长

方式转变、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和现代化社会转化这样一个三重转型时期。
这一转型期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至少要到21世纪中叶才能完成。本文仅

根据中国过去20年制度变迁的历史以及反映这一历史过程的中国理论经济学

的演变,对未来20年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做一个粗略的展望。①

一、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回顾

  始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
而中国的理论经济学研究,一方面成为这一伟大变革的先导,另一方面也在

“炼狱”中经历着自身痛苦的改造。本节正是要从这两方面对中国理论经济学

的发展作一简要的回顾和总结。

  收稿日期:200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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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在20世纪结束之际,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系。根据中共十六大的战略部署,21世纪的前20年,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预期到

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89404亿元)翻两番,而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

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根据《2000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到2030
年将实现人口数量和规模的“零增长”,2040年实现能源消耗速率的“零增长”,到2050年实现生态环

境退化速率的“零增长”,从而使中国整体上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

组,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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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上的三大突破

  中国的改革无疑是从经济体制入手的,但在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触及

到基本经济制度,而对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再认识,集中反映在对传统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三大突破上。

  1.计划不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中国经济体

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大发展,而且也是对西方经济学的严

峻挑战,因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还是诸多西方经济学大师,都曾

一度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而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尽管在邓

小平南方重要谈话和中共十四大召开(1993)之前,许多著名经济学家还在报

刊杂志上论证“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甚至在那场政治

风波发生之后,主张市场取向的改革竟被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而受到批

判,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商品经济)理论毕竟是中国经济学家至少20年前

就已经明确提出来了(参见卓炯,1981)。

  2.非公有制经济不再是社会主义的异己的东西,而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这就进一步消除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空想成分,使社会主义建

立在一个逻辑与事实相统一的基础上:这一逻辑就是社会主义作为由资本主

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中介,不能不兼有两种社会形态的特征;而一个不争的事

实就是非公有制经济仍然适合并促进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提法虽然是在中

共十五大(1997)上确立的,但作为一种学术观点,也许早在10年前就已经由

经济学家提出了(参见谷书堂主编,1989)。

  3.按劳分配不再是社会主义的惟一分配原则,它可以和按生产要素分配

相结合,构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②

  把一个原本被看作社会主义惟一分配原则的按劳分配与一个原本被视为

资本主义分配原则的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这不仅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多种分配方式的理论概括,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或一个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某种融合。中共十六大进一步提出,确立劳动、资
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这正是笔者和谷书堂教授

14年前提出的观点。(参见谷书堂、蔡继明,1989)

  以上的概括表明,中国20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所有制结

①

②

中共十六大在十五大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强调,既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又要
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见中共十五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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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调整以及收入分配关系的变革,都是以中国理论经济学的超前研究为基

础的,在这方面,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家理应享有殊荣。

(二)学科上的两军对垒

  然而,上述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始终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

学的论战以及各自阵营内部的争鸣。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政治经济学被看作是惟一的经济科学,而政治经济学

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代名词,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是官方经济

学,而且在学术界和大学讲台占据统治地位。西方经济学则被当作一种“思
潮”(非科学)谨供批判。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以及中国经济逐

步与世界经济融合,西方经济学悄然进入了大学课堂,并成为中国理论经济学

科目录中与政治经济学并列的二级学科(专业),这标志着中国正在逐步摆脱

传统的意识形态的桎梏,开始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经济科学本身的发展。尽

管在学科划分上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取得了形式上的平等地位,而且,在
一些新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学术著作中,大量地借鉴了西方经济学方法,并
把制度分析、资源配置(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纳入了研究对象和体系安排(参
见谷书堂主编,1989),但是,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对峙并没有从根本上

消除,这突出表现在两个经济学体系在价值理论上的尖锐对立。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这一理论认为价值的惟一源泉是

活劳动,一切非劳动收入均来自对雇佣工人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

偿占有,由此得出雇佣劳动与资本相互对立的结论;而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以要

素价值论为基础的,这一理论认为价值是由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共

同创造的,各种收入(包括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来自各种要素在价值创造

中所做的贡献,因此,资本和劳动之间并非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价值理论上的对立,两
大经济学体系都各自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基本范畴,如资本、工资、利润、利息、
地租等,这些范畴所反映的经济关系都各不相同。因此,就我国政治经济学与

西方主流经济学目前的研究现状看,处在两军对垒状态下的这两大体系不可

能同时构成理论经济学的基础。

(三)教学与研究中的南辕北辙

  在我国大学的经济学教育中,南辕北辙的现象非常严重。具体地说,在研

① 这一时期有关西方经济学的论著,标题中大都有“批判”二字;一些世界名著,诸如马尔萨斯的
《人口论》,则作为内部印刷品,仅供批判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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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入学考试中,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往往是并列的、互不搭界的两个科

目;在师资队伍构成上,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师,往往不涉及或不懂

西方经济学,讲西方经济学的教师,又往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屑一

顾;在应用方面,学生往往学了一整套政治经济学的术语,实际运用的却大都

是西方经济学的知识;在国内学者编著的理论经济学其他学科和应用经济学

教科书中,往往在开头引述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而在后面的

论述中,却并不见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具体运用;在学术研究中,往往用劳动价

值论解释抽象的价值决定,而用均衡价格论说明现实的价格形成;用劳动价值

论说明价值创造,用边际生产力论说明价值的分配;用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

生产理论解释两大部类的平衡关系,而用西方宏观经济学具体分析宏观经济

运行和政策;在土地经济学中用马克思的地租理论说明地租的来源,而对地租

量的测算则借助于西方的要素价值论。

(四)政治经济学的西方化和实用化

  为了应付西方经济学的挑战并迎合市场经济的需求,政治经济学出现了

以下两种倾向:

  其一是西方化。政治经济学本来就是舶来品,即使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也产生于英国这个在当时西方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这个意义上

说,政治经济学并不存在所谓“西化”问题。这里所说的西方化,是指传统的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方法和体系以及教学上越来越多地融进现

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内容。比如,许多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科书或

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专著,不仅研究制度或生产关系,而且把微观经济运行和宏

观经济运行以及经济发展统统纳入理论体系;在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硕士生和

博士生课程中,西方经济学(包括中高级微观经济学和中高级宏观经济学,发
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计量经济学,等等)被列入学位课或必修

课,而政治经济学本身却不见了踪影。

  其二是实用化。经济学本来是一门致用之学,说经济学的实用化似乎是

同义反复。但是,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经济学,其主要的功能并不是直接

用来解释具体的经济问题,而是为各种应用经济学提供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诸多高等院校的经济学(本科)和政治经济学专业(硕
士和博士研究生教育)却设置了诸如企业管理、市场营销、房地产经济等方向,
政治经济学理论则变成了专题研究,如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或社会主

义经济问题研究,或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等等。

  由此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教学与研究被削弱,马
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之后几乎没有产生一个新的范畴,以至我们

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大变革的认识,大都停留在对表面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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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描述上,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为主体的多

种所有制结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以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

分配相结合等概念和提法,都缺乏严格的质的规定和量的规定,经济学家对经

济现象的表面观察远未提升到理论思维的高度。这反过来无疑又进一步降低

了政治经济学基础学科的地位。

二、21世纪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展望

  今后10到20年内,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

步完善,中国的理论经济学预期将发生以下四方面的变化。

(一)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作为纯经济学合二而一

  从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趋势及其与国际通行的学科划分接轨的角度看,
现有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列为理论经济学两大基础学科的状况可能

通过如下两个途径而改变。

  其一是按照传统将政治经济学作为一般经济理论或纯经济学,但从外延

上应包括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目前被称作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名义上取消作为独立学科的西方经济学。

  其二是同时取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称谓,设定一般经济理论或纯

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的基础学科,其内容原则上和第一种方案相同。

  无论采取哪一种方案,都需要对一般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做出明确的界

定。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一般经济理

论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有关经济制度安排、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

研究方法。一般经济理论的功能是为理论经济学其他学科以及应用经济学提

供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

  理论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级学科,作为其基础学科的一般经济学或纯经

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为二级学科即专业,其二级学科还应包括制度经济学、微观

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等等。所有这些专

业或二级学科都应涵盖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今后20年,可望形成

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统一的理论经济学体系。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相互融合

  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许仍然是官方经济学,而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阵营内部,也不排除仍然会有部分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当

作教条或万古不变的终极真理,但更多学者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

年轻学者,将着重从发展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们将在坚持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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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经济学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紧密联系中国转型期的重大现实经济问题,
大量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最新成果,积极探索中国转型经济的发

展规律。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是在对前人的经济学遗产(既包括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也包括所谓庸俗经济学,还包括李嘉图派的社会主义经

济学和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进行全面的批判、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才得以建

立起来。处在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家,也只有对当代包括西方经济学所有成

果在内的经济学遗产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的批判与继承,才能完成历史赋予

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创建中国转型经济学的光荣使命(参见于光远等,1997)。

  同样地,中国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者中,虽然也还会有人从根本上对西方经

济学持否定态度,但更多的学者将逐步克服意识形态的偏见,对西方经济学做

出全面、客观和公正的评价,并积极地借鉴西方经济学(包括非主流经济学)中
已经被发达市场经济实践证明的科学成分,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当然,
在西方经济学研究者中,那种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又对其口诛笔伐

的态度,无疑也会受到摒弃。

(三)转型经济学面对的矛盾

  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原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经
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科学社会主义与实践的矛盾,传统的意识形态

与社会存在之间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或缓解,但新的矛盾又产生

了。在未来20年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理论经济学,不得不面对并且必须解决的

主要矛盾至少有以下六个。

  1.生产力标准与公有制为主体的矛盾。

  生产力标准是继实践标准之后所恢复的马克思主义的又一基本原理。①

而几乎是与此同时,中央又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至
少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必要条件。② 但是,符合生产力标准的,未必能

保证公有制为主体(如东南沿海一带以及温州等地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而坚持了公有制为主体的地方,未必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公有制特别是

国有制占主导地位的西部和东北)。处在中国转型期的理论经济学,必须解决

这种二元标准所产生的矛盾,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共

同面临的重大课题。

  2.消灭剥削与共同富裕的矛盾。

  社会主义本来是以消灭剥削和实现共同富裕为己任的。但无论是资本主

①

②

实践标准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前后确立的,生产力标准则是在中共十三大(1987)前
后确定的。

虽然这里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循环论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是要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只
有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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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历史,还是社会主义的现实,都表明二者之间的关系远非像人们最初想象

的那样简单:在过早消灭剥削的地方,未必能实现共同富裕,其结果只能是低

水平的平均分配,而相对于那些存在剥削的更高水平的收入,这种平等分配也

可以说是共同贫穷。相反,在剥削条件下,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和收入再分配以

及社会福利计划,未必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共同富裕(如瑞典等福利国家)。
能否在消灭剥削的同时实现较高水平的共同富裕,或者在保留剥削的条件下

使收入不平等控制在社会所能承受的限度内,这无疑是21世纪的中国所面临

的一个严峻挑战,而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应该为相关的政策选择提供实证分析

的基础。

  3.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矛盾。

  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是确定了,但与之相关的重要

理论问题即决定价值的因素以及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关系并未解决。一种

观点认为,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是可以分开的:价值是惟一地由劳动创造的,
但价值的分配可以依据生产要素的所有权进行,因此,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

分配的结合仍然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按劳分配是以

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而按生产要素分配是以边际生产力价值论为基础的,二
者的结合,意味着劳动价值论与边际生产力价值论的结合。前一种观点把价

值创造与价值分配割裂开来,这必然使收入分配失去价值尺度,而后一种观点

试图把两种对立的价值理论调和起来,这又会混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

经济学的本质区别。

  如前所述,中共十六大虽然确立了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原则,但不能排

除仍然有人将这里所说的生产要素贡献理解为生产要素对物质财富即使用价

值的创造所做出的贡献,从而依然固守价值由劳动创造,财富按要素所有权分

配的教条。但是,在商品经济中,财富的社会形式是价值,各种生产要素对财

富创造的贡献,必须以价值为尺度才能度量。而仅仅承认各种生产要素对物

质财富的贡献,这并没有超越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思想。

  正是由于价值理论的分歧导致了收入分配理论的对立,处在转型期的中

国理论经济学特别是收入分配理论,究竟应该建立在何种价值理论基础上,这
不仅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对立,而且事关资本主义

分配关系与社会主义分配关系的本质区别,这是一个在今后20年间必须解

决、应该解决也能够解决的难题。这一问题的解决,预示着中国将迎来新世纪

的第一场思想解放,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推向一

个新的阶段。也许,中央提出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其真正的意

义就在于此。

  4.现代企业制度的一般要求与国有企业特殊性质的矛盾。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提出现代企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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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基本要求是“政企分开、产权明晰、责任明确、管理科学”。但既要让国企

达到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又不能甩掉沉重的历史包袱(冗员和债务等),同时

还要承担诸多社会职能(就业和养老等)和政治职能(党政工团工作,职工当家

作主,等等),这无异于既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国有企业是一般企

业还是特殊企业,是以利润最大化作为惟一目标,还是追求多元目标,国有经

济存在的客观依据是什么,是为了提供公共物品,还是为了安排就业、宏观调

控、分配平等和政治稳定? 总之,国有经济的定性、定位和定量问题,仍将是

21世纪初中国理论经济学所面临的最为严峻和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

  5.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与社会主义部分的矛盾。

  在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中,资本和剩余价值被说成是资本家剥削雇

佣劳动者的关系,而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中,资本(有时被称为资金、社
本、公本或资本金)和剩余价值(有人称之为必要价值)摇身一变就成为反映社

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范畴;在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

格的转化形式,而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工资则成为按劳分配的实现形

式;在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下岗”的工人叫失业,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

义部分,“失业”的工人叫下岗(或待业);在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被称作经

济危机的东西,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被称作经济波动或失衡。这些矛

盾中,究竟哪些是虚构的,哪些是现实的,哪些是似是而非的,哪些是似非而是

的,未来20年中国的理论经济学不能不做出解答,而这种解答的正确与否,不
仅取决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同样取决于我们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

  6.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矛盾。

  这里带引号的基本矛盾并不是指实际存在的矛盾,而是指所表述的矛盾。
中共八大曾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表述为“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落后

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本身就不具有

先进性,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撇开整个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不说,中国转型期的基本矛盾到底是什么,这倒

是转型期的理论经济学应该着力揭示的。尽管我们目前还不能确定这一基本

矛盾是什么,但是,要揭示这一基本矛盾,必须首先回答以下问题:生产的社会

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是否必然存在矛盾,即使有矛盾,是否就不能调

和? 社会化大生产是否一定要求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即使有这样的要求,二者

之间是否就没有矛盾?

(四)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转变

  要实现上述学科的调整和两大经济学体系的融合,并解决理论研究中存

在的矛盾,必须从根本上转变研究方法和传统的思维方式。具体说至少包括

如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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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根据丰富的具体的发展对经济范畴进行更一般的抽象。

  马克思指出:“最一般的抽象总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地方,在那

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

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①马克思在这里为我们揭示了人类认识事物所

遵循的一个普遍规律和科学的思维方式。

  以劳动创造价值这一命题为例,配第曾根据他所处的时代仅仅认为生产

金银的劳动才创造价值,魁奈则把创造价值的劳动仅限于农业劳动,斯密和马

克思虽然从各种具体的劳动中抽象出一般人类劳动,但由于当时的生产领域

是以物质资料的生产为主,所以,他们的一般劳动也只限于物质生产。今天,
根据非物质生产或第三产业已占据整个世界生产的60%这样一个普遍的事

实,经济学家完全可以而且应该从更一般的角度对生产劳动和创造价值的劳

动重新定义(参见蔡继明,1995;1996)。

  从对商品经济产生的原因及其历史命运的认识来看,马克思曾经把社会

分工和私有制看作是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而20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
商品经济不仅存在于私有制条件下,而且存在于公有制条件下,这就要求当代

的经济学家在所有制关系之外寻找商品经济存在的一般原因,进而重新揭示

其历史命运(参见蔡继明,1993)。

  从对资本、剩余价值、工资、利润、利息和地租等范畴的认识来看,虽然马

克思都一概把它们视为资本主义特殊范畴,但在马克思逝世100多年后的今

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范畴就其价值属性来说,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

商品经济中,而且存在于其他商品经济包括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而就其更为

一般的生产技术属性来看,它们几乎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任何生产方式中。所

以,我们完全应该根据现代市场经济这一更丰富的具体的发展,从一般、特殊

和个别的角度对资本、剩余价值等基本经济范畴重新加以界定,以使它们能够

合理地纳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体系(参见蔡继明,2001a)。

  2.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加以区

分。

  应该说,几乎所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强调他们所坚持的是马克思主

义的普遍真理而不是个别结论。但问题恰恰在于究竟马克思理论中哪些是普

遍真理,哪些仅仅是个别结论,至今仍然是含糊不清的。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

来,错把马克思的个别结论当作普遍真理,而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贬低为个

别结论的现象,并不少见(参见蔡继明,1999)。

  当然,真理的普遍性要经过长期反复的实践才能不断被证实,但至少有一

点是可以肯定的,就马克思的经济学而言,其方法论的科学价值要远大于其任

①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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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具体理论的价值,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
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

使用的方法。”①所以,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
重要的是掌握和运用其方法。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是一个完整的方法论体

系,它主要包括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矛盾分析、中介分析、分析和综合、逻辑和

历史等五种相互联系的研究方法。马克思经济学是130多年前创立的,其中

有些个别结论受当时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现在看来已经不适用了。
但马克思经济学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至今仍然是有效的

分析工具。因此,我们不仅应该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而不是个别的

结论去分析现实问题和有关理论的争论,而且应该用马克思的科学方法和科

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研究和发展,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永久

的生命力(蔡继明,2001b)。

  3.从强调非此即彼的对立转向亦此亦彼的妥协。

  辩证法认为,矛盾的对立双方不仅会通过亦此亦彼的中介环节相互转化,
而且会以一种运动形式共处于同一体内,比如,由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体

制,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合,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结构,
等等,它们既是一种矛盾运动的形式,又是一种矛盾解决的方式。随着社会主

义国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21世纪的中

国理论经济学要从以往过分地强调非此即彼的对立,转向更多地承认这种亦

此亦彼或妥协。

  4.把规范分析建立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

  规范分析涉及“应该是什么”,实证分析涉及“现实是什么”。马克思主义

的规范分析是建立在对当时资本主义的实证分析基础上的。同样地,对于已

经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学家来说,未来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中国经

济改革或转型的目标模式是什么,这些规范分析应该建立在对现实社会主义

的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而不应该以马克思的规范分析为出发点。

  5.重新界定人类发展的最终目的和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

  按照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人类发展所追求的最终目的是人的自身

解放和全面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和各种制度的选择,仅仅是人类实现最终目

的和美好理想的手段。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才能摆脱传统的思维方式,真正实

现思想解放,使中国21世纪的社会科学特别是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取得突破性

近展(蔡继明,1999)。

①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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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tEconomicsandWesternEconomicswillconcretizeeachotheratthefirsorseconddecade
ofthe21stcenturyinChina.Itemphasizesthatinordertosolvethecontradictionsin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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