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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孟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政治经

济学年会总干事。

  内容提要 本文首先分析了演化经济学的产生背景和发展状况,然后分

别介绍了霍奇逊和斯坦利·梅特卡夫对什么是演化经济学进行的定义,接着对

马克思与演化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的关系等进行了比较分析,

最后提出未来的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某种创造性的

综合。

  关键词 演化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创造性转化

一、演化经济学产生背景和发展状况

  丁晓钦(以下简称丁):据我们所知,您是国内学者中最早系统介绍国外演

化经济学理论的,您能否谈谈演化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相关情况?

  孟捷(以下简称孟):所谓“演化经济学”,是20世纪70和80年代以来在

西方经济学界逐步形成的一股思潮,它不满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范式和过

度的数学形式主义,试图为整个理论经济学的发展重新定向。到目前为止,
“演化经济学”并没有产生出一致公认的代表性理论,但它已经有了自己的研

究纲领,对于经济学在21世纪的发展有着不可轻视的意义。

  演化经济学家还往往被冠以新熊彼特派(neo-Schumpeterian)的称号。
纳尔逊和温特是演化经济学的两位著名代表,他们在介绍自己的理论时就曾

这样说:“的确,‘新熊彼特的’这个词是我们整个分析方法的适当名称,正像

‘演化的’一词一样适当。更为准确的是,可以合乎情理的说,为了成为新熊彼

特派,我们才成为演化的理论家。”

  有趣的是,许多演化经济学家,是在经济学以外开展学术活动的。著名演

化经济学家霍奇逊曾就此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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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促进了我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的理解的杰出而且仍然健在

的经济学家,目前并没有供职于经济系。诸如 W.布来恩·阿瑟(W.Brian
Arthur)、克里斯托弗·弗里曼(ChristopherFreeman)、理查德· 纳尔逊

(RichardNelson)、赫伯特·西蒙(HerbertSimon)和西德尼·温特(Sidney
Winter)等著名的、富有创造性的人物,已在经济系以外的地方取得成功。他

们的很多研究成果鲜见于最著名的经济学杂志,大多见诸商学院、技术政策、
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之类的出版物。经济系已经成了应用数学家的天堂,而
非研究现实世界经济的学生的乐园。令人遗憾的是,经济学系滋养了符号而

非实质,成就了公式而非事实。”

  他还说:“如果经济学还没有死亡,也是正在死去。经济学不管是在苟延

残喘,还是已病入膏肓,在目前普遍流行的经济系框架之内,其复原的希望极

为渺茫。”

  西方大学经济学教育的这种现状迫使大学生们起来反抗,例如法国的大

学生们就在几年前发起了一个经济学改革运动,目前这个运动已影响到英美

等多个国家。“造反的”学生们把新古典经济学称作autisticeconomics,意思

是脱离现实、离群索居的经济学,把自己向往的经济学称作postautisticeco-
nomics,意思是超越脱离现实的经济学。另一方面,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随
着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经济政策的相继失败,新古典经济学的声誉受到

严重打击。可以说,对一种新的、富于变革精神的经济学的期待,已经在世界

范围里播下了种子。

  丁:到目前为止,演化经济学在哪些方面推动了经济学的进步?

  孟:从产生以来,演化经济学已经积累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文献,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果,根据演化经济学家魏特的概括,演化经济学主要在下述方面推

进了经济学的进步:

  1.总量经济活动在可能是非连续的、但不断出现的各种创新潮流的影响

下所发生的变化;

  2.不同部门和不同企业在竞争性的创新斗争中的绩效,以及运用达尔文

的概念来理解这个问题的适用性;

  3.在进化的视野中理解市场的运作,以及历史中的经济发展的“路径依

赖”;

  4.社会规则以及制度的突现和变异,它们构成了经济互动赖以进行的不

断变化的框架;

  5.生产技术的变化以及它对人口增长和福利的长期影响;

  6.在个人行为的层面上,所有那些造成变化的努力的基础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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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什么是演化经济学?

  丁:您能不能具体谈一下“演化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含义?

  孟:好的。随着“演化经济学”这股思潮的兴起,学者们也开始从思想史上

为“演化经济学”寻找源头,不仅熊彼特、凡勃伦和哈耶克,甚至连马歇尔这样

的人物,也曾被学者划归演化经济学的鼻祖之列。而且,演化经济学的含义也

趋于多样化,个别学者甚至主张新古典经济学也应该包括在演化经济学的范

畴内。霍奇逊则提出,可以根据本体论、方法论和隐喻这三个标准,界定什么

是真正的“演化经济学”。他的观点是有代表性的,基本反映了演化经济学的

宗旨。

  (1)本体论的标准:是否对以下假定给予充分的强调,即经济的演化过程

包含着持续的或周期性出现的新事象和创造性,并由此产生和维持制度、规
则、商品和技术的多样性。

  (2)方法论的标准———是否反对还原论:在社会科学领域,还原论可以表

现为方法论个人主义,后者主张:“一切社会现象(它们的结构和变迁),原则上

只能在个人的层面上———依据个人的个性、目标和信念———得到解释”。这

样,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解释就必须被还原到作为元素的个体及其相互关系中。
与此相关联的,是对寻找宏观经济学的可靠的微观基础的不懈努力。除了方

法论个人主义之外,包括主张部分应该在整体的层面上得到解释的“整体主

义”。另一方面,反还原论的观点则认为,复杂系统在其不同的层次上呈现出

突现的特性,每一个层次都不能被完全地归约到另一个层次、或在另一个层次

上得到完整的解释。对更高层次的突现特性的分析,不能完全还原到基本的

元素的层面上。霍奇逊指出,演化经济学应该是反还原论的。

  (3)隐喻标准:即是否在理论上广泛使用生物学隐喻。他指出,使用生物

学隐喻的动机在于取代支配着主流经济学的机械论范式。许多演化经济学家

认为,经济在其性质上更接近于生物系统而非机械系统,对经济作生物学的隐

喻更为恰当。不过,他也提到,也有一些演化经济学家不同程度地与采纳生物

学隐喻保持距离。

  霍奇逊根据这三个标准定义了他心目中的真正的演化经济学,他称之为

NEAR演化经济学,这里的NEAR是“NoveltyEmbracing,Anti-Reduction-
ism”,这几个英文词的第一个字母,即接纳新事象、反对还原论。

  丁:有没有其他演化经济学家对什么是演化经济学作过另外的定义?

  孟:有。例如,斯坦利·梅特卡夫提出,经济增长的实质是经济的结构性

转变,作为一种演化过程,经济的结构性转变包含着三个要素,或者说,是个

“三阶段模型”:第一个阶段是行为的变异或微观多样性;第二个是将变异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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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经济变迁模式的选择过程;第三个阶段则是产生和再产生行为变异的发展

过程。他特别强调,如果没有第三个阶段即发展过程,演化框架便有严重的缺

陷,“演化不能简化为仅仅是变异和选择问题。正是通过发展过程,我们才有

了产品和生产方法的创新,通过选择过程,才有了不同经济活动相对重要性的

连续变化”。此外,“经济制度和组织也是演化的,它们也要经历变异、选择和

发展的过程,所以,经济的结构性转变包括了制度结构内的演化和制度结构本

身的演化”。

  关于这里提到的选择过程和发展过程的关系,他还指出:“关键步骤是要

认识到,任何选择过程都要摧毁其赖以存在的多样性,正如列万廷所言:‘演化

消耗掉了它自身的燃料’。因此,演化理论不仅需要解释个体群中最初存在的

大量的多样性,而且需要解释这种多样性的历时补充。如果没有新的多样性,
演化过程将衰竭。发展过程为这一谜团提供了答案,于是演化就成为包括行

为多样性的生成和毁灭在内的三阶段纲要。经济演化尤为如此,熊彼特对它

的特征做出了简要的表述:‘创造性毁灭’,纳尔逊和温特以来演化增长理论的

主要文献对此也表示认同。而且,正是选择过程和发展过程的相互依赖才构

成了对演化增长内生解释的关键。选择过程的结果塑造了发展过程,反之亦

然。”

三、马克思是演化经济学家吗?

  丁:那么,按照“演化经济学”的标准或内核,马克思是演化经济学家吗?

  孟:在演化经济学家内部,对这个问题是有不同看法的。C.弗里曼和F.
卢桑把马克思认作演化经济学的前驱,纳尔逊和温特也对马克思持有十分同

情的态度,而霍奇逊则把马克思逐于演化经济学的大门外,据霍奇逊看来,马
克思经济学不符合接纳新事象这个本体论的标准。不过,总的来说,国内外学

者还没有就马克思是不是演化经济学家这个问题充分地展开过讨论。

  丁:您对马克思与演化经济学的关系是如何看的?

  孟:要回答马克思与演化经济学的关系,可以从马克思经济学范式的“硬
核”着手。在我们看来,马克思经济学范式的“硬核”即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马克

思对其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和演化经济学所强调的本体论原则并不是相互

排斥的。

  吴易风教授曾在1997年的一篇文章中令人信服地指出:在马克思的著述

里有一个“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不幸的是,由于斯大林时代编

纂的教科书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力,这个原理被广泛地遗忘了,并代之以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在先前的论述中,我们曾试图进一步指出:问题

不仅在于重新确立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还必须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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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对这个原理的决定论解释,换句话说,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回答:为什么在大

体相近的生产力水平上,中国的封建制和西欧封建制有如此之大的差异? 为

什么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会产生出美国式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和丰

田的精益生产方式之间的区别。

  根据“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生产方式是联系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的中介。我们曾提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作为具有因果

性质的规律,必须以设定目的的实践为中介。脱离这一中介,这种矛盾运动就

沦为具有拜物教性质的规律。劳动范畴内含的目的设定因素,使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不仅具有决定论的色彩,而且具有一定程度的选择性。”生
产方式就是“组织和进行劳动的方式”,正是这种在组织劳动的过程中存在着

的可选择性,才在彼此近似的现代工业生产力的水平上,产生出福特主义生产

方式和精益生产方式的差异。

  丁:您能否具体谈谈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或劳动概念与新事象标准的关系?

  孟:好的。为了便于理解劳动范畴所内涵的选择性以及与新事象的创生

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回顾一下马克思对劳动范畴的规定。虽然在动物界也能

发现一些动物进行劳动,但马克思自始至终强调了人类劳动所具有的目的论

设定的特征。在比较建筑师的劳动和蜜蜂的劳动时,他说:“最蹩脚的建筑师

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更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

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

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

发生形式上的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

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

个目的。”

  在这里,从观念中产生的目的论设定,在本体论上先于其物质的实现。另

一方面,劳动中的观念因素与其物质上的实现,是只有在思维中才能相互隔离

开来的活动。目的论设定,只有通过物质的实现过程,才能成为真正的目的论

活动,否则只能是一种意愿。

  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奇,在其晚年的本体论著作中发展了对劳动

范畴的本体论分析,他的这个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与演化经济学所倡导的新事象标准之间的关系。

  卢卡奇指出,一个成功的劳动过程要求劳动者把自然界自在地存在着的

因果规律转变为“被设定的因果性”,以便达到人的目的。他写道:“构成劳动

的物质部分的那种独特的、靠目的论推动的因果系列,根本不会自动地、从自

然存在的自在地发挥作用的因果系列中产生出来,……自然规律譬如无论在

何时何地都没有造出过轮子,尽管轮子的性质和功能完全可以归因于自然规

律”。因果规律可以不依存于任何目的论设定而存在,而目的论设定却只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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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因果规律相互联系的条件下,在劳动的具体整体中,才能获得现实的存在。
卢卡奇还引用了黑格尔的下面一段话来说明这一点:“人利用大自然自己的活

动例如钟表发条的弹性、水、风等,在大自然的感性的存在中做出某种与大自

然本来想做的完全不同的事情,大自然的盲目作为被人变成了合乎目的的作

为,变成了大自然本身的对立面”,而且人“让大自然改变自己的面貌,自己在

旁边观看并不太费力地导演着这一切……”。

  在劳动过程的目的论设定中,所谓新事象或新奇性出现于两个环节,第一

个环节是设定目的,另一个环节则是确定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

  初一看来,劳动的目的在于满足人的需要,因此,在需要和生产的关系上,
似乎前者应该占据着先导的位置。可是,马克思曾一再指出,与动物的需要不

同,人的需要是被实践活动设定和改造的对象,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些需要

是一个不断发展和丰富的体系。即便是人的本能的需要,它的满足方式也经

历了历史的变化。马克思以下面这些话深刻而简练地表达了这一点:“饥饿总

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

解除的饥饿。”

  使人的需要和动物的需要区分开来的标志在于,人的需要无论从内容和

满足的手段上看,都是劳动过程中的目的设定的产物。卢卡奇指出:“从总的

趋势上说,劳动使人逐渐摆脱那些纯粹自发地起作用的生物学性质的需要,使
人不再单纯从生物学的角度去满足这些需要,并且让目的论设定变成人的决

定性的需要,而就其本性而言,这种需要立刻就获得了某种可选特征”。

  另一方面,新事象或新奇性还出现在确定手段的环节上。用卢卡奇的话

说,一个成功的劳动过程,必须扬弃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异质性,促成“设定的目

的”和“设定的因果性”之间的“同质化”,也就是“造成某种自身同质的东西:劳
动过程以及最终的劳动产物”。卢卡奇指出,“人们不应忽略这样一个朴素的

事实,即设定的目的能否实现,这仅仅取决于在确定手段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

把自然的因果性转变成了———本体论意义上的———设定的因果性。目的的设

定产生于社会的人的需要;然而为了使它成为一种真正的目的设定,对于手段

的确定,即对于自然的认识,必须达到一定的与这些手段相适应的水平;如果

这些手段尚未获得,那么目的的设定就仅仅是一项乌托邦工程,一种梦想”。

  在这里,知识的形成对于手段的确定是至关重要的前提:“确定用以实现

所定目标的手段,必须包含对一定的对象性和过程的成因的客观认识,……在

这方面,确定手段具有双重职能:一方面,它要揭示在相关的对象中不以人的

任何意识为转移地自在地起支配作用的那种东西;另一方面,它要在这些对象

中发现进行新的组合和执行新的职能的可能性,因为只有把这些可能性发动

起来,才能实现在目的论的基础上设定的目的。……假如原始人拾取一块石

头作斧子用,那么他必须认识到———往往是偶然产生的———石头的属性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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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的一定的具体的可用性之间的这种关联。……劳动越发达,这种情况就越

清楚。”

  在这些论述里,卢卡奇极其清晰地揭示了,新事象或新奇性是劳动范畴所

蕴涵的本质特征。必须指出的是,我们在此谈论的劳动范畴,是一种创造性的

生产活动,而不是重复性的实践。这种创造性在卢卡奇眼里,构成了社会存在

得以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用卢卡奇的话说,新奇性一方面是活劳动的对象化

的产物,另一方面,“这种新的东西不仅客观地改造着社会存在,而且还把这种

改造变成了人们有意设定的对象”。

  丁:马克思经济学的创造性的劳动中所包含的新事象或新奇性与熊彼特

所注重的“创新”概念有没有联系?

  孟:有。按照熊彼特的界定,创新指的是“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这个定

义和卢卡奇对劳动中所产生的新奇性的阐释,在措辞上都是极其相似的,———
正是由于在石头中发现了“进行新的组合和执行新的职能的可能性”,才出现

了石斧等在石器时代具有伟大意义的技术变革。虽然在劳动范畴中产生的新

奇性和技术创新之间在概念上还存在着差别,在熊彼特那里,创新还意味着发

明的商业化,但这种新奇性构成了一切创新活动的基础。在《资本论》里,马克

思频繁地使用了“变革生产方式”的提法,这与熊彼特采用的创新概念是近似

的。

  丁:您能否再进一步谈谈新古典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孟:和马克思经济学不同,新古典经济学在对其研究对象的界定上,排斥

了演化经济学所注重的新事象原则。

  按照罗宾斯提出的著名定义,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如何把各种稀

缺的生产要素,在彼此具有竞争性的用途之间进行最佳配置。在这个过程中,
以最大化为目标的选择是在偏好、技术和资源禀赋给定的条件下进行的。

  由于斯大林主义教科书一度产生的社会影响,在一些人眼中,新古典经济

学似乎比马克思主义更重视人的自由意志和选择。可是,正如美国后凯恩斯

主义经济学家内尔所指出的,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行为模型中,人的行为事实上

被归结为由外部刺激而产生的合理化反应,是个“刺激—反应”模型,而这是对

现实的人的行为的曲解。他这样诘问道:

  “即便给定这种狭隘的合理性概念,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行为模式也是不

可接受的。那种决定着在各种可选择变量间进行最优选择的最大化程序,同
样会对各种给定的约束条件做出价值评价,这意味着,倘若改变这些约束条

件,同样会发生哪些条件的变化会带来最大化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行为者不

该质疑和挑战那些给定的约束条件呢? 为什么不该去发明新生产方法、新产

品、新战略呢? 为什么他们不了解,同样的反应型行为只会使他们的日子跟从

前一样? 如果他们真的想过得更好,为什么不改变刺激的含义,重新调整其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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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海派经济学 2009卷

好呢? 如果行为者是理性的,他们就拥有自由意志。他们能够选择,重新检视

他们的环境。”

  在新古典行为模型中,经济行为本质上都是适应性的,即对于给定数据的

适应,这种适应性行为在理论上必定导致整个经济体系趋向静态均衡。新古

典经济学之所以拘泥于对人的行为的这种理解,其实是要论证一般均衡这个

先在的理念。而均衡这个来自静力学的隐喻,被借用来表达新古典经济学家

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稳定性的信仰。这种信仰,作为熊彼特所说的“图
景”(vision),存在于具体理论之先,而具体理论的构建,则是为了论证这个“图
景”。熊彼特还坦率地承认,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的模型,无法在理论

上解释创新行为以及由创新带来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动态现象。熊彼特想要弥

补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个缺陷,提出一个资本主义演化的理论,但他的努力最终

以失败而告终。

  新古典行为模型中的选择作为对于给定条件的适应,完全不同于体现了

自由意志的、真正意义上的选择。演化经济学家何梦笔,就“批评了经济人这

种思维建构里的物质决定论。正像一种自动机或人工大脑一样,新古典的经

济人在这种意义上是一种人工制品”。总之,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些内在缺陷表

明,它与演化经济学所倡导的前述本体论原则是根本对立的。

  丁:我们知道,以纳尔逊、温特、霍奇逊等人为代表的一些演化经济学家,
“从生物学那里借用了基本的思想”,力图把来自进化论的隐喻变成经济学的

范畴。那么,演化经济学家是如何看待生物学和经济学的关系的?

  孟:在一篇发表于2002年的论文中,霍奇逊从方法论的角度专门讨论了

经济学和生物学的关系,他说:“演化是一个多层次的过程,自然和社会经济层

次的主要特征是不同的。因此,不是所有和生物学相关的机制都可运用于社

会经济层面。但是,普适的达尔文主义的原理认为,达尔文的解释中的一些一

般性特征,对所有层面都是适用的,只要多样性、选择和遗传的特征存在着。”
这段话里包含着两个观点,第一,即他提出的所谓“普适的达尔文主义”的思

想:“……达尔文主义不仅包含着解释特定生物学机制的特殊理论,而且,撇开

特定的遗传或复制机制不谈,还包含着适用于所有演化的开放复杂系统的一

般性理论。”第二,他又意识到,生物学在社会科学里的应用存在着界限:“达尔

文主义并不能提供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足够的解释。……社会现象并不能被还

原为生物学现象。”但事实上,在他进行具体讨论的时候,却淡化了第二个观

点,反而提出,人在社会中的选择和生物界的自然选择在本体论上没有质的区

别。著名的老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对于在经济学中采用生物学隐喻持有不

同看法,理由是经济现象是人为选择而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为了反驳康芒

斯的这个见解,霍奇逊写道:“正在选择的人也是自然进化的产物。在这方面

没有什么赋予人以特权凌驾于其他的动物。而且,别的动物也在选择。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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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并保存活的蚜虫。一头老虎选择被捕食者。一头牛先吃最鲜嫩的草。”

  把人在实践活动中的选择和动物的选择等量齐观,可以说暴露了霍奇逊

内心中的真实思想。卢卡奇曾经深入地讨论了以上两种选择在本体论上的区

别,他指出:“就其直接现实存在而言,羚羊包含着———当然不是从目的论的意

义上,而是从因果性、同时也是从必然性和偶然性上说———成为狮子的食物的

可能性。”而另一方面,通过劳动把一根木棍儿变成烤肉扦,则与狮子选择羚羊

的过程截然不同:“一根木棍儿虽然适于用作烤肉扦,但是木棍儿的自在之在

却永远不会自己表露出这种适用性”,只有劳动的人才会发现自然对象的那些

无法直接感知的属性和关系,“并将其变成实现自己目的的合适手段”。正如

前文中提到的,在劳动中包含的选择,出现于两个环节,第一是选择目的,人的

劳动是设定目的并实现这一目的的活动;第二是选择可供实现这一目的的相

应的手段。人的这种目的论活动,是社会存在所专有的内容。在对劳动过程

的分析的基础上,卢卡奇进一步提出了社会存在的根本特征,即社会存在的最

终要素是人的目的论设定;社会存在是以观念的形式引起的人的活动以及由

此产生的物质经济规律两者的辩证的总体。

  在其进一步的抗辩中,霍奇逊提出,人的目的论活动实际上并不是无因之

因,目的性本身必须通过因果过程来解释。在我们看来,这里包含着一对一错

两个观点,一方面,在霍奇逊笔下流露出把目的性还原为因果性的意向,如此,
卢卡奇所强调的社会存在的根本特征就将荡然无存,社会现象将还原为非社

会现象,而这是霍奇逊自己也不愿看到的。另一方面,主观意识、为实践活动

而设定的目的本身,的确有必要、也可能被解释。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的核

心思想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经过卢卡奇那样的恰当解释后,可以为霍

奇逊所力主的因果解释提供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

  丁:您能否谈谈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问题是如何理解的?

  孟:好的。首先,让我们看看马克思是如何看待生物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关

系的。在达尔文发表其进化论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提出了历史唯物主

义的思想,并将其运用于经济学研究。马克思并不排斥采用来自生物学的思

想和隐喻,在了解了达尔文的思想后,他表示进化论可以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

自然史基础。他还喜欢把社会比作有机体,并借用了生物学里的再生产概念。
在《资本论》第二版跋当中,他以赞同的口吻引用了一位俄国作者的评论:“经
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旧经济学

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规律和化学规律相比拟

……”。

  马克思的这些观点,和霍奇逊等人的观点显然有着某些近似之处。社会

存在领域和生物界的生命领域的确存在着相似性,但问题是,不应该把这种相

似性片面地夸大,并用生物学的原理来解释社会发展的规律。在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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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考茨基就曾这样做过,在他诠释历史唯物主义的晚期著作里,社会存在

被归结为基本上是生物学的范畴,人类历史仅成为生物学历史的一个具有独

特规律的特例。考茨基没有看到,两种存在类型在本体论上有着重大区别,而
马克思强调了这些区别。卢卡奇在他的《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深刻地

阐述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有关思想,他说:“在这两个存在领域中,再生产对于存

在本身来说都是起决定作用的范畴。严格地来说,存在就意味着它如何进行

自我再生产。”这一点和物理学里的存在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要在本体论上

正确地把握社会存在的再生产,那么一方面必须从这样的事实出发,就是具有

生物学性质并处在生物学上的再生产当中的人,构成了社会存在再生产的不

可扬弃的基础;另一方面还必须始终记住这样一点,就是再生产乃是在这样一

种环境中进行的,它的基础虽然就是大自然,但是这个基础越来越由于人的劳

动、活动而发生变化,以致人的再生产在其中现实地进行的社会,也越来越不再

在大自然中‘现成’地得到它的再生产条件,而是通过人们自己的社会实践来创

造这些条件。”与此相反,生物界生命的再生产基本上是对给定环境的适应。

  在我们看来,卢卡奇的这些论述,已经预先批判了霍奇逊等人由于过分强

调生物学隐喻的重要性、把生物学规律以片面类比的方式移植到经济学中来

而产生的方法论上的谜误。由于盲目地看轻马克思的贡献,像霍奇逊这样的

学者也不适当地夸大了演化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原创性。事实上,是马克思

最先开辟了一条能够解释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法论路径,诸如新事象、选择、多
样性等,都应该作为社会存在的特有范畴来加以解释,而无须特别求助于生物

学。还是卢卡奇说得好:

  “生物学的存在领域和社会存在领域固然有这么多关联和类似,但我们依

然否认这两个领域任何重大的、本质的相似性,它们两者的质的差别的决定性

原因,我们已经在前面详细地阐述过了:劳动、产生劳动的目的论设定、在目的

论设定之前必须进行的可选抉择,这些乃是对社会存在的范畴结构起推动和

规定作用的现实力量,它们与自然现实的动力毫无相似之处。在社会存在再

生产过程中,我们到处都可以揭示出这些特定的社会动力在本体论上的优先

地位。”

  还应提到的是,在是否可能把生物学概念直接移植于经济学的问题上,许
多演化经济学家并不同意霍奇逊、纳尔逊和温特的看法。在前引论文中,霍奇

逊自己就为我们开列了一份持不同意见者的名单,其中包括彭萝丝、罗森伯

格、威特等经济学家。以威特为例,他尖锐地指出:“把生物学的思想移植到经

济学中来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关于经济现象如何演化的重要思想是

独立地产生于达尔文主义启示之外的。”顺便指出,如果考虑到演化经济学内

部的这些不同意见,国内对EvolutionaryEconomics的现行译法,即把它译为

“演化经济学”,而不是“进化经济学”,便是更为恰当的,“演化经济学”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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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化了与生物学之间过于机械的类比联系。

四、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

  丁:记得您在前些年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命题,您能

否谈谈关于该命题的意义?

  孟:好的。虽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本质上并不排斥演化经济学所倡导

的研究主题,但是若用演化经济学的标准来衡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确存在

着若干未解决、甚至未曾由自身提出的问题。

  丁:您能否举个实例,来具体说明一下这个观点?

  孟:在这里,我想谈谈两个基本问题,这两个问题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的话

语中,显得格外重要。

  第一个问题,经济演化中的“协调”。

  亚当·斯密较早地涉及了市场经济和分工条件下的协调问题。协调可以

区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在《国富论》开篇的制针业工场的例子里,要实

现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效率,需要企业对各种局部工人的生产率进行有计划

地协调。但斯密更为关注的是宏观层次的协调。正如纳尔逊和温特所指出

的,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所关注的首要问题是,由各种分散决策所产生

的经济活动,如何形成了整个经济中的秩序。

  马克思也思考了斯密提出来的这个问题,他曾批判斯密“看不见的手”原
理,指出这个原理是独断论的信条,因为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完全可能带来

对各自的妨碍。作为资本主义的病理学家,马克思强调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内在矛盾,以及由这些矛盾必然会产生危机。但是,处于经济思想成熟时期

的马克思,并没有从周期性危机出发,直接得出资本主义经济崩溃的结论。相

反,他提出了危机必然发生、又必然渡过的看法。这意味着,马克思赋予了危机

一种特殊的功能,即使整个经济中已经遭到破坏的内在联系强制性地被恢复。

  除了对危机功能的这种看法外,马克思还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
和《资本论》里,发展了关于两类分工的区别和联系的思想。这些思想更表明,
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尽相同,马克思并未完全否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达

成某种秩序的可能性,读过《资本论》第一卷的人大概都熟悉马克思对工厂内

部分工和社会分工所做的比较。承认两类分工的差别和对立,是马克思的出

发点,但马克思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两类分工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思想,这
一点则不太为人所注意。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里,他做了这样的设问:“为什么那种通过

商品交换互相补充成整个社会生产、并通过竞争和供求规律对这种社会生产

的各个代表发生作用的社会内部的分工,会同那种标志资本主义生产特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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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消灭工人的独立性并使工人变成在资本指挥下的社会机构的部件的工厂内

部的分工,并行不悖地一起向前发展。”

  他进一步暗示:两类分工相互促进、相互产生的关系,可以使“自由的、似
乎是偶然的、不能控制的和听凭商品生产者的任意行动的”局面不至陷于完全

崩溃,并达成某种平衡或秩序。对于保持平衡和破坏平衡这两方面趋势的关

系,《资本论》第一卷提供了以下重要的论述:

  “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中,保持比例数或比例的铁的规律使一定数量的

工人从事一定的职能;而在商品生产者及其生产资料在社会不同劳动部门中

的分配上,偶然性和任意性发挥着自己的杂乱无章的作用。诚然,不同的生产

领域经常力求保持平衡,一方面因为,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必须生产一种使用

价值,即满足一种特殊的社会需要,而这种需要的范围在量上是不同的,一种

内在联系把各种不同的需要量连接成一个自然的体系;另一方面因为,商品的

价值规律决定社会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时间去生产每一

种特殊商品。但是不同生产领域的这种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只不过是对这

种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一种反作用。”

  很明显,这种“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和“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反趋势,在
这里被看作是一对具有互补性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就是这两种趋势

的不断相互转化。应该指出,马克思的这些思想,和一些现代演化经济学家的

思想是惊人地一致的,这里我可以摘引一下先前的文章中的一段:

  “纳尔逊和温特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方兴未艾的‘演化经济学’
的代表人物,他们曾正确地指出: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所关注的首要问

题是,由各种分散决策所产生的经济活动,如何形成了整个经济中的秩序。对

于演化经济学来说,秩序并不等于均衡,秩序毋宁说存在于均衡和非均衡的互

补性之中。以研究技术创新和长波理论而知名的弗里曼和卢桑,也在方法论

上论述了与此相关的问题,他们使用了‘协调’这一概念,指出:‘协调概念解释

了,为什么存在着非均衡过程,以及非均衡过程为什么会受到约束;……为什

么结构性的不稳定性持续地存在着,但又不会驱使整个系统朝向爆炸性毁

灭。’另一方面:‘存在着协调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就存在着和谐或均衡,不管

均衡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指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特征,或者在其精确意

义上指的是市场体系所具有的持久的动态稳定性特征。’两位作者还写道:‘马
克思已经预见到‘资本主义作为整体’的协调过程的重要性,并把协调解释为

各种基本趋势和反趋势———也就是冲突———的结果。’”

  弗里曼和卢桑对马克思的理解是非常正确的。必须强调指出的是,马克

思的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着“协调”机制的思想,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对

市场经济的评价之间是有矛盾的。在《反杜林论》里,恩格斯曾经提出:“个别

工厂中的生产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是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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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按照恩格斯的观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事实上不可

能内生地形成“协调”机制,无法达成任何秩序,只能导致“整个社会中生产的

无政府状态”,带来混乱和危机。这个观点日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并且不断被强化。到了第二国际某些理论家和后来的斯大林那

里,这一看法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将以何种方式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或总危机。
还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都是建立在

把两类分工的对立绝对化的基础上的。以列宁为例,为了解决恩格斯所概括

的矛盾,他提出了社会主义将把整个经济变成一个大工厂的思想,这样一来,
工厂内部分工和劳动的社会分工的区别以及由这种差别所带来的矛盾就将消

失。显然,如果今天我们还坚持这类传统观点不变的话,那就等于默认,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无法提供一个合理的理论,以解释发展市场经济的必要性。

  我们强调马克思的思想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在故

弄玄虚。马克思在强调两类分工的相互作用和协同演进的时候,的确没有像

恩格斯等人那样,仅仅从对立的角度来考察两类分工,也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市

场经济在协调两类分工的关系、从而达成某种秩序上所起的作用。在经典作

家的文本中,这样的思想是弥足珍贵的,它为我们在今天发展一种科学的市场

经济理论提供了出发点。

  市场经济中分散的经济决策所可能产生的三种理论结果:传统马克思主

义的“无政府状态”和“崩溃”论;演化经济学的“协调”论;新古典经济学的具有

辩护论性质的“一般均衡”论。由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没有提出一个关于市场经

济的正面解释,结果就给新古典经济学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与传统马克

思主义彻底否定市场经济具有协调两类分工并达成某种经济秩序的思想相

反,新古典经济学通过市场均衡的概念在意识形态上制造了对市场经济的非

批判的物神崇拜。相对于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范式,演化经济学所主张的协调

论,在我们看来是解决问题的更可行的出路。

  第二个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

  在《资本论》里,马克思力图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的分

析,把握资本主义发展的动态的、历史的特征。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中,
马克思对他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做了这样的说明:

  “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

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

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

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
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

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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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

后者未来的景象。”

  美国学者拉左尼克曾经是著名经济史家钱德勒的同事,他也深受马克思

的影响,在《车间的竞争优势》这本书里,他从方法论上批评了体现在《资本论》
德文第一版序中的观点。他认为,其一,马克思力图在英国经验的基础上揭示

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运动规律,没有提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可能存在

多样性的问题。他写道:“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是以世界上第一个

工业国度的经验为基础的,所以马克思无法预见和比较19世纪后期及其后不

同国度的资本主义经济崛起的状况,并从中提升出更深刻的理论。即使生产

力都一样,当政治和文化背景不同的时候,生产关系也会不同。因此,资本主

义企业的成败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域有不同的表现,因为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

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权力结构,而这又会产生不同的劳动与报酬分配关系。”“马
克思把自己的理论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决定性模型,适用于任何存在私有财产

和雇佣劳动的地方和时代。”

  其二,在马克思看来,英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发展得最为典

型的地方,但拉左尼克指出,马克思对英国历史经验的理解存在着片面性,原
因是,他受到了恩格斯和尤尔对19世纪4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描述的

影响,后两人强调了这个时期激烈的阶级矛盾。拉左尼克认为,在19世纪后

半期,英国工人在车间内部分工和技术的采用上拥有可观的权力,车间管理中

存在着所谓技术工人控制的情况。资本家也普遍倾向于和组织良好的工人团

体相和解。当时英国工业所占据的世界工厂地位,也有助于这一和解的实现。

  诚然,在上述问题上也可以为马克思做些辩护:他所处的时代尚属资本主

义发展的早期,还来不及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不同的文化及政治背景相

结合而产生的复杂性。在给俄国民粹派的回信中,马克思开始意识到,不能把

他根据西欧经验而得出的规律无条件地应用于地球上的其他国度。但不管怎

样,下述问题是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的理

论还有待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分析传统一直强调对资本主义历史演变的纵向

分析,对于制度多样性的分析则显得十分贫弱。而资本主义的演化不仅是纵

向的发展变化,也包括横向的制度多样性的创生,这一点和生物界的进化过程

是类似的。就发达资本主义经济而言,就存在着盎格鲁—萨克逊模式、日本模

式、莱茵模式等。以日本模式为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以终身雇佣制

为典型特征的企业制度,便与马克思所分析的雇佣劳动关系有着重大的不同。
这种“集体资本主义”企业在以下几点上与经典的剩余价值论是相矛盾的:其
一,以解雇工人为最终惩戒手段的雇佣关系不存在了,劳动对资本的隶属关系

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双方的合作。其二,企业投资于工人技能的培训,而不是

把消灭工人的技能作为控制劳动的手段。其三,工人和管理者在价值创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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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零和博弈的关系,彼此有可能分享价值创造的收益。如何在理论上解释

这种“集体资本主义”企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尚未妥善解决的难题。

  丁:在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有没有取得进展? 如果有,您能不

能介绍一下最新的研究成果?

  孟: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已经在两个方向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协调

论。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以阿格列塔、利佩茨为代表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调节

学派”,他们通过积累体制、调节方式和结构形式等理论概念,力图阐明在特定

的资本积累体制下达成协调的条件和过程。

  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的“黄金年代”,曾经迫

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回答资本主义为何“垂而不死”的问题。标准教科书的解

决方法是,把这个阶段命名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把资本主义能够获得发

展的原因归于国家的外部干预。但是,这个解释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协调是通

过纯粹外在的手段而实现的,和经济自身的运动规律缺乏有机的联系。“调节

学派”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这个缺点,他们把分析的焦点重新放在资本主义劳

动过程上,并指出,随着福特主义劳动过程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建立在这一劳

动过程转变基础上的阶级斗争的发展,实现了工人阶级消费方式的转变以及

工人阶级消费标准的确立。作为阶级斗争的产物,出现了像集体谈判等一系

列制度化了的复杂的社会关系,阿格列塔把这些制度称作“结构形式”,并指

出,这些“结构形式”是从资本主义的基本社会关系即雇佣关系中发展出来的,
是帮助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变、确保整个社会经济达成协调的中介。一种

积累体制便是这些结构形式的总体。诸如集体谈判、年金制度等是在福特主

义积累体制下产生的结构形式,它有助于确立工人阶级的稳定增长的消费标

准,进而有利于实现在大规模生产方式下生产出来的产品。阿格列塔还认为,
关于结构形式的理论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调节学派没有把分析的重点放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上,
而是考察了在特定的资本积累体制下达成协调的条件和过程,这是它区别于

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方。大概由于调节学派对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下的

社会协调机制的分析,它还被某些学者看作是演化经济学的一个流派。

  另一方面,现代资本主义给人以深刻影响的是,它是名副其实的推动技术

创新的发动机。技术创新及其引致的投资,是帮助资本积累克服其内在矛盾,
推动经济增长和结构性变迁的重要力量。在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曼
德尔曾对技术革命与资本积累的关系多有讨论,但在我们看来,他还是没有充

分把握到产品创新对于资本积累的积极作用。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巴兰

和斯威齐,甚至否认技术创新是影响资本积累的内生因素。在这个问题上,我
们乐意向读者介绍我和高峰教授力图把产品创新纳入资本积累理论的研究。
在这一研究中,我曾得出了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如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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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在一个不断扩容的分工体系中才能繁盛起来。
产品创新及新兴产业部门的建立,在质上扩大了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使得

‘劳动(从而剩余劳动)的质的差别的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样化,本身越来

越分化’,由此扩大了既有的交换价值体系,为资本创造了对等价值的新的源

泉。卢森堡在强调资本积累的地域空间的重要性的时候,忽略了分工和交换

价值体系的内生性扩张。资本可以通过这种内生空间的创造,周期性地克服

它在运动中、在时间中遇到的界限。”

  和日新月异的现实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释力还亟待于发展。在

十月革命时代,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显然认为,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运动规律”已有了足够深刻的理解。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还有那样的

自信了。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还存在着

许多盲点。如果我们在认识上并没有足够深刻而全面地把握资本主义这个变

动不居的对象,就无法过多地预测它在现实中被扬弃的条件。

  丁:作为这次访谈的最后一个问题,希望您能对未来经济学的发展作一下

展望?

  孟:好的。演化经济学的崛起,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以及中

国经济学的自主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我相信,未来的经济学,是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某种创造性的综合。

  最近,由我和演化经济学家卢桑共同主编的一套“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译

丛”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套书有六本,包括了著名演化经济学家

弗里曼、卢桑、霍奇逊、梅特卡夫、佩蕾丝等人的大作。希望这套丛书也能为中

国经济学的建设和演化经济学的传播做出贡献。

EvolutionaryEconomicsandMarxistEconomics
———AnInterviewwithYoungEconomistMengJie

DingXiao-q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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