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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克鲁格曼:凯恩斯经济学的“回归派”
———访经济学家方兴起①

丁晓钦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２０

　　作者简介:丁晓钦(１９７７－),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①　方兴起(１９５０－),经济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华南师范大学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内容提要　克鲁格曼既不是老凯恩斯主义者,也不是新凯恩斯主义者,而
是属于“凯恩斯经济学的回归派”.就整体而言,同凯恩斯经济学一样,克鲁格

曼的理论体系具有二重性质,即它是一个正确与谬误,科学探讨与诡辩献媚的

混合体.在衰落的大英帝国与崛起的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中,凯恩斯是站在大

英帝国一边的.同凯恩斯相似,克鲁格曼在和平发展的中国与霸权衰落的美国

间的利益冲突中,是站在美国一边的,即使这种行为与他的理论相矛盾也在所

不惜.

　　关键词　“回归派”二重性　国家利益

　　丁晓钦(以下简称丁):自克鲁格曼于２００８年获得若贝尔经济学奖之后,
特别是克鲁格曼于２００９年５月访问中国之后,国内对克鲁格曼的言论的评论

日益增多.方教授自１９９７年就开始研究克鲁格曼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不知您

如何看待克鲁格曼及其理论体系?

　　方兴起(以下简称方):我以为,要想正确地评价克鲁格曼及其理论体系,
首先必须弄清克鲁格曼理论的思想渊源.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凯恩斯经

济学对克鲁格曼的影响最大.因此,有的人认为克鲁格曼是一位新凯恩斯主

义者.其实不然.在当今的西方学术界,与新凯恩斯主义者相比,克鲁格曼更

接近于老凯恩斯主义者,因为新凯恩斯主义者将凯恩斯的宏观分析微观化了,
而克鲁格曼和老凯恩斯主义者都坚持凯恩斯的宏观分析方法.但与老凯恩斯

主义者相比,克鲁格曼更接近凯恩斯,因为老凯恩斯主义者忽略了凯恩斯理论

赖以成立的前提条件,即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确切地说,处于新自由主义经济

学居于支配地位的时期,克鲁格曼基于现实经济情况和经济问题,将凯恩斯反

对传统的自由放任和主张国家干预的理论发展成为一种既有别于老凯恩斯主

义,又有别于新凯恩斯主义的全新的理论体系.基于这样一种思想路径的还

有乔治索罗斯等人.我将他们称之为“凯恩斯经济学的回归派”,从而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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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们与老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区别开来.实际上,克鲁格曼公开承认:
“我不仅认为我们处在一个新的萧条经济学的时代,我还认为,洞察了‘大萧

条’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在现在的意义要比在以往任何时候都大”.①

　　就整体而言,同凯恩斯经济学一样,克鲁格曼的理论体系具有二重性质,
即它既存在严重的理论错误和辩护性质,又具有科学成分.换句话说,克鲁格

曼理论体系是一个正确与谬误,科学探讨与诡辩献媚的混合体.

　　丁:可否对克鲁格曼理论体系的二重性质,做些具体分析?

　　方:可以.值得肯定的是,克鲁格曼在理论上的创新都源自对新自由主义

的否定.就像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凯恩斯革命”源自对传统自由放任学说的否定

一样,克鲁格曼在贸易、汇率、地理,以及金融危机等方面所做出的理论贡献,
都与反新自由主义相关.正是认识到建立在理想化模型之上的古典自由贸易

理论已不再适合现实的世界贸易,克鲁格曼才能够提出新的贸易理论,即用规

模经济、学习曲线和动态创新来分析当今世界贸易的复杂性,特别是分析“即
使国与国之间并不存在资源或技术上的差异,规模经济仍促使各国追求生产

的专业化和贸易”.② 并且,基于新贸易理论提出了新的贸易政策主张,即通

过政府经济政策使国家获得最大份额的“租”和“外部经济”.正是突破主流的

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分析方法,克鲁格曼才能利用收益递增和不完全

竞争的分析方法创建新的经济地理学或新的生产的空间区位理论.正是突破

米尔顿弗里德曼关于汇率市场会自发趋于稳定的观点,克鲁格曼认为汇率

的不稳定性,决定了不能完全由市场决定汇率,从而提出可调整的钉住汇率体

制.正是挑战“华盛顿共识”,克鲁格曼在研究金融危机时才能够将注意力从

一国国内因素,转向国际因素.值得指出的是,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克鲁

格曼看到了美国所面临的需求不足和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但是,他并未将需

求不足和贫富分化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联系起来.而是将需求不足和贫富分

化与美国共和党政府联系起来,并将解决这方面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奥巴马的

民主党政府.更值得注意的是,克鲁格曼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那个特定的历史

环境中产生的凯恩斯需求不足理论,直接用来说明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亚洲金融危

机和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显然缺乏唯物史观.从而仅仅看到需

求不足是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亚洲金融危机和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与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萧条的惊人的相似之处,却看不到两者因历史环境的变迁

而存在的惊人的不同之处.正因如此,克鲁格曼难以对美国实体性需求不足

与虚拟性需求过剩并存的现实给予科学的解释.③

　　丁:克鲁格曼理论体系的二重性还体现在哪些方面?

①
②
③

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２００８年经济危机[M]刘波译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９２
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M]海闻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４５
详见方兴起保罗克鲁格曼:反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创新[J]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０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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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从阶级关系来看,在西方经济学家中,克鲁格曼是为数不多的平民阶

层的代言人.他的“劫富济贫”的主张,与新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的“劫贫济富”
的主张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由于遭到富豪阶层的仇恨(他也“欢迎他们的仇

恨”),克鲁格曼的理论在西方社会长期处于非主流地位.相反,空洞无物的新

保守主义经济学如果不是得到富豪的赞赏,是根本不可能在西方社会处于主

流地位的.不过,克鲁格曼对美国的民主党所抱有的政治幻想是显而易见的.
在他眼里,民主党代表着占美国人口大多数的中下层利益,而共和党则代表着

占美国人口极少数的富人的利益.其实,在阶级的视角下,民主党与共和党都

代表着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在一定的

历史环境下,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代表垄断资产阶级中的不同阶层的利益.
为了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安抚社会

中下层人民.正如克鲁格曼所说的,“早在１８８１年,俾斯麦便描述了一套我们

今天称之为福利国家体制的基本原理.在他看来,可用这套体制来安抚社会

下层,巩固德皇的统治”.① 在笔者看来,无论任何政治派别,只要采取有利于

社会中下层人民利益的政策,我们都应表示欢迎,但我们必须对这种政策所要

达到的阶级目的保持清醒的头脑.在阶级社会中,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是研

究社会现象所不可或缺的科学方法,否则,像克鲁格曼那样产生政治幻想是难

以避免的.

　　由于克鲁格曼不加限制地强调政治对经济的决定作用,而完全忽视了政

治最终决定于经济(特别是阶级间的经济关系),他虽然对美国社会的贫富两

极分化作了深入的分析,却难以将贫富两极分化与需求不足联系起来,进而分

析需求不足的原因.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同凯恩斯一样,克鲁格曼认为问题并

不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是出在自由放任学说.由此,也就堵塞了他对问题

的正确认识.也就是说,克鲁格曼只能看到自由派与保守派在“新政”和“反新

政”上的较量,却完全看不到资本主义私有制意味着占美国人口极少数的富人

或资产阶级垄断了生产资料和产品,从而占有了绝大部分的社会财富,而占人

口绝大多数的中下层人民被排挤在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之外,从而占有极

少部分的社会财富.这必然陷入“生产者没有什么可以消费是因为缺乏消费

者这种荒谬的矛盾”之中.② 在美国当前的经济条件下,这种荒谬的矛盾必然

导致需求不足与“需求过剩”并存于美国社会.

　　阶级的局限性,使克鲁格曼将美国当前危机的出路完全寄托于奥巴马向

“新政”的回归.殊不知,“生产资料的扩张力撑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加给

它的桎梏.把生产资料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的

①
②

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 [M]刘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８,２４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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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先决条件,因而也是生产本身实际上无限增长的唯一先决条件.但是还

不止于此.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

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有形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

无法摆脱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①

　　丁:自２００９年５月以来,克鲁格曼对中国政府不公允的批评,实在有失一

个学者的身份.对此,您有何评论?

　　方:克鲁格曼对中国政府所持的态度,正好是其理论体系二重性的具体

的、现实的体现.您知道,在衰落的大英帝国与崛起的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

中,凯恩斯是站在大英帝国一边的.同凯恩斯相似,克鲁格曼在和平发展的中

国与霸权衰落的美国间的利益冲突中,是站在美国一边的,即使这种行为与他

的理论相矛盾也在所不惜.

　　套用马克思的话说,我绝不用玫瑰色描绘克鲁格曼的面貌.不过在这里

只是将其视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②

因此,对于克鲁格曼自２００９年５月以来对中国的种种指责或攻击,并不感到

意外.在对克鲁格曼责难中国的言论愤怒不已的群体中,有相当一些善良的

人对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怀有不切实际的愿望.实际上,在如何客观

地看待中美关系的问题上,克鲁格曼远不及斯蒂格利茨、蒙代尔和麦金农,甚
至连索罗斯都不如.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我对克鲁格曼攻击中国的言论会无

动于衷,因为,即使基于克鲁格曼的理论来看,克鲁格曼在中国期间(２００９年５
月)攻击中国的言论也是站不住脚的.具体来说:

　　１在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上,克鲁格曼认为,“我们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国

际货币体系”,因此,“没有人要求你以美元方式建立你的外汇储备,还有欧

元、日元可以选择”.在我看来,说当今“没有一个真正的国际货币体系”,没
错.当今确实没有一个基于各国达成协议,类似布雷顿森林体系那样的国际

货币体系.但是,克鲁格曼只是说对了问题的一半.实际上,当今存在着一个

美元霸权支配下的国际货币体系.我将其称为“没有体系的体系”.

　　具体来说,布雷顿森林体系在１９７１年的崩溃,标志着美国进入了其霸权

的衰落期.从此,美元虽不再是唯一的视同黄金,甚至比黄金还要好的国际储

备货币,却是不受黄金约束的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可以

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发行美元,即使就美国国内而言,美元的发行是超经济的,
但只要能通过经常项目赤字吸收全球资源,美元的超经济发行仍然可以满足

马克思的“货币是商品奴仆”的铁律.当然,就全球而言,美国持续的经常项目

赤字导致大量流入各国的美元,不能通过正常的国际贸易渠道回流美国,美元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６３２~６３３
马克思说:“我绝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

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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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像英镑一样丧失霸权地位.因为世界各国基于其自身的利益,绝对不会

长期容忍美元的掠夺.但是,美国凭借其独大的军事实力,并辅之以美国国债

渠道回流各国政府持有的美元,形成一种以美元与美国超强的军事实力互为

基础的、非经济的、反市场原则的货币本位,即“美元—武力”本位来支撑美元

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从而,成功地使美元的超经济发行具有

了可控性和可持续性.另外,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由于真正的世界货币

(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缺位,任何一国的货币又难以取代美元,而先后实现

国际化的联邦德国马克、日元和欧元都成为霸权衰落的美国转嫁其经济与金

融问题的首选目标.因此,各国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

还不得不以美元为主要的纽带.这样,世界各国接受“美元—武力本位”制,无
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实属无奈.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一些发达国家无奈地持有大量

难以兑换黄金的美元储备,７０年代以来一些石油输出国无奈地持有巨额的只

能购买美国国债的美元储备,在新的世纪,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包括中国

在内)无奈地持有大量的只能购买美国国债的美元储备.

　　作为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对这些情况不可能不清楚.但令人

匪夷所思的是,他竟然对中国人说,“没有人要求你以美元方式建立你的外汇

储备,还有欧元、日元可以选择”.但是“为什么中国不这样做呢? 这要问中国

储备银行的官员”.其弦外之音是,既然中国的中央银行自愿选择美元来建立

外汇储备,就必须自担相应的风险.因此,“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必须保护

中国不要因为美元的贬值而造成损失,这个不是美国做出的承诺”,“这么要求

美国是不对的”.然而,曾几何时,就是同一个克鲁格曼却谴责了美国的这种

不承诺.他在分析国际货币体系如何失灵的问题时,认为“美国就是利用天真

地忽略美元汇率波动影响的政策来为自己服务的.当美元对日元汇率、美元

对欧元汇率在不停地折腾时,这种烦恼对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只是小事一桩,它
不需要为美元汇率稳定做出任何承诺,在衰退或金融危机来临时,它只需要将

自己的精力放在迅速地、大幅度地降低利率上”.① 克鲁格曼这种自相矛盾的

言论,只能从作为理论家的克鲁格曼与作为美帝国主义全球战略的代言人的

克鲁格曼这种人格分裂中去寻找答案.

　　２在国际贸易方面,克鲁格曼认为,“中国这么大的贸易顺差不完全是比

较优势造成的,跟中国的政策有直接关系”,“这是政策的结果,不是市场自然

的结果”.克鲁格曼对中国的这种指责,与他曾经批判过的传统自由贸易理论

如出一辙,而与他的新贸易理论背道而驰.

　　具体来说,在克鲁格曼看来,“传统的支持自由贸易的观点部分地是建立

① 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M] 朱文晖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１５０~
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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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在理想化的理论模型之上的,在该模型中,自由贸易可以被证明是最有效的”,
“如果抛弃了这些理论中的某些理想化的假设,市场有效的结论就值得怀疑

了”;另外,“传统的对市场有效率的信念,部分地反映了人们对现实的判断,但
它也同样反映了人们还不具备精确地描述偏离完全市场会发生什么情况的能

力.”克鲁格曼认为,贸易特征的变化和经济理论的深入发展,使人们再也不能

基于市场有效的假说为自由贸易辩护了.因为,“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占

世界贸易大部分的产业根本不能用供需分析来描述,供需分析认为,让市场自

行其是是最好不过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相当一部分贸易需要用规模

经济、学习曲线和动态创新来解释,而这些现象都与自由贸易是最好的政策这

一结论的理想化假设不相容.经济学家们把这些现象定义为‘市场不完全’
在现实中,这种市场不完善很可能是普遍情况,而不仅仅是例外”;“另一

方面,分析工具的日趋改进,至少使一部分坚持完全市场假设的原因不能成

立.１５年前,经济学家还可以,也确实声称他们对不完全竞争在国际贸易中

的政策含义知之甚少,几乎说不出所以然来”.① 但对贸易政策基础的重新思

考,形成了新的认识,从而提出了比自由贸易更能使一国受益的两种贸易政

策:一种是通过政府政策使国家获得较大份额的“租”.“‘租’在经济学中是指

‘某种要素所得到的高于该要素用于其他用途所获得的收益’”,即超额利润;
贸易的这一新思路意味着,重要的贸易部门就应是那些租不会轻易因竞争而

消失的部门,“如果存在大规模生产的优势,比较陡的学习曲线,即使该产业中

现有的企业能获得高额利润,支付高工资,或两者兼而有之,新进入的企业也

难保证有利可图”.另一种贸易政策是通过政府政策使国家获得更多的“外部

经济”.“经济学家所称的‘外部经济’,是指一些个人或厂商从其他从事某种

经济活动的个人或厂商那里获得的收益”,如某一领域产生的知识扩散到其他

厂商和部门.克鲁格曼认为,外部之所以成为一个贸易问题,是因为在对贸易

的重新评估中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由于涉及到产生知识,
技术革新很可能产生有益的外溢,因此,贸易政策可以被用来扶持能够产生外

部经济的活动.克鲁格曼认为,所有这些都说明,极端支持自由贸易的观

点———即市场已运作得非常好,不可能再对它做任何改进了———是站不住脚

的.

　　之所以克鲁格曼对中国的指责与其新贸易理论及其政策主张相矛盾,完
全在于克鲁格曼在国家间的贸易关系上采取双重标准,即美国可以用贸易政

策来扶持能够产生外部经济的活动.如果外国政府对这类活动采取支持和保

护的政策,就“可能使我们丧失这些有益的技术外溢,因此我们应予以反击.

① 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M] 海闻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２２、１６~１７、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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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９辑 保罗克鲁格曼:凯恩斯经济学的“回归派” ７　　　　

这与认为无论外国政府采取何种举动本国实行自由贸易都是合理的传统观点

是背道而驰的.”①

　　３在人民币汇率方面,克鲁格曼认为,“中国相对固定的汇率政策导致了

外汇的大量地积累”.在美国,“每年财政部必须要确定中国是否操纵其货币

汇率,每年财政部总是说谎,说中国没有对其汇率进行操纵”.显然,在克鲁格

曼看来,中国在操控人民币汇率而没有将其交给外汇市场是确定无疑的.但

是,克鲁格曼的这一看法与其«萧条经济学的回归»(１９９９)一书的观点格格不

入.在该书中,克鲁格曼说:“在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中,我相信自由的浮

动汇率是我们所能获得的最好的体制”,“我现在已经改变了主意.据我对浮

动汇率实际运作情况的了解,我现在支持最终回归一种可以相机调整、多少比

较固定的汇率体制”.“我之所以改变主意是因为看到了下面两点.首先,汇
率与贸易的隔离似乎是汇率波动的一个结果,它是反对允许这种波动频

繁发生的一个理由.”其次,“金融市场不值得信赖.它们可以使汇率远离合理

的水平,并在这个过程中造成实际的伤害”,因此,“我认为汇率是一个极端重

要的价格,不能完全将它们交给外汇市场”.② 中国现行的汇率政策,实际上

就是克鲁格曼所主张的那种“可以相机调整、多少比较固定的汇率体制”.实

践证明,中国现行的汇率政策不仅有利于本国,而且有利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

界各国.这样一个行之有效的人民币汇率体制,为什么要放弃转而将人民币

汇率交由连克鲁格曼都不相信的外汇市场去决定呢? 客观地说,是美国政府

在操纵美元汇率,并通过美元的霸权地位操纵各国的货币汇率.而现行的人

民币汇率体制,恰恰是一种有效的反霸权操纵的制度.我相信我国政府是不

会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而改变现行的汇率政策的.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心虚

的美国政府不敢玩贼喊捉贼的游戏,而克鲁格曼却说了美国政府想说而又不

敢说的话,只能表明克鲁格曼为了维护一个衰落的霸主国的利益,而放弃了一

个学者的良知.

　　４克鲁格曼认为,“我们是用来自于中国的钱来帮助我们买了这个房子,
然后再卖了这个房子赚钱,这是带来经济危机的赚钱方式”.这实际上是在暗

示,美国当前金融与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中国.另外,克鲁格曼认为,从“全球来

看,很难实现真正的恢复,有很多的经济体一直维持很大的贸易盈余,主要是

发展中国家,主要就是中国”,从而“盈余的国家成为麻烦制造者,而不是带给

别人好处”.这意味着,中国不仅是当前金融与经济危机的根源,而且成为阻

碍全球经济恢复的“麻烦制造者”.但是,向美国购房者放贷的是美国的金融

机构而不是中国的金融机构,即使因此而引发经济危机,与中国何干? 号称全

①

②

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M] 海闻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１８、１９、２０

克鲁格曼汇率的不稳定性[M]张兆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９５、９５~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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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球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却必需依靠大量进口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商品才能

养活本国的人民.而为了满足美国的需要,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出口到美国的

是价廉物美的商品,得到的则是不断贬值的美元,究竟谁是“麻烦制造者”? 将

本国的问题归咎于他国,往往是衰落霸主国的臣民所特有的一种没落心态.
不幸的是,作为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的克鲁格曼也

以这样的心态看待中国,真是有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身份.这里权且

借用克鲁格曼的话说,克鲁格曼“应该以开放的态度来分析问题”.因为,正是

持开放的态度,克鲁格曼从亚洲金融危机及全球的金融动荡中,敏锐地看到了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金融危机和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全球金融危机与“３０年代的大萧条”
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都是根源于“世界需求不足”和“自由市场政策”.
如果克鲁格曼持更加开放的态度,以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那么,他一定同意程恩富教授的观点:“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马克思和列宁时代相比,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

基本矛盾是经济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集体所有和国

家所有的矛盾,与国民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或无秩序状态的矛盾.① 基于这样

的观点来观察全球,克鲁格曼是绝对不会犯上述的一些常识性的错误的.

　　丁:不难看出,在国家间的关系上,克鲁格曼实际上充当了美国垄断资产

阶级的辩护士.当然,不能因人废言.就理论而言,如何看待克鲁格曼理论的

历史地位呢?

　　方: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回顾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第一、二次理论危机

的历史过程,有利于我们观察当前陷入理论危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发展

趋势.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第一次理论危机中,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的大萧条导致

主张自由放任的新古典经济学陷入了理论危机,而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由放

任经济的政策转向高强度干预经济的政策,导致凯恩斯经济学取代了新古典

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第二次理论危机中,１９７３~１９７５年

的严重滞涨问题,导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陷入了理论危机,而英国和美国的政

府由干预经济的政策转向高强度的推行自由放任的政策,导致新自由主义经

济学取代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这足以表明,西方主流经济学曾

发生的两次理论危机都是由重大的经济与政治事件引发的.特别值得关注的

是,西方国家政府在处理重大经济事件中,经济政策的反向调整,往往成为西

方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易位的直接原因.基于这点则不难看到,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年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导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陷入了理论危机,而
以美国为首的一些主要国家由放任经济的政策转向高强度的干预经济的政

策,必将导致主张国家干预的经济学取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① 程恩富当前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与全球治理[J]管理学刊,２０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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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回归凯恩斯论”(凯恩斯的萧条经济学将从经济分

析的边缘走向中心),表明克鲁格曼清晰地看到了陷入理论危机的西方主流经

济学的发展趋势,即主张国家干预的经济学必将取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

流地位.无论瑞典皇家科学院主观意愿如何,将２００８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

予当今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克鲁格曼,都将在客观上预示着西方主流经济学与

非主流经济学的易位,即国家干预理论将取代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值得一

提的是,我国有的学者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A阿克洛夫的«宏
观经济学中缺失的动机»(２００７)一文,系统地反击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从而

有可能颠覆其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霸主地位,并预示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

复兴.① 笔者认为,西方主流与非主流经济学的易位,取决于重大的经济与政

治事件,而绝不取决于某人提出了新的理论.正如当年凯恩斯提出的萧条经

济学并不比卡莱茨基早,更晚于维克塞尔,但历史却将凯恩斯理论推向西方经

济学发展的“拐点”一样,当前百年一遇的金融大海啸和奥巴马政府经济政策

的逆向调整,已将克鲁格曼理论,而不是阿克洛夫理论推向了西方经济学发展

的“拐点”.更何况克鲁格曼的“回归凯恩斯论”早于阿克洛夫的理论１０年

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三次理论危机呈现出国家干预理论与

自由放任理论的周期性的更替和复归.如在西方经济学的第一次理论危机

中,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取代新古典的自由放任理论的主流地位,向重商主

义的国家干预理论复归;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第二次理论危机中,主张自由放

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
向新古典的自由放任理论复归;在当前的第三次理论危机中,种种迹象显示,
国家干预理论必将取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向凯恩斯的国家干预

理论复归.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因历史环境的相似性,往往会出现理论的“复
归现象”或“回归现象”,但是,这种理论的复归现象又因经济与政治条件的变

化而不可能是经济理论史上的简单重复.具备西方经济思想史常识的人,是
不会认为向重商主义复归的凯恩斯理论是对前者的简单重复;也不会认为向

古典经济学复归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对前者的简单重复.

① 关于阿克洛夫的新观点详见:Akerlof,GeorgeA,TheMissingMotivationinMacroeconomＧ
ics,AmericanEconomicReview,２００７,Vol．９７,issue１,pages５－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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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Krugman:theReturnerofKeynesianEconomics
———AnInterviewwithEconomicsFangXingqi

DingXiaoqin

　　Abstract　PaulKrugmanisneitheroldKeynesianist,nornewKeynesiＧ
anist,butthereturnerofKeynesianEconomics．Asawhole,similarto
Keynesianeconomics,theeconomicsystemofKrugmanisofdualcharacＧ
ters,thatis,itisbothrightandwrong,andisamixofscientificexploraＧ
tionandsophisticflatter．DuringtheconflictsbetweenthedecliningGreat
BritainandtheisingUSA,KeynesstoodatthesideofGreatBritain．SimiＧ
larly,KrugmanisnowstandingatthesideofUSAduringtheconflictsbeＧ
tweenthedevelopingChinaandthehegemonywaningUSAinspiteofthe
paradoxexistingbetweenhisbehaviorandhistheory．
　　Keywords　thereturner　duality　national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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