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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经济学与奥地利学派
———能否以及如何实现演化分析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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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杨虎涛(１９７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的比较研究»(０６BJL００６)的阶段性成果

之一.

　　①　MurrayNRothbardKarlMarx:CommunistasReligiousEschatologist,TheReviewofAusＧ

trianEconomics,Vol４,１９９０,pp１２３~１７９

　　②　http://wwwsoobbcom/Destination_Wiki_１２０９１０html

　　内容提要　尽管在一些基本观点上存在重大差异,但奥地利学派与马克

思经济学在知识分析、人的能动性等问题上依然存在交集.从演化分析的角度

看,奥地利经济学的能动性与结构问题上走到了一个极端,而马克思经济学的

制度分析则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但奥地利经济学关于异质性和知识问题的分

析也能给马克思经济学以启发.

　　关键词　奥地利学派　马克思经济学　能动性　结构　异质性

　　将哈耶克、米塞斯、奥地利学派的名字与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政治经济

学这些词放在一起,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视角反差.从庞巴维克和李卜克内西

的价值理论的论战,到哈耶克与兰格那著名的经济计算理论的争论,马克思与

奥地利学派从来都是“平行”而不“相交”的,以至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这

里,奥地利学派当之无愧地获得了反社会主义的称号,而在奥地利学派那里,
用罗斯巴德的话说:“他(马克思)复杂的理论体系说到底很简单,他就是一个

共产主义者.”①

　　不可否认,在一些基础性的观点上,奥地利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存在明

显差异.但将两者完全对立,却很可能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虽然许多马克

思主义者试图将奥地利学派形容为资产阶级对马克思理论的反对,但这种说

法是极具争议性的.”② 毕竟,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单纯的观点陈列,而是由

方法论基础、分析过程与结论的多维体系.本文认为,在演化经济学的能动

性—结构等问题上,马克思与奥地利经济学存在互补性,在知识、能动性和演

化过程上,两者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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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９辑 马克思经济学与奥地利学派 ４７　　　

一、方法论上的交汇与分野

　　在方法论问题上,马克思经济学和奥地利经济学似乎从来都是代表了两

极:集体主义vs个人主义,唯物主义vs主观主义.马克思的历史辩证分析也

与奥地利的先验主义的演绎分析形成了极强的对照.但笔者认为,在方法论

问题上,马克思与奥地利学派是存在“交集”的.

(一)奥地利学派的激进主观主义与马克思的人类现象学观点

　　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是奥地利学派方法论最根本的特点,这一点也被视

为奥地利学派与新古典经济学最大的一致性.但现代奥地利学派却认为,哈
耶克和米塞斯的思想与主流经济学相去甚远.① 艾伯林指出,一般均衡理论

的效用最大化是决定论的,它没有为真正的主观行为留下任何空间,在这种理

论中,行为者实际上不存在真正的选择.“他们(奥地利学派)也是把人视为在

有限的资源和市场条件下作出决策并从可取方案中进行选择的主体.然而,
他们所创造的关于人的理论及其对经济本质和运行的理解却与２０世纪经济

学界占统治地位的理论有着惊人的差别.”②

　　奥地利学派的个人主义与主观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人主义与主观主

义其实有很大区别.如霍奇逊所言,个人主义的解读有两种,一是本体论意义

上的,即认为世界的构成可以还原为个体,忽视关系、结构和群体所具有的独

有特征;二是解释性意义上的,即认为对任何现象的解释都可以还原为到个体

这一单元上.但除这种认识之外,还有如何认识个人属性和个人作用的问题:
是将个体视为完全与结构无关的、同质性的个体;还是将个体视为与结构有关

的,异质性个体? 是将个人作为一个被动的反应机器,还是一个有能动性的个

体? (GMHodgson,２００４)③按照这种理解,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就有原子

式的个人主义和非原子式的个人主义之分,而主观主义也有静态主观主义和

动态主观主义之分.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人主义与主观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原

子式的静态的个人主义,它一方面假定同质性个体,另一方面也取消了个体的

能动性和创造性,只是一个被动的反应器.而奥地利经济学中的方法论个人

主义,固然其基本主张是坚持要把对经济现象的理论分析还原到对经济当事

人的个人行为的解释中去.但奥地利学派的个体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结合,却
始终是一个异质性的和创造性的个体主义和主观主义.

①

②
③

PeterWynarczyk,Comparingallegedincommensurables:InstitutionalandAustrianeconomＧ
icsasrivalsandpossiblecomplements? ReviewofPoliticalEconomy,４１(１９９２),pp１８~３６

艾伯林．奥地利学派在２０世纪世界经济思想发展中的作用[M]．经济学和数学方法,１９９１(２)．
GeoffreyMHodgson,２００４TheEvolutionofInstitutionalEconomics:Agency,Structure

andDarwinisminAmericanInstitutionalism,Routledge,London,p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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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作为边际革命的代表人物,门格尔的动态主观主义与瓦尔拉等人的静态

主观主义有本质区别,葛劳蕊认为,门格尔是“一种动态的主观主义观念,它把

经济行为者看作是对环境积极的行动者,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被动反应者.
主观主义对所有复杂经济过程的分析来说构成了基本的解释基础,而不是以

任何方式限定于需求方面,这是一种动态的主观主义.”①从米塞斯、哈耶克到

拉赫曼,无论是主观知识,还是主观预期,都是对这种动态主观主义的进一步

推进.在米塞斯那里,人们在做出决策时不仅有意识地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且

与人类行为相关的结构也在人类行为过程中被选择;哈耶克认为,只有理解有

关个人的知识、信息、感觉和期望,才能理解和解释人们的行为;②在拉赫曼则

突出地强调了人类心智活动的主观性质对新奇(novelty)和人类创造力的重

要性.简言之,在奥地利学派看来,人有自己的动机,追求一定的目的并利用

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有这些目的和手段不是外部也无需外部给予人,人
是真正地自己创造了这些目的和手段的主体.

　　贾根良指出,从拉赫曼开始,奥地利学派就开始放弃米塞斯的先验论,向
更早的解释学传统回归,这种复兴是通过现象学的发展对其解释学传统的一

种修正,是一种现象学解释学,强调的是主体间性.(贾根良,２００５)而在一些

现象学解释学学者看来,主观性就是主体间性.③ 对奥地利学派来说,意义并

非存在于个人的“心理”之中,而是主体间的,是嵌入于社会和制度化的实践中

的,因此,现象学解释学的转向,实质上是将对主体间性明确化的过程.罗斯

比所提出向“连接”(Comection)转向的主张,也体现了这一点.④

　　奥地利学派的这种现象学解释学的转向与对“主体间性”的明确化,最终

必然会产生对制度结构分析的诉求,而在这一点上,也必然会与马克思经济学

产生“交集”.这一点,下文中将要进行说明.此处要说明的是,奥地利学派的

这种主观主义,尤其是在现象学解释学转向之后的主观主义,与马克思的人类

现象学观点也存在“交集”.马克思指出: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

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直接把

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

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

①
②
③

④

转引自贾根良．奥地利学派的解释学转向与演化经济学的综合[J]．学术月刊,２００５(４)．
详见韦森．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M]．第２章．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１．
巴里斯密斯在奥地利学派的哲学:布伦塔诺的遗产一书中明确指出,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深

受布伦塔诺(FranzBrentano),而布伦塔诺的哲学思想则是现象学的源头之一,包括胡塞尔,都深受其
影响.参见:BarrySmith,AustrianPhilosophy,TheLegacyofFranzBrentano,OpenCourtPublishing
Company,ChicagoandLaSalle,Illinois１９９４

罗斯比是从奥地利学派的“知识”这一核心概念推演出这一主张的,他指出,知识与信息的最
大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一套连接,而后者却是单一的元素,知识是结构性的,只有在连接者的连接中,知
识才成为可能,因而应当将分析的维度集中在连接上参见BrianJLoasby,MakingConnections,Econ
JournalWatch,Volume２,Number１,April２００５,pp．５６~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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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９辑 马克思经济学与奥地利学派 ４９　　　

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①

这同样是在强调,“人的行为是有目的性的”.(即米塞斯命题)但是,马克思进

一步将这种人的实践性和能动性置于对象之中,认为自然界表现为他的创造

物和他的现实性,“在马克思看来,未经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构造”的自然

界,与人相对立、相外在的自然界,是抽象的自然界,它不具有直观的明证性或

“自我确证”性.脱离人的活动和抽象自然科学的对象,作为有别于我的另一

个存在物,”②我们必须将这种抽象的(独断的)存在置于括号之中,而从直接

的明证性即人自己的感性活动出发,才能阐明这种存在的真正根基.也就是

说,真正的自然是人化的自然界、感性的自然界,是人的感性的意向对象.与

人作为自然的、感性的存在物,意思是说它一方面是有对象的存在物,另一方

面又是“对象性的”(即作为其他存在物的意向对象的)存在物.所以,说人是

感性的,也就等于说人是社会性的,从本质上说,人是“主体间”的.邓晓芒指

出,马克思是从“类存在”的角度出发论证主体间性的,“一个种的整体特性、
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

特性.”③而这一论述的社会意蕴在于:主体间性既然是主体间关系的内在的

质的规定性,那么主体间性必然有着鲜明的社会性,同时还有其价值的必然

性.人的类本质必然产生于并存在于社会关系中,并且必然体现复杂多变的

社会关系,只有把人的交往纳入到社会实践与生活中,从而创造出各种各样的

社会关系.

(二)马克思的抽象与奥地利的演绎

　　奥地利经济学反对一切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维基百科的奥

地利学派词条中这样写道:“奥地利经济学派所采用的亚里士多德派/理性主

义研究方式,它与新古典主义所采用的柏拉图主义/实证主义不同,也与德国

历史学派所采用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不同.”④在«人的行为»中,米塞斯

认为,应当并且可以从“行为是有意识地达到某一目的的行为”的这一事实出

发,以纯粹演绎推理的方法来阐发一切行为学理论.米塞斯反对以观察的方

式来研究经济学,认为观察法只能在一些可控制实验要素(如隔离的实验室)
的自然科学领域才能适用,这是无法适用于复杂万分的人类行为的.他认为

实证主义不可能适用于经济学.以物理学为典范的自然科学方法之所以无法

研究人类的行动,首先是因为行动是与行动者的目的和价值观念不可分的.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５０．
邓晓芒．马克思的人类现象学思想,载中国现象学网站,http://wwwcnphenomenology．com/

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c２/１０２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９２．
维基百科http://wwwenwikipediaorg/wiki/Austrian_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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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如果不参照价值判断,就不可能对人的行动说出任何东西.”①因此实证主义

方法发展出的社会工程学是一种新兴技术,按照工程师处理非生命物质的技

术来有计划地处理“人”.

　　不难看出,奥地利学派对于实证主义的反对和对自然科学方法的抵制与

马克思是一致的.就如何研究复杂的、不可进行可控实验的经济社会来说,马
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
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两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②这里所说的“抽象力”是
人类理性思维的特质,理性思维就是要运用“抽象力”通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本

质.因为事物的本质摸不着、看不见,不能用感性来把握,所以,它又必然是隐

藏在现象背后的东西.但是,奥地利学派因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由意志而判

定,我们可以根据人的行为是有目的的这一先验定论演绎出经济规律,却同样

因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由意志认为我们无法预测任何历史规律,而只能解

释现象,这就在未来向度上走向了极端的不可知论,这却是马克思所不能赞同

的.

　　奥地利学派和马克思在这种分析思路上的“交集”,与德国哲学传统有着

密切的关系.大卫高登(DavidGordon)、W 格拉斯尔(WGrassl)和巴

利史密斯(BarrySmith)等奥地利经济学家就奥地利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进

行了溯源和整理.高登认为,１９世纪德语世界的哲学思想分为了两个阵营.
一边是德国哲学家,即黑格尔主义者、有机主义者,另一边是奥地利阵营,他们

则被看作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亲科学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者.③ 巴利史密

斯(BarrySmith)就此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准确区分黑格尔、马克思和德国历

史学派经济学家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以及奥地利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呢? 史密

斯认为,这两个阵营都把世界看作是由“本质”构成的,都认为本质离开了个体

就不能存在,并且都对规律非常重视,也都认为我们可以知道世界是怎么样

的,因此他们都持有一种内在的实在论:他们对我们的世界表现出来的性质和

规律感兴趣,而不是对单独的无形体的理想形式.但这两者的区别在于:“门
格尔认为严格的普遍性是所有科学理论,包括经济学的必要前提,然而马克思

拒绝这一点.对他来说每一个特定的社会有机体的规律都不一样.另一个区

别则在于“是否存在历史发展规律”,当马克思,按照真正的亚里士多德精神,
寻求建立一个“现象的规律”时,他把主要任务放在了“发展的规律”上,奥地利

①

②
③

Mises,Friedrichvon１９６２TheUltimateFoundationofEconomicScience,Princeton:DVan
Nostrand,p３８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２０６．
DavidGordon,SecondThoughtsOnThePhilosophicalOriginsofAustrianEconomicsThe

ReviewofAustrianEconomicsVo１７,No２(１９９４):１３３~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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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９辑 马克思经济学与奥地利学派 ５１　　　

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则要温和的多:他们严格地限制社会科学的预测能力.”①

　　可以看出,在奥地利学派那里,特殊性和一般性存在着明显的紧张关系.
米塞斯曾写道:“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无条件地反对隐含在普鲁士历史学派的

主张中的逻辑相对主义.与施穆勒及其追随者们的说法针锋相对,他们主张

存在一组适用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国家和种族、任何宗教、哲学和伦理

意识形态的任何人类行动的经济学定理.”②这种从先验论出发极端强调一般

性的做法,必然排斥了演化分析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历史特定性.

二、知识问题的一致性与差异性

　　在哈耶克看来,知识的利用是经济学最根本的问题.黄春兴将奥地利经

济学的知识进行了如下的诠释:“农业时代的经济成长动力来自土地与劳力,
而工业时代来自资本和技术,但这并不是要将知识看成与土地、劳力、资本等

并列于生产函数的生产投入因素.相反地,知识是各种生产投入因素具有生

产力的来源.当知识“内嵌到”实体资源时,就刻画出实体资本 (physicalcapＧ
ital);当它“内嵌到”人身时,就刻画出人力资本 (humancapital);知识也能

“内嵌到”到组织、机构形成组织资本 (organizationcapital)和制度资本 (inＧ
stitutionalcapital).这些资本因为含有“内嵌”知识,所以能够展现知识的生

产力.③ 在这里,知识首先具有一种融合的内嵌性.

　　按照奥地利学派从一人世界到三人世界的分析思路,在不同的世界中,所
需要的知识类型是不一样的.黄春兴这样描述奥地利学派的知识演进:

　　个人在一人世界面对的都是客观的自然界和生物界,这时他需要的知识

都是关于自然界和生物界的知识,也就是常称的“知何事”(knowwhat)和

“知如何”(knowhow).这时,实体资本和人力资本是主要的经济成长来源.
在二人世界,当然个人仍须具备一人世界的知识,但也必须顾虑对方的反应行

为,这时的“知何事”和“知如何”多了涉及对方的知识,这时的经济成长来源

可以说多了商业方法的资本.到了三人世界,个人除了必须具备一人世界和

二人世界的知识外,因为新的事物和技术的不时出现也使“知何事”和“知如

何”有了新解.由于个人交易对象的扩大,“知何地”(knowwhere)和“知何

人”(knowwho)的问题这时正式登场,这时,组织资本与制度资本是经济成

长的新来源.④

①

②

③
④

BarrySmith,ThePhilosophyofAustrianEconomicsThePhilosophicalOriginsofAustrian
EconomicsByDavidGordonTheReviewofAustrianEconomicsVol７,No２(１９９４):１２７~１３２

米塞斯．奥地利学派的历史地位(彭定鼎译),见经济学人网 http://wwwjjxrorg/thread－
１３５３－１－１html

黄春兴．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的一个学习架构．南大商学评论,第１２辑,１５４~１７６．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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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５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除了用词上的区别之外,奥地利经济学所要表达的知识与社会经济的关

系与马克思的观点有很强的一致性.马克思关于劳动过程三要素的论述虽简

单但极富概括力,人的劳动、劳动对象与劳动资料的界定,涵盖了主体、客体与

主客体的过渡手段,这三要素的发展过程,也是劳动分工的演化过程,是人类

经济体系的演化过程.迂回生产的网络化和复杂化背后,也是劳动者的劳动

分工、劳动对象的扩大化和劳动资料的复杂化.三要素的动态化与网络化发

展的过程,就是市场与交换动态化和多维化的过程,而三要素的动态化和网络

化的实质,是因为知识在发生变化,它使劳动者发生知识分工(针对人的劳

动)、劳动对象的选择集合(针对劳动对象)、改变劳动资料的形式与载体(针对

劳动资料),如果没有知识的深化与拓展,劳动者无法得知自然界的知识,从而

也就不存在基于专业化知识差异的分工,也无法扩大自己的劳动对象,诸如

“除了纯铜之外,硅也可以作为信息传递的载体”这类知识,其要旨就在于能扩

大劳动对象的集合,与之匹配的“用什么生产出光纤”则典型地属于劳动资料

的知识.

　　依据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生产力来自知识的利用,而内生经济成长起于

知识的扩散和不同知识间的互补关系.因此,只要知识能保持继续累积,就可

以看到生产力发展的光明前景,因为“经济进步所仰赖的是生产资源,不是自

然资源.当消费商品不断多样化后,生产过程也逐步复杂化,使得愈来愈多的

自然资源被转化作生产资源.”①在马克思的体系中,知识也作为一种渗透性

的要素,体现在所有实体性要素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技术属于知识范畴,“固
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的社会知识、学问,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

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已经是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

知识的控制并根据此种知识而进行改造,不但在知识的形态上,而且作为社会

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直接的生产

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②这就明确地指出了社会生产力中既有“知识形

态”,又有实物形态的物质手段.恩格斯也将技术发明作为“生产要素”中的一

种“精神要素”,即除劳动和资本之外的“第三要素”.③

　　在马克思的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三要素中加入“知识”使之动态化之后,我
们可以再将知识进行一次分离,区分开人—物知识(技术),人—人知识(制
度),就可以看到奥地利学派的二人世界和三人世界的知识.但这里的差异在

于,在奥地利学派从一到三的知识中,并不存在明显的相互阻碍和制约,也不

存在各种知识间明显的矛盾,它们是作为具有单独职能的知识,互补性地在一

起发挥着作用.而当我们对马克思的知识进行人—物知识(技术),人—人知

①
②
③

黄春兴．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的一个学习架构．南大商学评论,第１２辑,１５４~１７６．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M]．第三分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３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６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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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９辑 马克思经济学与奥地利学派 ５３　　　

识(制度)这样的分类之后,实际上就展现出了马克思关于人—物关系的再生

产(物质资料再生产),人—人关系再生产(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论述,进而可以

推进到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而在这里,人—物知

识(技术)和人—人知识(制度)并不总是耦合的,它们可以是适应的,也可以是

不适应的,正是在这种矛盾对立之中,生产方式才不会是一个恒定的事物,而
是不断演讲的体系.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奥地利经济学

如何在演化方向上的综合

(一)制度分析

　　在奥地利学派内部,就如何将激进的主观主义和市场分析协调起来这一

问题,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观点.按照柯兹纳的观点,经济秩序仍然存在传统上

的新古典式的均衡,而奥地利学派对此的贡献主要在于强调了企业家警觉

(entrepreneurialalertness)在均衡收敛中的作用.拉赫曼则认为由于无知和

时间在经济中的作用,应当放弃传统的均衡观而致力于发展复杂多变的社会

(kaleidicsociety)理论.沃恩指出,解决柯兹纳和拉赫曼的分歧的途径之一,
就是在制度结构分析方向上进行综合.① 事实上,就奥地利学派的“主体间

性”而言,主体间的连接必然会指向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这类制度范畴.

　　制度分析,尤其是制度演化分析,本是奥地利学派的传统,但总体上,奥地

利学派对于制度结构对主体能动性的约束、限制和激励作用的分析,远逊色于

它对能动主体异质性、创造性对制度演化作用的分析.奥地利学派并不否认

个人是社会演进的产物,也承认其行为受到社会环境的限制,但却认为这些限

制以及社会整体从逻辑上说,与个人及其行为相比是先验的,而且米塞斯明确

指出,社会如何改变个人并不是经济学的任务,而是心理学和历史学的任务.
在这一点上,奥地利学派在能动性和结构判断上走到了一个分析极端,将且仅

将个人能动性作为了整个经济分析的核心.也就是说,在能动性与结构主题

上,奥地利学派的重点在于能动性推动结构(向上因果),而不是结构对能动性

的授能和去能(向下因果).而制度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优势,却恰好在于

后者.

　　对于本身理论的缺陷以及如何弥补,奥地利学派已经注意到了制度主义

的价值,但却由于种种复杂原因而拒绝向马克思寻求理论支援.由于门格尔

① KarenIVaughn．TheproblemoforderinAustrianeconomics:KirznervsLachmann,Review
ofPoliticalEconomy,４３(１９９２),pp．２５１~２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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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和德国历史学派之间那场著名的方法论之争,奥地利学派与制度主义长期以

来一直缺乏有效的交流与对话,但在奥地利经济学的复兴的过程中,这两者的

关系引起了关注,温纳齐克(Wynarczyk,P)曾详尽地比较了制度主义和奥地

利学派的互补性,他认为,虽然奥地利学派对个体间交流渠道进行了充分的研

究,但他们仍忽视了具体制度的讨论,而制度主义虽然对具体制度形式给予了

充分关注,但却疏忽了复杂社会中的知识动态特征.“奥地利学派应当对具体

制度形式给予更多的关注,因为个体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而制度对个体有

目的的行为具有授能和去能(constrainandenable)的作用,制度主义者应当

更认真地对待知识动态性的问题.”①事实上,演化经济学越来越强调能动性

与结构问题中的共生演化或者向上向下因果关系,如果真如米塞斯和哈耶克

认识的那样,假定存在一种先验的人类行动模式(prioripatternofhumanacＧ
tion),向下因果就不复存在.在经济社会体系中,个人的行动和选择一方面

会导致社会秩序和制度规则的形成与变迁(向上因果),另一方面,既存的社会

秩序和制度安排也会反过来影响人们的行动选择(向下因果),揭示这种向上

和向下的因果关系,才能解释个人行动与社会生活形式之间动态的、复杂的相

互作用和关联机制.韦森指出,“如果把个人的社会行动和博弈选择视作为是

生物地、文化地、制度地、社会地以及历史地决定着的,而不是像奥地利经济学

派和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们所假定的那样存有一种先验的人类个人行动模

式,我们也就自然不会仅仅相信人类社会只有一种演化路径、且只存在一种惟

一的最优制度安排了.”②而在文化地、制度地、社会地以及历史地影响人的行

为上,马克思无疑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资源.

(二)异质性与阶级

　　对于演化经济学来说,异质性是一个核心的概念,因为在同质性的世界中

是无所谓新奇的,就更不存在新奇的选择与扩散这样的演化过程.奥地利学

派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异质性极为强调,这种异质性不仅体现在主体上,
也体现在劳动、资本和商品上.“奥派经济理论中的主观性的白话文法就是

‘人与人不同’,这不同不仅表现在个人拥有的财富与知识的多寡,也表现在知

识、性格、企图心等内容上的差异.”③在柯兹纳那里,企业家也有回顾型警觉

(backwardalertness)和前瞻型警觉 (forwardalertness)之分,在米塞斯和罗

斯巴德看来,劳动也是异质性的.④ 而在哈耶克那里,“把资本看成均质的人,

①

②
③
④

PeterWynarczykComparingallegedincommensurables:InstitutionalandAustrianeconomics
asrivalsandPossiblecomplements．ReviewofPoliticalEconomy,４１(１９９２),pp１８~３６．

韦森．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及其在当代经济科学中的意义及问题[J]．学术月刊,２００５(４)．
黄春兴．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的一个学习架构．南大商学评论,第１２辑,１５４~１７６．
ReviewedbyEdwardHKaplan．TheUnseenDimensionsofWealth:TowardsaGeneralized

EconomicTheoryReviewedbyEdwardHKaplan．TheReviewofAustrianEconomics２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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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无视实际经济中互相跨时段交接的生产结构,无视各阶段中生产的

互补性.”①资本品具有具体形式和用途,多数情况下不可完全替代,人们的行

为被其限定于某种特定的路径.②

　　奥地利学派异质性的根源在其知识理论中.由于知识的本质在于既有因

果关系,又有逻辑诠释,它必然就具有个人的主观性.主观的知识在“内嵌到”
实体资源时是一种编码过程:而在知识的利用中,也存在对知识的解读也就是

解码过程,这同样依赖于解码者的认知结构和解码过程,知识不同于信息的要

点在于,它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性的,也就是说,知识只有在互补的结构中才成

为知识,而互补本身就涉及到不同的主体,按照这种过程,知识不可能是同质

的,从而一切知识的载体,人、商品、劳动也不可能是同质的.而这种异质性才

是新奇的来源和新奇本身的表现,因为在同质的世界中,不可能存在“不一样

的”事物———新奇.

　　在异质性问题上,马克思,因其阶级划分法,被普遍认为是缺乏异质性构

成的经济学家.③ 在西方学者看来,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过于强调经济因素对

社会阶级的决定作用,是一种简单化的社会分层理论,不能承担起分析和解释

复杂的阶级阶层结构的历史使命,主张使用多元化趋向的阶层分析法.从马

克斯韦伯到利普塞特与罗坎,“在多元决定论的前提和功能主义社会学语言

外衣的遮蔽下,西方理论界关于阶级阶层的研究日益从政治学向社会学转向,
崇尚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取向.”④

　　然而,正如我们在知识问题中指出的那样,对于马克思来说,知识的异质

性和知识的开放性同样也是其题中之义,那么,在知识异质性问题上的一致性

为何会导致异质性这一关键演化概念上的差异呢? 答案在于,对于马克思来

说,重要的是知识的承载者如何行动,知识的差异不等于行动者目标的差异,
知识差异者可以有利益的一致性,根据这一点,马克思从生产资料占有差异中

分离出来阶级概念,但奥地利学派却根据知识差异引出了功能差异,从而对应

地引出了分工的不同和交换问题.这种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社会科

学中功能主义和冲突主义的差异.

　　马克思的阶级划分方法就其分析社会矛盾运动的动力机制而言是有其合

理性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本人就知识差异性、互补性和分散性的问题

的论述并不系统,而在这一点上,奥地利学派的异质性分析是值得借鉴的.笔

①

②

③

④

帕特里克维尔特．价格与政策———哈耶克的货币和经济周期理论．载格尔哈德帕普克．知
识、自由与秩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２１４．

Garrison,Roger:ASubjectivistTheoryofaCapital－usingEconomy[A],见 GeraldPO’
DriscollandMarioJRizzo,TheEconomicsofTimeandIgnorance[C],BasilBlackwell,１９８５,p．１６２

杨虎涛．马克思经济学与普遍达尔文主义相矛盾吗? ———兼评霍奇逊对马克思经济学“非演
化”的判断．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０８(８)．

钟君．被模糊的马克思阶级理论[N]．中国社会科学院报,２００８(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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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一个可能的方法是,将马克思一以贯之的二重性方法引入阶级之中.
一方面,阶级成员具有其知识属性的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他们在分工与合作

中的功能差异,另一方面,阶级又具有其目的性差异,这种目的性的差异决定

了冲突可能性的存在.马克思所使用的大量概念都是具有二重属性的,唯独

阶级这一范畴只具有一种单一属性,而不是双重属性,在这种设想的阶级二重

性中,仍然是一重属性指向最终的物的生产(知识差异),另一属性则指向了社

会关系的生产(目的差异).

Marx’sEconomicsandtheAustrianSchool
———WhetherandHowtoAchieveaComprehensive

AnalysisofEvolution

YangHutao

　　Abstract　Althoughtherearesignificantdifferencesinsomeofthebasic
pointofviews,theAustrianSchoolandMarx’seconomicshavesomecomＧ
monintheknowledgeanalysis,humaninitiativesFromthepointofviewof
evolutionaryanalysis,initiativesandstructureofthe Austrianeconomics
havereachedanextreme,whileMarx’seconomicsofthesystem wouldhelp
tosolvethisproblemThe Austrianeconomicsalsogivesinspirationto
MarxistEconomicsasforasproblemssuchasheterogeneityandknowledge
　　Keywords　AustrianSchool　Marxisteconomics　initiatives　strucＧ
ture　heterogene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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