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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的得主盛名难副
———从一份伟大经济学家的排名表谈起

朱富强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２－１１

　　作者简介:朱富强(１９７１－),经济学博士,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教授.

　　①　哈耶克走出奴役之路:预见没落[M]秋风编译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M] 长春:吉

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２６１

　　内容提要　诺贝尔经济学奖项和克拉克奖项的设立,主要是大量引入数

学而试图将经济学改造成像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那样的“硬科学”的产物,奖项获

得者主要是提供分析工具的数学家而不是提供思想洞见的经济学家.这两个

奖项的设立激励经济学进一步朝数理化方向发展,甚至蜕化为应用数学的一个

分支.然而,经济学毕竟是一门关注现实生活的社会科学,这些奖项的激励反

而使经济学理论与现实的距离越来越远,强化了经济学自我演绎的“我向思考”

倾向,不利于经济学的多元化发展.

　　关键词　诺贝尔经济学奖　克拉克奖　数量经济学

　　我们知道,在求新求异的学术氛围下,现代西方经济学出现了众多流派,
他们往往从不同视角出发展开研究,也提出了各自具体的知识论体系.但是,
那些被称为主流经济学的各流派在认识论上却存在明显的相似性:都基于根

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都将自然科学当成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从而都热衷于

大量使用数学工具进行分析.实际上,正是在数学工具这一共同媒介下,数理

建模和统计分析成为主流院校经济系的两大学术特色,它们分享了研究资金、
教学课程以及各种奖项.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除非出现急剧的社会经济变动,
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的授予几乎都轮流倾注在这两大方向上.例如,
凯恩斯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其失业理论,弗里德曼在统计分析基础上构

建其货币数量论.哈耶克说,“从这一点看,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

义的共同点,要多于我与他们两派的共同点.”① 事实上,尽管以哈耶克为代表

的奥地利学派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都高举自由主义的旗帜,但
它们对经济现象的研究方法却存在截然的不同.哈耶克１９７７年接受«理性»
杂志编辑采访时说:“４０年前,我就写过文章,强烈反对数量理论,因为这种方

法太粗略了,遗漏了很多重要的东西,我只能乞求上帝,希望观众永远不会相

信那些理论.因为它太吸引人了,简单的方程式,容易理解.我很遗憾,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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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德曼那样才智出众的人竟然把它看成一切,而不是仅仅将其作为一种主要的

工具来利用.所以,归根到底,我们之间的分歧主要是方法论上的.”“弗里德

曼是实证主义者,他相信,任何东西只有是经验上可以验证的才能进入科学研

究范围.我的看法则是,我们对经济学的了解已经够详尽的了,我们的任务是

让我们的知识形成秩序.我们不再需要太多的信息了,我们最大的难题是消

化我们已经掌握的东西.统计信息不会使我们更聪明,除非它可以告诉我们

关于特定时刻的特定情势的信息,但从理论上讲,我相信统计研究做不到这一

点.”①

　　尽管克拉克奖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为经济学家戴上了科学的光环,
但它果真促进了经济学的实质进步吗?

一、一份２０世纪伟大经济学家的排名表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不断向主流经济学发起挑战并在欧洲经济学界影响日

益扩大的«后———我向思考»经济学评论杂志,２００６年以杂志订户投票的方式

调查谁是２０世纪最伟大经济学家的名单.这里的“伟大”主要是指能够最大

程度地增进我们对经济现象理解的那些经济学家,而不是指对经济学这个职

业或意识形态有最大影响者.投票方法是:每个投票者选出在自己心目中五

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给最高位５分,第二位４分,最后一位１分,每人的

投票也可以少于５位经济学家.共有１２４９订户进行了投票,最后的投票结果

如下表所示.
２０世纪最伟大经济学家名单②

排名 票数 姓　名 获奖信息 排名 票数 姓　名 获奖信息

１ ３２５３
凯恩斯

(J．M．Keynes)
５１ ４０

索洛
(RobertSolow)

诺奖、
克拉克奖

２ １０８０
熊彼特

(J．A．Schumpeter)
５２ ３８

阿格里艾塔
(M．Aglietta)

３ ９０４
加尔布雷思

(J．K．Galbraith) ５２ ３８
费波萝

(NancyFolbre)

４ ７０８
森

(AmartyaSen) 诺奖 ５４ ３７
格塞尔

(SilvioGesell)

５ ６０７
琼．罗宾逊

(J．Robinson) ５４ ３７
卢森堡

(RosaLuxemburg)

①

②

哈耶克走出奴役之路:预见没落[M]秋风编译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M] 长春:吉
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２６１

“GreatestTwentiethCenteryEconomistsPoll,”PostAutisticEconomicsReview,no．３６,
２００６,Febr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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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排名 票数 姓　名 获奖信息 排名 票数 姓　名 获奖信息

６ ５９１
凡勃伦

(T．Veblen) ５６ ３６
列宁

(VladimirLenin)

７ ４８１
卡莱斯基

(M．Kalecki)
５７ ３５

史密斯

(VernonSmith)
诺奖

８ ４６９
哈耶克

(F．Hayek)
诺奖 ５８ ３４

加夫尼

(MasonGaffney)

９ ４５６
波兰尼

(K．Polanyi)
５９ ３２

卢卡斯

(RobertLucas)
诺奖

１０ ３８３
斯拉法

(P．Sraffa)
５９ ３２

威廉姆森

(O．Williamson)
诺奖

１１ ３３３
斯蒂格利茨

(J．Stiglitz)
诺奖、

克拉克奖
６１ ３１

巴兰

(PaulBaran)

１２ ３２０
阿罗

(KennethArrow)
诺奖、

克拉克奖
６２ ２８

佩鲁

(FrançoisPerroux)

１３ ３１９
弗里德曼

(M．Friedman)
诺奖、

克拉克奖
６３ ２７

沙克尔

(GeorgeShackle)

１３ ３１９
萨缪尔森

(P．Samuelson)
诺奖、

克拉克奖
６３ ２７

斯坦纳

(RudolfSteiner)

１５ ２６８
斯威齐

(PaulSweezy) ６３ ２７
托宾

(JamesTobin)
诺奖、

克拉克奖

１６ ２６７
戴利

(HermanDaly) ６６ ２６
帕斯尼惕

(L．Passinetti)

１７ ２５０
西蒙

(HerbertSimon)
诺奖 ６７ ２４

阿瑟

(BrianArthur)

１８ ２４６
科斯

(RonaldCoase)
诺奖 ６７ ２４

麦克洛斯基

(D．McCloskey)

１９ ２１６
缪尔达尔

(G．Myrdal)
诺奖 ６７ ２４

劳森

(TonyLawson)

２０ ２１１
马歇尔

(A．Marshall)
７０ ２３

艾尔斯

(ClarenceAyres)

２１ ２０８
赫希曼

(A．Hirschmann) ７０ ２３
维克塞尔

(KnutWicksell)

２２ ２０５
乔治斯库—罗根

(N．GeorgescuRoegen)
７２ ２２

奥尔森

(MancurOlson)

２３ １７４
包尔丁

(K．Boulding)
克拉克奖 ７２ ２２

阿莱斯

(MauriceAllais)
诺奖

２４ １５３
里昂惕夫

(W．Leontief)
诺奖 ７２ ２２

张夏准

(HaJoonChang)

２５ １４１
卡尔多

(N．Kaldor)
７２ ２２

弗里曼

(C．Free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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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排名 票数 姓　名 获奖信息 排名 票数 姓　名 获奖信息

２６ １３８
诺思

(DouglasNorth)
诺奖 ７２ ２２

韦伯

(MaxWeber)

２７ １０２
普雷维什

(R．Prebisch) ７７ ２１
索托

(HernandodeSoto)

２８ ９７
希克斯

(JohnHicks)
诺奖 ７８ ２０

特沃斯基

(AmosTversky)

２９ ８７
曼德尔

(ErnestMandel)
７８ ２０

鲍尔斯

(SamuelBowles)

３０ ７８
米塞斯

(L．vonMises)
７８ ２０

斯蒂格勒

(GeorgeStigler)
诺奖

３１ ７６
康芒斯

(JohnR．Commons)
７８ ２０

萨克

(AnwarShaikh)

３２ ７２
纳尔逊

(R．R．Nelson) ８２ １９
霍奇逊

(GeoffreyHodgson)

３３ ７１
阿克洛夫

(G．Akerlof)
诺奖 ８２ １９

奈特

(FrankKnight)

３４ ６７
舒马赫

(E．F．Schumacher)
８２ １９

帕累托

(VilfredoPareto)

３５ ６４
克鲁格曼

(PaulKrugman)
诺奖、

克拉克奖
８２ １９

泰勒

(LanceTaylor)

３６ ６０
卡恩曼

(D．Kahneman)
诺奖 ８６ １８

弗兰克

(A．G．Frank)

３７ ５８
贝克尔

(GaryBecker)
诺奖、

克拉克奖
８６ １８

沃勒斯坦

(I．Wallerstein)

３８ ５７
海尔布伦纳

(R．Heilbroner)
８８ １７

凯尔索

(LouisO．Kelso)

３９ ５４
明斯基

(HymanMinsky) ８８ １７
科尔奈

(JanosKornai)

４０ ５３
谢林

(ThomasSchelling)
诺奖 ９０ １６

博耶

(RobertBoyer)

４１ ５２
刘易斯

(ArthurLewis)
诺奖 ９０ １６

戴维森

(PaulDavidson)

４２ ５１
纳什

(JohnNash)
诺奖 ９０ １６

盖普

(WilliamKapp)

４３ ４９
阿明

(SamirAmin) ９０ １６
勒纳

(AbbaLerner)

４３ ４９
布坎南

(JamesBuchanan)
诺奖 ９４ １５

鲍莫尔

(WilliamBaumol)

４５ ４８
富尔塔多

(C．Furtado)
９４ １５

埃尔森

(DianeE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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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排名 票数 姓　名 获奖信息 排名 票数 姓　名 获奖信息

４５ ４８
诺伊曼

(J．vonNeuman) ９４ １５
加列格纳尼

(P．Garegnani)

４７ ４３
费雪

(IrvingFisher)
９４ １５

哈罗德

(RoyHarrod)

４８ ４２
丁伯根

(JanTinbergen)
诺奖 ９４ １５

莫迪利安尼

(F．Modigliani)
诺奖

４９ ４１
多布

(MauriceDobb) ９４ １５
塞勒

(RichardThaler)

４９ ４１
库兹涅茨

(S．Kuznets)
诺奖 ９４ １５

维克瑞

(William Vickrey)
诺奖

　　尽管这份排名并非很科学,却有几个显著的现象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仅有３１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此名单中,而不在其中的则有３３
位.后者分别是:弗里希(R．Frisch)、康托罗维奇(L．Kantorovich)、库普曼斯

(T．C．Koopmans)、俄林(B．Ohlin)、米德(J．E．Meade)、舒尔茨(T．W．Schultz)、
克莱因(L．R．Klein)、德布鲁(G．Debreu)、斯通(R．Stone)、哈维默(T．HaavelＧ
mo)、米勒(M．H．Miller)、马科维茨(H．M．Markowitz)、夏普(W．F．Sharpe)、福
格尔(R．W．Fogel)、海萨尼(J．C．Harsanyi)、泽尔腾(R．Selten)、莫里斯(J．A．
Mirrlees)、默顿(R．C．Merton)、斯科尔斯(M．S．Scholes)、蒙代尔(R．A．MunＧ
dell)、赫克曼(J．J．Heckman)、麦克法登(D．L．McFadden)、斯宾塞(A．M．
Spence)、格兰杰(C．W．J．Granger)、恩格尔(R．F．Engle)、基德兰德(F．E．KydＧ
land)、普雷斯科特(E．C．Prescott)、奥曼(R．J．Aumann)、菲尔普斯(E．Phelps)、
赫维奇(L．Hurwicz)、马斯金(E．S．Maskin)、迈尔森(R．B．Myerson)、埃莉诺．
奥斯特罗姆(E．Ostrom).

　　第二,在３０位克拉克奖获得者中,只有９位名列此名单中,而有多于２/３
者不在其中.后者分别是:克莱因(L．R．Klein,１９５９)、霍撒克(H．S．HouthakＧ
ker,l９６３)、格里利克斯(Z．Griliches,１９６５)、内洛夫(M．L．Nerlove,１９６９)、乔根

森(D．W．Jorgenson,１９７１)、费希尔(FranklinM．Fisher,１９７３)、麦克法登(D．L．
McFadden,１９７５)、费尔德斯坦(M．Feldstein,１９７７)、斯彭斯(A．M．Spence,

１９８１)、赫克曼(J．J．Heckman,１９８３)、豪斯曼(J．A．Hausman,l９８５)、格罗斯曼

(S．J．Grossman,１９８７)、克雷普斯(D．Kreps,１９８９)、萨默斯(L．H．Summers,

l９９３)、卡德(D．Card,１９９５)、墨菲(K．M．Murphy,１９９７)、施莱弗(A．Shleifer,

１９９９)、拉宾(M．Rabin,２００１)、利维特(S．Levitt,２００３)、阿塞莫格鲁(D．AceＧ
moglu,２００５)、苏珊．艾希(SusanC．Athey,２００７).

　　第三,不在此名单中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的得主几乎都是学数

理出身的,并热衷于数理建模和计量工具的学者.事实上,当初诺贝尔奖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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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４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会之所以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只为经济学设立奖项,很大程度是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国民经济计划化的结果,其关注的研究对象局限于配置物质资本这一工

程学方面,因而一开始就把经济学当成自然科学看待.正因如此,早期获得诺

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如弗里希、丁伯根、萨缪尔森、库兹涅茨、里昂惕夫、
康托罗维奇等人,他们的成就都与经济计划有关,都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或者

直接就是经济计划的领导者和推行者.由于从事数量分析的人获得了诺贝尔

经济学奖并逐渐控制了经济学界,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甚至直到现在,经济

学的走向也为他们所控制.后来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都也是这一领域

中的学者,如阿罗、希克斯、库普曼斯、弗里德曼等.尽管随着计划经济问题的

日益暴露以及完美市场的崩溃,诺贝尔经济学奖所授予的研究领域逐渐有所

扩大,但定量化和精确化还是控制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的基本意识形态.这

导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大有年轻化的趋势,至少获奖成果大多是那些数

理经济学家在青年时期做出的.

　　第四,克拉克奖得主不在此名单中的比例更高,这是因为克拉克奖更有利

于激励数理经济学的研究.事实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同

的:自然科学集中于一般规律的研究,而社会科学者所感兴趣的主要是那些特

殊的、个别的和独特的历史事件.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主要是运用基本原理

去分析大量的自然现象,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则需要是综合各方面的知识来分

析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两者产生成果的时间因而也有很大差异.如哈耶克

指出的,人类智力最佳劳动的年龄与个人成为合格专家而必须积累知识的年

龄之间的距离,随着主要研究对象的领域从纯理论学科转向具体现象而变得

越来越长,社会科学的研究尤其如此,需要后天知识的不断积累.例如,数学

家或逻辑学家也许１８岁就可以做出最辉煌的成果,而历史学家有可能到８０
岁才成就其最好作品.康德７１岁才开始写作«论永久和平»,哈耶克８０岁才

完成«法律、立法与自由»一书.而克拉克奖却奖励４０岁以下的经济学者,从
而必然会激励经济学者转向数理经济学的研究,因为数理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已经自然科学化,更容易早出成果.① 克拉克奖几乎全为数理经济学家所获

得,如萨缪尔森、弗里德曼、托宾、阿罗、克莱因、索洛、乔根森、费希尔、费尔德

① 这里,我们也可以对国内各院校热衷的博士论文百优评比进行反思.百优论文评比的初衷有
两个:一、对各院校是一种荣誉,以促使其加强对博士论文的指导和监督;二、对获得者是一种荣誉,以
激励他们重视博士论文的写作.但是,在盛行的政绩观支配下,首先由于一些名牌高校动用各种资源
对百优评比展开的争夺,使得百优论文评比已经完全偏离了其原初目的.在很多院校,百优似乎已经
成为了仅次于院士的头衔或称号,不仅百优获得者很快就连升三级,从博士毕业生很快就晋升为教授、
博导,而且各种级别的课题、奖励、职务以及其他荣誉纷至沓来,成了“赢者通吃”.有学界同仁戏说:百
优就是“五百万”,意即一篇百优论文给作者带来的各种收益贴现高达５００万元.同时,由于百优评比
中一个不成文的基本条件是在«经济研究»这类数理取向的杂志上发表论文,实际上,绝大多数的百优
论文都是数理经济学的文章,甚至很多百优获得者都是由数学和理工科专业转向经济学的.百优论文
评比必然会激励青年学子从事数理经济学的研究,却很少能够鼓励他们在年轻时代夯实理论素养,以
在思想上有所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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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斯彭斯、赫克曼、格罗斯曼、克雷普斯、卢卡斯、墨菲、施莱弗以及阿塞莫

格鲁等,尽管其中一些得主功成名就后也开始思考更广阔的社会经济问题.

二、排名表引起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

　　其实,正如阿莱指出的,尽管数学是一种工具,掌握它是很难的,但它也只

能是一种工具,一个人只有数学方面的能力和技巧并不能成为一个好的物理

学家或经济学家.根据这一看法,即使那些诺贝尔经济学奖或克拉克奖的获

得者,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也不见得是合格的经济学家.相反,不懂数学或者数

学水平不高的人往往照样可以搞经济学研究,甚至可以成为经济学大师,因为

他们同样具有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并且还具有异常的观察及提出问题的能

力.历史上特别是古典主义时期出现的一大批经济学大师基本上都出身于社

会科学,但他们的思想见解及其对经济学的影响至今源远流长.而当今经济

学界,懂数学而不知历史为何物的经济学者却所在皆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数

学教授默顿１９９７年因提出“期权定值公式”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当时说

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感到非常吃惊.”经济学皇冠

上的明珠成了数学家的“意外收获”,这说明了什么? 难怪有人告诫,如果你要

在经济学上有所作为,你应该去读数学,而不是读经济学.

　　克拉克奖和诺贝尔经济学奖激励经济学朝数理化方向发展,获奖带来的

巨大学术声誉和丰厚物质财富促使众多的经济学人为之奋斗,培养了更多类

似研究倾向的学者.两奖得主的研究领域成为新闻媒体乃至学术界炒作的话

题,追捧者络绎不绝.现代经济学主要由在美国常青藤大学任教的诺贝尔经

济学奖得主所主导,这些著名教授把自己的学生派遣到各个高校,并垄断了主

要的学术刊物以及各种学术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美国学者追随主流

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世界其他国家的学者也模仿美国的主流研究范式.诺贝

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制造”的经济学大家,垄断了指导整个世界经济发展

的话语权.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黄金时代”一度登上世界霸权登峰的美

国经济,在他们的“治理”“良策”的谋划下运行得如何呢? 当前已经持续两年

的深度危机及其在全球的蔓延做出了最有说服力的回答.

　　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强化的经济学数理化取向,引起了众多有识之士的反

思.一批“后———我向思考”经济学家对主流经济学的现状进行了深刻的批

判.① PeterSöderbaum 说:“新古典经济学接近垄断的地位与民主政治的一

般思维是不相容的.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是科学,但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

① 以下所引见后———我向思考(Post－AutisticEconomicsReview)经济学网站的扉页,htＧ
tp://www．paeco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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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经济学限制在新古典范式内意味着将一种严肃的意识形态限制强加于人.
经济系成了政治宣传中心.”SteveKeen说:“从经济学硕士或博士课程毕业

的学生,往往对经济学存在一种茫然若失的理解,对他们专业的智力发展史缺

乏正确评价,而只知追逐那种不仅妨碍其对经济学之批判性理解而且妨碍其

对数学和其他科学最近发展之鉴赏能力的数学方法.这些所知不多的学生中

少数日后成为学院派经济学家,然后重复这一过程.于是,无知便成了永恒.”

HerbertGintis说:“本科经济学是一个笑话———宏观还好,但微观就是一个

笑话,因为你知道老师讲授那些教材不是真实的.他们知道一般均衡模型不

是真实的.那个模型有很好的稳定性,但它却不能预测任何有趣的事,可他们

就教这个”EmmanuelleBenicort说:“大多数课程处于‘想象的世界’中,
它与无论何种具体问题都没有联系.”JulieA．Nelson说:“塔利班及其原教旨

主义思维是现代社会控制和压迫妇女最极端的体制.现代学院派经济学和全

球经济政策正如乔治索罗斯所抨击的,已经被‘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僵硬思

维所控制.”TonyLawson说:“作为一种解释的努力,现代经济学是很不成功

的.这一判断已在很大程度上被这个学科中绝大多数严肃的评论者所接受,
包括许多最杰出的阐释者.”GeoffreyM．Hodgson说:“因为数学已经淹没了

主要大学和研究院的课程,经济学系学生既没有受到鼓励、也缺乏工具来分析

真实世界的经济和制度.”DonaldGillies说:“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已经被

证明是很不成功的,因为它基于在经济学和物理学之间进行类比的误导.经

济学如果用另一个非常成功的领域即医学的模型来武装自身,像很多医学那

样采用定性因果方法论,可能会做得更好.”

　　我们还可以从几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原话中反思现代经济学.① 弗

里德曼说:“经济学正日益变成数学的神秘分支,而不是处理现实经济问

题的学科.”斯蒂格利茨说:“正在美国的研究院传授的经济学是一种胜利的意

识形态,而并非是科学的宣言.”科斯说:“现存经济学是一种漂浮在空气中的

理论体系,它与真实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很少有关系.”诺思说:“我们生活在

一个充满不确定和不断变化的世界,其演化采取新的、异常的方式.标准理论

对此无能为力.要试图理解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改变,就需要对我们的思

维进行根本性的反思.”里昂惕夫说:“专业经济学杂志一页接一页地充满着数

学公式,经济理论继续一年接一年地产生数理模型及详细探究它们的形

式工具;计量经济学家则将所有可能形式的代数函数套到本质上相同的数据

集合上.”索洛则说:“今天,如果你问一个主流经济学家关于经济生活任何方

面的问题,他的反应将是:让我们先假设将这个情形模型化,尔后再看将会发

① 以下所引见 后———我向思考(Post－AutisticEconomicsReview)经济学网站的扉页,
http://www．paeco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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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什么事构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就是例子中的这类过程,如此而

已.”

　　值得关注的动向还有２００１年６月１４日剑桥大学２７位博士生的公开信,
强调“经济学正被对经济现象解释和分析的单一方法所垄断,这种方法的核心

在于依赖公式化的模型推理,并被认为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而相关的证据却不

是‘硬条件’,经济学专业的主要杂志、教师以及课程都指向这个方向.”但是,
“值得怀疑的却是这种形式分析对于理解经济现象的一般适用性.”①２００１年

７月,来自２４个国家的学生、研究者和教授聚集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大

学讨论经济和经济学现状,发布了呼吁对经济学进行根本性变革的“堪萨斯宣

言”,②强调“在历史虚无主义和抽象的形式主义方法论制约下的经济理论,只
能对挑战复杂性经济行为提供有限的理解.经济学的狭隘分析方法阻碍了其

产生真正适用的、现实的政策处方的能力以及与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富有成效

的对话能力,”因而“所有经济学系应该对经济学教育进行改革,这包括对那种

强化我们这种学科的方法与假设的反思.”经济分析应该立刻朝如下几方面拓

展.“(１)拓展对人类行为的理解.经济人作为一个自洽性的理性最大化者的

定义太狭隘了,以致无法容得下诸如本能、习惯、性别、阶级和其他社会因素等

在经济心理和社会代理中的决定性作用.(２)重视文化.经济活动像所有社

会现象一样必然是根植在文化中的,这包括所有的社会、政治和道德的价值体

系和制度,它们通过强加义务、赋予和剥夺特殊选择的权利以及创造社会和团

体身份的方式,深深地塑造和引导了人类行为,所有这些都会影响经济行为.
(３)考虑历史.经济现实与其说是静态的不如说是动态的,作为经济学家,我
们必须调查如何和为何事物会有时空上的变化.现实主义的经济调查需要集

中关注过程而不是简单的结果.(４)知识的新理论.传统上被社会科学使用

的实证和规范的二分法是有问题的,要超越事实－价值的差别,形成这样的认

知:调查者的价值不可避免地与科学的调查和科学的成熟结合在一起.(５)经
验主义的基础.经济学教学中那种不涉及经验观察而赋予理论原则特权的取

向,产生了对这种解释方法的现实主义怀疑,进而提出为证实理论主张需要在

经验证据方面做更多的努力.(６)拓展研究方法.诸如参与者观察、案例研究

和讨论分析等都应该和计量经济学和正式建模一样,被视为获得和分析数据

的合理手段.基于不同的优势点并用不同的数据收集技术来观察现象,往往

可以提供新的洞见,并提高我们的理解力.(７)跨学科的对话.经济学家应该

意识到经济学内部的不同学派,也应该意识到其他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发

展”.

①

②

“OpeningupEconomics:AProposalByCambridgeStudents”,http://www．btinternet．com/
~pae_news/Camproposal．htm．

“TheKansasCityProposal”,http://www．btinternet．com/~pae_news/K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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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诺贝尔经济学奖项和克拉克奖项的设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数学的大量

引入而试图将经济学改造成像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那样的“硬科学”.但是,经
济学毕竟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都与自然科学

存在很大差异.因此,这些奖项的激励反而使得经济学日渐脱离其他社会科

学分支,而扭曲性地向物理学等攀亲,以致经济学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越来

越远,从而误导了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在这两大奖项设立之前,绝大多数最为

知名和博学的经济学家都是经济史学家,但此后经济学为追求“科学化”而导

致技术性经济学大行其道,并以此为其他学者以及青年学子设立了一个模仿

的路标.于是,人们把对萨缪尔森的评价置于他的老师熊彼特之上,将弗里德

曼置于他的竞争对手加尔布雷思之上,将与主流范式接轨的科斯、威廉姆森等

置于注重演化分析和学科交叉的凡勃伦、康芒斯等之上,将希克斯、索洛、莫迪

利安尼等置于注重人文分析的琼罗宾逊之上.而另外一些曾极大拓宽经济

学视野的经济学大师,如韦伯、波兰尼、斯拉法、斯威齐、卢森堡、沃勒斯坦等却

越来越不为青年学子所关注,至于那些试图重新引入社会科学分析思维来研

究经济学的新一代学者,如纳尔逊、鲍尔斯、霍奇逊、劳森、麦克洛斯基、费波萝

等则更不为人所知.

　　迄今为止,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所奖励的主要是提供分析工具的

数学家,而不是提供思想洞见的经济学家,后者对人类思想的影响远不如人们

想象的以及主流媒体吹嘘的那样大.许多具有杰出思想但并不符合流行时尚

的经济学家往往被拒之门外,尽管他们对经济学发展的贡献远比那些技术型

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的得主更为重要.譬如,琼罗宾逊夫人就曾

在垄断竞争、价值和价格、收入分配、资本、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军备竞赛、宏
观经济政策等众多领域取得有目共睹的学术成就,却一直无法获得诺贝尔经

济学奖.原因在于她的研究思维新颖别致而富于感染力,具有强烈的改造现

实取向,脱离了主流经济学家注重解释的“客观”分析理论框架.同样,尽管老

制度经济学的复兴者加尔布雷思撰写了大量影响广泛的著作,但由于他毕生

都在反对抽象的工具模型和数理分析,从而也无法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萨

缪尔森曾坦承,当我们的数理经济模型变成垃圾时,人们还在读加尔布雷思.
如果不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滞胀的出现,哈耶克很可能无法获得诺贝尔经济学

奖,因为他在当时已经不被认为是经济学家,从而也没有能够在大学经济系获

得教席.同样,如果不是２１世纪初这场球全球性经济危机,埃莉诺奥斯特

罗姆也几乎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可能,因为她也不被认为是经济学家,
因而受聘于大学的政治系.２００９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前,从路透社到哈佛

大学以致英国热门博彩公司的竞猜中,埃莉诺的名字从未出现过.美国«商业

周刊»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曼德尔在专栏中开门见山地说,在该奖项宣布前

“从未听说过”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这个名字,甚至连马斯金、克鲁格曼等诺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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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经济学奖得主对她的研究都知之甚少.

　　美国经济学协会是在美国历史协会１８８５年年会上成立的,当时几乎所有

参与成立经济协会的学者都属于历史协会,因此,日前为纪念美国经济协会成

立１２５周年而特别发行的«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经济学家日历»介绍的１８名著名经

济学家几乎都是思想性的.他们分别是: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马克思、穆
勒、瓦尔拉斯、马歇尔、埃几沃斯、伊利、凡勃伦、费雪、凯恩斯、熊彼特、哈耶克、
冯诺伊曼、琼罗宾逊、斯蒂格勒、弗里德曼.这些学者基本上都是活跃在

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之前或者在此之前受到经济学教育的.美国经济学协会

成立的一个基本宗旨是:鼓励对所有经济问题进行完全自由地争论.但诺贝

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的设立却为经济学的研究设立了单一的研究范式和思

维.因此,无论是从本源意义上还是实践功效上讲,人们不妨思考:如果能取

消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的颁发,是否将有利于经济学的多元化发展,防
止经济学蜕变成自我演绎的“我向思考”学科呢?

WinnersofNobelPrizeandJohnBatesClarkMedal
areActuallyUnworthyofTheirReputation
———SpeakingofaRankingListofGreatEconomists

ZhuFuqiang

　　Abstract　TheestablishmentofNobelPrizeandJohnBatesClarkMedal
isintendedtomakeeconomicsbecomeoneofthosesubjectsofnaturalsciＧ
encelikephysicsbyintroducingalargequantityofmathematics．Mostofthe
winnersareonlymathematicianswhoprovideanalyticaltool,butnoteconoＧ
mistswhocanputforwardrealideasanddeepthoughts．Thetwoprizescan
onlyencouragethemathematicalprogressofeconomicsandevenmakeecoＧ
nomicsdeclinetobejustabranchofappliedmathematics．Afterall,ecoＧ
nomicsbelongstosocialscienceandiscloselyrelatedtorealisticlife．Dueto
theincentivesbythetwoprizes,theoriesofeconomicsisbecomingmoreand
morefarawayfromtherealityanditstendencytobeautisticisfurther
strengthened．
　　Keywords　NobelPrize　JohnBatesClarkMedal　econome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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