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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危机:
唯心抑或唯物?

赵 磊

  内容提要 当下学界流行的方法论分类尚不足以把握主流经济学方法论

的本质。从“唯心”和“唯物”的分类标准来看,用“心理”来解释“心理”是“经济

人假设”内在的硬伤。20世纪中期以来,长期支配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唯心教

条”遇到了来自社会学界、心理学界以及经济学界的挑战。如果说以往的挑战

还缺乏实证分析的支撑,那么基于实证分析的“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

挑战就不能再被视为无稽之谈了。于是我看到,在放宽“假定”的不断退让中,

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中的“唯心”根基正在逐渐遭到侵蚀。承认这种“侵蚀”,

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危机,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洞察西方

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演变趋势。

  关键词 西方经济学 唯心和唯物 方法论 经济人假设 行为经济学

  用“唯心”和“唯物”来为经济学的方法论分类,这在当今恐怕是有些不合

适宜的。因为目前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分类,显然早就突破了“唯心”和“唯
物”的理论框架。然而,尽管经济学界已经提出了林林总总的分类———诸如实

证主义、证伪主义、历史主义、个人主义、整体主义等等,而且这些分类也有助

于人们全面地认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和演变,但分类的意义毕竟并不

只是方法论在形式上的重构,更不是方法论名称的堆积和数量的增加,而是在

于对不同方法论的根本性质的比较和把握。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唯心”
和“唯物”的分类标准并没有过时,它对于我们科学识别和把握西方经济学方

法论的本质所在,依然是一个十分有效的工具。基于此,在本文中,笔者以“唯
心”和“唯物”的分类标准为依据,考察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危机及其发

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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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在的硬伤:用“心理”解释“心理”

  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的:(1)视角(perspective);(2)参照

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3)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① 在我

看来,“视角”是整个分析框架的基础所在。所谓“视角”,也就是观察问题的出

发点和前提,经济学方法论的根本区别取决于观察问题的视角不同。因此,
“视角”无疑是经济学方法论的本质所在。

  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观察问题的“视角”是四个“结构前提”和一个“经济

人假设”。这四个“结构前提”是:给定的“技术结构”、“偏好结构”、“资源结构”
和“制度安排”。而“经济人假设”的内涵则是把任何时代以及不同社会的人都

抽象为“理性”和“利己”的人,在“利己”目标的指引下,“经济人”的行为基于

“理性”的算计而与既定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无关,至于为什么人是“理性”和
“利己”的,则被归结于人类永恒不变的本性。西方经济学把人的这种不变的、
永恒的本性看成是每个人行为动机的基本原因,而社会经济运动就是个人行

为的加总及其由此产生的结果。这种从个人本性出发的分析思路,构成了西

方经济学理论大厦的根基———即学术界通常归纳的所谓“个人主义方法论”。
其实,“个人主义方法论”(与“整体主义方法论”相对应)仅仅是西方经济学方

法论的特征之一,用“个人主义方法论”来概括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只是从分析

元素上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把握,这种把握尚未抓住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

本质。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四个“结构前提”把技术、偏好、资源和制度锁定

在孤立的、静止的状态下,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的观察视角;“经济人假设”
把人类的本性视为原子式的、个人的、主观的、永恒不变的范畴,这是典型的

“唯心主义”方法论。因此我认为,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才是西方经济学方

法论的本质所在。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看来,人的行为是由人性决定的,而人性又是由人类永

恒不变的心理决定的。用心理分析来说明人的行为选择不仅是西方主流经济

学最基本的分析方法,而且也是西方经济学的学术传统。比如,米塞斯说:“心
理活动导致行为”;②哈耶克说:“假如有意识的行为可以被‘解释’,那么,它也

是心理学的而不是经济学或其他任何社会科学的任务”;③ 凯恩斯关于“决定

有效需求的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理论,则是心理分析的典范。

  “经济人假设”把人性建立在永恒不变的心理活动的基础上,虽然符合人

们当下的经验直觉,但却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内在硬伤:它无法说明“人的心理

①
②

钱颖一.现代经济学在美国[J].财经问题研究,2003(1).
③ G.M.霍奇逊.新制度经济学宣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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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是由什么决定的”,也就是说,为什么是“这种”人性而不是“那种”人性?
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决定人类行为的“心理活动”又是“由什么决定的”,逻辑

的选择就只能有两个:(1)坚持心理活动的“本体论”(即用“心理”来解释“心理

活动”),放弃寻求心理活动背后动因的一切努力;(2)用心理之外的客观因素

来解释人的心理活动(比如,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

筑”分析)。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界也有人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解释心理活

动,比如,坚守“经济人”信条并将其扩展到人类经济行为以外的贝克尔(Gary
Becker)在《社会经济学》中,通过“社会资本”概念,将社会规范和他人价值观

对决策者个人的影响引入经济分析框架,确认了社会因素对个人经济行为的

决定性影响①———但是,不知是过于自信还是有意回避,主流经济学面对这个

追问却泰然自若地做出了第一种选择,依然固执地坚守在“唯心”的阵地上。

  对于私有制社会(尤其是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私有制社会)而言,“经济人

假设”无疑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因为抽象的“经济人假设”其实并不抽象:它不

过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下人的本性的高度概括而已。然而也正是这个“并不

抽象”的假设使“经济人”的解释力受到了历史的局限,一旦超出私有制和市场

经济的时空范围,“经济人假设”就会陷入尴尬的境地。毫无疑问,“物质动机”
是人类“利己”行为的出发点,西方经济学把“物质动机”视为经济人“利己”行
为的出发点,这是正确的。在物质匮乏的背景下,个别人的“利他”行为(如雷

锋)之所以彰显出高尚、伟大和不平凡,是因为“利他”行为往往是物质层面的

“利他”,缺乏必要的物质支撑,“利他”行为就很难“普世化”。但西方主流经济

学却不明白,不仅“物质动机”只是人类心理活动的一个层面,而且“物质动机”
在人类心理活动中的主角地位,也并非是不可动摇的。美国当代人本主义心

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分层理论”证明:物质财富与人类心理活动中的“物质动

机”成反比,与“非物质动机”成正比②———这个道理在今天并不是什么乌托邦

的理论猜测,而已经是越来越鲜活的现实。随着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类

心理活动的“物质动机”将趋于递减,而“非物质动机”(比如对精神的追求)会
越来越凸现,只要看一看当代绿色和平运动、自愿者行动、环保潮流的强劲势

头,我们就清楚了。正如我国学者汪丁丁所说:“一旦群体中多数人的行为不

再是效率导向的时候,自利性假设将失去解释力。这一趋势在后工业社会里

看得非常清楚(西欧、北欧和北美的部分地区)”。③

  其实早在100多年以前,马克思从“唯物辩证法”的观察视角出发就已经

发现:“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利己”行为和“利他”行为的

①
②

③

汪丁丁.行为、意义与经济学[J].经济研究,2003(9).
马斯洛等.人的潜能与价值[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北京:华

夏出版社,1987.
汪丁丁.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J].社会学研究,1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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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基础都是现实的客观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人性归结为“社
会关系的总和”。① 由此出发,马克思深刻地洞察到,人类“利他”行为的普世

化必须以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为前提。令人遗憾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始终

坚持“唯心”的方法论,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寻找人类心理活动背后的客观动

因。在“唯心”方法论的指导下,西方主流经济学坚持用“心理”来解释“心理活

动”,拒绝历史地解读人类的心理活动,把“理性”和“利己”视为人类永恒不变

的心理偏好,也就并不奇怪了。

二、哈耶克等人的“反叛”

  早在20世纪以前,“经济人假设”就曾遭到历史学派(罗雪尔、希尔德布兰

德等)和制度主义(凡勃仑)的抨击。(杨春学:《“经济人”的三次大争论及其反

思》,《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5期)。虽然这些抨击相当尖锐,但由于其依据

主要来自于伦理道德方面的诉求,故难以对西方经济学的“唯心”视角构成真

正的威胁。

  然而,用“心理”来解释“心理活动”只是无意义的同义反复,“心理活动背

后的客观因素究竟是什么”———这个“追问”是无法回避的。面对这个“追问”,
支撑当代经济学方法论的“唯心”根基逐渐在遭到侵蚀。20世纪中期尤其是

80年代以来,长期统治西方经济学的“唯心教条”开始遇到了无情的反叛,这
种反叛来自于社会学界、心理学界以及经济学界的新的研究成果。从纯理论

的“规范”研究来看,有四个学者的“反叛”值得一提。

  第一个是哈耶克的“进化理性主义”。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

学区分了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两种理性主义:一是建构理性主义,即认为社会秩

序是人类主观意识设计的产物;二是进化理性主义,即认为社会秩序是“自发”
进化的产物。哈耶克从“进化理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强烈地质疑了建构理性

主义。进化理性主义发现:“只有少数社会建构是人们有意识设计出来的,而
绝大多数的社会建构只是‘生长’出来的,是人类活动的未经设计的结果”。②

不难看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唯心主义方法论是建构主义的典范。有趣的是,
哈耶克把理性主义区分为“建构”的和“进化”的,其本意并不是要清算主流经

济学的方法论,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打入建构主义的范畴加以批判(这种批判

见之于《通向奴役的道路》、《自由秩序原理》、《致命的自负》等著述中而为我国

学界所熟知)。哈耶克的目的当然不会实现。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

历来主张:“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一个社会即使探索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p18.
张宇等.马克思是建构主义者吗[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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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律取消自然的发

展阶段”,①“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

人们的意识”。② 哈耶克用“建构”和“进化”来表明自己与马克思的根本区别,
显然是歪曲了马克思主义。与其说马克思主义是建构理性主义,不如说马克

思主义是进化理性主义;把社会秩序及其建构看成是“自然”(自发)的过程,这
恰恰是马克思与哈耶克的相同之处。两者的区别在于,马克思认为这个自然

(自发)过程的规律是能够被人们认识和把握的,而哈耶克却认为历史规律是

不可知的。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的“可知论”蕴涵着“改造旧世界”和
“期待新世界”的主张,哈耶克便武断地将其归入建构理性主义。其实,社会建

构“不是人们有意识设计出来的结果”,并不等于社会建构的趋势“不能把握和

预测”。如果把“不可知论”的逻辑贯彻到底,那么哈耶克极力为自由市场经济

提供的那套理性辩护和预测又何以可能? 不过,尽管哈耶克最终坚持不可知

论、否认客观规律的唯心主义的基本立场,但他将“理性”区分为建构理性主义

和进化理性主义,并对前者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不仅说明他意识到了这种区分

(“自发”和“人为”)是方法论的本质要害所在,而且也表明了在西方经济学方

法论中出现的微妙变化:否认建构理性主义必然导致对西方经济学“唯心教

条”方法论的怀疑(尽管这是不自觉的)。我以为,这也正是哈耶克比其他主流

经济学者高明之处所在。

  第二个是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西蒙认为,“经济人假设”中的“无
限理性”一说,是缺乏说服力的。在现实中,人的理性会受到以下条件的制约:
(1)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2)信息的不完全性;(3)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

性。在这些客观条件的制约下,人们的认知能力和“理性”程度就不可能是“无
限”的,而只能是“有限”的。因此,人们的行为选择标准不会遵循“完全理性”
给出的“最优决策”,而是遵循“有限理性”给出的“满意决策”。③ 自从“有限理

性”提出以来,不仅“经济人假设”的解释力从此缩小了,而且西蒙强调环境、信
息等客观因素对主观心理活动的影响,这种分析方法显然是对主流经济学“唯
心教条”的公然反叛。

  第三个是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M.Granovetter)的“嵌入理论”。格

兰诺维特认为,“经济人假设”是一种“社会化不足”(undersocialized)的观念,
他把这种“经济人”称为“低度社会化人”。由于“低度社会化人”把人的行为看

作只是原子式的个人的孤立的活动,而不是既定社会关系和结构的产物,无视

行为者当下所处的社会环境,无视人与人之间行为互动的事实,因而最终无法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p12.p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p32.
西蒙.管理行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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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个人的行为选择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真实关系,无法解释行为选择背后的

真实原因。格兰诺维特从波兰尼的“嵌入”概念出发,就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

的关系提出了富有“唯物”色彩的“嵌入理论”。格兰诺维特认为,人不是脱离

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像原子个人似地进行决策和行动,而是“嵌入”于具体的、
当下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中作出符合自己主观目的的行为选择。① 稍后,他
又提出了三个命题:第一,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第二,经济生活依

赖于社会网络而运行;第三,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建构。换言之,他认为经济

制度起初未必源于理性选择,很可能是社会历史的遗留,仅靠理性选择不能充

分解释经济行为,而经济学在剔除“非经济动机”方面已经走得太远了。② “嵌
入理论”把行为人的选择置入既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不仅点到了

“经济人假设”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的缺陷,而且也击中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

中的“唯心主义”要害。

  第四个是罗纳德·科斯的“交易费用”。1991年,科斯在领取诺贝尔经济

学奖时对《企业的性质》作了如下评价:“我认为,这篇论文最重要的东西,是将

交易费用明确地引入经济分析。”③由科斯提出的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最

基本、最重要的概念。其实,交易费用是经济学中“成本”(耗费)概念的引申,
但交易费用并不是单纯的物的“成本耗费”,而是人与人打交道(经济关系)的
“成本耗费”。交易费用通常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履约成本等。新制度经

济学通过“交易费用”,把经济活动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一般化,从而否定了“黑
板经济学”对“经济人”那种孤立、静止的形而上学的观察视角。从交易费用出

发,新制度经济学在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等方

面,对促进主流经济学“回归现实”也做出了努力。尤其是道格拉斯·诺思的

“制度变迁理论”,对我国转型经济的理论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至于有人

说:新制度经济学科学地解释了制度的起源、变迁和作用。在我看来,诺思等

人只是把握了制度产生、变迁的具体路径,并由此细究了制度的功能,却并未

找到制度产生的真正根源,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未能超过马克思。④ 我以为,
如果他们不从根本上放弃唯心主义方法论,他们就永远超不过马克思。新制

度经济学的贡献并不在于说清了制度的起源(尽管他们提出了一个理论框

架),而在于承认了制度的历史性、可变性(尽管他们坚信市场经济终结了制度

变迁的历史而最终否定了制度是一个历史范畴,从而也就否定了他们有关制

①

②
③
④

汪和建.“经 济 生 活 的 新 经 济 学”:一 个 批 判 性 述 评 [J].马 克 思 主 义 与 现 实,2000(6);
Granovetter,M.EconomicofActionandSocialStructure:TheProblemofEmbededness[J].American
JournalofSociology,1985(91).

郑也夫.新古典经济学“理性”概念批判[J].社会学研究,2000(4).
费方域.论科斯对微观经济学的贡献[J].外国经济与管理,1995(6).
赵磊.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制度抑或技术? [J].哲学研究,19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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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第7辑 赵 磊: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危机:唯心抑或唯物? 83   

度历史性的理论逻辑),不再把制度看作是“给定的”,而是内生于经济过程之

中,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和决策。

三、卡尼曼和史密斯的挑战

  如果说上述学者们对主流经济学的反叛还缺乏实证分析的支撑,那么基

于实证分析的“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发起的挑战就不能

再被视为无稽之谈了。说到“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有两个人物不得

不提及:一个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另一个是乔治

·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弗农·史密斯。前者是行为经济学的领军人物,后者

是“实验经济学之父”。由于在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开拓性贡献,两人

共享了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行为经济学的贡献在于将心理学的前沿

成果引入经济学研究,发现了人类行为和决策的不确定性;实验经济学的贡献

在于运用实验的方法和技术考察人的心理倾向,从而为经济学提供了检验、分
析行为选择的有效工具。两者的研究结果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提出

了实实在在的不利证据。虽然在这之前,赫伯特·西蒙就以其著名的“有限理

性说”批评了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然而与以往的“纯理论”批评不同,
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是从实证和实验的基础上展开分析的,因而其结论

具有可重复的实证依据。概括起来,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在以下三个方

面都发现了与“经济人假设”不同的反常现象。

(一)理性反常

  按照“经济人假设”,行为人具有充分的计算能力,并总是追求效用最大

化;即使存在不确定性,行为人也能通过概率来判断比较各种可能方案的预期

效用。但行为经济学却发现,在不少情况下,行为人并不是根据“成本与收益”
而是根据“其他的依据”进行决策,因而效用难以实现“最大化”,“经济人”甚至

并不追求“最大化”。这些“其他的依据”是:(1)现实世界存在着行为人不能克

服的困难,限制了对“最大化”的追求;(2)行为人的心理认知受到外界因素干

扰,出现了偏离成本和收益计算的结果。例如,1985年卡尼曼等人做了一个

著名的“银行出纳员实验”,实验主体被告之:林达主攻哲学,她深深关注歧视

和社会公正问题并参加反核示威运动。实验主体应据此判断林达是:a.女银

行出纳员;b.女银行出纳员和活跃的女权运动者。结果有近90%的实验主体

选择了b。该例说明,行为决策中出现的偏见往往是外界因素“启示”的结果。
行为经济学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锚定效应”(即人们在判断时常常过于看重

显著、难忘的证据)和“框架效应”(即信息的不同表达方式会引导心理倾向和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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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选择)是心理活动和行为选择的常见现象,①制约人类“心理活动”背后的

因素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复杂性。

(二)偏好反常

  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人具有完全的意志能力,其偏好是连续的、稳定的,
因而是不变的。但行为经济学却发现,人们的偏好并不是连续的、稳定的,而
是可变的。1990年,特维尔斯基和塞勒做了如下实验:第一步,要求实验主体

在两个期望值相同的赌博中进行选择。H赌博以较高的概率赢得一个较小

的价值(比如以8/9的概率赢得4美元),L赌博以较低的概率赢得一个较大

的价值(比如以1/9的概率赢得40美元)。结果有71%的人选择了 H赌博。
第二步,要求上面的实验主体给两个赌博定价,让他们标出愿意出售两个赌博

的各自最低价。结果有67%的人对L赌博给出了一个更高的价格。行为经

济学的实验发现,在实验的前期人们偏好H赌博,而在后期却偏好L赌博,这
种被称之为“偏好颠倒”(preferencereversal)的现象说明,人们并不拥有事先

定义好的、连续稳定的偏好,偏好是在判断和选择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并受

判断和选择的背景、程序的影响。② “偏好颠倒”的实验对于我们确认人类心

理活动的历史性,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三)利己反常

  主流经济学坚信“经济人”的追求目标是自我利益,然而现实生活中有许

多反例与此不一致。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西方人到餐馆吃饭付小费:如果说付

小费是为了得到更好的服务,人们一般是在用完餐后才付;如果是为了将来得

到更好的服务,可是多数人在偶然光顾的餐馆里也付小费;不付小费并不会受

到起诉,而付小费却直接减少了行为者的自我利益(金钱)。究竟是什么因素

导致了“利己反常”? 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发现,人们放弃自我利益的原因除了

对社会规范的尊崇以外,更在于人们对“自我利益”以外的价值(如公平)的强

调。比如,在一个“团体交换”的实验中,每个实验主体得到了同样数目的货

币,要求他们对一个“团体交换”的公共项目投资(每个人的投资额是保密的),
并告诉他们,投资完成后所有人(不论是否投资)都将平均分配投资收益。按

“经济人假设”判断,投资不会发生。但实验结果是:实验主体平均投资了初始

货币额的40%~60%;重复实验的结果也表明,投资比例随着重复次数的增

加虽然在下降,但不会降为零;实验中还出现了一个有趣的“重新开始效应”,

①

②

魏建.理性选择理论的“反常现象”[J].经济科学,2001(6);湛志伟.坎内曼与塞勒对行为经济
学的贡献[J].经济学动态,2002(9).

湛志伟.坎内曼与塞勒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J].经济学动态,2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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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每当宣布实验重新进行多少次时,下降的投资水平又回升到40%~60%。
该实验说明,尽管“搭便车”的行为会压抑人们的投资热情,但愿意为公共事业

尽力的心理也是人之常情。

  行为经济学中著名的“最后通牒”游戏的实验表明,公平也是内在于行为

人心理的追求目标。该游戏有两个玩家A和B:A有10元钱但必须与B共

同分配,分配额的决定权在A,若B不接受A的分配方案,这10元钱就会自

动消失,谁也不能得到任何好处。按照主流经济学对人性的理解(个人效益最

大化),B应当接受A提出的任何分配方案,哪怕B在分配中只能得到1元

钱。因为在B看来,得到任何数额的钱都是自我状况的“改善”。从“经济人”
假设出发的博弈结果(均衡解)必然是:A得9元,B得1元。然而,实验结果

令主流经济学大跌眼镜:不仅B会拒绝A提出的“抠门”方案,而且A常常会

与B对半分享这10元钱。现实的博弈表明,玩家并不追随“最大化”的人性

假设,而是倾向于“合作”和“互惠”,一种分享、互惠的关系在陌生和敌意中也

能顽强地生长出来。“最后通牒”还有一个升级版:某个玩家获得10元钱,他
通过互联网与并不相识的其他玩家联系。如果他把钱寄给另一个人,则金额

将放大3倍,比如寄出5元钱,对方将得到15元。游戏的关键是接下来的部

分:得到钱的人将做如何反应? 他会不会出于感激回报寄钱者? 按“经济人”
假设,受惠者没有必要和动力去做回报的举动,因而不会把钱再寄回去。试验

的结果却出乎意料,尽管可以不做任何回报,但大部分受惠者都做出了回报,
且75%的玩家的回报超过5元。“最后通牒”的实验有力地表明,公平同样是

不可剥夺的,也是自我利益不可替代的人类基本要求。

  尽管行为经济学的根基依然是“心理分析”,但它多少已经触及了心理活

动背后的因素(社会环境)。我认为,行为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挑战的意义,不
仅在于证明了人的行为并非一定是理性的(心理活动的一致性和非历史性),
而且在于寻求心理活动“唯物”基础的努力(心理活动的唯物性和历史性),并
取得了初步成绩。正如我国学者汪丁丁所言:“经济学在西方的实践和在中国

的实践都指向同一个演化方向———新的经济分析框架必须考虑社会因素对经

济行为人的影响。”。①

  事实上,从唯物辩证法来看,理性也好,非理性也罢,心理活动和行为的本

原都是“唯物”的,都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因而是历史的、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的

心理活动和人的行为都可以在现实客观存在的基础上得到科学的解释。100
多年以前,马克思就已经用唯物辩证法揭示了这一点。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以

来,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强劲攻势下,我国经济学界似乎离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

渐行渐远,“离道久矣”。然而,看来“马克思幽灵”有着极强的生命力,100多

① 汪丁丁.行为、意义与经济学[J].经济研究,2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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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后,如果说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傲慢可以无视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指手

划脚,那么行为经济学从心理学的角度再次确认了人类心理活动和行为的历

史性,无意之间为唯物辩证法提供了新的证明(马克思的幽灵回来了),这不仅

是主流经济学难以接受的,恐怕也是行为经济学始未预料到的结果。

  不过,行为经济学对“心理活动背后动因”的触及仍是不自觉的,不彻底的

(行为经济学质疑主流经济学的初衷不过是想强调:人的行为不仅受利益的驱

使,还受多种心理因素的影响,如本能、偏见、歧视和嫉妒等。可见其根本视角

仍然是“唯心”的)。我以为,这种“不彻底”恐怕与他们仍难以摆脱其根本的世

界观(唯心主义的方法论)的束缚不无关系。从根本的方法论来看,虽然与主

流经济学一样,行为经济学仍然是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但行为经济

学从心理学的角度证明了人的行为并非一定是理性的,而且无意之间触及到

了心理活动背后的“唯物”动因,这无疑从内部动摇了支撑西方经济学方法论

的“唯心”根基。我认为,这才是行为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挑战”的历史意义

之所在,这才是行为经济学对当代经济学的真正贡献之所在。

  今天,或许是因为卡尼曼和史密斯获得了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行
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才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获奖固然当之无愧,然而

不论是否获奖,随着时间的推移,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深远意义自会显

现出来。有人高度赞扬其贡献昭示着“现代经济学正日益向经济现实回归”。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与其说这是“向经济现实回归”,毋宁说这是由

“唯心”向“唯物”的回归。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从心理分析出发,导出了

许多并不“唯心”的结论,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这种发展趋势很值得我们深思。

四、结语

  概括以上的分析,笔者引申出以下两点结论:

  (1)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危机,并不在于它不能说明市场经济中人的

“理性”行为,而是在于它不能说明市场经济中人的“反常”行为。这一点,即使

是来自主流经济学阵营中的学者也难以断然否认。换言之,“经济人假设”的
局限性并不是它不能解释当下的经济现实,恰恰相反,由于它是从“市场经济

中的人”的视角来看问题的,因而它对现实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然而,这种非

历史的、“唯心”的观察视角正是“经济人假设”的历史局限性所在:一旦超出私

有制和市场经济的范畴,“经济人假设”就会部分失效甚至完全失效。当然,令
“经济人假设”完全失效的条件还远未到来,也许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也不

会到来。只要这个令其失效的条件还未成熟,居于话语霸权的“经济人假设”
就不会失语。但是,如果西方经济学不放弃方法论的“唯心”视角,“经济人假

设”对发展着的实践的解释力就会越来越弱,直至最终被颠覆。我国学者汪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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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曾敏锐地看到:“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已经发生了危机”①,然而这个“基
础”到底是什么,汪丁丁却并未深究。本文的分析表明,这个“基础”就是西方

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唯心”视角。

  (2)由于主流经济学似乎并未意识到“经济人假设”的局限性根源于其方

法论上的“唯心”视角,因而他们也就无法理解:经济人的“反常”行为恰恰是人

性并非永恒不变的一个写照和注脚———今天的“反常”在明天可能就是“理
性”,今天的“理性”在明天可能就是“反常”,正如马克思所说:“整个历史也无

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②。为了给这些“反常”行为一个说法,西方主

流经济学只好不断放宽“假定”。然而,放宽“假定”固然能暂时与现实保持一

致,却与“唯心”的观察视角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距离。于是我们看到,在放宽

“假定”的不断退让中,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中的“唯心”根基正在逐渐遭到

侵蚀。承认这种“侵蚀”,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危机,而
且也有助于我们洞察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演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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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onsconstantly,theidealisticfoundationofwesternmainstreameconomicmethodologyis
beingcorrodedgradually.Toadmitthiskindof“corrosion”cannotonlyhelpustounder-
standthecrisisofwesternmainstreameconomics,butalsohelpustoinsightthedevelop-
menttrendofwesternmainstreameconomic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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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economicman behavioral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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