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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经济中的社会资本

[韩]金载勋

一、前 言

  当今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希望他们国家经济的发展。这不仅涉及他们的经

济福利,也是维持他们国家独立的必要条件,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欠

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也形成了众多的发展战略。有采用最大化动员

国内资源的自立型战略,也有采纳引进外资和外国援助的对外开放战略。

  在这些尝试中,发展经济学在寻找一个共性问题的答案:经济发展最重要

的要素是什么? 首先,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稀缺似乎是最基本的。但尽管动

员了大量的国内外的物质资源,这些发展中国家也只有少数国家取得了成功,
而其他多数国家则没有成功。

  于是有些人把注意力转向人力要素。他们把它作为个体来对待,因此称

它为“人力资本”。但这还不够,现在有社会学家把它视为社会性的,所以它又

被称为“社会资本”。在这篇文章里,我将要探讨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转型经济中。所以,我力图从内部要素而不是从外部要素

中寻找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但这还不够,人性是脆弱的,“社会资本”在市

场经济本身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受到了道德上的威胁。我们应在社会内部

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我主张要建立起对社会资本而言不可缺少的环境。

二、经济发展中的老、新要素

  在传统的经济文献中,具有以下的生产函数:

Y=F(L,K)

  社会欠发达的主要因素似乎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要素的稀缺性。因此,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了许多资源动员型的发展展略。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追

求自立型发展模式,有的是在经济互助会组织的援助下,有的则没有。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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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期的中国政府就在没有经互会外援的情况下,实施了大跃进运动。
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实施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自立型经济发展战略。但这些

国家自身具有丰富的资源,如南美的多数国家和亚洲的一些国家。有些国家

是从外国尤其是从美国或苏联得到了大量的援助,如非洲的一些国家。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济发展成就并不属于上述国家,而是那些

没有太多自然资源的国家,如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所以,发展经济

学进行了重新考察。什么是经济发展中的最重要因素? 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人

力要素,而不是物质要素。物质资本的积累对经济发展来说是基本的前提,但
没有人力要素,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苏联的经济就是一个典型[克
鲁格曼(P.Krugman),1976]。

  过去中国政府也关注人的因素,但它不是指单个人的技能,而仅仅是集体

的奉献精神。仅仅是强调人,是不能提高生产力的。工业革命后世界上的发

达技术也被忽略了,这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经济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生产力的发展是最重要的。它是人力技能、知
识和创造力的综合体。它来自教育培训和边干边学,被称之为“人力资本”。
边干边 学 的 大 规 模 生 产 出 口 一 般 被 认 为 是 有 利 于 促 进 “人 力 资 本”的

(N.Kaldor,1967),边用边学的进口产品的刺激也有利于“人力资本”。所以,
开放经济被认为是有利于“人力资本”。这一生产体系被称之为“福特体系”或
“福特主义”。但在所谓的“后福特体系”或“后福特主义”也就是“产品多元化

和规模生产”的体系,而不是“规模生产和规模消费”体系中,“人力资本”更加

重要。在这一生产体系中,多技能的工人是高效率生产的必要条件。

  但个人的能力并不代表全部。社会因素也开始得到人们的关注。经济学

家开始意识到,社会网或社会关系对经济发展也产生作用。世界华人关系网

和印度裔关系网对于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以及中国人、韩国人海外移民的

关系网对于他们在美国社会中取得的成就都很重要。在中国,华侨的关系已

经得到了关注(Woolcock,1998)。同样,人们也开始对意大利以及亚洲、非洲

的一些国家社会内部的关系网络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产生兴趣(Put-
nam,1993)。所以,又可称人力要素为“社会资本”。

  但是“社会资本”的准确内涵却是模糊的。是指有利于个人取得社会成功

的私人关系网络呢? 还是指使得整个社会取得成功的社会规范和信赖?

IBRD(国际复兴开发银行,1997)评价了“社会资本”在欠发达国家中经济发展

进程中的重要作用。韩国人或波多黎各人通过他们的关系网能够提高他们在

美国社会中的经济地位,但不能超越这一关系网络而进入美国主流社会(Ol-
son,1982;PortesandLandolt,1996)。在这一情形下,个人关系网成为一个

难以避免的限制。所以,人际关系网对于我们的成功是否给予一定的帮助取

决于经济或社会的发展阶段。私人关系网对于欠发达国家中的穷人或发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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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的海外移民的生存而言是一个有用的因素。但处在较高发展水平阶段的

社会资本是一个公共网络,是规范和信赖。具有公平竞争规则的公正、信赖社

会,对于社会较高层次的发展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三、转型经济中的社会资本

  当前,世界上存在着很多的转型经济体。为了追求较高的经济福利,他们

选择摆脱中央计划经济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但是转型的结果是多方面的,转
型过程也是混乱的。有些国家在转型中充满了暴力,并使经济状况更加恶化。
有些国家虽然在经济上不是太糟糕,但社会却陷入无序状态之中。这些问题

的根源是什么?

  我认为,我们必须在这一背景下探讨什么是市场经济。我认为,这些转型

经济体错误地引进了市场经济。如果仅仅引进个人生产、交易和个人购买、消
费,这不能算作是市场经济。主流经济理论认为,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经济法则

是在有限资源的约束下实现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亚当·斯密告诉我

们,自私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要素。如果我们认为这是惟一的要素,那么所

有的自私对于市场经济来说都是好的,任何手段的自私都是正当的。

  马克思曾经说过,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中只有拜物教,在资本主义经济中

只有剥削和掠夺。在转型之前,人们似乎被教导这样认识市场经济或资本主

义经济。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被强迫着转入市场经济。他们对市场经济感

到一种不确定性,并产生恐惧。因此,他们倾向于把市场经济当作谋生和追求

个人成功的经济体。当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很多的问题,但市场经济并

不仅限于此。转型经济体必须把市场经济作为一个体系,如果仅有自私而没

有社会规范,他们无法阻止混乱。

  没有社会准则和缺乏信赖的社会的前途是暗淡的。一个没有社会准则、
充满了自私的社会里将充满了掠夺和复制品。这样的一个社会将充满了商业

欺诈和软件产品的市场失败。最终,他们将锁定在一个简单的制造经济而不

能发展到一个较高的层次。而且,一个社会里充满了自私的官员,又会导致整

个社会的腐败。民众对官员缺乏信任,将导致国家政策的失败,以及民众对官

员和政府的不满。

  因此,转型经济应当关注市场经济的内部秩序。当亚当·斯密论及自私

时,他也提到了社会仁爱。韦伯把人内在的动机作为资本主义经济中最重要

的因素。他认为西欧的新教伦理构成了促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本家精

神。在新教教义中,新教徒把自己的职业看作是上帝的召唤。利润和财富只

是一个结果,而不是终极目的。这一结果不是个人努力的结果,而是上帝的旨

意。所以,人们在临终前能够把财富归还给社会。生产好的产品,是在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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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耀之下实现自我价值、为周围的人行善的一种方式。而这一点类似于亚

当·斯密社会仁爱。

  但如果把这些理念视为天生的,或是宗教的结果等诸如此类,显然是不合

适的。韦伯(1904)区分了儒家思想和新天主教,在东方社会中是不会产生现

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但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开始关注儒家思想,并把它当

作东亚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而且讨论了“儒家资本主义”。但这是相互

矛盾的。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之后,把东亚的经济危机最终刻画为“任人唯

亲的资本主义”(FimminisandRuggerone,1999),也可称之为“任人唯亲的社

会”。必然要存在着这么一个社会因素。这里,我想还是必须再一次参照马克

思的观点。他认为,自资本原始积累以后,市场经济的法则必然以暴力强制人

们陷入这样的一种状况。波拉尼(K.Polanyi,1943)也曾经这样论述,市场经

济的石手磨将会导致这样的情景。我们可以认为,一旦市场或资本主义的强

制驱动力被内置到人类中。那么对我们来说,这种驱动力就好像是遗传或宗

教伦理。

  希克斯(J.R.Hicks,1969)认为,市场贸易者或市场参与者遵守市场规

则,是因为他们知道市场交换会给双方带来利益,贸易会给他们带来利润。但

他认为,这还另外需要一个体系或市场秩序来保护财产和契约不受免遭暴力

侵害,这样就产生了社会制度或法律。因此,我们可以说,没有适当的社会体

系,个人驱动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此,转型经济必须严肃地对待市场经济的内部秩序。我们可以把它分

为三类:

  第一,市场经济的预期。不仅是个人的自私,还要唤起个人的觉悟,对契

约的遵从和相互信赖是必要的。人们必须意识到,保持这样的觉悟,最终是对

他们自身有利的。

  第二,个人自愿并不是全部,并不能提供所有的保障。它是非常脆弱的,
必须要有规则、法律和管理。如果有人不遵从契约,社会应当强制他遵从。若

总是非法侵占他人利益或欺骗他人,就要受到惩罚。

  第三,法律和管理并不能监控人们所有的行为。社会成本将是巨大的,但
仍然会有疏漏。对付这些疏漏,我们只能依赖社会自觉。公民的自觉监督和

管理将是非常有益的。所以,我们需要公民的自愿组织或公共组织发挥作用。
通过这样的体系,社会将有一个自检和平衡的系统。它将布满了规则、法律

和管理。

四、结论:社会资本面临的重大威胁及应对措施

  当市场经济还处在起步阶段时,社会中充满了无序。当每个人还都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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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局外人时,私人社会网络可以为他提供保护,使他得以生存。但当每个人

或市场经济进入一个更高的阶段或成熟阶段后,必须要有法律和管理所编织

成的社会公共网络。惟此,才可能有社会秩序和信赖。成熟的市场经济将在

世界中得势或取得霸权地位,因此我们称之为帝国主义,并反对它。对待欠发

达国家,它或者是采取军事占领的帝国主义,或是采取自由贸易帝国主义或新

自由主义。对它们的反抗是正确的,也是必须的。但在这一成熟社会的内部,
应该有我们所提到的那种体系。现在,我们称之为“社会资本”,它对经济发展

和社会福利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但社会资本也非常脆弱。它不是能够自发地自我维持的。为什么? 威胁

并不是来自社会或经济的外部,而是来自社会和经济本身。这就是资本主义

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注定会有阶级差别和贫富不均的问题。另外,资本主义经

济还会有经济周期或阶段性的经济危机。这将给人们特别是穷人带来难以忍

受的痛苦。人性是脆弱的。即使他们想遵从契约和规则或是管理,但有时他

们所经历的痛苦是难以忍受的。

  因此,社会资本不是可以自发地实现自我维持的。必须要有一个安全网

络,也就是社会安全网络和社会政策来保护那些穷人和商场上的失意者,这个

体系必须保护陷入困境的人们。随着经济进入成熟阶段,制造业比重必然要

下降,服务业必然要上升。就业将变得越来越不稳定。穷人或失意者的生活

将越来越艰难。“社会资本”将要崩溃,而且要呼唤自觉。近来的IT经济或

任职经济这一状况更加恶化。

  这时,市场经济的强制力或石手磨并不是必需的。几乎所有的人类都是

顺从的,他或她想要工作,他们需要一个不是过于艰苦的职位来工作。工作不

是一项义务,而是一项权利。但就业形势正在恶化。所以,经济公平以及有关

劳动和资本之间社会政策之间的斗争也越来越重要。个人的动机或自觉并不

是来自于人类自身或人文精神,而是从社会体制中得来的。世界上的每个政

府都要谨记这一点。政府能够而且必须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出合适的社

会环境。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生 周平轩 译)

冯金华点评①

  金载勋教授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用“社会资

本”的概念来概括那些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无法解释的因素,在这方面做了很好

的工作。

① 冯金华(1957-),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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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的概念是不断发展的。开始时人们讨论较多的是“物质资本”;后来,
人们开始讨论“人力资本”,以及“知识资本”:再后来,“组织资本”的问题也被

越来越多的人提及。现在,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概念也有其合理的意义。

  我想指出的是,作为一个概念,社会资本还有如下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讨

论。一个是定义问题———需要一个明确的能够被广泛接受的定义;第二个是

量化问题。资本的量化一直是个难题。社会资本更是如此;第三是分类问题:
社会资本包含的因素较多,如何将这些因素进行合理地分类,仍需进一步研究

和讨论。

  最后,我想说的是,要注意防止将社会资本的概念“泛化”,把什么东西都

当作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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