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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十周年:回顾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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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副会长;经济规律研究会常务理事.

　　内容提要　由法国学生发起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是新世纪以来经济

学界重大的历史事件,它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提
出了一整套经济学教育与科研的改革纲领.但是,在反思“经济学改革国际运

动”十周年之际,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运动自身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它没有更多

地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学发展上的特殊要求,也没有揭露美国战略家把经

济学作为战略工具对中国等国家发起的“经济学战争”.虽然“经济学改革国际

运动”的兴起标志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统治地位已成强弩之末,但是,这种改革

运动几乎没有对中国经济学界产生影响,中国经济学界不仅出现了学术殖民地

的现象;而且美国战略家通过对中国发动的 “经济学战争”,目前在中国已经相

当程度上把西方主流经济学转变成一种精神鸦片而麻木.中国经济学界需要

拨乱反正,纠正对经济学自由放任的不当政策,改革中国大学经济学教学课程

体系,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李斯特国民经济学和西方非正统经济

学的教学,粉碎美国战略家把经济学作为政治工具支配中国人的思想并由此对

中国实行新型殖民统治的阴谋.

　　关键词　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　西方主流经济学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经济学战争　中国经济学

　　采访人陆夏(以下简称陆):贾教授您好,您不仅是国内对西方演化经济学

的最早研究者,而且,我知道,“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也是您一手介绍给国内

学术界的.您不仅在“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研究上发表了大量论文,而且

也主持完成了教育部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与此相关的两项课题的研究,出版

了一本译著和两本研究专著.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又遭到

了猛烈的批判.２０１０年恰好是“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十周年,您能简单地给

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运动的概况吗?

　　贾根良(以下简称贾):好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是一种反对西方“主
流”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学术运动,英文原名为Postaut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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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smovement.在英文中,“autistic”是精神病学中的一个术语,其含

义是“自封闭的”、“幻想的”或“虚构的”,由于“postautistic”在中文中难以找

到相对应的术语,因此,笔者在２００３年３月把这个运动介绍到国内时,称之为

“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这个运动发端于２０００年６月的法国,当时一群学经

济学的学生在互联网上发表了一封对他们教授的请愿书.请愿书认为,经济

学教学是有缺陷的:数学本身已成为一种追求的目标;新古典经济学的支配地

位是压倒性的和不公正的;教条的教学方式,不允许批判性的和反思性的思

考.其结果是一种自我封闭(autistic)的科学.法国学生使用精神病学上auＧ
tism 这个术语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现状进行了描述:自我封闭,缺乏与其

他学科的交流和社会交互作用,专注于数学幻想,由于有限的和专门化的词汇

所导致的语言损伤,过度迷恋某种东西(假定和模型),这种智力缺陷已使它没

有能力解决真实世界中许多重要的问题.请愿书呼吁多元化的方法,强调更

多地关注具体的经济现实.

　　２０００年７月底,法国的一些教授也发动了他们自己的请愿,明确地支持

改革的要求,并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教授们的请愿书也呼吁进行公开的争论.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教育部部长杰克兰(JackLang)宣布,他要非常严肃地

对待这些不满,建立一个委员会对此进行调查.杰克兰任命著名经济学家

菲图思(PaulFitoussi)担任调查委员会主席,责令他在一年内提交报告.

　　请愿书在法国掀起了一场争论,并引起了世界性的反响.２０００年９月,
«postautistic(经济学通讯)»的电子出版物在英国开始发行,它谈到了在法国

发生的事件,鼓励人们了解并参与其中.这很快就在学生、助教和教授们之间

传播开来.１０月份,到第二期发行时,«postautistic(经济学通讯)»的订户已

发展到３６个国家.

　　从一开始,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postautistic经济学”运动采取了漠视的

态度.然而,很快对新运动的批评之声就出现了.１９８７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

主索罗１０月份在LeMonde上发表了一篇长篇论文,他写到,postautistic经

济学对新古典的保留意见是可以理解的,但新古典主义的支持者完全意识到

了这些缺点,正统和异端的目标最终都是一样的:致力于发展政治经济学中可

以使用的可靠工具.然而,主流的这种主动却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结果.有观

察者认为,索罗的文章是帝国主义的和恩赐态度的,它是对学生们的请求冷嘲

热讽的歪曲.

　　法国学生继续组织公众争论,在整个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学年中,法国的许多

大学组织了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关这个运动的文章继续在法国出版物上出

现,２００１年２月,法国杂志L’economiepolitique用一期的篇幅刊载了这方面

的争论文章.在法国国家出版物上发表的文章和访谈中,法国许多著名经济

学家站到了学生的一边,２００多名法国经济学家签名支持学生们的请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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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为了对经济学改革运动进行国际指导,http://www．paeＧ
con．net/网站创立,«postautistic(经济学通讯)»在这个网站上为公众讨论建

立了一个持久的平台.«postautistic(经济学通讯)»是一个可以免费订阅的

互联网杂志,并已改名为«postautistic(经济学通讯)»,到２００３年上半年,订
户已发展到１２０多个国家.２０００年１２月,经济学改革运动法国学生领导人

参加了在英国召开的“经济学的未来”国际会议,这激发了该项运动法国和世

界其他地方之间的联系.同时,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飞抵法国会见了这

个新运动的学生和学术界领导人.２００１年１月,加尔布雷思在«后我向思考

经济学通讯»第四期上反驳了索罗的看法,他指出,经济学的许多核心理论命

题需要争论.

　　２００１年７月,剑桥大学的２７名博士生发表了“开放经济学”的请愿书.

２００１年８月,在美国堪萨斯城密苏里大学,来自２０多个国家的７５名学生、研
究人员和教授对经济学状态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谈论,其结果是以类似的方式,
发表了“堪萨斯城建议”,请求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们克服人类行为的僵化观

念,在研究中认真考虑文化、历史和方法论问题,开展跨学科对话.２００３年３
月,哈佛大学７００多名本科生和毕业生按照类似于法国学生的思路,签署了一

封对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的请愿书,并发表了«哈佛大学人道的和负责的经济学

学生组织宣言».

　　陆:在当时,“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法国、英国、
美国、澳大利亚、德国、瑞典、西班牙和比利时等国家的媒体都给予了大量报

道.例如,英国«卫报»报道说,“在法国,反对无节制的形式化经济学课程

的后我向思考经济学运动已经爆发这个运动很快扩散到西班牙,越过欧

洲大陆,正进入英国”.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指出,“后我向思考经济学

运动,一个反对传统经济学的学术运动,很快在发展中经济和发达经济中对这

个沉闷科学不满的实践者中间赢得了支持”.但是,里查德麦金太尔在美国

«挑战»杂志２００３年１１~１２月号发表的«法国经济学革命:法国经济学学生请

愿领导人雷维奥德访谈录»中提到,组织这封公开信签名的某些人仍在经济学

界,但大多数人却离开了.为什么是这样? ２００３年之后到现在,这个运动发

展状况如何?

　　贾:雷维奥德指出,他们中的某些人转向了社会学.雷维奥德认为,在经

济学系之外,有许多途径可以讨论和研究经济学.有更好的办法研究经济问

题,并使他们为公众所了解.雷维奥德的这种看法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在西

方,政府、商务人员甚至学生(包括经济学院系的学生)越来越多地转向从经济

学院系之外去寻找关于现实经济过程的答案.现在,那些在经济学院系之外

受教育并从事经济研究的所谓“非经济学家”在经济政策、经济计划方面的影

响甚至超过学院经济学家.即使是像保罗克鲁格曼这样的西方主流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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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也不得不无奈地承认,由于沉溺于数学形式主义,在严肃的经济分析基础

上,撰写仔细构建、目标适合、面向广泛受众的论文的美国经济学家屈指可数,
考虑到经济学的学科规模和这种论文对于公共辩论和政策的惊人影响,“这种

低水平是荒唐可笑的.可大多数优秀的经济学家简单地放弃这种写作,将它

们留给了那些恨经济学家的人.”①

　　更为严重的是,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美国、英国、法国等许多西方国

家,都出现了经济学专业学生数量趋于下降的情况.英国皇家经济协会２０００
年发表的报告警告,申请经济学博士学位课程的学生的数量已经降到了“危险

的低水平”.该国最著名的两家经济学研究机构———伦敦经济学院和牛津大

学,在２０００年没有招收到一名新的英国博士生.据统计,报名参加经济学高

级考试的学生数量已经由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学年的３２０００人下降到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年的不足２００００人②.此外,从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度到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度,美国获得

经济学本科学位的学生从１１２９８人下降到８５９６人,澳大利亚由１３２９人降

为１０６２人,加拿大由１７４０人降为１１７０人.③ 与这种情况相对应的则是商

业学校以及人文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生增多,因为这些学科现在给人们

提供了机会,使之能不受主流范式的限制来学习了解经济生活的各方面情况.
阿兰希普曼对这一危机状况进行了更为生动的描述:“试图在经济中生存的

人们向新闻记者寻求信息,向金融评论家寻求建议,向商学院寻求教育.为他

们的市场神话找不到市场的理论经济学家只得追求不断缩减的公共补贴,或
是基于与他们在课堂上所讲内容不同的原理进行私人咨询和预测.大部

分书店已经清空了经济学书架,以便为不断膨胀的商学部分腾出空间.”④

　　我认为,经济学在西方国家之所以发生这种危机,原因就在于西方主流经

济学通过各种制度安排从体制上统治了教学、科研和人才选拔,并且形成了一

套维持和强化自身支配地位以及相关制度安排的人才培养和人才选拔机制.
我在«“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研究»一书中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这种统治地位的

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统治地位根深蒂固,因此,不愿

接受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主义的学科成员只能逃离经济学院系,这其中很多

人只好转到没有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控制的机构去学习、研究现实经济体系,
并教授相关知识.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经济研究在体制上已经分裂为两个部

分.其中一部分是在经济学学科体制内居于支配地位并坚守主流教条、恪守

①
②

③

④

PaulKrugman．“TwoCheersforFormalism”,TheEconomicsJournal,１９９８(４５１)．
AlanShipman．“Economics:TheDisappearingScience?”Postautisticeconomicsreview,

２００３,Issue２０．３June２００３,article４,http://www．btinternet．com/~pae_news/review/issue２０．htm．
JohnJ．SiegfriedandDavidK．Round．“InternationalTrendsinEconomicsDegreesduringthe

１９９０s”,JournalofEconomicEducation,２００１(３)．
爱德华富布鲁克主编经济学的危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最初６００天[M]贾根良、刘辉

锋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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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形式化的学院经济学,一部分则是在学科体制外,由商学院、社会学系等

其他院系或公共政策机构从事的更加以现实为导向、面向公众的经济学研究.

　　也正是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这种统治地位在西方所造成的锁定,所以我

才认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在西方不大可能取得成功,因此,中国在西方

主流经济学这种旧的经济学范式的发展上落后于美国并不是灾难,而是机遇.
目前,“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仍在继续,２００４年出版了由许多著名学者撰写

的论文集«经济学出了什么错?»,自２００８年３月的第４５期开始,«postautisＧ
tic(经济学评论)»改名为«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评论»,到２０１０年９月的第５０
期,订阅者增长为来自１５０个国家的１１１５６名读者.从２００８年３月开始设

专栏对国际金融危机问题进行讨论;在２００８年１２月的第４８期开始开设专栏

讨论“国际金融体系的崩溃怎样影响经济学”.«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评论»网刊

的主编富布鲁克在２００９年５月在网络上发起了一个题为“有毒的教科书”的

Facebook,目的就是为了支持和协调世界各地的大学中抗议西方主流经济学

的学生活动.此外,英国女王在访问伦敦经济学院时提出了为什么经济学家

没能预测到金融危机的问题,英国主流经济学家贝斯勒和罕尼诗教授在２００９
年７月给女王写信回答了她的问题.但以霍奇逊为首的、主要是英国的异端

经济学家们在同年８月也给女王写信,来批评贝斯勒等人忽视了经济学家教

育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许多前沿的经济学家已经把经济学变成了与现实世

界相脱节的学科,西方主流经济学虚假的假设加强了对市场运行机制不加批

判的观点,误导了人们的行为和政策制定.

　　陆:“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当时兴起的主要原因就是西方国家在经济学

教育上存在的严重弊端,那么,参与这个运动的师生们对经济学教育与科研的

改革提出了哪些建议呢?

　　贾:他们提出了一整套的改革纲领.最突出的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

为共识的主要是以下四条纲领性的建议.

　　第一,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要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工具为中心、以教

条为中心.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西方国家控制的教学科研是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

工具和数学工具为中心的,即根据工具选择所要考虑的经济现实类型,其结果

是大量的经济现实被从教学科研中排除掉了,甚至是数学工具的教学和运用

也与现实问题毫不相关,他们教授和分析的对象是一个虚构的世界.这实际

是主流经济学教条主义的体现,是以教条为中心的.针对这种现状,法国经济

学学生在引发改革运动的请愿书中大声疾呼:要摆脱虚构的世界,反对滥用数

学.在后续讨论中,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主张要彻底颠覆这种工具和经济现

实之间的关系,以问题为中心,即不顾教条的束缚,根据所需分析的经济现实

问题来选择或发展工具,工具运用本身不是目的,与分析的问题相关的工具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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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存在的价值.这种问题中心论,就是要求经济学的教育与科研要以当前重

大的、紧要的经济问题(如收入分配、贫困、失业、社会排斥、生态危机、能源危

机、国际金融体系等)为导向,以现实相关性为中心,使理论实质重于技巧、内
容重于形式,真实压倒虚构,从而恢复和加强经济学的经验基础,将经济学带

回现实.

　　第二,在经济学内部鼓励多元主义智力格局的形成,倡导批判性思维,实
现各种范式、方法在平等基础上的竞争,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垄断地位.

　　虽然格瑞恩等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也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与

现实无关的,提出了是否应当保留新古典经济学的疑问;但改革运动的主流意

见认为,分析、理解充满复杂性、不确定性的世界需要多元化的方法.从认识

论的角度看,知识是可错的和不完备的,经济学的各种流派(包括新古典经济

学)都不可能对现实问题提供完备的和最终的答案,但这些流派为认识经济现

实提供了不同的窗口,从各个不同侧面提供了关于经济现象的知识,它们都是

理解现实的可供选择的手段.所以,不应该简单地取消新古典经济学,更不应

该以一种新的教条取代旧的主流教条,而应该在经济学中鼓励形成一种多元

主义的格局,使多元主义成为经济学家基础文化的一部分,从而实现各种范

式、方法在平等基础上的竞争.

　　多元主义要求经济学学科的竞争性和开放性,经济学成为一种“开放的经

济学”,任何经济学流派的研究纲领和方法只要有助于促进对经济现实的真正

理解,在教学中就应该被讲授,在科研中就应该被实践和鼓励.这一开放性还

应延伸到经济学学科之外,经济学家也应该关注其他学科尤其是其他社会科

学学科的发展,进行跨学科的对话,而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只是机械地模

仿经典物理学和数学.

　　多元主义同样要求培育争论和批判性思维,无论是主流还是异端的理论

和方法都不能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正确,都应该在同等程度上接受批判性的

争论,从而明确其优势和劣势.

　　第三,经济学应该树立新的科学观,反对科学主义,反对把数学形式主义

当作科学的象征.

　　受到经典物理学和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影响,主流经济学把客观性———
获得意见一致的能力作为科学的象征,将数学形式化看作经济学科学地位的

标志.结果,在追求一致性的自封闭思维的动力下,竞争性观点被排除,多元

主义受到压制.而数学形式化方法成为唯一的、科学的、具有合法性的方法,
自身成为经济学实践的目的而非手段,导致了“为了形式化而形式化”.

　　在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看来,主流经济学的上述主张和实践与其说是科

学的,不如说是科学主义的.这种科学观是根本错误的,必须被新的科学观所

取代.首先,一个学科的科学地位并不取决于学科内部意见的一致性.富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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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克指出,真正的科学是多元主义的,物理学中的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两种

研究物理实在的思想途径以彼此的不一致而著称,但物理学家并没有排斥其

中任何一个,而认为它们是互补的.① 吉勒斯拉沃德也指出,科学的适当条

件就在于以事而定,知识的可错性以及结论的不确定性和暂时性.因此,争论

的持久性而非意见的一致性是科学的固有特征,而且这种持久性还是科学的

动力.② 其次,真正的科学方法应该首先保持模型与现实之间恰当的抽象关

系,而与使用数学没有必然关系.只有摆脱科学主义立场,树立新的科学观,
采取真正科学的态度,将经济学的科学地位、研究方法和研究程序与观点的一

致性脱钩,与数学形式化脱钩,才能为经济学重新定向于探索现实问题开辟道

路,才能为形成多元主义的智力格局开辟道路,才能为数学形式化方法之外的

多种研究方法开辟道路.

　　第四,建立内容更加广泛的经济学.改革运动指出,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一

种内容狭窄的经济学,它把经济学定义为理性选择的科学,将行为者定义为理

性最大化的自利个人,排他性地使用数学形式化方法.而不符合主流经

济学定义或标准的工作都被视为不合格的经济学,甚至根本就不被承认是经

济学.为此,必须建立一种内容更加广泛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应该重新被定

义为研究现实经济体系运行的学科.新经济学应该容纳更宽泛的人类行为定

义、历史视角、新型的知识理论、多元的方法;要正视经济学所具有的价值和意

识形态取向.在研究范围上,新经济学还要将主流经济学漠视的生态环境、文
化体系、伦理价值、阶级矛盾、破坏力量等等方面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视野.

　　陆:那么,“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在经济学教育改革上的具体建议是什么

呢?

　　贾:为了使上述纲领性的改革意见落到实处,改革运动还或浅或深地提出

了一些更为具体的举措,特别是对于改革运动的中心议题———经济学教育改

革,他们提出要以课程改革和教学法为中心进行改革,在这些改革举措上,改
革运动较多地也存在着共识.

　　第一,在教学中保证智力渠道的多元化.采用多元化的教材,培植多元化

的师资,将各种理论一起讲授,并表明它只是若干种方法中的一种.他们呼

吁,除了正统的(新古典)理论外,大学还应该讲授替代性的经济理论,如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制度和演化经济学等.

　　第二,在争论中讲授经济学.多元化教学并不是简单地将不同的理论和

方法罗列在一起,而是要赋予每种理论平等的竞争机会,围绕着重要的经济问

①

②

爱德华富布鲁克主编经济学的危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最初６００天[M]贾根良、刘辉
锋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１９~１２６

爱德华富布鲁克主编经济学的危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最初６００天[M]贾根良、刘辉
锋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６３~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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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对各种经济理论(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理论)展开争论,显示它们彼此冲突的

观点,在比较中实现对理论批判性的学习、理解和选择.为达此目的,教学中

应该尽可能使用原始文献,如使用斯密、马克思、瓦尔拉、凯恩斯和熊彼特的原

著作为教材.这种教学方式颠覆了新古典的科学观,根本上不同于教授一种

一致赞同的思想的传统教学方式,这也意味着要改变学生在学习时非此即彼

的二元认知模式(不是真理,即是谬误),使他们认识到科学存在着持久的争

论,科学知识是可错的,科学结论具有暂时性,即使搜集再多的经验数据,进行

再多的数量分析也依然如此.

　　第三,争论式教学需要充分了解理论本身之外的知识,这些知识包括争论

的情境、经验数据的作用和地位以及经济政策的结果,还包括这些理论、理论

中所包含的关键概念的产生、演变的社会历史及理论历史情境.特别是理论

课程的争论式教学应该采用历史的方法,遵循理论发展的历史路线并分析其

成败的原因,考虑到这一点,微观和宏观课程应被合并.

　　第四,明确经济学教学是在教授经济学而非数学,废除对学生的数学形式

主义淘汰标准,在经济理论教学中也要尽可能少地使用数学(或者根本不使

用),因为过多使用数学往往使学生空耗精力,难以了解基本假设的作用,甚至

削弱了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

　　第五,尽可能减少预设好“正确”答案的练习,例如多项选择和简答题,运
用论文写作、课堂讨论等开放式解决问题的练习及考核形式来配合争论式的

教学.

　　第六,改革新古典经济学的课程体系,以问题为中心、以争论为中心重新

设置课程体系.改革运动的参与者普遍认为,在经济理论课程之外,科学哲学

(或方法论)、思想史(包括经济思想史和相关学科的思想史)、社会经济史、数
学和数量分析课程应作为经济学的核心课程.霍奇逊就认为,哲学、经济思想

史和数学应该构成核心课程.与新古典的课程设置相比,这意味着降低数学

课程和工具教学的地位,加奎萨皮尔就指出:“我仍然相信,如果我们能够把

数学课程的时间砍掉一半,将之用于方法论和认识论,那么每个人都将从中获

益.”①此外,改革运动还强调了开设跨学科课程.而且,所有设置的课程必须

相互结合为一个协作整体.比如说,数量分析课程不应该只强调自身的技巧,
而要与上述多元化了的经济学理论课程保持密切联系,并要服务于理论课程

中所讨论的问题.

　　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还提出了一些其他的改革建议.从这些建议中不难

看出,这个运动实际上要求建立一种以理解和处理当前的重大经济现实为导

① 爱德华富布鲁克主编经济学的危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最初６００天[M]贾根良、刘辉
锋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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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充满批判和反思精神的、多元主义的、开放性的、竞争性的经济学,也可

以归结为是要建立一种能够不断创新的经济学,改革终究是为了创新和发展.
这些改革主张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如２００１年法国教育部基于对法国经济

学教育状况的调查做出的“菲图思报告”就呼吁进行包括以问题为中心、真正

的争论、开设跨学科课程等内容的教育改革.

　　陆:“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这些反教条主义的改革建议或实践对中国经

济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贾:是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爆发标志着西方主流经济学陷入了

严重的危机,它向我们昭示,中国经济学发展需要走出一条与西方国家不同的

道路.在２００３年,«南开经济研究»第２期以«专论»的形式发表了我撰写的国

内第一篇对这个运动进行评论的论文———«中国经济学的西方主流化遭遇重

大质疑»,在这篇文章中,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六点建议:第一,保护、鼓
励和促成经济学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多元化国内格局.第二,注意引进西方异

端经济学,关注欧洲各国在经济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第三,理论经济学的

发展要特别注重对经济学的科学哲学和文化基础展开研究和讨论.第四,反
对过分注重数学,重新评估数学在经济学中发挥的作用.第五,不迷信“诺贝

尔经济学奖”,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也不以获取“诺奖”为目标.第六,探索中国

经济学发展的新道路.经济学教育和发展也有一个后来居上的问题,中国经

济发展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它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

机会,中国经济学界应有勇气抛弃经济学中的陈腐教条,探索我国经济学发展

的新路子.

　　陆:现在看来,您的这些建议仍是非常正确的.那么,您能否谈谈您的这

些建议所产生的影响吗?

　　贾:实际上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在这个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２００５年９
月,也就是在我发表了对这个运动进行评论并被大量转载的论文两年半后,当
我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近１００人的研究生讲授«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课
程时,询问同学们是否有人听说过这个学术运动,没有一个同学回答“听说

过”.最近几年,我感觉到在课堂上介绍这个在国外发生的事件越来越不合时

宜了.而且,不知道是何种原因,在最近两三年,“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网

站在我国被屏蔽了,再也无法登陆这个网站.我对中国经济学界很失望,绝大

多数人根本就不关心这个问题.我认为,了解并对这个学术运动做出基本判

断对经济学学生学习经济学是一项基本的工作.这个运动对经济学的基础特

别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许多问题,包括哲学基础、经济理论的假

定、数学的作用、跨学科研究、经济学研究体制等.但是,在大学中没有人介绍

“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经济学的学生们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盲目崇拜,这使

我感到非常悲哀和惋惜.



１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陆: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前几年曾经指出,中国大学经济学院系的大部分

领导权已经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当时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您同意刘

国光教授的这个看法吗?

　　贾:刘国光的判断是准确的.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放任自流的政策是错

误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由大部分是正确的.但

在西方国家,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大多数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正如改革运动的一位教授指出的,西方异端经济学家反对它,讲授经济思想史

的教师们反对它.实际上,我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统治地位,并不是出于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考虑,我长期从事发展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教学,从发展经

济学角度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自由竞争理论、比较优势、要素价格

均等化定理、自由贸易理论等对发展中国家都是误导性的;从经济思想史角度

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过时的,经济学的数学化是病态的,其理

论建构也已经走入死胡同,这是我之所以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占据统

治地位的主要原因.

　　陆:我知道您一直在对西方异端经济学进行研究,您在２０１０年出版了国

内第一部对西方异端经济学进行研究的专著.在西方国家,异端经济学一直

处于学术底层,生存困难,现在仍然是这样吗?

　　贾:西方异端经济学家在西方国家长期受到排挤,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在
美欧国家曾面临生存危机,但在最近十几年,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西方异

端经济学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以至于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多元

主义的时代已经来临.著名经济学家霍奇逊在２００７年甚至撰文指出,作为

“异端”的以制度和演化研究为主题的演化经济学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为主流经

济学.但我认为,这些西方经济学家甚至包括霍奇逊都有些过于乐观了,因为

只有当西方主流经济学放弃演绎主义、放弃数学形式主义作为科学的惟一标

志时,真正的多元主义才有可能出现.目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发生了一

些重大变化,但它却无法从根本上克服其基本的缺陷.因此,我并不同意西方

经济学界的经济学多元主义时代已经到来的看法.

　　陆:您在中国宣传“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提倡经济学发展的多元主义并

从事西方异端经济学的研究,是否也有过西方异端经济学家的遭遇?

　　贾:是的.我感到我在大学里好像是不受欢迎的人,学术研究也没有继承

者.我指导的研究生撰写的毕业论文即使写得再好,也不会得到好评,曾经出

现过研究生撰写西方异端经济学的论文在答辩时,如果不是我和同事的庇护,
论文就很可能通不过的情况.最近两年,我自己提倡保护主义、反对引进外资

以及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论文在发表时也颇费周章,例如,我２０１０年被«新华文

摘»转载的«“新经济思想史”刍议»曾被某“著名”杂志匿名审稿人斥之为“冲昏

了头脑”,该杂志据此对我的申辩置之不理,最后不得不发表在«社会科学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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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值得说明的是,我认为«社会科学战线»是比某“著名”杂志好得多的杂

志,但在我所在学院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对这两个杂志地位的评价可以用天壤

之别来形容,也就是即使我在«社会科学战线»发表２０篇论文也赶不上某“著
名”杂志的一篇论文.如果不是我早已升了教授,恐怕我这辈子是与教授无缘

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想象到,对年轻人来说,如果不按照西方主流经济

学研究范式进行研究,在中国经济学界根本就是无前途的.在中国大学里,不
仅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者说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队伍一直在萎缩,
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学科也后继乏人,而从事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异端经济

学研究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陆: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您认为这种状况对中国产生了哪些恶劣的影

响?

　　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了严重的学术殖民地

现象,惟美国经济学马首是瞻.早在２００６年的一篇论文中,我们就指出了中

国出现了带有殖民地色彩的“依附经济学”的特征①,但那篇论文并没有提到

目前日益被强化的殖民地经济学特征之一:把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数学形式

主义的经济学期刊上发表论文作为学术水平最高的评价标准,并以西方这种

误入歧途的经济学数学化的学术规范作为国内大学在职称评定、学术奖励、期
刊论文评审和学科评审的标准,而经济学研究的思想性和对中国所面临重大

挑战的回答则被排挤到了边缘,我把这种现象称作“模型误国”.直到美国次

贷危机爆发后,这种惟美国经济学马首是瞻的潮流才开始被一些人所怀疑.
其次,由于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学科在中国大学中日益被边缘

化,而西方主流经济学日趋占据主导地位,并对中国经济学的师生进行洗脑,
以至于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中国的一些经济学者甚至喊出了“救美国就是

救中国”的荒谬口号,误导我国经济政策的制定.

　　陆:第二点我似乎不大明白.

　　贾:例如,目前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中国美元外汇储备的掠夺和

导致中国通货膨胀就是最明显的表现.但这些美元外汇储备是怎样形成的

呢? 它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指导下形成的.众所周知,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

面临着严重威胁.余永定先生指出,美元贬值、美国的通货膨胀和美国财政状

况的急剧恶化正在严重地侵蚀着中国外汇储备的价值.余永定指出,自２００２
年４月开始到２００９年年底,美元已经贬值４１％,这实际上等于美元贬值这一

项就使中国的美元储备损失了４１％.余永定认为,事到如今,除了向美国“晓
以大义”,中国手中并没有什么牌可打.他还认为,更加令人扼腕的是,即便我

① 贾根良、黄阳华德国历史学派再认识与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J]南开学报,２００６(４) 全
文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２００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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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自知已经陷入陷阱,但却无法自拔.① 显而易见,由于美国滥发美元和迫使

人民币升值,中国外汇储备的大幅度缩水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向美国“晓以大

义”是根本没有用处的.但中国果真是手中没有什么牌可打吗? 笔者认为,我
国实际上有一张大牌可打,那就是用美元外汇储备回购在华的外资企业.而

要打这张大牌就需要先弄明白为什么“我们自知已经陷入陷阱,但在陷阱里却

越陷越深”的原因.

　　据报道,截至２０１０年３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约为２．４万亿美元;另据

报道,截至同一时点,我国实际使用外资超过１万亿美元,中国连续１７年位居

发展中国家之首.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下降近４０％的情况下,２００９年中国吸

收外资仍保持在９００亿美元的高位,仅下降２．６％,居全球第二.② 我们知道,
由于引进的外资不能直接在国内使用,因此必须在中国人民银行兑换成人民

币,于是,中国人民银行收到的１万亿美元就直接变成了中国的外汇储备.也

就是说,在不考虑游资等短期资本进入中国的情况下,即使就引进的外国直接

投资而言,这１万亿美元就占到了中国外汇储备的４２％.另外,据２０１０年３
月１４日温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后接见中外记者时引用的

数据,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构成的６０％,这也就是说,外商投资企

业出口对于中国在美元陷阱里越陷越深的“贡献率”达到３４％.两项加总计

算,引进的外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创汇”到２０１０年３月底就达到１．６万

亿美元,占中国外汇储备的２/３.毫无疑问,引进外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是

中国在美元陷阱里越陷越深的罪魁祸首!

　　因此,我们就看到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一方面我国大

量引进外资,这些外资在变成美元储备后就不断贬值,在理论上说,这些美元

外汇储备在未来将变得一文不值,而外资企业却在中国每年赚取高达２５％的

利润.不仅如此,美国跨国公司收购中国企业的资金也来自中国人民自己的

血汗钱:美国不允许中国出口廉价商品辛苦挣来的美元购买美国高科技产品,
更不允许收购美国企业,因此,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不得不被迫购买美国国

债.然后,美国把通过发行给中国的美国国债筹集到的资金低息贷给跨国公

司,而跨国公司再转手使用这些资金大肆收购中国企业并进而控制中国产业

特别是高端产业,这无异于中国人通过美国财政部把自己的血汗钱无偿地交

给美国跨国公司.此外,引进外资也是推动人民币升值的重要因素之一,引进

外资越多,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就越大,破产倒闭的本土出口企业也就越来越

多.

　　引进外资和出口导向型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也是导致我国发生

①
②

余永定中国深陷美元陷阱[N]第一财经日报,２０１０－５－３１
王仁贵中央调整引资政策,外资“超国民待遇”时代谢幕[J]«瞭望»新闻周刊,２０１０－４－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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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的重要根源,由于引进的美元外资必须在中国人民银行兑换成人民

币,这导致了货币的增发;出口企业赚取的美元也必须兑换成人民币,这同样

导致了货币的增发.由于大量商品通过出口换取美元纸币的形式被输送到了

国外,引进的外资和出口积累的美元储备在国内无法使用,也没有增加国内商

品供应,但人民币却大量地被增发,焉有不通货膨胀之理? 这种通货膨胀的类

型在经济学教科书上是找不到的,我把它定义为“财富输出型通货膨胀”.

　　陆:但我国目前的这种经济困境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有什么关系呢?

　　贾:就以我国目前出口导向型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来说吧,它就

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指导下形成的.我在２０１０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国
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出了我国以国际经济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

为基础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所存在的致命弊端:由于模块化生产和美元霸权的

支配性影响,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不仅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被锁定于“担水劈

柴”的依附地位,而且也使我国受到了美元霸权的残酷掠夺,这是我国经济虽

然高速增长,但已经无法再像战后日本和韩国那样使全体国民福利得到普遍

提高的基本原因.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初衷相反,“大进大出”不仅

没有解决沿海与内地的矛盾,反而导致了资金、资源和劳动力被虹吸到沿海的

出口导向型部门,造就了畸形的外向与内需相分割的“二元经济”,成为内需长

期无法启动并引发严重经济泡沫的主要原因.这种战略不仅没有沟通农业与

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反而却造成了重工业的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和高端技

术仍被跨国公司所垄断的局面,并成为高等教育没有出路、城市化发展严重滞

后、“三农问题”成为死结和就业问题日益严重的重要根源.在已经发表的其

他论文中,我也已经指出,以自由贸易、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和引进外国直接

投资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是美元霸权蓄意剥夺我国经济的战略安排.令

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者始料未及的是,这一战略无意间竟然与美

元霸权的战略意图相吻合,美好的初衷竟然使该战略成为一条中国通向贫困

和依附型经济的道路,这岂不令人悲叹!①

　　陆:为什么出口导向型经济是美元霸权蓄意剥夺我国经济的战略安排呢?

　　贾:这要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谈起.布雷顿森林体系在１９７１年的崩

溃并没有改变美元作为国际贸易和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而美国却可以不受

限制地印刷美元,因此,美国政府就蓄意地以国际收支赤字作为剥削其他国家

特别是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工具.美国政府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原因就在于国

际贸易的增长需要美元作为国际结算的工具,这只有在美国连年保持贸易逆

差的情况下,才能把大量美元注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而美国如果出现贸易盈

① 贾根良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致命弊端[J]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２０１０(４);正式
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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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这将回笼美元并导致国际贸易的萎缩,因此,美国政府发现,只有在保持其

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条件下,美国才能够通过没有成本地印刷美元无偿地占

有世界上其他国家生产的产品.为了使这种剥削和掠夺其他国家的可能性成

为现实,美国政府不仅要大力地推动自由贸易和金融自由化,而且还蓄意地诋

毁内向型经济,把出口导向型经济推荐为经济发展唯一正确的道路,因为按照

美元霸权的逻辑,只有在其他国家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对美国贸易存在着持

续贸易顺差的情况下,美国才能通过印刷美元纸币,不劳而获地坐享别国的劳

动成果.

　　陆:据我所知,“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战略构想及其理论２０１０年

被推荐为了２００９年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候选理论.

　　贾:是的.这说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是多么的根深蒂固! 特别是党

中央做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部署已有两年了,但很少有人认识到

“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是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思想基础,所以我就写了

这篇论文,而在正式发表上同样遭遇到了困难,但程恩富主编却欣然同意发表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上.

　　陆:您前面提到了经济学被美国作为国家战略工具所操纵的问题.过去

我们很少认识到一种经济学思潮流行起来,在其背后的经济利益特别是国家

利益的问题.

　　贾:确实是这样.现在,绝大多数人仍把这种考虑看作是“阴谋论”而嗤之

以鼻.但我感觉到,美国早就制定了一种把中国变成“新型殖民地”的战略,并
通过经济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对中国发动了隐形的“经济学战争”.在美国通

过经济学毒害中国人的问题上,我相信,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醒悟过来,我对

这个问题的认识就经历了这种过程.例如,美国高盛公司的高级顾问雷默在

２００４年提出“北京共识”时,中国知识界对这种提法一片欢腾,我当时对“北京

共识”的提法也是欣赏的.但我在２００６年１月发表«中国经济学革命论»后,
通过对实际问题的研究,发现中国面临着严重困境.“北京共识”提出之时,正
是中国各种尖锐矛盾开始爆发之时,因此,在２００６年春夏之交,我忽然意识

到,所谓“北京共识”极可能是外国人忽悠中国,使我们忘乎所以,从而对严重

困难的根源视而不见,并继续使中国人把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变种错当为“北
京共识”坚定地推行下去.例如,在“北京共识”提出后一直到现在,在中国的

知识界弥漫着一种虚妄的“中国已经崛起”、“中国正在崛起”或者“中国将要崛

起”的极度乐观情绪.但在我看来,根本就没有“中国崛起”这回事.按照我对

经济思想史和发达国家经济崛起历史的研究,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是与发达

国家崛起的历史经验背道而驰的,如果不改变这种模式,中国将来不可能崛

起.我把这种猜测和警告在２００６年秋天写进了某杂志对我的访谈中,但该杂

志不同意我的一些观点,没有发表这个访谈.这个访谈就一直放在抽屉里,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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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２００８年,才由«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创刊号登载出来.在这个问题上我

是后知后觉者,最近看到杨斌在«乌有之乡»上的文章,他说他在２０００年出版

的«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就揭露了美国倡导新自由主义特别是金融自由化是

出于其国家利益,是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战而有意布下的陷阱.可惜,我至今

还没有看过他的这本著作,但我非常同意他的看法.

　　陆:按照您的这种说法,美国对中国发动了一场“经济学的战争”,其目的

就是通过新自由主义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中国人洗脑?

　　贾:是的.你知道,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有句名言,“如果你控制

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但亨利基辛格还有一句潜台词没有说出来,“如果你控制了对方的思想,你
才能够或者轻而易举地控制石油和粮食.”畅销书«金融帝国»的作者赫德森指

出,美国金融和垄断利益集团通过给大学和研究机构捐助,将理论的传播过程

完全变成了洗脑的过程,正是这样的洗脑工程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推向

了崩溃和瓦解,其中最成功之作就是通过控制前苏联决策者的头脑,兵不血刃

的瓦解了前苏联.

　　陆:您能否再列举一些值得中国警觉的例子?

　　贾:例如,目前我国得到国外各种基金特别是美国资金支持的研究机构需

要保持警觉.又如,美国在１９世纪末的经济崛起是通过内向型经济和保护主

义实现的,但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的时候,美国却肆意诋毁保护

主义和拉丁美洲的内向型经济,当时绝大多数学者注意不到这种经济思潮巨

大变化的背后力量和国家利益的考虑,因此,越来越多的人从“超然公正”的经

济学加入了对保护主义和内向型经济的鞭挞,以至于在今天,内向型经济和保

护主义完全变成了贬义词.此外,剑桥大学发展经济学家张夏准把世界银行、
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为“邪恶的三位一体”,在发展中

国家制造了许多灾难,①但我们对这些机构却从不设防,没有认识到这些机构

是美国所操纵的工具.新自由主义借助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迅速传

播,对中国学者、学生和政府官员的洗脑是相当成功的,以至于中国的“精英阶

层”提出了所谓“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在中国的外资企业都是中国企业”等著

名的荒谬言论.我国某些著名研究机构近年来所做的研究报告,其政策建议

正中发达国家的下怀,却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我相信这并不是他们

的目的,甚至他们还自认为他们的研究是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他们并没有得

到发达国家利益集团的资金支持,他们的研究只是真诚地相信新自由主义或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

① 张夏准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的秘史[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９,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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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在您认识到这个问题上,您是否受到了“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影

响?

　　贾:没有.这正是我要谈的问题.在反思“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十周年

之际,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运动自身也存在着不足之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

动”的学生们和学者们只是集中在经济学的科学基础方面,他们基本上不关心

经济学背后的经济利益问题,特别是这个运动发生在发达国家,很自然地,它
并没有更多地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学发展上的特殊要求;也没有考虑到

美国战略家把经济学作为战略工具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发起的“经济学

战争”问题.我认识到这个问题主要是通过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产生的,当
然也受到了在经济思想史中由源远流长的以重商主义、美国学派和李斯特经

济学等为代表的民族主义经济学的影响,这是一种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

方主流经济学之外所存在的“第三种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例如美国学派和李

斯特经济学在当时就反对代表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或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今天如果我们要继承和发展这种

经济学,很自然地也就要反对今天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陆:您能简单地概括一下这种经济学对今天的我国提出了哪些警示吗?

　　贾:在１９世纪,当美国处于落后地位时,美国人一眼就看穿了英国人推销

自由贸易的伎俩.当时在受到美国学派经济学影响的美国政治家中流传着这

样一句格言,“按照英国人过去所做的去做,而不要按照英国人所说的去做”.
在今天,对于中国来说,“按照富国过去所做的那样去做,而不是按富国现在所

说的那样去做”仍是一句至理名言.

　　陆:针对上面您提到的中国经济学发展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您认为中国经

济学界应该怎么办?

　　贾:我近年来一直认为,中国经济学界需要拨乱反正,纠正对经济学自由

放任的错误政策,改革中国大学经济学教学课程体系,压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

教学,除了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外,还应该增加西方异端(非
正统)经济学的教学.目前一些财经类院系和管理学院系已经很长时间不再

开设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了,因此,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大学所有的财经

类院系和管理学院系不仅要开设李斯特国民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课

程,而且还要把这些课程作为必修课来开设,中国大学的其他专业也要把这些

课程作为选修课推荐给学生,从而了解历史、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

髓,并深刻领悟李斯特国民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陆:贾教授,今天对您的采访时间已经很长了.您能否给我和读者推荐几

本与此相关的著作.

　　贾:我把这些著作随后作为这个采访的参考文献提供给你,可以吗?

　　陆:可以.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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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不客气.下次再见.

　　陆: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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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andReflectionsonthe１０thAnniversaryof
“InternationalMovementforReformingEconomics”

———AnInterviewwithEconomistsJiaGenLiang

LuXia

　　Abstract　“InternationalMovementforReformingEconomics”,which
wasinitiatedbystudentsfromFrance,hasbeenanveryimportanthistorical
eventsintheeconomiccirclessincethenewcentury．Itseverelycriticizesthe
dominanceofwestern mainstream economicsandproposeasetofproＧ
grammeforeducationandresearchreformofeconomics．However,wecan
findthatthemovementitselfhasweaknesseswhenreflectingonitatits
tenthanniversary:itdoesnotgivemoreconsiderationtotheirspecialneeds
inthedevelopmentofeconomicsofdevelopingcountries;itdoesnoteither
fullyexposethe“warofeconomics”wagedbystrategistsfromtheimperialＧ
istU．S．againstdevelopingcountrieslikeChinabytakingeconomicsasa
strategictool．Althoughthe“InternationalMovementforReformingEcoＧ
nomics”marksthatthedominanceofwesternmainstreameconomicshasbeＧ
comeaspentforce,ithasalmostnoacademicimpactontheChinesecircleof
economics,butthereisnotonlythephenomenonofacademiccolonial,and
the“warofeconomics”wagedbystrategistsfromtheimperialistU．S．is
makingtoaconsiderableextentthewesternmainstreameconomicsasaspir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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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alopiuminChinasothatmanyChinesepeopleareplunderedbytheimpeＧ
rialistU．S．withoutsensitivities．EconomicsinChinaneedtosetthings
right,tocorrecttheinappropriatepoliciesproposedbythelaissezfaireecoＧ
nomicsandatthesametime,toreformtheuniversitycurriculumsystemof
economicsinChinaandvigorouslystrengthentheteachingofMarxistpolitiＧ
caleconomy,nationaleconomicsofListandwesternunorthodoxeconomics,

soastocrushingtheconspiracyofstrategistsfromtheimperialistU．S．of
dominatingthethoughtsofChineseandthusimplementingnewcolonialrule
inChinabytakingeconomicsasapoliticaltool．
　　Keywords　InternationalMovementforReformingEconomics　westＧ
ernmainstreameconomics　neoliberalismeconomics　warofeconomics　
Chineseeconom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