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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自由主义的内涵本身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早

先是追求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双重平等,在演化过程中逐渐偏向于政治方

面,并成为经济不平等的注脚;但是,随着对个人权利认知的深化和拓宽,新自

由主义又开始兼顾经济上的平等,从而关注贫困和社会保障问题.不幸的是,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却在“新兴”自由主义思潮的指导下极力推崇私有化和市

场化,把自由主义与自发秩序等同起来,从而又将自由主义这一概念简单化了.

　　关键词　复杂自由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　新兴自由主义　
自由至上主义

一、引言

　　维护个体的独立和发展是人类的一项基本诉求,相应地,自由也就是人类社

会的一项普世价值;然而,无论是在国际间还是一国之内,自由都引起了社会的广

泛争论乃至对立.为什么呢? 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我们对自由的理解是不一致的.
那么,自由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 西方社会往往喜欢挥舞其所理解的自由和民主

之大旗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那么,自由是否是一元主义的、或者是否等同于西方

的价值观? 同时,现代主流经济学热衷于将自由等同于市场交换的自由,那么,我
们能否将自由视为目前流行的那种等同于自由放任的那种自由?

　　一般来说,自由意味着人们能够过他们认为适宜的那种生活,这种生活有

许多合理的形式,并与他们过那些赋予生活以意义和价值的事物的理解相一

致.① 基于这种理解,自由又可以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这两个纬度加以理

解:消极自由强调主体不受别人的干涉,积极自由则体现为主体能够采取某种

行为的能力.这两种自由都存在缺陷:消极自由容易引向宿命论,而积极自由

则容易产生冲突.② 格雷就指出,“没有有效的福利制度所给予的‘积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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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消极自由’就只有有限的价值”;同时,“当我们对于善的内容有着深刻

的分歧时,求助于权利并没有用当普遍的恶发生冲突时,没有一种权利理

论可以告诉我们怎么做”.① 而且,在格雷看来,“自由之间的冲突只能求助于

其他价值才能得到解决”,②其中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公平和尊严.正因如

此,就产生了公共制度的需要,它提供了一个个人或群体均能安居乐业的安全

空间;这种公共制度对个人或群体的行为带来了一定的限制,同时也通过明确

预期而增进了行为协调,从而为增进社会分工和合作夯实了基础.从这个角

度上说,自由主义本身是与制度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没有制度就没有规范,也
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同时,在不同时空下的制度和规范是不同的,从而就

带来了自由的多元主义.关于这一点,格雷也写道:“市场并非独立的.它们

是相当复杂的法律与文化制度.当它们为其他的、非市场的制度所补充时,它
们就最大地促进多元主义和自律.”③

　　然而,人们往往乐于简单化理解一些概念,并根据这种简单化概念给那些

思想大家贴上某种一元主义的标签,如自由主义者或反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

者或保守主义者、个人主义者和社群主义者.但事实上,当我们真正具体到个

人的哲学倾向时,我们常常会发现,这种简单化的界定往往是非常困难的.例

如,人们往往会把哈耶克归属为保守主义一类,但哈耶克本人却极力否认;再
如,斯密开创了古典自由主义,但他显然又不是纯粹的自由放任者.其实,也
不时有同仁问笔者这一问题:你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抑或是一个反自由主义者?
这个问题实际上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是”或“不是”来回答.一者,笔者是自由

主义者吗? 显然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追求思想之独立和学术之自由

的学者本质上都应该属于自由主义者,苏格拉底如此、亚里士多德如此、卢梭

如此、李斯特如此、西斯蒙第如此、威克塞尔如此,马克思也是如此;而笔者长

期以来一直在追求这种独立与自由,既不愿盲从于任何教条,也不依附于任何

流派,同时致力于人类社会和谐发展之路的探索.二者,笔者是现代“新自由

主义”所鼓噪的那种自由放任主义者吗? 显然又不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

有现实“问题意识”的学者都不可能是自由放任主义者,斯密如此、李嘉图如

此、马尔萨斯如此、穆勒如此、马歇尔如此、凯恩斯如此,哈耶克也是如此;而笔

者不仅正视社会“现实问题”,尤其集中探究社会异化问题,同时致力于对自由

放任主义内在缺陷的挖掘.

　　其实,这一看似简单的价值取向问题之所以如此难以回答,主要原因有

二:一者,自由主义一词本身经历了长期的演化,其内涵也呈现出不断复杂化

的趋势,从而出现了改良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等概念;但是,

①
②
③

约翰格雷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２３、２０
约翰格雷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２３、２０
约翰格雷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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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群体又基于不同的立场和目的来使用自由主义一词,从而导致自由主义

的内涵和特性往往具有不确定性.二者,现代主流经济学在理性思维的主导

下不断朝抽象化和形式化的方向发展,以致其政策主张也日益简单化;与此相

适应,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兴起而在９０年代形成全球思潮的“新兴”自由主义又

开始向古典自由主义复归,从而呈现出原始的、简单化特征.显然,要回答

“WhomamI?”这一问题,就必须对自由主义的内涵有个清晰的界定,而这有

赖于从起源学角度对自由主义一词的演化过程进行梳理,只有这样,才能形成

对自由主义的清晰认识,并最终可以给出一个较为明确的回答.在被问到是

持自由主义立场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立场时,秦晖曾说:“我坚持的是自由主义

和社会民主主义都肯定的那些价值,而反对那些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

否定的价值.”①显然,在某种程度上,这句话也可搬来作为笔者对上述追问的

回答,因为笔者充分认识到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现实存在,从而所持的自由

主义也并非时下流行的那种强调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新兴”自由主义.为了使

读者不为当前那些简单化的标签所误导,是以本文对自由主义这一概念的演

化和内涵的复杂化趋势作一总结性阐述,并由此来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政策

主张进行系统审视.

二、自由主义的复杂性演化

　　迄今为止,自由主义出现了多种形态并被赋予了相差迥异的内涵,从而笼

统的自由主义往往有把问题简单化的倾向;而且,这种简单化的自由主义概念

则进一步沦为政治性的而非学理性的,以致罗兰夫人在断头台的绞刑架上大

声疾呼:“自由! 自由! 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为此,我们就必须对自由主

义这一概念重新作一清晰而全面的认识.其实,人们在创造自由、平等、民主、
正义、勇敢、节制等众多词汇和概念之初往往都本着善的目的,但是,后来由于

理解上的逐渐僵化而被赋予了“主义”的色彩,结果使得这些概念本身逐渐被

扭曲和异化.例如,平等的理念是好的,但一旦转化为平等主义就有了“一大

二公”的味道,从而开始了破坏性的行为;民主的理念是好的,但一旦转化为民

主主义就会滋生出多数暴政的现象;形式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是必要

的,但形式主义却成为虚情假意的遮羞布;权威也是维持学术秩序的重要力

量,但权威主义却窒息了学术的自由交流和实质发展.正因如此,我们在使用

一个概念并由此来指导我们的行为时,就需要把握一个“度”,需要理解它的精

微含义,而防止它的滥用或者被用于政治性的目的.关于这一点,无论是古希

腊还是中国的先贤都进行了强调.例如,亚里士多德就强调,勇敢是一种相对

① 秦晖问题与主义:秦晖文选[M]长春:长春出版社,１９９９,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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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畏惧的正常状态,是怯懦与蛮勇之间的中道;节制是一种相对于感观痛苦的

正常习惯或状态,是放纵和无欲(冷淡)之间的中道.显然,自由这个概念本身

也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轨迹,不同含义的自由主义只不过是原生态

自由概念的各类异化形态,而目前社会上不同个人或群体为对自由主义赋予

不同内涵并进行选择性使用,都是出于其政治的或利益的目的,因而这就有待

于正本清源.

　　追根溯源,自由首先是一种力量或能力,目的是为了实现个人的目的或防

止他人的侵害,它包含了柏林所谓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这两重含义.事实

上,早期的自由主义源于一种政治哲学,它所提倡的平等主要是针对封建主义

中人的不平等而言的,是要消除这种由出生决定的不平等.这种平等有两方

面的内容:一者,政治权利上人与人之间没有差异,都有同等的选择权、被选择

权以及受教育的权利;二者,经济权利上则不允许有过度不平等的现象,从而

要求采取一定的社会措施以实现补偿正义.但是,在漫长的人类社会中,这两

种权利之间往往会存在冲突:要实现其中一个,就必然会牺牲另一个.在这种

两难选择中,自由主义就发展成为政治自由及经济上的差异寻找哲学依据:以
不可剥夺性个人权利来论证个体政治自由,以自由支配性财产权利论证经济

上的不平等.基于这种思维,在冲突性的个体自由和他人自由以及社会自由

之间,个体自由就注重对私人领域的保护;相应地,重新重视个体自由的早期

自由主义就以天赋人权来摆脱国家和强权的束缚,其核心在于对财产自由的

强调.究其原因,人类其他几乎所有的能力都与财产有关,无论是政治上的自

由还是思想上的自由都是如此;例如,罗素就指出,“如果由于表达了某种信仰

而使人难以为生,思想就不能说是自由的.”①因此,尽管表面上“私有财产神

圣不可侵犯”仅仅是自由的一个维度,但它却是根本性的,从而成为早期自由

主义纲领的硬核.

　　显然,如果把私有财产视为合理性的,从而注重对它的绝对保护;那么,国
家就不应该征收任何超过个人为获得相应的交换物(安全和服务)所必须支付

的税负,也没有理由对弱势者进行转移支付.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早期

的自由主义者大都反对经济管制而推崇市场经济,并且往往对穷人和收入分

化采取冷酷无情的态度;这一点在马尔萨斯、西尼尔等的著作中得到充分的体

现,他们甚至反对任何的经济救济措施.结果,在２００多年的时间内,经济上

的平等就不再是自由主义所追求的目标,相反,这种自由主义与自然主义思维

结合在一起,开始为现实中经济上的种种不平等现象寻找合理依据;即使“那
些令人不愉快或不情愿的事物都必须加以接受”,因为它们都是由不可变易的

① 罗素自由之路[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１９９８,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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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规律所决定的.① 例如,由供求决定的工资就是“不可动摇的规律”,因而

任何法令干预工资谈判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而且还会导致效率的损失.事实

上,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无论是市场均衡、帕累托有效还是阿罗不可能

定理———都是为这种不平等经济现实提供理论支持,弗里德曼以及哈耶克等

都对福利国家理论进行抨击,认为它违背了１８世纪自由主义者的原意.正是

局限于私有财产的保护,导致了资本主义民主呈现出双重特征:一方面宣扬和

追求一种平等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又刺激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极

分化;结果,“它所颁发的各种奖励,使成功者喂养猫狗的食物甚至胜过了失败

者哺育他们后代的食物.”②正是承袭了这种偏重政治平等的自由主义学说,
国内一些学者开始片面地强调所谓的自由、平等和民主;这里的自由仅仅是指

市场上的交换自由,平等仅仅是指法律上的形式平等,民主则集中在政府范围

内的公共决策.于是,一些政治哲学和历史学家大肆宣传«风能进,雨能进,国
王不能进»,而一些经济学家则单一化为主张市场万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
从而成为马尔库塞意义上的缺乏批判性的单向度人.

　　当然,这种情形仅仅是自由主义在一定发展时期呈现出来的特征,是自由

简单化和一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随着简单自由主义在实践中的缺陷暴

露,自由主义本身也开始朝日渐复杂化的方向不断演化.实际上,随着人类基

本权利的深化和扩展,现代自由主义已不再局限财产自由这一层次上,也不再

把任何私有财产的获得都视为正义的,私有财产的保护也不再成为自由主义

的核心;相反,现代自由主义更关注个体的平等生存权问题,这体现为对社会

贫困的关注、对弱者的同情.例如,霍尔姆斯就指出,“当少数民族的投票权没

有在法律上得以实施,或者贫穷的黑人婴儿由于社会歧视他们碰巧降生的群

体而导致死亡率较高时,自由主义的观察家们就会提出抗议.”③

　　事实上,简单自由主义认为,存在一种最佳的生活方式,这种最佳生活方

式就是自由主义制度作为一种普遍原则的应用,从而使永恒不变的;它源自于

一种经济人假设的理性共识,因为理性个体间的互动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状

态.格雷写道:“像诺齐克这样的自由派自由主义者相信,正义要求有一个普

遍的经济体系.对他们来说,财产权和契约并不是社会性的和法规性的传

统———根据人类幸福不断改变的要求,这些传统完全可以是不同的———而是

普遍人权的直接应用.不仅仅是现代经济缺少了良好运作的市场制度就不能

繁荣.更确切地说,市场制度体现了无时间性的正义要求”.然而,也正如格

雷指出的,“以这样的方式认为市场自由源于基本人权是一个根本错误.像其

他的人类自由一样,体现在市场化制度中的人类自由的合理性在于它们满足

①
②
③

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９
奥肯平等与效率[M]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９,１
霍尔姆斯反自由主义剖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２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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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类的需求.如果它们不能满足人类的需求,就有理由改变它们.不仅仅

包含在市场制度中的自由是如此,所有的人权都是如此.”①

　　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和人道关怀精神,那些真正的自由主

义知识分子往往用其毕生精力来对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作深刻的剖析,而
不是仅仅粉饰它,论证它的合理性.事实上,在西方社会流行的几大思潮中,
无论是保守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社群主义、法团主义,其代表人物本质上都

是自由主义者;试问:有谁能否定丹尼尔贝尔、哈贝马斯、麦金太尔、德沃金、
桑代尔、泰勒是自由主义者吗? 他们之所以对自由主义进行批判,很大程度上

针对的是一种简单自由主义,试图对简单自由主义造成的人类社会“自我荒谬

化”倾向进行拨乱反正.对这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解,也是源于“精神之

独立”和“思想之自由”的角度;正是基于这一角度,笔者当然也是自由主义者,
而那些否定者只不过“是因为他们首先把权力等同于财产权和合同的自由,就
是说,是等同于经济的自我利益,而不等同于知识的、宗教的或政治的自

由.”②

　　而且,那些知识越渊博、思想愈深邃的学者,人本主义精神就越强烈,越会

全面地审视社会中的异化现象.事实上,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无论是斯

密、西斯蒙第、马克思、穆勒、马歇尔、凡勃伦、加尔布雷思还是森,他们都不会

简单地采取自由放任或国家干预的政策;如斯密充分认识到企业主个人利益

与社会利益之间的不一致性,而马克思则把人的全面自由视为其根本的学术

思考.而且,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那些对人类影响愈大的学者,其思想的

复杂性往往也越明显;马克思思想的复杂性实际上已经在历史、哲学、宗教、法
律、政治学、社会学乃至心理学等领域得到充分的挖掘,斯密思想的复杂性也

充斥在各个领域,笔者在探究斯密在人性上的认知时也充分揭示了这一点.
所以,加尔布雷思强调:“马克思是非常宝贵的社会调查力源泉,因而不可能作

为共产党人的专有资产流传下来,斯密实在是太博学风趣,因而不可能沦落到

与几乎没有真正读过他的著作的保守分子们同流合污.”③

　　当然,能够全面体现平等和自由之双重特征的更恰当的标签,不是流行的

简单化的自由主义概念,而是复杂性的自由主义概念.正是基于这种复杂性,
真正的自由主义并不把权利视为政府权威根本不敢侵入的私人领域;相反,正
如霍尔姆斯所说,“经典自由主义者一贯认为,一旦个人发现他们受到了暴力

或欺诈的损害,他们都能求助于法律———不管这损害来自于私人的住房、俱乐

部、公司、大学,或教堂.”④显然,自由主义的复杂性特征无论是在西方的斯

①
②
③
④

约翰格雷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２２、２３
霍尔姆斯反自由主义剖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３１６
加尔布雷思加尔布雷思文集[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３２
霍尔姆斯反自由主义剖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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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穆勒、马克思、马歇尔、凯恩斯、森还是东方的王国维、陈寅恪、梁漱溟、顾
准、王元化等人身上都体现得非常明显,而与当前国内一些所谓的“自由主义

者”或“社会民主主义者”乃至“马克思主义者”的内在简单化倾向之间却存在

根本性的区别.汪丁丁强调,“在现实问题面前,特别是在中国的现实问题面

前,自由主义思想的复杂性,或具有复杂性的自由主义,往往表现出相对于其

他类型的思想方法的优势”;相反,在２０世纪末掀起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
战,只不过“是９０年代被再度解禁的市场狂潮冲击下我们中国人迅速西方化

了的生活方式与我们内在的情感方式之间的严重冲突.在这一冲突内,中国

知识分子,不论他的立场是自由主义的还是新左派的,或者,不论他是否有确

定的立场,他不可能借助于西方的立场来解决这一冲突.”①

三、复杂自由主义的社会信念

　　上面的分析表明,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单一的维度来判断是否是自由主义,
而是要洞见它内涵上的不断发展性和日益复杂性,这就是复杂自由主义的基

本态度.德沃金就认为,凡是持如下立场的人都是自由主义者:在经济政策方

面,自由主义者要求通过累进税制实现的福利和其他再分配形式减少财富上

的不平等.他们认为,政府应当干预经济以便提升经济稳定,控制通货膨胀,
减少失业,提供其他办法提供不了的各种服务,不过,在投资、生产、价格和工

资方面,从自由冒险到全面集体决定,他们赞成一种务实的有选择的干预而反

对激进变革.他们支持种族平等,赞成政府通过限制在教育、居住、就业方面

的公开歧视和私下歧视加以干预,以保障种族平等.②

　　事实上,对自由主义内涵的理解,也与两类权利的认识和界定有关:个人

权利和财产权利.其中,个人权利是指符合某种资格并归个人所有的权利,如
选举权、生活权以及其他基本功权,这主要体现为公共领域的政治权利等;财
产权利则是指并不需要符合特殊功能性角色的权利,它可以作为初始权占有,
也可以从以前所有者那里获得,这主要体现为私人领域的经济权利等.也即,
这两类权利存在一个明确的区分标准———可继承性:个人因承担某种角色而

获得的个人权利,一旦丧失了这个角色后就告失效,如合作组织中的成员选举

权;财产权利却可以转换为遗产而留给继承人,如公司组织中的股东选举权.
显然,当直接控制权附属于特定功能角色时,控制权不会因累积效应而膨胀,
这种控制就受到“约束”;相反,当最高控制权附属于可转让媒体时,这种权利

就会发生积聚或集中,从而导致权利分配的失衡.相应地,两个权利在界定原

①

②

汪丁丁“简论王元化先生自由主义思想的复杂性”,http://wangdingding．blog．sohu．com/
８７５３０６９１．html本文的复杂性概念也是受此文的启发.

德沃金原则问题[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２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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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上也就存在差异:个人权利缺乏积累性和集聚性,个体的初始地位相对平

等,故应确保机会平等,实行基于初始分配的获得正义原则;财产权利具有积

累性和集聚性,个体的初始地位很不平等,故应关注能力平等和资源平等,实
行补偿正义和纠正正义原则.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点认识:凡不能积聚和转让的权利应该充分保

障其自由使用,而难以积聚和转让的权利则应该限制其使用的“度”,这样才可

以塑造真正的人本社会.否则,往往会造成如下三类不良情形:(１)如果两者

都限制,那么就会造成权出一孔,产生专制社会;(２)如果两者都不限制,则造

成金钱权力影响基本权利,产生资本社会;(３)如果限制前者而放任后者,则产

生专制与资本相结合之社会.海尔布罗纳和米尔博格也指出:在前市场社会,
财富倾向于跟着权力走;到了市场社会出现之后,权力则倾向于跟着财富

走.① 无论哪种情形,都会出现财富与权力的结合,从而造成社会的等级化,
而一个良善社会就要打破这种结合.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组织良善的社

会制度之基本诉求:政治领域,维护个体基本权利,尊重思想、言论和新闻的自

由,既反对少数专制,也提防多数暴政,反对以“公意”之名侵害个人权利;经济

领域,关注交换起点和程序上的不平等,关注弱势者的经济要求,既不相信个

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和谐一致,也不相信“无形的手”的有效性.

　　一般地,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具有这样两大特征:一是政治上的自由主

义,防止个人权利受损;二是经济上的民生主义,防止财产过分集中.关于政

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现状和发展可用图１表示:改革开放前３０年,中国社会

的政治、经济制度大致处于第四象限的右下角,即 D点处;而改革开放３０年

后的今天,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大致移到了第三象限的中间偏左处,即

C点处.但是,针对目前的现状,国内各经济学派都不甚满意,从而都试图通

过种种途径来影响政府决策以使政治、经济制度能够朝其主张的方向发展:西
化的主流经济学者认为,无论是经济自由度还是政治自由度都还不够,尤其是

政治自由度远远不够,因而第二象限的左上处B点是其政治经济制度改革的

理想之点;另一些学者则主张,政治制度可以更加民主一些,但同时主张巩固

已经滑落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因而第四象限的中间偏上处E点或第一象限的

中间偏下处E′点是其政治经济制度改革的理想之点;人本主义者则强调,应
该进一步扩大个人的基本权利,同时也应该关注弱势者的基本福利要求,因而

第一象限的左上处 A点或第二象限的右上处 A′点是其政治经济制度改革的

理想之点,这也是我们的主张.

　　一般地,一个真正的学者,对任何思潮都会持开放的态度,并积极吸收其

中的有益养分,从而不能贴上简单自由主义的标签.事实上,尽管自由主义的

① 海尔布罗纳和米尔博格经济社会的起源[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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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现状和发展

一个主要特色就是:对个人权利的强调,反对以“公意”的借口对个人权利的损

害;无论是诺齐克、罗尔斯还是德沃金、桑代尔等都是如此,只不过对个人权利

的不同认知以及偏重而形成了不同价值主张.例如,罗尔斯就提出了广为认

同的公正社会的两大基本原则:一是平等原则,在一个平等的基本权利与所有

人享有自由完全相应的系统中,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该系统与所有人享

有的基本自由的系统是相容的,在这一系统中平等的政治(仅指政治的)自由

的公平价值将得到保障.二是差异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的存在必须满

足两大条件:(１)它们必须满足所有的工作和职位在公平的机会均等的条件下

向所有人开放,(２)它们必须做到最有利于那些处于最不利地位的社会成

员.① 在很大程度上,罗尔斯的正义制度和公平社会与上面基于个人权利和

财产权利之分析上所构建的良善社会具有很强的相通性:其中,罗尔斯的平等

原则和差异原则的(１)是对应于个人权利,强调通过制度安排来确保社会成员

具有平等的参与权;差异原则的(２)是对应于财产权利,强调社会福利、收入再

分配等应该有利于那些在社会中最少受惠的社会成员的利益分配.

　　事实上,大多数现代自由主义者往往都会将个人权利与平等联系起来,强
调自由与平等的一致性;同时,他们不仅关注私人领域的权利平等,而且关注

公共领域的权利平等.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人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显

然,人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关注的不是抽象的自然权利,而是把权利置于具体的

社会历史背景中,特别关注弱势者的应得权利.事实上,无论是西方的苏格拉

底、马克思、卢梭还是中国的孔、孟、墨、朱诸贤,他们都关注弱势者利益的保

护,他们都是人本主义者.特别是,作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对社

会发展的方向特别是路径上存在不同的看法,但都不是那种从个人私利出发

的经济人,而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正因如此,他们往往既不会谄媚于当局,
也不容易屈服于权势者的淫威,在某种意义上,“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

① 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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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不能屈”就是知识分子的真正本色.

　　在很大程度上,复杂自由主义不是一种单一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价值多

元主义,或者是一种价值混合主义.就笔者而言,在政治领域,主张个体间的

平等、民主,主张对每个生命的尊重,强调思想、言论和新闻的自由,而反对任

何少数的强权和专制,也反对任何的多数暴政,反对那种以“公意”的名义来损

害个人自由的行为;在经济领域,承认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强调对弱

势者的经济关注,而不相信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存在自然的和谐一致,不
相信“无形的手”能够有效地协调社会个体之间的互动行为,不相信完全竞争

能够实现帕累托有效的社会福利改进;在文化领域,信奉儒家重视社会和谐和

合作的理念,推崇“尽其在我”的社会责任文化,践行“为己利他”的行为方式,
而反对西方社会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反对盲目征服、扩张和竞争的倾向,反
对因工具理性对交往理性的排斥.因此,如果非要贴上简单化标签的话,那
么,根据流行的观点,笔者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经济上的干预主义者和文

化上的保守主义者.尤其是,笔者一直在致力于关注弱势者的应得权利,关注

社会公权利和金钱权利对弱势者权利的现实侵害;因此,人本主义可以且应该

成为笔者更好的标识,是人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

四、复杂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

　　尽管自由主义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复杂,但当前社会中却流行着两种极端

化思潮:市场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而且,由于两者所体现的利益要求是

不同的,因而分别受到不同群体的支持和倡导.一般地,市场自由主义往往会

受到广大工商业主以及保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支持:一者,市场自由主义

承认了金钱势力在社会博弈中的合法性而排除了其他力量的要求,这显然对

那些在市场交易上处于优势地位的工商业主是有利的;二者,这种社会不大会

出现大的振荡而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这显然比较适合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

的保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口味.相反,国家干预主义则往往受到上层官

僚集团以及激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支持:一者,国家干预主义提高了政治

权力、地位以及其他特权在社会博弈中的合法性而抑制了金钱权势的要求,这
显然对那些在政治交易上处于优势地位的官僚集团是有利的;二者,这种社会

的发展方向往往由那些拥有影响力的精英来引领,这些社会精英可以根据自

己的理想来对社会进行规划和建构乃至激进的变革,这显然比较适合那些信

奉社会改造和具有强烈建构理性的激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口味.

　　当然,上述情形是两个极端,而广大社会大众和人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则择其中端:一者,广大社会大众希望有选择自己工作和生活方式的自由而不

希望受到其他力量的压力,同时又希望自己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受到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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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扶持;二者,这种社会保障个体可以自由地发表他们的思想,选择他们

自己的工作方式,选举他们认可的领导人,同时又通过系列的公共制度来缓和

自由放任对弱势群体可能造成的伤害,因而也受到重视思想自由和关注人之

福利的人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欢迎.事实上,人本主义者既不满于现实

中的种种不公平现象而希望对社会进行改良,同时又担心建构主义的乌托邦

对社会造成的震荡.因此,他们努力提防两类权力的集中:一是公权力的集中

而导致政治权力的危害,二是自然权力的集中而产生金钱权力的霸权.正是

基于这种考虑,笔者希望从伦理塑造角度来理顺和夯实公共领域中的互惠协

作关系,通过推进社会制度的渐进变革来促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笔者看

来,维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关键不在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那些治标

不治本的具体财政、货币政策,相反要从根本上完善制度的问题,任何经济问

题的解决都在于两个失灵问题: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一方面,就解决政府失灵问题而言,关键是要了解政府的性质,并确保政

府做它该做的事.关于政府的性质及其演化,«国家的两种基本类型及其现实

理解»一文作了系统地梳理和剖析:就近代的政府而言,它主要作为一个为全

体成员服务的社会机构而存在;因此,就必须确保它能够做符合人们利益的

事,特别是那些关涉公共领域的事,从而能够确保社会的持续、有序增长.①

当然,在不同时期,政府所应该做的事是不同的,做事的方式也存在很大差异,
这就要求我们对人类社会的发展特点、人们需求的变化状况以及不同社会的

文化传统等进行比较分析;不过,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政府都存在一些基本的

工作:缓和市场失灵问题,这包括一些公共品的提供、负外部性的摒除等,其中

尤其要确保人们的应得权利与社会财富的同向乃至同比例发展,尽可能地防

止社会的异化和失范.显然,要防止社会的异化和失范,除了需要建立一套有

效的抽象规则外,关键是要形成一种合作性的社会伦理,这在信息日益复杂和

不对称的现代社会尤其重要,这也是政府应该关注的重要方面.同时,要保证

政府做它该做的事,就必须对官员的行为进行监督,需要建立一套较为完善的

监督体系;事实上,在缺乏权力制衡体系以及权力过分集中的情况下,往往会

产生大批“在其位不谋其事”的官僚,从而导致严重的政府失灵.

　　另一方面,就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而言,关键是要了解市场机制的特点,并
确保市场机制发挥其积极效应.显然,市场机制本身包含了相互补充、相互融

合的两方面内容:抽象规则和市场伦理;其中,抽象规则本身就来自市场伦理,
是市场伦理的编码化、明示化,而另一些还无法编码的伦理则以非正式规则存

在.事实上,任何存在人与人互动的地方都有市场,只不过市场的类型和特点

① 朱富强国家的两种基本类型及其现实理解:基于社会契约角度的分析[J] 制度经济学研
究,２００９,第２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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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而已:有的是命令式的,有的是交易式的,有的是协作式的,有的是竞争式

的,垄断体制中有垄断式市场,自由体制有自由式市场;同样,企业组织外部有

市场,企业组织内部也有市场,以家庭组织为主的社会造就了家庭式市场,以
企业组织为主的社会造就了企业式市场;更进一步地,发展中国家有发展中的

市场,发达国家有较为成熟的市场,企业组织美国有美国式市场,日本有日本

式市场,中国有中国式市场.正因为由于抽象规则和市场伦理的不同导致了

不同类型的市场,因而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讲某某现象符合或者不符合市场经

济的要求.譬如,当前一些经济学家就出来宣称,春节火车票不涨价不符合市

场经济的要求;①但试问:这是指什么样的市场呢? 按照这些学者的理解,市
场规则就是根据供求决定,需求提高了,自然就应该涨价;但是,他们却不愿去

认真审视:是什么导致了供求发生改变,这种改变是否合理? 是否可以采取更

好的办法来加以解决? 而且,即使在市场机制发挥主要作用的日常生活中,那
些实际价格是完全随供求变动的吗? 譬如,餐馆老板会随时注意顾客人数的

多寡而更换菜单吗? 尽管现代经济学提出所谓的菜单成本来进行解释,但菜

单成本绝不是纸张等物的成本,而是一种信誉成本.②

　　因此,日益复杂化、精微化的现代自由主义之内涵已经大大不同于早期自

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它一方面关注到政府行为可能造成的干预失灵,另一方面

又认识到纯粹市场中的自发失灵,从而试图在市场和政府之间寻求平衡.当

然,尽管现代自由主义不赞同最小政府的理念,但也对政府之恶行进行提防,
希望确保政府“做它该做的事”.这有两个层次:一是政府究竟该做何事? 二

是如何确保政府尽其职? 前者涉及对不同时期社会合作状态的理解以及协调

机制转化的要求,后者则涉及权力制衡和立宪问题.显然,在传统中央计划的

社会主义国家,恰恰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两个层次的要求,从而犯了严重的“理
性自负”;例如,兰格就曾举例说,国家计划委员会曾在计划中规定过在一个狩

猎季度中应猎取的野兔数目,但由于在国民经济计划中遗漏了女用纽扣和发

针而导致社会上得不到.正因如此,布罗姆利指出,“这样统制经济似乎可以

避免资本主义普遍存在的个人对资源的极大浪费和误用,但是,由于对个人缺

乏激励也可能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即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使对人民来说是重

要的一些物品和服务的生产被束之高阁.”③正是基于这种实践,尽管绝大多

数学者都不是纯粹的自由放任主义者,都希望扩大政府在减少贫困、改善环境

①

②

③

“吴敬琏 春 运 票 价 不 上 浮 不 符 合 市 场 经 济 原 理”,http://news．sohu．com/２００７０３０５/
n２４８５２１２４８．shtml

一般地,即使仅仅从餐馆老板的角度而言,他也是不愿意随供求而随时变换价格的,因为他考
虑的是长期利益,而长期利益需建立在与相关者良好关系的基础之上;更不要说,社会法规也不允许供
给者随意涨价,因为它毕竟要维护社会公正和分配正义.

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
出版社,１９９６,中译本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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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的作用;但同时,他们又对官僚制的运作方式表示不满,并特别担心政

府的权力得不到控制而使得事情更糟.这种思潮导致了自由主义向早期简单

化形态的复归,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以最小政府理论为基石的经济学流派日

益壮大并成为主流,如新古典宏观派(理性预期学派和货币主义学派)、供给学

派、新奥地利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新制度和产权学派,等等.

　　也就是说,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社会认知和政策主张有简单化倾向,把社会

问题的解决都诉诸于基于力量供求的市场机制.不过,正因为现代主流经济

学片面强调以力量决定制度均衡,把经济人行为合理化,从而得到社会上掌握

金钱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商贾和官僚的支持.究其原因,他们本身是最大权力

的拥有者,而这种理论可以将他们的行为合理化,如当前社会上不是流行着

“有权不用,过时作废”的话语吗? 一方面,现在一些官员往往是居位不为、华
而不实、为官不廉、以权谋私乃至腐败成风,而那些没有权势的社会弱势群体

的个人权利却很难得到保护;另一方面,一些农民工往往讨不回工资、失地农

民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城市居民被强制拆迁、小百姓蒙冤受屈投诉无门乃至形

成了“不给好处不办事”的潜规则.结果,本来作为一个服务全体人民之公共

机构的政府,现在却似乎演变为压在人民身上的一个枷锁,本来作为社会大众

之代理人的那些政府官员,在力量规则下却逐渐成为百姓的主宰者.事实上,
以前的好官是要为民办实事、办正事、办好事,从而受人民群众拥戴;但是,现
在只要不做坏事、不做缺德事、不贪污好色,就往往被称为“好官”了.正因如

此,目前,当社会大众审视一个为官者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这个权力是不是

搞后门、或搞不正之风或搞钱权交易得来的;正是在这种对立思想的指导下,
近来社会大众对一些官员遇害、警察被袭等事件往往很少表达同情和支持之

意,以致社会中逐渐流传了“仇官”的说辞.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不深思一下:
当前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仇官”现象呢? 究其原因,在伦理道德急

速衰落的社会背景中,一方面缺乏权力制衡体制,另一方面却极端地引进权力

决定观;结果,某些掌握权力的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从而引起社会大众的愤怒.

五、现代经济学的简单化倾向及其批判

　　正是出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行为所暴露出的严重的理性自负之反

动,曾经鼎盛一时的具有福利色彩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受到了抨击,而具有强

调自由放任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得到了勃兴,它关注政府

失灵远胜于市场失灵,于是“市场优越论”、“政府恶棍说”开始统治了世人的思

想.受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潜含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及其简单化自由主义之影

响,国内经济学者开始盲目地宣扬和照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和理论,并在

“知行合一”的理念下积极的将这些基于“体用二分”的理念限于书本推理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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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理论应用到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之中.相应地,受这种理论的支持,一些地

方政府官员也开始推崇当年汉王室的“无为而治”行为,把绝大多数本来属于

政府应尽的事务都推给市场,还美其名曰这种不干涉体现了对市场经济的尊

重.譬如,当房价不断飙升而致民怨沸腾时,这些官员往往就以这体现了市场

规律而漠然视之.尽管一些政府官员的失职行为已经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广泛

鞭挞,但却往往会受到一些经济学者的维护和吹捧,他们甚至把这些官员视为

懂经济规律的人,是自由主义的捍卫者.但殊不知,２０００多年前的汉王室之

所以能够不作为而享受了人民缴纳的税赋,是因为当时无论在名义上还是现

实中王室都是国家的“主权者”;但在人民主权的当前时代,这些不作为的官僚

有什么理由接受人民的高薪供奉呢? 难道他们把自己看成了帝王和统治者了

吗? 显然,对那些政府官僚而言,这明显是在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试

想,如果政府不为社会大众的利益着想的话,那么,人们组织起政府又有何用?
如果政府的代理者占据高位而又无所事事,社会大众为何要纳税来养活他们?
显然,在一个不断追求“民治、民有、民享”的今天,“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
的传统模式已经根本行不通了,任何政府及其代理者都必须尽其社会分工所

划定的责任和义务.相应地,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他不应该盲目地跟随流行

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教条,而是要能够看到一般人所看不到的地方,能够深入地

思考现状的成因而避免为某些假象所迷惑.

　　一般地,我们在审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作用界限时,不能仅仅看到它们的

现实表现,而是要理清两者的本质要求,并探究现实与本质相分离的原因.譬

如,上述提到的那种对具体商品数量进行规定的计划本身是与政府应有的显

性协调作用相脱节,这些事务本身应该留给那些更具个人知识的现场者去解

决.所以,后来兰格认识到,把这类细节纳入国民经济计划与计划工作无关,
它实际上阻碍了对国民经济的有效指导.事实上,历史上的自由主义并不是

对政府行为的简单否定,而往往是出于对政府越出其边界而造成更严重问题

的反动.譬如,在重商主义时期,当时严格控制着生产的工艺流程和产品质量

而维护垄断者的利益,甚至对每英寸布所必需的线的数量都做了规定;正因如

此,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义对重商主义进行了革命,流行的古典自由主义要

求把政府职能限制在最小程度,而反对设立公用事业、发放许可证和规定从事

某一职业的限制条件、对国际贸易加以限制、移民定额以及使用国家权力来限

制竞争等.但是,这种极端的自由放任政策并没有贯彻多久,整个社会就爆发

出了很多的矛盾和冲突,社会的贫困化现象也不断加剧;此时,就开始出现了

新自由主义,它在主张尽可能保持市场自我调节机制的同时,也认为政府也具

有本身的政治和经济功能,如国防、警察治安、制定法律、公共健康和工业安全

法规、大规模投资项目如港口和水坝的各种规定、实行鼓励技术创新的专利

权、提供基础教育以及创造出一种坚挺可靠的通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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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历史的实践并不是对政府协调功能的简单否定,而是提醒人们更清

楚地认知政府协调的方式和范围:既不能越俎代疱,也不能放弃自身责任.究

其原因,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已经告诉我们,由于外部性、公共品、自然垄断以及

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等因素,市场会出现失灵,因而需要政府发挥一定的积极

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本身所存在的信息、激励、监督等问题,政府干预

也会存在失灵,特别是作为本性“恶”的政府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权力来牟取私

利.因此,经济学根本性的作用是要如何把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结合起来,利
用各自的优势弥补另一方的不足,以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这两大问题,而
不是两者择其一,或者仅仅是“两害相较取其轻”.其实,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

主张限制政府权力而崇尚市场秩序,但这并不是基于完美的逻辑和有力的经

验实证,而是对自由市场的宗教般的笃信.迈克杰斯尼写道:“新自由主义者

们宣扬,共产主义社会、社会民主社会,甚至连像美国这样有着适度社会福利

的国家统统都失败以后,这些国家的公民才把新自由主义当作唯一可行的办

法接受下来.也许它并不尽善尽美,但却是惟一可能的经济体制.”①

　　显然,如果像主流经济学家那样考虑到市场失灵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在
社会福利最优无法实现的情形下转而在自由市场的基础上以市场失灵为代价

寻求次优;那么,如果沿着另一条思路,通过不断健全社会监督体系,同样可以

微小的政府失灵为代价来实现政府协调下的同样效果.不幸的是,国人却往

往容易走上极端:一方面,针对市场失灵问题,不是寻求市场的完善之道而是

取消了事,如改革开放前的实践所做的那样;另一方面,针对政府失灵问题,也
不是寻求政府监督体系的完善而是取消政府相关职能,这正是当前经济学界

的流行观点.一个典型的例子是２００５年广州市禁止摩托车通行,据说主要原

因是,摩托车导致了交通混乱和街头抢劫现象;但是,广州市政府不是从有关

职能部门的失职行为以及市场法制的不健全角度想办法,而是依靠其强权来

禁止所有的摩托车通行.显然,这不但是政府的不作为问题,更是对个人自由

的明显侵害;即使仅从经济发展角度而言,此举也会直接导致１０万靠摩托车

拉客谋生的人失业,以及其他大量相关从业人员的失业.正因如此,当前的政

府并不是真正地遵循市场规律,更不是在完善市场机制;而是在滥用公权力,
从事它不该从事的活动,而放弃其应尽的责任.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怪现

象:“今天的农民在无需找‘市长’的场合,‘市长’却非要找他们不可,而在需要

‘市长’之时,‘市长’却往往拂袖不管,还振振有词地要人们‘不找市长找市

场’.”②

　　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当前中国社会的公权力太集中于一小部分人手中了,

①
②

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导言
秦晖问题与主义:秦晖文选[M]长春:长春出版社,１９９９,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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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又缺乏相应的监督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就必然会造成公权力的滥用,并
导致了异常严重的政府失灵问题.斯宾塞曾指出,“凡对权力的敬畏心最大的

地方就是对个人自由侵犯最严重的地方.”①显然,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也就是

宪政的基本要求,因为只要法律本身是由政府制定的,政府就不会有积极性来

限制自己的权力,即使制定了的法律也不会得到切实的遵守.麦克尔文就指

出,“立宪主义(都)有一个根本的性质:它是对政府的法律制约真正的立

宪主义的本质中最固定和最持久的东西仍然与其肇端时几乎一样,即通过法

律限制政府.”②然而,受传统儒家的“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的影响,儒家

社会的传统法律往往是由当权者制定,形成了上位者对下位者的单方向社会

监督体系,此时上位者就可以尽情地玩弄它的机会主义而很少受到惩罚,从而

产生了大量贪污腐化的现象.

　　当然,这种单向的监督体系也与现代主流经济学中流行的委托—代理理

论相通,问题是,委托—代理治理机制仅仅是西方国家理论上的说教,而实际

采用的却是相互监督的社会共同治理机制.③ 事实上,这一点也深为学术界

所认识,如宾默尔指出的,“一个社会仅仅有监督者是不够的,关键在于谁来监

督监督者.答案是我们必须彼此监督.也就是说,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每个

人的行为都必须是均衡的,这包括警察、官员与非官员”.④ 同时,尽管传统儒

家强调法律约束下位者,但并不是说上位者不需要受到制约;相反,他们需要

受到更高的道德标准的约束,法律仅仅是最低层次的道德约束.显然,在“脱
魅”的现代社会中,任何具有神秘性的卡理斯马式的先知统治都已经不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秩序的维系和治理就有赖于两个方面.一是,如韦伯强调

的,作为一个以政治为立业的人,他必须依照责任伦理去行动,需要按照自己

既定的价值立场去决定行动取向,本着对后果负责任的态度处理公共事务,以
履行“天职”的责任心去应承日常生活的当下要求.二是,积极壮大弱势者的

力量以建立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从而防止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所衍生出

来的恶性为,麦迪逊在观察到弗吉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立法机关对此违

反本州的宪法后就指出,“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仅仅写在羊皮纸上,还不足以使

我们的政府逃避集权的威胁,集权可能会慢慢地侵蚀宪法的规定,使一小撮人

聚揽了政府的所有权力.”⑤

　　然而,由于人类在建立更理想的社会制度过程中的失误,人们不是去审视

制度构建的条件和途径,而是把“道德理想国”这个目标本身给抛弃了;以致无

①
②
③
④
⑤

斯宾塞社会静力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２３３
转引自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５
朱富强委托—代理治理模式的适用性及其问题[J]产经评论,２０１０(６)
宾默尔博弈论与社会契约(第１卷):公平博弈[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４６
转引自瓦格纳宪法、暴政和宪政秩序罗利编财产权与民主的限度[M]北京:商务印书

馆,２００７,１７５~２３６



第１辑 复杂自由主义的信念及其政策主张 ５７　　　

论是社会大众、学术精英还是政治领袖都失去了政治和价值理想,反而开始依

附于物竞天择的社会达尔文观,为现实的存在提供种种的合理化辩护.于是,
在道德约束体系已经崩溃的当今社会,国内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不但对在中

国建立相对完善的监督体系完全没有信心,更是不相信伦理道德的积极作用;
因此,他们很少在这方面真正展开实际性的探索工作,而往往倾向于把当前所

遇到的问题一味地推给市场,主张所谓的“无为而治”.特别是,正是由于深受

现代主流经济学中伦理实证主义的熏陶,当前国内经济学界出现了一个非常

奇特的论调:一方面,当政府官僚与权贵资本相结合在瓜分国有资产时,一些

主流经济学以改革成本最小化或者以供求力量博弈来为之提供辩护;另一方

面,当一些政府官员坐视市场失灵问题而无为时,这些主流经济学又把这种现

象视为非政府职能之范围.在这些“主流”经济学家看来,只要是市场产生的

结果就一定是合理的,因而市场上产生的现象当然应该由市场解决,这实际上

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正因为他们否定政府的作用,从而导致作为协调者的

政府无法发挥其积极功能,这就舍弃了人类协调经济活动的有益手段.

六、“新兴”自由主义概念的内涵及反思

　　上面的分析表明,自由的内涵本身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即使从西方社

会的历史演变来看,自由主义本身发生了一系列的内涵转变:在１８、１９世纪,
自由主义往往等同于自由放任,要求限制政府的职能到最小,通常被称为旧自

由主义或古典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是为保卫个人权利不受君主和其他

统治者的支配而提出来的一种基本哲学,它反对设立公用事业、发放许可证和

规定从事某一职业的限制条件、对国际贸易加以限制、移民定额以及使用国家

权力来限制竞争等.但是,到１９世纪末以后,自由主义丧失了它原来的标记,
开始倡导通过政府干预来纠正市场失灵问题;此时,具有改良色彩的自由主义

主张,政府应该进行一定的干预和采取积极措施来保障大众的社会福利,当时

大量的干预性立法也大多是自由党政府的产物.

　　正因为早期古典经济学家曾经使用的 Liberalism 一词的内涵已经发生

了巨大转换,为此,哈耶克等创造了一个新词 Libertarianism 来承袭古典自由

主义的内涵,而Liberalism 用来指代当前在美国盛行的赞成社会福利并具有

“左”倾色彩的流派,同时,人们往往又将极端自由放任主义称为保守主义.显

然,尽管Liberalism 和Libertarianism 在中文中都可以译成“自由主义”,但它

们在当代社会中却分别代表倾向很不相同的两个思想流派.一般地,在诺贝

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哈耶克、弗里德曼、卢卡斯等人就信奉 Libertarianism,
而萨缪尔森、阿罗、森等则崇尚 Liberalism.当然,这两个词在实际应用中也

经常发生混淆,如森一直用 Libertarianist来称呼哈耶克、弗里德曼以及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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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等,但是,哈耶克、弗里德曼等却往往用 Liberalism 称呼自己的主张,并以

此来与被他们认为是假自由主义的人奋力作战,而不愿意将 Liberalism 称号

拱手相送其他流派.正是由于这两个概念往往会发生混淆,为此,笔者更愿意

把Liberalism 理解为改良自由主义,而将 Libertarianism 理解为自由至上主

义.

　　“改良自由主义”出现在古典经济学后期,其先驱是西斯蒙第,它在坚持民

权和自由的同时又乐于依赖公共政策以解决那些市场不能克服的经济问题.
显然,由于与崇尚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liberalism)存在很大不

同,因而这些自由主义者所发展出的理论又往往被称为现代自由主义或者新

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例如,其创建者之一格林就强调,社会不是孤立

的原子的集合,而是一个为了实现共同目的而存在的有机体;因此,他发展出

一套关于公共福利和人类自由的理论,其基础是一种肯定性的自由概念:自由

是做某事或享有某物的实际能力,而不只是不存在外部约束的状态.一般地,
改良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主要起源于如下一些经济学家的著作:边沁的«道德

与立法原理»、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T．H．格林的«政治义务原则

论文集»、霍布豪斯的«自由主义»、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约翰杜威的«经
济自由主义与社会行动»、J．M．凯恩斯的«劝说集»、罗尔斯的«正义论»以及康

芒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人的著作.显然,这种新自由主义强调的是制度框架内

的自由,而不是放任自流,它在随后的１００多年内成为英国官方政策的重要基

础,并且逐渐将其影响扩展到西欧,引起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深刻变

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福利国家”政策在西方国家兴盛,新自由主义

的影响也达到了顶峰.

　　而且,这种改良自由主义对平等的关注不仅体现在国内,也体现在国际

上.例如,德沃金就指出,越南战争之前一些自我标榜为“自由主义者”的政治

家往往持有这样的立场:“自由主义者赞成更大的经济平等,赞成国际主义,赞
成言论自由,反对新闻审查,赞成种族之间更大的平等,反对种族隔离政策,赞
成宗教和国家明确分离,赞成给予被起诉的嫌疑犯更大的程序保护,赞成对

‘道德规范’犯规者实施非刑事处理,尤其是对吸毒者和成人间自愿的性关系

违规者实施非刑事处理,赞成大胆运用中央政府权力以达到所有这些目

标.”①但是,越南战争却暴露出了自由主义与剥削之间的隐藏关系,以致自由

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联系也被看作是虚假的;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学就开始

产生似乎不再区分自由主义立场和保守主义立场的一些论题,政治家们也开

始不情愿将自己等同于“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而更倾向于把以前被

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和以前被认为是保守主义者的立场结合起来,以致

① 德沃金原则问题[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２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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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沃金说,“自由主义曾经是各种不相关政治立场的临时结合体”.①

　　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相融合的过程到里根政府和撒切尔政府受到抑制,
并重新开始出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分离,甚至出现了争夺“自由主

义”解释权的争论.这时,一部分认识开始向保守主义或古典自由主义回归,
并将新兴的自由主义称为真正的自由主义,并用“neoliberalism”一词来区别

盛行了一个世纪的老牌liberalism.显然,“新自由主义”在历史上曾经是改良

主义的习惯称呼,其对应的英文为“newliberalism”;但是,当前国内诸多学人

却不察,广泛使用“新自由主义”一词来指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流行出来的自

由主义思潮“neoliberalism”,从而导致了概念的混淆.实际上,由于主张国

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滞胀以及“福利国家”政策的破产,
一些自由至上主义者(Libertarianist)就提出要复兴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

义,从而使用“neoliberalism”一词来与改良的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相
区别.在很大程度上,这体现了对自由主义概念的否定之否定的认识,从而应

该更恰当地翻译成“新兴”自由主义.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出于与凯恩斯经济学的政策主张相抗衡的需要,“新
兴自由主义”逐渐成了那些崇尚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新古典宏观流派所使用的

专业术语,这包括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以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
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新自由主义

以及联邦德国的弗莱堡学派.“新兴”自由主义的新发展出现在苏东解体后的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资本主义的胜利加速了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发展;为此,
一些自由至上主义者依据新的历史条件对古典自由主义进行了改造,更加强

调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与此同时,这种思潮开始朝政治和意识形态方向

发展,以致学术理论逐渐蜕化成为资本主义向外输出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价值,
最终孕育出了“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Consensus);“华盛顿共识”构设全

球秩序的基本原则就是:贸易经济自由化、定价市场化和企业私有化.然而,
正是在这种“新兴自由主义”的简单化政策引导下,其试验地巴西、阿根廷、墨
西哥等拉美国家出现多次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而依据“新兴”自由主义推行

的“休克疗法”式经济转轨使得俄罗斯陷入了长期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

　　可见,自由主义的内涵本身就具有不断复杂化的发展趋势.德沃金写道:
“自从１８世纪以来,‘自由主义’一词一直被用来描述具有各种政治立场的不

同宗派,但是在不同时代在被称为‘自由主义’的不同政治宗派中间并不具有

重要的原则相似性.”②从某种意义上讲,１９世纪中期以后的改良主义者所使

用的“新自由主义”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是一种复杂化的发展,而当前流行

①
②

德沃金原则问题[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２４０
德沃金原则问题[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２３８



６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的“新兴自由主义”却又回到了原先那种简单化状态.正因如此,我们不能简

单地将之与干预主义或者保守主义等对立起来,政策上也不能简单地在政府

干预和自由市场之间二择其一,而是要努力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究其原因,无论是自发的市场秩序还是自觉地计划秩序都存在内在的缺陷,推
动社会秩序扩展的两种动力的共同基础则是社会伦理.① 事实上,尽管现代

主流经济学在“新兴自由主义”的指导下而极力推崇市场机制,但是,完善和成

熟的市场机制本身就包含了相互促进、相互支持的市场伦理和抽象规则;特别

地,社会的持续发展有赖于健康的市场伦理,而纯粹基于力量决定的市场必然

会导致市场的失灵.显然,这种失灵需要依靠政府机制来修正.那么,政府又

如何对市场失灵进行修正呢? 就当前情形而言,政府的主要功能不在于诸如

计划之类的显性协调,相反,其功能应该逐渐转换到提高或夯实人类合作和社

会分工的隐性协调水平,其中主要是对基于互惠的市场伦理进行培育.

七、简短结语

　　任何社会价值都具有递进和复杂化的演化趋势,其基本取向都在于建立

一个更包容、更和谐的社会,它有助于人类社会的互惠合作,从而促进社会分

工半径的扩展.从这个角度上说,人类社会存在一些普世价值.但是,我们在

探讨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时,不能简单地鼓吹自由、民主和人权之空泛口号,
而是要探究自由、民主和人权之实质内涵,要探究自由、民主和人权之内涵演

变,尤其是要将这些问题落到实处.例如,如何通过交换起点和交换程序的界

定以更充分地保障社会大众的市场自由,如何通过促进社会的平等对话和“尽
其在我”的社会责任观之落实来促进社会民主的真正进步,如何改善和保障弱

势者的基本生活需求和具体权利以保障人权的真正提高.

　　巴斯夏曾说,所有合法的利益都是和谐的,这里强调不是“合法”而是强调

“和谐”;即只有能够导致利益和谐的法律才是真正合乎实质法的,而那些背离

实质内容而体现不正义的强制法律本身是不合法的.显然,在当前国内社会

中,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呈现出日益尖锐的趋势.这意味着,现实中的

各项社会制度出了问题,它本身体现不了正义的要求;也即,当前的实在法本

身不是“法”,或者仅仅是“恶法”.因此,我们就不能像现代主流经济学所主张

的那样,在既定制度下理性地追求各自的私利,而是要对社会制度本身进行完

善和改造,这就要向古典经济学汲取营养.

　　米尔斯写道:“由于对全球生态的压力变得越来越严重的那个时刻越来越

① 朱富强社会扩展秩序中的“人类意识”刍议: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社会秩序之检视[J]制度经
济学研究,２００７,第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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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整体利益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即使这些办法要涉及一些牺牲,并且涉及要对他人做出更多的、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难让人接受的让步.经济思想史是这样的一个历史:它已经显示出了

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那就是要退回到与古典经济学家、新古典经济学家和货

币主义者们的看法背后起支撑作用的那些观念相同的观念去,这种趋势,只有

在凯恩斯主义政策盛行的那四分之一世纪左右的实践中才被打断了我们

现在需要认识到:当前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所采取的办法中反映出来的那种经

济政策思路,完全不适应２１世纪将向我们提出的那些挑战.”①显然,要真正

夯实一个和谐社会,就需要深入分析政府和市场两者作用的领域和度,探究充

分地发挥两者作用之互补的可能性,而不是遵循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那种简

单化政策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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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nvictionofComplicatedLiberalism
anditsPolicyOpinion

———TheSimplifiedTrendofModernMainstream
EconomicsandCriticismonNeoliberalism

ZhuFuqiang

　　Abstract　Thecontentofliberalismhavebeenexperiencingagyroidal
development:originally,itpursuedualequalityincludingpoliticalrightand
economicright;then,theequalityofpoliticalrightgetstressedgradually
duringthecourseofevolvement,andliberalismbecomesthefootnoteofthe
economicinequality．However,newliberalismgivesattentiontotheequality
ofeconomyincludingpovertyandsocialsecurityagainwiththedeepening
andwideningofthecognizanceofpersonalright．Unfortunately,modern

① 米尔斯一种批判的经济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３２８~３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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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atn mainstreameconomicsupholdsprivatizationand marketizationto
theutmost,andequatestheliberalismwithspontaneousorder．Asaresult,

theconceptofliberalismissimplifiedagain．
　　Keywords　complicatedliberalism　classicalliberalism　newliberalＧ
ism　neoliberalism　libertarian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