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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玛蒂亚·森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李炳炎 王 冲

  内容提要 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对新自由主义作

了深刻批判,摒弃了以往发展观中片面追求GDP增长的缺陷,提出了以人的需

要和生活质量作为发展目标,这种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对我国新时期实现科学发

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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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炳炎(1945-),男,江苏无锡人,经济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江苏省行政

学院特岗教授,世界政治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副会长,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所

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王冲(1985-),男,山东济宁

人,中央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一、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困境

  理解新自由主义,应考察其思想的演进。自由主义最初源于古希腊、古罗

马思想家伯里克利、希罗多德等提出的自由理念。而自由主义成为一个较为

完整的学说体系,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需要一

整套维护其利益的理论体系,自由主义便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此时的自由

主义被称为传统自由主义。
  传统自由主义侧重于对国家和个人之间关系的论述,通过对两者关系的

界定,限制政府的权力范围,给予个人最大程度的自由。传统自由主义认为,
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保证公权不对私权的侵犯,同时维护

个人的自由,因此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至关重要。对此,洛克提出通过政治制度

上的分权、代议和法制来实现对政府权力的制衡。而边沁的功利主义认为,个
人追求一己私利不应受到道德的谴责,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与自由主义相

契合,并为自由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约翰·密尔成功地将边沁的功利主义

思想和自由主义融合为一体,这也标志着传统自由主义的终结。传统自由主

义都是以个人主义、个人自由为假设前提,以建立和维护新生的资本主义私有

制为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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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为传统自由主义矛盾激化的时期。作为“守夜

人”的政府,以及放任自由的经济理念面对经济大萧条无能为力。对现实的无

法解释,以及对萧条的束手无策使传统自由主义面临窘境。传统自由主义所

倡导的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不能带来社会整体利益的增进,反而带来

分配不公进而导致矛盾的激化。面对这样的经济形势,凯恩斯一反传统,提出

了以国家干预经济为核心的经济思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西方经济。
  直至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陷入滞胀的局面。滞胀这种新的经济现

象不仅使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走向绝境,而且助推了经济学向传统的复归。以

弗里德曼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反对凯恩斯的经济学说,并在传统自由主义的

基础上发展形成了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是传统自由主义的现代回归,它汲取了传统自由主义的自由

放任、个人主义等思想。新自由主义认为,为了维护个人自由,正确的做法应

是极大程度地反对限制个人自由。由于认为政府权力的扩大会对个人自由造

成侵害,因此新自由主义反对权力集中的政府,主张建立不受政府权力约束的

自由市场制度。同时,新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机会上的平等,而对结果的平等与

否采取了一种漠视的态度。
  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具体实践主要体现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推行

的“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但这两场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运动都以失

败而告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向发

展中国家推广。这种推广的载体便是著名的《华盛顿共识》。反观《华盛顿共

识》在发展中国家的推行,苏联和东欧改革的失败,1994年墨西哥爆发了金融

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以及其后拉美国家

发生的一系列危机。显而易见,新自由主义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的实践不能说是成功的。由此,这也使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的可行性产生了

怀疑。  

二、一种新的发展观

  面对新自由主义的失败,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提出

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阿玛蒂亚·森是印度著名的经济学家,1998年凭借其

在福利经济学领域的杰出贡献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阿玛蒂亚·森的理论

直接来源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关于生活质量的论述,同时吸收了马克

思与格林的一些思想。阿玛蒂亚·森坚持人本主义原则。他对新自由主义的

批判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阿玛蒂亚·森不认同新自由主义对自由的定义,并重新界定了自由

的理念。当代著名思想家伊赛亚·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一文中对自由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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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跨时代的划分,对人们理解自由的实质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认为,在思想史

上,有两种含义和意义不同的自由概念,即消极的自由与积极的自由。其中,
消极的自由被定义为“免于……的自由”,即可解释为免于他人的干涉,不受别

人干涉的范围越大,个人所享有的自由也越广;积极的自由则与此不同,其被

定义为“去做……的自由”,即当个体是自主的,那么其将是自由的。
  由于消极的自由强调主体不受外部力量的主导或束缚,因此消极的自由

更强调人们权利领域的平等。伊赛亚·伯林更为倡导这种消极的自由,而新

自由主义者也将消极的自由放在了核心的位置。即当人们拥有平等的权利

时,人们便实现了自由。不可否认,消极的自由在强调权利的同时,限制了国

家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同时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因此,消极的自由尊重

个体选择、崇尚制度和秩序、限制政府规模的思想也便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的重

要理论基础。
  阿玛蒂亚·森对消极的自由持反对意见,他认为消极的自由将自由仅仅

理解为权利有些片面,个人在把握机会的能力上存在差异,这也导致结果的差

别。因此,阿玛蒂亚·森认为,从实质意义上来看,自由应被视为“享受人们有

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包括免受困苦———饥饿、营
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

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的自由。”社会所赋予个人的自由权利,只有当具备拥有支

配这种权利的能力时才能实现。一个人要实现更多的权利,就必须具备较多

的能力。而在个人的权利一定时,个人能力的高低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但是,在能力的保障上,能力的实现同样也离不开权利。个人能力的获

得,取决于社会赋予个人权利以及权利的实现程度。如果个人的权利遭到限

制,那么其能力也难以实现。权利是个人取得能力的最基本保障。同时,权利

不仅涉及法律维度,也涉及道德维度。仅在法律范畴内考虑权利对能力的保

证显然不够充分,维持人生存的尊严需要道德权利。因此,道德权利的实现同

样是获得能力的基本保障。阿玛蒂亚·森认为,应从权利与能力范畴同时考

量自由,其实质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统一,是在消极自由的基础上对积极

自由的追求。
  其次,阿玛蒂亚·森对新自由主义“小政府”的思想作了批判,并主张“积
极政府”以实现发展以及人的自由。新自由主义继承的传统自由主义自由放

任的思想。市场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个人的自由。在完善的市场机制

下,人们拥有平等的机会并通过自由自愿的选择来实现自身的发展。而政府

权利的扩张会威胁到自由市场制度,进而影响个人自由。因此,新自由主义者

主张“小政府、大社会”,限制政府权利。
  阿玛蒂亚·森以他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驳斥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

旨主义”观点。阿玛蒂亚·森认为,以往的发展观强调国民生产总值(G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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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或个人收入的提高,或工业化、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因素,但这种思

维是狭隘的。当然,国民生产总值或个人收入的增长,作为扩展社会成员享有

的自由的手段是非常重要的。但自由还依赖于其他的决定因素,如社会的和

经济的安排,以及政治的和公民的权利。收入标准只能属于工具范畴。发展

的最高标准应为自由。发展是扩展人们享有实质性自由的一个过程,实质性

自由包括免受痛苦———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

本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的自由。因此可以说,自由

受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等方方面面。
发展应强调自由这一主导性目的,而不是某些促进自由的手段。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市场能够理想化运作必须

依靠完善的制度。在现实情况下,市场追求效率以及机会平等的被忽视,结果

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公正和环境的恶化。这正是市场天然的缺陷。在市场失灵

的情况下,需要政府的公共政策来提供基本的教育、医疗以及社会基础设施,
以此来实现机会的均等。因此,政府在维护实质性自由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阿玛蒂亚·森认为,政府可通过保证和扩大五种工具性自由来促进自

由终极价值观的实现。这五种工具性自由为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
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这五种工具性自由之间并非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

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扩展为实质性自由。
  阿玛蒂亚·森重新解析了发展,并通过指出发展的最终目的,对新自由主

义的发展观提出批判。阿玛蒂亚·森认为积极的政府行为并不会对个人自由

产生危害。相反,如果自由的内涵被扩展并提升到道德层面,积极的政府不仅

能维持和完善市场制度,而且能对自由起到促进作用。
  最后,新自由主义者推崇个人权利,并认为个人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衡量正义与否的重要标准为是否按照程序。因此,在满足市场规则的条件下,
由市场竞争所引起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差距便是合理的。阿玛蒂亚·森对新

自由主义的这种观点同样提出了批判。阿玛蒂亚·森认为,自由既是在规则

之内的活动,而且是对规则的否定。只有当一个人能成为自身的主人时,他才

是自由的,因此积极的自由才是自由的终极价值。而追求积极的自由,必须注

意到个体的平等。起点的平等涉及对资源、机会等的初始分配的平等,是个体

以平等的方式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去,保证每个个体都有平等的创造收入的机

会和能力。同时,还要注重结果的平等,即通过公共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对
社会产品进行再分配。阿玛蒂亚·森认为,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同样重要。
因此,不仅需要保证初始的权利机会的平等,而且需要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来
实现对社会产品的再分配,实现结果的平等。只有这样,才能从道德的维度,
保障人能够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阿玛蒂亚·森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的发展视角下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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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克服了以往新自由主义的缺陷,继承了传统的以人的

需要和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发展思想,并吸收马克思的积极的自由思想,将积极

的自由与消极的自由相结合,倡导消极自由基础上的积极自由。阿玛蒂亚·
森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对我国新时期实现科学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Criticism
 

of
 

Neoliberalism
 

of
 

Amartya
 

Sen

Li
 

Bingyan Wang
 

Chong

  Abstract the
 

India
 

economist
 

Amartya
 

Sen
 

deeply
 

criticizes
 

the
 

Neolib-
eralism,

 

to
 

abandon
 

undue
 

pursuit
 

of
 

GDP
 

growth
 

in
 

the
 

previous
 

outlook
 

on
 

development,
 

and
 

put
 

forward
 

needs
 

of
 

hunman
 

beings
 

and
 

quality
 

of
 

life
 

as
 

the
 

development
 

goal.
 

This
 

people
 

oriented
 

view
 

provides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at
 

the
 

new
 

stage
 

in
 

China.
  Key

 

words Amartya
 

Sen People
 

Oriented Development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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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