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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一天,邻居的小学老师结婚,一个５岁左右的小男孩与同年的孩子挤进人

群看热闹.当新娘走到这个小男孩跟前时,摸着他的头说:“瞧,这孩子的眼睛

又大又漂亮,一定很聪明.”身旁一位高个子小学老师说:“我认识他,他爸爸是

个大老粗”.第二天的一大早,这位小男孩一手拿着他家唯有的一本书———
«扫盲识字课本»,一手拿着粉笔,在墙上歪歪斜斜的写字,虽然他还不认识一

个字.

　　这就是小学老师给方兴起上的第一堂启蒙课.为了不再是“大老粗”,无
意之中他走上了自学的道路.正好他姐姐在这一年上小学,姐姐在家读书时,
他就跟着姐姐读.这样,７岁上小学时,一年级的课本已学了不少.那位高个

子老师在无意之中促使他养成了自学的习惯.初中时,他自学无线电的相关

书籍,并在废旧市场淘得元器件,动手安装收音机,居然使他家也拥有了收音

机.当时他憧憬着当一名无线电专家,但初中刚毕业就赶上“文化大革命”.
在没有上学的日子里 ,他一边做小工帮补家里,一边继续自学无线电.无论

上山下山的大潮把他卷到鄂西南山区,还是招工潮把他带回武汉,伴随的只有

书本.虽然他爱读书,但直到１９７０年他才开始阅读马克思的著作.

　　在方兴起进入学术殿堂前,经历过刻骨铭心的“三年困难时期的饥荒”和
十年“文革”时期的学荒,当过农民(知青)和工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他

最大的学术背景.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一直被这种背景所笼罩,其在学术上的

长处和短处皆由此而生.可以说,他之所以在高校从事教研工作这些年而幸

免于下岗,凭的不是过人的智商和学术水平,而是在艰难困苦环境中磨炼出来

的一种拼命精神,一种信念和一种甘于寂寞的心态.他有机会进入政界,也有

机会进入商界,但却“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在学术上明知难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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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愿毕生为之.

　　１９７２年,方兴起被推荐上大学,所学专业是工业会计.当时的大学不鼓

励学生读书,却引导学生“上管改”.但是,由社会带进学校的种种困惑,驱使

他将大量的时间用于学习政治经济学和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在那种特殊

的环境下,自学又派上了用场,并且有幸在学校图书馆的几位“右派”老师的帮

助下,他阅读了一些不对外开放的西方经济学著作.１９７３年发表的第一篇文

章«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他学习马克思«资本论»的心得体

会.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他却组织同学利用毕业实践的机

会,在郑州的一家纺织厂研究物质奖励问题(这种不识时务的治学态度,时至

今日都难改).１９７４年８月留校,他被分配到政治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任教,
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为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到武汉大学经

济系进修.在进修期间,深受傅殷才教授的学术风格的影响.傅殷才教授坚

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西方经济学,并主张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借鉴和利

用西方经济学中具有科学价值的思想材料.讲这些是为了表明:方兴起是在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下熏陶出来的,同时又非常注重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

作,注重批判性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成果和关注现实.由此,也就使他对传统的

政治经济学逐渐产生了疑问.

　　１９８１年４月４日,方兴起冒昧地向陈岱孙教授写了一封信,敬请陈岱孙

教授对他困惑多年的问题“给予方向性的指教”.他在这封信中写道:“一、
在本学科的领域内,如何处理好大胆探索与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的关系.
在我国,社会科学一方面是必须要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另一方面,又必

须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探索.就理论上来讲,这两方面的关系是统一的,因
此,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就只能以恩格斯的这句话为原则,即只有越科学

的东西,才越能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但是自己从实践中感到要具体处理

好这两者的关系是极其困难的.一个具有科学头脑和马克思主义立场的

人,总希望社会科学这样来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即通过创造性的劳动,建
立正确反映客观现实的理论,来发展社会科学,来为党的中心工作提供正确

的理论依据.然而,‘左’的思潮则总是迫使人们用某一时期的具体方针政

策来代替创造性的劳动,以具体的方针政策为准绳来建立理论.似乎这样

做,社会科学既能紧密地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又能得到发展.然而实践证

明,这种做法不仅是我国社会科学理论长期不能得到应有发展的根本原因,
而且,也是使党的正确政策得不到更深刻的理论依据目前,许多人看到

了这种做法的危害性,但是,由于‘左’的思潮远未肃清,因此,我们在教学和

科研中,仍感到不知所措.”

　　１９８１年４月２２日,陈岱孙教授在复信中说:“信中提及的第一点,确是今

天还没有得到妥善处理的问题.但可以肯定如果经济学只能作为政策,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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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口号的注释,它的前途怕就会很暗淡了.问题是否仍在于我们经济科学

工作者过去所称的理论不是从实践事物中提炼出来的结论,而是从概念到概

念的抽象推理中所得出的教条.于是只能认为能为政策、口号作注释就是联

系实际了.”

　　实际上,面对传统政治经济学在改革开放时期丧失了主流地位的局面,
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都已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积极探索解决的途

径.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程恩富教授,他提出“政界

马克思主义”与“学界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认为“不能用政界马克思主义代

替学界马克思主义”,否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界就会无所作为,不敢想、
不敢讲,也就没有学术地位”,“仅仅是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注释和解说”.主

张“借鉴西方官方和学界的关系,官方从学术界选择、综合某些理论和政策

主张来丰富自己,双方也可以互相讨论,批评”.从而“建立政界马克思主义

与学界马克思主义的良性互动机制”.为此,程恩富教授建议,“允许马克思

主义内部各个学派的大发展”,“学派的形成是学术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
客观地说,程恩富教授为解决长期困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问题,找到了

一条有效的解决途径.受程恩富教授“区别论”的启发,方兴起认为可以将

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观点,研究改革开放时

期的国内外经济现象而形成的各种经济理论,统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显然这样定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能直接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也不能直

接等同于我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是十分清楚的.
它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有学者将它称之为新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方兴起非常赞成这一称呼,他在２００９年出版的一本文集就是以

“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析”为书名的.

　　在方兴起看来,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以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蓝本,脱离了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其二,仅为政策

和口号作注释,脱离了国内外的现实;其三,完全否定西方经济学,脱离了西方

经济学的新成果.简而言之,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突出问题是“三脱离”.所谓

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就新在将“政界马克思主义”与“学界马克思主义”区
分开来,从学科的角度,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实践和科学地利

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从而不断探索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研究

方法的创新.相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三脱离”来说,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

突出特点是“三结合”.一言以蔽之,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唯一的途

径就是从“三脱离”转向“三结合”.

　　基于上述认识,方兴起一直尝试着从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获取

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新的分析框架或新的视角.这种探索具体可概括为以下

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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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经济学中的理论假设

　　方兴起认为,«资本论»是马克思利用种种假设条件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

经典之作.毋庸置疑,离开相关的一些假设条件,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难以成

立的.作为一门社会科学,马克思经济学是不能停留于经济现象的分析的,它
必须深入到经济本质,对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为此,就需要研究构

成经济体系的“细胞形式”或“元素形式”.而分析经济的细胞形式,“既不能用

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只能借助“抽象力”.所谓抽象力,是指人类抽

象思维的能力.它借助一些假设条件,抽象掉具体的、现象的、可感觉的因素,
去分析抽象的、本质的、不可感觉的经济的细胞形式.然后,再基于经济的“细
胞形式”或“元素形式”的分析,依次放弃一些假设条件,研究具体的、现象的、
可感觉的因素.这也是通常所说的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经济分

析过程.马克思曾举例说:“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一个混沌的关于

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

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
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

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

了.”显然,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是离不开种种明确和暗含的假设条件的.而

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则是逐渐放弃种种明确和暗含的假设条件的过程.

　　另外,在方兴起看来,经济分析涉及两大方面:经济现象分析和经济本质

分析.这两种分析既相联系又相区别.一般而言,知道了经济现象,并不等于

知道了经济本质,否则科学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从体系上说,近现代西方经济

学之所以不是科学的经济理论,其主要原因在于其停留在经济现象的分析上,
“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初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

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

的材料”.但是,理解了经济本质,也并不等于理解了经济现象,否则科学将会

变成谬误,现象分析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资产阶级古典学派企图利用劳动

价值论这一揭示经济本质的经济理论去直接解释经济现象,结果导致了这一

学派的解体.他认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种种假设前提,提出了科学

的劳动价值理论之后,并没有用自己的劳动价值理论去直接解释资本主义社

会的经济现象,比如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而是试图在揭示经济本质的劳

动价值理论与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经济现象之间,寻找一些中间环节去

加以说明.不过,马克思在生前并没有完成这方面的研究.关于这点恩格斯

曾明确指出:“这里还有一些工作要做,马克思自己在这部初稿中没有做完”,
而“对这个过程做出真正历史的解释,当然要求认真的研究课题,而为此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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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部心血将换来丰硕的成果;这样的解释也将是对«资本论»的宝贵补充.”
为此,恩格斯专门写了“价值规律和利润率”一文作为对«资本论»第３卷的增

补.值得指出的是,在马克思的庞大研究计划中,有大量的研究资本主义经济

现象的计划,但是,非常遗憾的是,马克思生前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的

分析,却未能完成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分析.

　　综合上面的分析,方兴起认为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理论假设分为两种

情况:一种是在种种假设前提下提出一种经济理论.显然,这种经济理论是不

能不加限制地将其称为“普遍原理”的.比如,尽管马克思清楚货币的不同形

式,即金属货币、纸币、信用货币分别适用于社会生产的不同阶段,但他在«资
本论»第１卷中“为简单起见,各处都假定金是货币商品”,因此,在货币非

资本化、经济非市场化和黄金为唯一货币形式等假设下,马克思基于商品流通

领域的分析提出了他的货币理论.如果忽略这些假设前提,将马克思的货币

理论视为“普遍原理”,则显然远离黄金非货币化、货币已资本化和完全纸币流

通的现实世界.另外,马克思在分析经济本质时,通过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
提出了某些经济理论.不过,如果这类经济理论没有完成从抽象到具体的过

程,它们也是一种理论假设.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就属于这种类型的理论

假设.值得指出的是,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一种理论假设,并非意味着

否定或贬低其科学价值.在这方面,我们与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资产阶

级经济学家的根本区别在于: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假设是现实经

济活动的科学抽象,并科学地揭示了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

二、基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探讨市场经济的历史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外有一部分学者基于市场经济中性论,认为无论是社

会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其社会发展都大同于或终结于市场经济.这

就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市场经济从何而

来、现处何处、向何处去?

　　方兴起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从生产

关系的角度,将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划分成五种社会形态;另一方面从社会关

系的角度,将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划分成三大阶段或三大社会形态.这两个

方面是互为补充和不可分割的.如果利用社会发展三阶段理论来研究现实问

题,则必须以社会发展五形态理论为前提,否则就会混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的区别.如果利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五形态理论来研究现实问题,则必须以

社会发展三阶段理论为前提,否则就会误认为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比资本主

义社会高出一个时代.他认为基于这样的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就能

够成为研究市场经济的新范式.这种新范式与当前研究市场经济的中外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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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的最大不同点在于:将市场经济置于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和社会发展的

一般趋势的坐标中,从社会发展的大视角对市场经济进行动态的分析,从而超

越了中外主流范式就市场经济论市场经济的狭隘眼界.显然,只有这种新范

式才能科学地解释市场经济从何而来、现处何处、向何处去的问题.

　　他认为,基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可以对市场经济的历史地位作这样

的定位:市场经济由人类社会第一阶段(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发展而来;现处在

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物的依赖关系阶段),因自身的矛盾运动,它向着人

类社会第三阶段(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阶段)发展而去,并以自身的自然消亡

(而不是人为的毁灭)来宣告人类社会第三阶段的降临.新自由主义者的人类

社会终结于市场经济的历史观,不过是现代版的乌托邦.

三、从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拓展出

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论

　　方兴起认为,在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时,人们往往只是注重从

西方经济学中寻找研究均衡或非均衡的分析工具.其实,马克思在分析资本

主义的社会再生产问题时,实际上采用的是均衡与非均衡的分析方法.因此,
重新认识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对于我们探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问

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在他看来,马克思在无货币流通等各种假定下,揭示了社会再生产的均衡

条件或社会产品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条件,然后,引进货币这个社会再生产

过程的“内在因素”和引进不稳定的固定资本更新因素来对社会再生产作进一

步的分析,从而揭示了社会再生产的实际过程是处于一种均衡约束下的非均

衡状态,而不是一种均衡状态.这样,如果抽象掉制度因素,马克思的社会再

生产理论实际上揭示了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具有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特性.均

衡只是指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内在约束条件,而绝不是指市场经济的实际运

行过程.非均衡则是指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状态,即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过

程,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只能处于非均衡状态,而不可能处于均衡状态.不

过,由于存在市场经济的内在约束条件,这种非均衡状态在正常情况下偏离均

衡的程度,在客观上存在一定的上限和下限.一旦超出这种上下限,市场经济

的实际运行就处于一种破坏性的非均衡状态,即出现经济萧条或经济危机.

四、从马克思的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拓展出

“宏微观经济分裂的假说”

　　方兴起认为,马克思的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在客观上揭示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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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层面与微观经济层面的区别和联系.

　　他认为,处在微观经济层面的每一家企业,一方面受到生产同类商品所需

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称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的约束.另一方面又受

到社会总劳动时间按比例分配到该类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可称为社会必要

劳动时间Ⅱ)的约束.显然,约束企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属于微观经济层

面,它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通常所说的成本收益原则.而约束企业的社会必

要劳动时间Ⅱ则属于宏观经济层面,它实际上是经济总量比例关系的另一种

表述.对企业而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是可知的和必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Ⅱ则是不可知的和不必知的.而企业的商品能否转化为货币的直接约束条

件是其可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最终约束条件则是不为企业所知的社会

必要劳动时间Ⅱ.这是因为即使某类商品中的任何一个都只包含社会必要劳

动时间Ⅰ,但如果该类商品耗费的社会总劳动时间大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
那么所超过的部分为无效劳动.而体现无效劳动的那部分商品就会被“一起

捉住,一起绞死”.这表明:微观经济层面的个量加总不能直接等同于宏观经

济层面的总量,尽管宏观经济层面的总量必然源于微观经济层面的个量.另

外,企业生产的社会性质是通过它的“产品的货币性质”,即它的产品转化为货

币这个为社会承认的一般等价物来实现的.然而这种转化的必然性与其成功

的偶然性是同时存在的.这样,只有经过“货币过滤”后的个量加总,才能等同

于宏观经济层面的总量.或者说,只有通过“货币过滤”后的私人劳动量的加

总才能等同于社会总劳动量.这点即使从严格的统计意义上来说也是成立

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这种个量与总量的关系,充分显示出微观经济与宏观

经济的分裂.而货币是微观经济中的“异己力量”,是导致宏观经济层面与微

观经济层面分裂的直接原因,同时又是连接两者的枢纽.

五、基于马克思的两条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理论

探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

　　方兴起认为,马克思曾提出过两条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具体来说,马克

思以英国资本主义工业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一条西欧工业国的社会主义发展

道路.基于西欧各国的历史环境,马克思认为西欧各国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

主义社会,由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并对后者

的历史进程作了这样的预测:在经历了一个革命转变时期后,会由资本主义社

会演进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再由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演进到共产主

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另外,马克思还以俄国农业公社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一条

农业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马克思认为,俄国农业公社的原始土地公共所

有制,成为向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的可能性,在于农业公社的原始土地公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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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辑 方兴起教授的学术贡献与经济思想 １５３　　

有制形式是“构成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并可直接作为集体生产

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从而“符合我们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而与俄

国农业公社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可以“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

件”.这样,“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

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为俄国提出的一条社会主义

发展道路“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

国家”.

　　显然,２０世纪初以来的世界史表明,主流的社会主义实践发生在农业国,
而不在工业国.这意味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农业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必须选择

马克思的农业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不应选择马克思的西欧工业国社会主

义发展道路.方兴起认为,如果这样理解是正确的话,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

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都同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从而都是

以市场为中心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正是以市场为中心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即
市场经济,将现实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成为矛盾的统一体.但

是,这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大同于或终结于市场经济.相反,现实

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必将终结于或大同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些

都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同点.看不到这个共同点,从而将现实的社会

主义与资本主义视为水火不相容的两极,甚至认为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比与

它同时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高出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则必然导致完全公有化

和去市场化的社会主义实践.而历经７０年的世界范围内的完全公有化和去

市场化的社会主义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一种伟大的空想.

　　在他看来,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主义实践,被正确的定位在社会主义

的初级阶段,从而放弃了完全公有化和去市场化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转而探

索一条市场取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的过程中,虽然并未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的农业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的理论,但实际上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走向了马克思的农业国社会主

义发展道路,即通过改革开放来建立与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的联

系,以利用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

六、基于马克思的霸权兴衰理论解析全球金融失衡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初期,即工场手工业时期,“是商业上

的霸权造成了工业上的优势”.而殖民制度在当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为迅

速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保证了通过对市场的垄断而加速的积

累.“第一个充分发展了殖民地制度的荷兰,在１６４８年就已达到了它的商业

繁荣的顶点”.荷兰几乎独占了东印度的贸易及欧洲西南部和东北部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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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商业往来.它的渔业、海运业和工场手工业,都胜过任何一个国家,并且其资

本总量比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资本总和还要多.这样,在商业资本主导资本

主义初期的第一次全球化,即现代商业的全球化时期,荷兰取得了霸权国的地

位.“一旦工场手工业(尤其是大工业)相当巩固了,它就又为自己创造市场,
并用自己的商品来夺取市场.这时,商业就成了工业生产的奴仆”,即“工业上

的霸权带来商业上的霸权”.因此,到“１８世纪初,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已经远

远落后了,荷兰已不再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工商业国家”.“荷兰作为一个占

统治地位的商业国家走向衰落的历史,就是一部商业资本从属工业资本的历

史”.在这种情况下,荷兰的货币资本投向金融业比投向工商业更有利可图.
从而,荷兰金融业的繁荣与工商业的衰落同时并存.

　　而在１８世纪下半叶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不仅使产业资本支配了整个生

产领域,而且随着英国的现代工业产品在世界范围创造和夺取市场,以及各国

相继效仿英国的工业现代化,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逐渐在全球范围内从属于

产业资本,从而形成了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即现代工业资本的全球性扩张取

代了商业资本的全球性扩张.大英帝国凭借其率先进行的工业革命而在世界

范围内获得的产业垄断地位,主导了资本主义的第二次全球化,即现代工业的

全球化,从而也就取代了荷兰的霸主国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发源于大英帝国

的工业革命,并不能长期保持其在产业上的垄断地位.而相继效仿英国工业

现代化的各国,也绝不是简单地复制英国的现代工业.实际上,美国和德国在

效仿英国的现代工业的基础上,实现了产业创新,从而在新兴的产业领域将大

英帝国远远地抛在后面.马克思在他所处的时代就已经看到了大英帝国霸权

衰落的趋势,他说:“荷兰在１７０１~１７７６年时期的主要营业之一就是贷放巨额

资本,特别是贷给它的强大竞争者英国.现在英国和美国之间也发生了类似

的情形”,即英国的货币资本脱离产业部门而流向金融交易领域.

　　方兴起认为,马克思的霸权兴衰理论表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后的

世界历史中,存在世界霸权的兴衰周期.这种周期归根结底源于产业的创新

和停滞.货币资本脱离生产领域而流入金融领域,从而金融繁荣与工业衰落

同时并存是霸权衰落时期的典型特征.基于马克思的霸权兴衰理论,并结合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和货币金融理论,可以拓展出研究美国霸权衰落时期

全球金融动荡的新范式:世界霸权国的工业与贸易在全球的绝对优势,决定了

它的货币必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一旦它丧失了这种绝对优势,
其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也就会丧失.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世界霸

权国家的盛衰过程,则世界霸权国的货币往往是其经济实力,从而也是其盛衰

的“晴雨表”.

　　他强调,基于马克思的霸权兴衰理论来看,世界霸权兴衰的周期性变化,
不仅导致霸权国的产业结构和国际地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且对全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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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辑 方兴起教授的学术贡献与经济思想 １５５　　

与金融的稳定或失衡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取代了

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而进入了其霸权的鼎盛时期.以主权货币形式充当世界

货币的美元,基于美国超强的经济实力也随之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中心地

位.由于这一时期的美国国家利益与资本主义体系的整体利益之间的一致性

远大于不一致性,美元对全球金融稳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而未发生过世界

性的金融危机.联邦德国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崛起,以及日本随后的崛起,使
美国丧失了超强的经济实力,从而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进入了霸权衰落期,美
国经济结构也随之步入虚拟化的过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其虚拟经济的

规模远远大于实体经济的规模.美元也就随之丧失了充当世界货币的经济基

础.这意味着充当世界货币的美元必须退出国际流通领域,作为纯粹的主权

货币回归到其国界内流通.但是,美国需要利用美元的世界货币职能来掠夺

全球资源,以延缓其霸权的衰亡.为此,美元与美国超强的军事实力互为基

础,形成了一种非经济的,反市场原则的货币本位,即“美元—武力”本位来支

撑美元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任何一个国家拒绝使用美元,甚
至其储备的美元使用不当就意味着战争.而美元发行量既不受黄金约束,也
没有经各国政府授权的国际金融机构加以监管,而完全受美国利益的支配.
随之而来的是在全球泛滥的美元所形成的“潮汐效应”,成为了全球金融持续

动荡的根源.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不过是自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以来的一系列全球性金融动荡事件中的一个更为严重的事件.

　　他认为,对我国而言,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和将人民币国际化都是不

可取的.一个适当的选择就是用现代版的“凯恩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
分三阶段来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实现世界货币的非国家化.

七、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的辩证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创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的

任务.在方兴起看来,在一个农业国度里要完成这两大任务,中国本应该与

“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吸取资本主义所取得的一切

肯定成果”.但是,在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全球对立的背景下,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极端敌视的政策———经济封锁、军事威胁和

政治颠覆.在这种被迫封闭的状态下,中国根本不可能选择面向资本主义世

界市场的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而只能选择被动型进口替代的工业化

发展道路.

　　方兴起认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被动型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道路,
保证和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创立和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但

是,无论在我国还是在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随着现代工业体系基本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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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这种工业化发展道路与计划经济体制(实为配给经济体制,其特点是完全

的公有制和去市场化)就走到了尽头.因为工业化与市场经济具有共生性,去
市场化只能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才有利于现代工业的形成.就长期而言,
要工业化而不要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工业的现代化的.也就是说,工
业化与去市场化是不可能长期并存的.另外,完全的公有制在特定的历史环

境中有利于高度的集中和分配资源,以加速工业化的进程,但如果多层次的生

产力结构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或者生产力水平未能达到直接的社会生产的

程度,完全的公有制就丧失了长期存在的基础.这样,完善或改革社会主义的

经济体制和选择新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１９７８年,中国开启了社会主义实践的改革开放时期.方兴起认为,如其

说改革开放是在真正弄清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之

后的产物,倒不如说它实际上是否定了将社会主义仅仅等同于某一特定历史

时期的经济体制,从而需要探寻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产物.因此,关
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肯定答案则需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中去求索.这

就给改革开放留下了很大的试错空间.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就非常形象地

体现了这点.显而易见,不能因为改革出错,我们就不要改革.也不能因为事

出改革,就一定正确.

　　不知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偶然,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也在此时发生

了经济体制的转轨,即由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转向市场主导型的经济体

制.方兴起认为,正是美国的体制转轨所形成的“里根全球大循环”,推动了全

球的经济与金融的自由化,从而有利于西方的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

流动,也有利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企业在利润的驱动下,向国外进行大规模的

产业转移.这就为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承接全球中心地区的产业转移提

供了难得机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放弃了被动型进口

替代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转而选择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从而保证了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持续快速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出口导向

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与日本的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分别形成于不同的历

史环境,从而存在明显的不同.日本利用冷战时期美国在亚洲扶植日本的战

略需要,在对本国市场采取保护主义政策的同时,不受限制地利用美国的技术

和市场,并通过技术创新和品牌创新,形成了自己的核心技术和品牌.这样,
日本的出口导向完全是基于自己的企业、技术、品牌和全球销售网络.与日本

的自主型出口导向相比,我国则是由外资企业及其核心技术、品牌和全球销售

网络主导的出口导向.

　　他强调,外资主导型的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
第一,在利润和出口竞争力决定一切的情况下,导致了初次分配的不公平,从
而抑制了大多数人的消费需求,使消费长期难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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擎.如果１３亿人口的消费欲望不能转化为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必将造成经

济增长更加依赖出口和投资的恶性循环.第二,经济增长依赖出口,意味着对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市场的依赖.这势必成为其遏制中国和平发展和向中国转

嫁经济危机的一个有效的渠道,从而危及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当前美国次贷

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冲击,就充分地证明

了这点.第三,对外资企业的技术和工业装备的高度依赖,严重削弱了我国工

业装备的制造能力,而工业装备是一个大国的脊梁.没有脊梁的大国,是难以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第四,在地方政府“你发财,我发展”,“不求所有,但求

所在”的错误决策下,外贸增长,乃至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外资企业,公有企业

被边缘化,本土的企业大多缺乏自己的核心技术、品牌和国际销售网络.其结

果是,在中国享受“超国民待遇”的外企带走的是巨额利润,留下的是一些可观

的统计数字和中国需要承受的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廉价的劳动力报酬难

以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等社会经济问题和紧张的国际贸易关系.

　　他认为,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如果继续走

外资主导型的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则无论从资源、生态环境和社会来

说都是难以承受的.更重要的是,严重危及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严重阻碍了

我国产业向高端的发展.一言以蔽之,外资主导的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发展道

路已走到了尽头,要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和高水平的发展,则必须寻求新的经

济发展道路.

　　他认为,我国要改变外资主导型的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必须靠产

业层面的创新而不是企业层面的创新.而要实现产业创新,必须走自主型的

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互协调的经济发展道路.基于这一观点,可以将我国

双向的对外开放,即“引进来”和“走出去”作这样的理解:“引进来”的最终目的

是为了形成进口替代效应,以增强我国企业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否则,外资

企业就会主导国内市场.而“走出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形成出口导向效应,
以增强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否则,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垄断国际市场的

局面难以改变.这表明,真正实现双向的对外开放,必须走自主型的进口替代

和出口导向相互协调的经济发展道路.中国高铁产业就是这一新的经济发展

道路的典型案例.

　　在方兴起看来,上述的探索无论多么的肤浅甚或错误,却是他多年学习和

思考的心得.问题只是出在科学探讨的愿望大大超过了自己所具备的实际知

识.因此,他寄希望于所带的学生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其«长江吟»表达了这

样的期盼:“一出源头面向海,几经曲折徘徊.劈开岩锁遗龟蛇,托起红日隐蓬

莱.”

　　他有自知之明,因此从不奢望自己在学术上能有多大作为.但是,他愿将

自己浓缩成一滴水融入学术的海洋而不致被蒸发.１９９７年,方兴起曾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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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市场经济宏观分析»一书的前言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在科学研究中,能得到

‘牛奶和面包’、‘鲜花和奖杯’的人总是极少数.在过去的２０余年里,我属于

科研群体中的大多数,大概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也不会出现奇迹.虽然如此,我
仍然喜欢陆游的诗句: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

故.”

　　用方兴起与笔者对话中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或许是恰当的.他说:“花
甲之年回首往事,实有空白少年头之感.自不想成为‘大老粗二代’的那一刻

起,就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从读大学时产生‘人为什么要睡觉,不睡觉该多

好’的奇想,到武汉大学攻博时在自己住房门上贴的‘时间就是学问,谢谢合

作’的纸条,再到任地级市政府副市长期间写下的有关西方主流宏观分析微观

化和三大经济自由观的一些学术文稿,一直到现在仍放不下的那支写秃的笔,
都无不表明我勤奋好学和目标始终如一.但不无遗憾的是,靠身体的加速折

旧,却未能使自己靠自学而成才(这绝非就现行的评价标准而言,而是指‘碾作

尘’的学术境界).真可谓好学而无专长,喜究却无成果.如果要我对自己做

一个客观的评价,那只能是:经济学专业队伍中的一位业余水平的学者.因

此,这篇文章,不能按人物栏目的‘某某某的学术贡献和经济思想’的体例来

写,只能以素描的形式写之.对我这样的人来说,或许更为真实.

　　如果还活着,就一定会按哥德的诗句去做‘心情舒畅,目标纯正,啊,这样

又会前进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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