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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３卷．１９８１,p２７３．

　　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说明金融危机的影响力,并相应地指出盖然马克思

主义(‘new’probabilisticMarxism)对重振政治经济的潜在贡献.

　　我们首先将大众对此次危机的理解,转移到专业经济学家的理解层面.大

众对此次金融危机的理解主要集中在金融行业的高端人士的巨额租金收益上.
而专业领域讨论,则把重点放在理论和实践背后不完善的概率假设,特别是假

设金融资产恢复正态分布,在实践经验面前,这些分布的峰值更高.

　　在第二部分,我们将分析这篇论文所处的大背景,及其对于理解资本主义

经济的一些启发.“厚尾”分布在市场过程各种结果中十分常见.其中最出名

的例子是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帕累托尾部组成,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经验事实,这
种分布稳定地出现在各种各样基于代理的模型中.

　　第三部分展示了马克思政治经济与金融危机现象之间的实践经验联系.
发展学派盖然马克思主义学界有一个十分著名的假设,在对其进行的测试中证

明了金融资产回报的幂率拖尾是公司利润率分布形态的又一个特征.

　　第四部分讨论了盖然马克思主义文献发展中一些比较重要的,第五部分讨

论的是这种方法在马克思自己的作品中有哪些理论支持.

　　结论部分,我们认为盖然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创新的说法,而是马克思的

研究方法的复兴.

　　关键词　金融危机　马克思主义　帕累托　金融资产

一、胖猫的胖尾巴

　　利润率寻找最理想的平均位置,也就是说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平均位

置.换句话来说,它倾向于围绕这个理想作为规范去塑造它本身.(卡尔马

克思 KarlMarx)

　　大多理论都有缺陷,它们没有考虑分布的形状.(肯尼斯埃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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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KennethArrow).①

　　作者试图展示金融危机的影响力,与之相应的,他也指出了盖然马克思主

义在重振政治经济中的潜力.

　　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就是从大众理解危机的角度,转而用专业经济学家的

角度看.在第二部分,我们回顾一下此文创作的深远的背景以及关于理解资

本主义经济的一些启发.第三部分阐释了马克思政治经济与金融危机相关事

件之间的实践经验联系.第四部分列出了目前盖然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研究成

果.第五部分讨论了本文不是重新解读,而是马克思提出的方法的复兴.

(一)大众对危机的理解

　　鲍勃戴梦得(BobDiamond)是巴克莱银行的首席执行官,他在２０１０年

的活动让他赢得了６５０万英镑额外的奖金,此外,他的年薪是２５万英镑.这

是一家英国比较大众化的日报对此发表的评论:

　　贪婪已经复活了,并在巴克莱银行里引起了痛苦.这些银行家们依然活

在自己的小气候里,由着自己的性子给自己发钱,不去管我们已因他们承受了

多少负担.就是那些免费的淫秽书刊,让巴克莱银行的高管把自己放在

了股东们的对立面,而股东们包括在南非和阿伯丁分行工作的普通雇员、股民

和长直损失的顾客.这正如卖掉了一只“保守稳定”的投资项目,结果却出人

意料一样的坏运气(亚历山大布鲁默 AlexBrummer,每日邮报,２０１１年３
月２０日).

　　事实上,在«每日邮报»的网站(www．dailymail．co．uk)上搜索关键词“fat
catbanker”(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１日),会出现８０个项,它们从２００６年３月３日到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５日,全面展现了此次金融危机的高涨及其现状.

　　«每日邮报»并不是一份左翼报纸.它的政治历史还包括出版伪造的“季
诺维耶夫信”使英国第一个劳工党政府在１９２４年下台.而在１９３４年,它的头

条是“黑衫党万岁!”②

　　除此之外,«每日邮报»还评论说,戴梦得的奖金出现在“工资”一栏里,由
此推测,占支配地位的少数资产阶级有大量的金融资产需要管理.

　　因此,“肥猫”银行家的概念,就是在贸易和市场经济中不负责任的员工.

　　在２００８年秋,政府介入为经济生产性成分提供商业信用支持,难怪这些

银行家不相信对方的信用值.政府不仅确保了市场经济的运转,也潜在地控

制了它们活动的方向.

　　事实上,为了资本考虑,资本主义要暂停几个月.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时

①
②

胡安杜拉(JuanDubra)的采访,２００５．
人们 一 定 记 得 为 了 １９９３ 年 被 种 族 主 义 分 子 谋 杀 伦 敦 学 生 斯 蒂 芬  劳 伦 斯 (Stephen

Lawrence)伸张正义而举行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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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要求“银行家必须开始提供贷款,或其他方法”,这作为头条,刊登在２００８
年１１月２１日的报纸上.紧接着,社论上又指出:

　　银行是重要的设施———在现代经济里,缺少信用无法正常运行.如

果银行家不能自愿提供贷款,那么政府也会强迫他们去做的.

　　至此,金融危机已经在我们脑海留下两个概念了.首先,那些金融界的成

功人士通过各种活动得到巨额财富,即使他们什么都没做错的时候,其社会公

用也是有争议的.其次,他们几乎没停止收入,即使是他们的活动可能把整个

系统推向灾难的边缘.

　　就算银行高管都是一群不同寻常的贪婪者,也不能自圆其说.① 而要回

答为什么特别贪婪的人都聚集到了这个领域,最明显的答案莫过于这里为其

提供了特别多的机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还要解释为什么应该这样,
在这样的常规现状里为什么出现了灾难性的事件.

(二)对危机的专业理解

　　专业经济学家对此的一个回答是———这里的理解不仅包括学术研究者,
而且还包括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师———这个问题是由于不充分,也不恰当的规

则导致的,就像上文中«金融时报»社论所说的那样.但如果接受这个现实,人
们还是要问为什么在管理者的努力之下,危机仍然要发生呢.② 缺乏对于管

理者不稳定的根本原因的正确认识,那在装备先进的军队里投身战争,而不是

接下来的.

　　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这个系统天生就更具风险.而盖然因素是怎样如

此联系的,以及盖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现状的能力如何,是接下来的文章中主

要讨论的.

(三)是的,这绝对是“火箭式科学”③(但也非常危险)

　　在近几十年里,金融界增速过大,情况复杂,已经从有效市场假说(EMH)
中得到了理论支持.这一理论通常认为是由尤金法马(EugeneFama)提出

的,他的博士学位主要归功于(重新)介绍股票价格紧跟漫步这一概念(重新介

绍,是因为事实上,他是重新创作了２０世纪早期巴舍利耶(Bachelier)的作

品).

①

②
③

这种理解上的局限性十分常见,«每日邮报»首尾的两个“肥猫”的故事,事实上在公共部门里
营造了忿恨的情绪.
　　第一个故事的标题是“揭露:公共部门里的‘肥猫’年薪１５万英镑”,第二个故事标题是“最后还是
以金钱为价值:２万政府部门的‘肥猫’面临最高２０％的减薪”.
　　读完第一个故事,会发现“在加薪的时候,只有银行家和城市里的商人的收入可以超过年薪最高的
公务员”.因此,一种偏见就变扭转,起调和作用.

投机商误以为“这次是不同的”的错觉是受“下一次会一模一样”的错觉的影响而产生的.
这真的是火箭科学,因为它依靠的伊藤引理(Ito’sLemma),是用于导弹控制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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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这个行业创新行为的实践支持,莫过于布莱克—肖尔斯(BlackScholes)
公式,用以计算价格期权.其发现者罗伯特默顿和迈伦肖尔斯(Myron
ScholesandRobertMerton)得到了１９９７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幸运的是,
尽管得奖,得奖第二年,在突如其来的危机到来之前,他们利用自己的研究所

创建的———长期资本管理就失败.

　　有效市场假说的重要性,如果是真的话,那就在于有利可图的贸易系统将

会成为可能.如果要所有相信这个假说的人都建立贸易公司,看起来不大对

劲,重点在于它狂热的追随者也不认为有效市场假说是绝对真实的.仅仅这

个市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偏离有效价格.然而,小范围的偏离是在预

计内的.即使贸易的利润仅仅为０．０１美元,如果赌注是１百万美元,那也能

赚１万美元.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筹得１２．５亿美元资金,基本上属于举债经

营,如此一来,当垮台破产到来的时候,这种由来已久的形式也加速了它的失

败.①

　　无疑,实际原因是依然有大量的钱被造出来.

　　我们现在着重于理论方面.主流学者没有从长期资本管理的失败中吸取

教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有效市场假说提供的意识形态承诺,我们也不再深

究;我们只是记录下这个事实,最好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意识到了两件

事:一是实际情况,二是提出有效市场假说问题的方式.

(四)肥胖:重点在尾,不在猫

　　从有效市场假说和布莱克—肖尔斯公式中发展出来的核心假设,就是金

融工具交易的价格跟着漫步,漫步里的价格改变在小范围标准分流内呈现正

态分布的②.

　　假设问题在于,它与广为人知的资产收益的事实相反.１９６３年,伯努

瓦曼德尔布罗(BenôitMandelbrot)在理论上无限方差的列维稳定分布

Lévystabledistributions③ 中找到了收益.例如,他还发现,棉花的价格的稳

定分布,参量α等于１．７,而不是正态分布中的２.

　　重要的是这种分布的尾部的概率总和,大于正态分布的概率总和.主要

分布中的事件,几乎不可能出现,如果他们是符合高斯定律的,却被认为会经

①

②

③

长期资本管理是庞氏骗局(Ponzischeme)的对立面,庞氏骗局的原则迫使许多投资者从将要
陷入困境的公司里撤资.
　　我们都知道,由于多重原因,金融增长和金融创新没有在经济崩溃时不受到鼓励.尽管它已经显
示出自己的危险性,梅日尔里奇(MerrillLynch)观察到“数学风险模型会提供更高的安全系数;因
此,对模型的依赖,应该有所限制.”(Lowenstein２０００,p．２３５)．

在假设市场必须平衡倾向时,我们忽视了更加广阔,甚至在某些方面更加基础的问题,更不用
说效果收效大.

此后称为稳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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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出现①.

　　在这联系里,我们要看到不能完全责备法马不关注幂律拖尾.他在芝加

哥大学时,是曼德尔布罗的学生,他的博士论文关注了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胖尾

(Lowenstein,p．７１),他发表的论文(１９６８)是一份技术性论文,讨论稳定分

布②.或许这是学界里事件影响力的标志,法马关于有效市场假说的文章在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广泛引用.该文章关注到的事实,他在有效市场假说研究成

果(出版于１９９１年,正好处于战后金融解放第一波)２０周年纪念上完全没有

提到.

　　需要分布正确的现象模型,特别是那些极端行为的模型,在工程界和物理

科学界十分普遍.水文学文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尽管如此,它也仅能作为经济学中一个小项目,即便兴趣并不局限于对异

教的常规假设.

　　事实上,不只肯尼斯埃罗一个名人论断,这是,也应该是一个前途无量

的行业.他指出,许多经济变量都有一个厚尾———不仅仅是价格变化,还有公

司的大小,城市的规模,财富和收入的数量.

　　这反映了人口中潜在的多样性厚尾意味着相对少量的事件、人或其

他事情有重要的影响.我认为大多关于价格改变的理论,或是关于不同环境

下改变投资的理论,都不是很完善,因为他们并没有考虑分布的形状(Dubra
２００５:１１－１２).

　　我们再回到埃罗的观点,他认为厚尾与最后部分观察到的少数者影响力

之间的关系.

　　与此同时,我们指出一些经济变量的经验分布(empiricaldistributions)
的厚尾特征出现是因为后者是分布混合的结果,主要数据受指数律支配.

二、厚尾到复杂性complexity的故事

　　在之前的部分,我们已经提到过了,曼德尔布罗发现了金融资产收益与稳

定分布的厚尾有关.此外,稳定分布与幂分布家族(其中巴莱多分布(Pareto
distribution)是最著名的)有许多共性,他们之间最根本的不同就在指数随机

变量的分布,比如说正态分布,对数正态分布和伽马分布.

　　特性如下.安排一组数据,由随机变量组成,按价值大小排列.以对数底

①

②

已经经过计算(由尤金斯坦利,我们在下文中会提到),如果股票根据高斯漫步,那么１９８７
年黑色星期一发生的概率就是一百年里有１０１４８(Beinhocker:１８０).而目前宇宙的年龄,如果按毫秒
计算的话,就是４．３２×１０２０.

另一方面,肖尔斯没有理由检查他们,因为他是法马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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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为横轴,相应的对数值为纵轴.在Zipf图(Zipfplot)①里,两个稳定粉笔的尾

部和幂律分布都是直线(在巴莱多分布图也都是直线).与之相对的是,指数

分布的尾巴都是弯曲的(见图１).

图１　指数函数分布与巴莱多分布的比较;模型数据的Zipf图

　　值得注意的是,直线型尾巴的图案处处自我对称.曼德尔布罗发现的价

格变化的经验分布,是由他引领的分形(fractalgeometry)研究的一个例子.

　　幂律分布的尾部(也就是Zipf图里的直线)在复杂的(complexity)新领域

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是由圣菲研究所的学者们发现的,用以寻求经济学

家和物理学家之间的合作.

　　复杂性(complexity)在这里指的是研究不配对的数据agent系统如何自

发地发展出序,出现的规律性现象不能用控制交互作用的规则去分析.序,就
是这个系统的一种“自发特点”,而当利润规律就能通过相关变量的分布了解.

　　现代的计算机已经发展得很完善,能够重复模拟足量的大型系统,经过足

够的时间,能从模型里发现规律.以个体为本模型(agentbasedmodel)与马

克思政治经济理论关系甚多,会在下文中展开介绍.

　　幂律拖尾———就是那些峰值过高的分布———重要性在于他们与复杂系统

先洗在一起,以达到“临界”.在内部或外部参数突然改变时,系统会快速重

组,成为新的序.

　　上文引用的是埃罗的评价,将厚尾与系统联系起来,而这些系统中,没有

几个因素会在变化中受到影响.

① 这是以GeorgeZipf命名的,GeorgeZipf在调查自然语言的词汇频率时发现了它(Zipf１９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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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与复杂性

　　市场经济正是一个不配对数据的系统,因此,难怪有些经济学家活跃于探

索复杂性为理解市场提供的概率.

　　艾瑞克拜因霍尔(EricBeinhocker)在２００５年出版的«财富源头»一书

中为我们上文讨论的话题提供了清晰的解释.他从“左派”和“右派”的批判角

度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新经典的正统观点,为金融扩张的错误主持了正

义,但事实上是新制度主义和哈耶克式制度主义主持了正式.他对左的评论,
相当于哈耶克对“社会主义大辩论(socialistcalculation)”的讨论.

　　复杂性思维里没有进行统一的评估,是我们在讨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上

的概率方法时展示出来的.

(二)经济与物理

　　当不配对的原子激发了经济学家脑中的市场,激发了物理学家开始回想

经典统计力学的理想气体.这个领域在１９世纪是由麦克斯韦(JamesClerk
Maxwell)开创的,他展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假设,从微观层面关于气体的原

子本质以及假设原子①的互动演绎到与质量、温度和气压有关的经验宏观法

则.

　　或许这是无可避免的,有些兼有物理学和经济学知识的人会开始考虑,如
果用统计学力学的观点引入经济学,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结果就是新的领

域,经济物理学(econophysics),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领域,一端由主流经济

学家占领,另一端是马克思主义家占领.

　　有趣的是,创新的优先权在后者的手中,如法琼和玛奇弗(Farjounand
Machover)这样的人物,他们的作品我们稍后讨论.尽管如此,现在的命名法

是由与尤金斯坦利(H．EugeneStanley)有关的集团创造出来的.

　　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斯坦利,因为他的作品对资产收益的分布有关问题特

别重要②.

　　幂律收益的早期发现废黜的一部分原因是,如果这种分布形态真的存在,
那么这种收益规律应该在任何时间范畴都有效———换句话说,短期收益的数

据应该与长期收益的数据一样有一个厚尾.

　　早期的作品中认为,尽管幂律拖尾在短期收益里十分明显,但如果将时间

线延长,则变成了正态分布.这也是在考虑了幂律的替代之后,法马在１９７６

①

②

物质的原子本质在当时是被广泛接受的一种假说,最后由法国物理学家皮兰JeanPerrin用
爱因斯坦的布朗运动证实.

活动的中心地区还包括有印度(第一次经济物理学会议是１９９５年在加尔各答召开的)、德国、
意大利和罗马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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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年他的书«金融基础(FoundationsofFinance)»中假设收益正态分布的理由

(Fama１９７６:２１－３８).

　　然而,斯坦利的团队用了数百万个交易的数据样本,表明了幂律拖尾存在

于三种等级级别中,从５分钟一直到１６天.①

　　在经济物理学领域里工作,传统显得举足轻重,特别是在设立格式化的事

实,比如,幂律拖尾存在于许多经济变量的分布中.②

　　许多这类工作都有外部动机,那就是反对新经典的陈词滥调,比如市场效

率,代表机构等(参见 McCauley２００４为例).但是,很多都遭受了“男孩和锤

子”综合症(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像个钉子);经济物理学的内部评论是由加莱

加蒂(Gallegati,２００５)提出的,McCauley(２００６)作出了回应.

三、利润率和它的分布

　　在这一部分,我们讨论公司利润率的分布,展示了经济物理学用于金融问

题的方法和马克思政治经济传统问题之间的重要联系.为接下来几个介绍盖

然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概率论的几个部分内容拉开序幕.

(一)解答转换问题

　　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里,转换问题是需要用一套公式,来展示从价值到价

格的转换,对于投入和产出都一样,而这公式的结果就是理论率.但我们都知

道,重要的公式是不存在的———这结果降低了马克思理论的声名,因为他“忘
了转换投入”.

　　但这要求有个解决方法,要么使动态资本主义经济静力平衡,要么违抗自

然③.时间性单一系统诠释马克思,反驳了马克思理论逻辑不连贯的观点,这
样也平反了从中得出的结论———特别是那些与利润率下降有关的④.

　　另一个证明马克思正确的方法是由法琼和玛奇弗在他们的书«混乱的法

则(LawsofChaos)»(１９８３)中提出的,(但这与时间性单一系统完全一致⑤).
他们指出利润率事实上并不是均分的,不管让他们去做的意向有多么强烈.

①

②

③

④
⑤

他们检查了３０００万份日常记录,包括了６０００只美国股票从１９６２年到１９９６年的数据.
(Plerouetal１９９９)．

此外,文献还有 Amaraletal．(１９９７)关于公司增长的,Ausloseetal．(２００４)关于经济繁荣期
和衰退期的频率和长度的,Axtell(２００１)关于公司规模,CookandOrmerod(２００３)关于公司转让率,
还有 DragelescuandYakovenko(２００３)关于收入和财富的文章.还有在该领域的调查,包括 Markose
(２００５)(介绍«经济学期刊»里的文章集合),ScafettaandWest(２００７)和 Yakovenko(２００８).

因为产品生产后期的总体价格和价值与它一开始的不一样,资本家不能回到过去,以原来的
价格投入.

参见 Kliman(２００７),FreemanandCarchedi(１９９６)和Freemanetal．(２００４)．
与艾伦弗里曼(AlanFreeman)个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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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第３辑 肥猫有厚尾———从金融危机到“新”盖然马克思主义 １２９　　

竞争过程创造了一个同等强度的意向来离差利润率,即技术创新来寻求更高

的利润.

　　他们指出,市场经济由大量的不配对数据之间的互动组成,因此,经典统

计力学的方法是可以用的.他们“分解”转换问题,是由以下称之为双目方法

操作的:检查两个不同的经济空间(劳动力价值的公司空间和价格的市场空

间)以获得看法,然后展示各自包含的类似变量,此变量可以被用以作为等价

物,并概率很高.如果不是关于术语问题,法琼和玛奇弗在创新上领先于斯坦

利和其他经济物理学家.

　　作为他们的项目一部分,法琼和玛奇弗制作了启发性的类比,比较公司利

润率和理想气体中威力的能量,这一研究的结果推测利润率(一度以公司规模

大小计算)应该按照伽马分布①.

(二)检验法琼和玛奇弗

　　法琼和玛奇弗的作品原创性很强,我们所知的文献里,还没有讨论利润率

分布的功能形式②.

　　 唯 一 例 外 的 是 吉 尔 伯 特 (Gibrat)在 «经 济 不 平 等 (LesInegalités
Economiques)»一书中有简短的讨论.这本书最著名的地方,就是推测以员

工人数为衡量的公司规模应该按照对数正态分布(吉尔伯特法则).比较不为

人所知的是,这个例子仅仅是众多例子当中的一个,这是关于公司利润率的.
这本书作为整体,延伸了对数正态分布在经济学的适用范围,特别是在收入和

财富领域.③

　　正如我们看到的,有一部分活跃的学者,他们的作品深受法琼和玛奇弗作

品的影响.然而,到目前为止,还只有一个人对他们的假说进行过测试,这个

人就是威尔士(Wells,２００７).④

(三)数据

　　威尔士测试这个重要的假说,用来自英国公司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之间的会计

数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里关于利润率的１７种不同定义,还有四种标准会

计比率.⑤ 这个测试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公司水平的数据,另一方面是用

①

②

③
④

⑤

根据马克思经济学的这种概率概念,法琼和玛奇弗的书中还作出了一些其他的复杂的论断,
由于空间关系,就不说了.

后续研究包括著名的赖特提议(２００５),在后文中会有提到,Alfaronoetal(２００８)提出了

Subbotin分布.
事实上,这个作品展开了对巴莱多和同名分布的论战.
其他受此影响的作品,不是检查公司、行业内的分布情况,就是是考虑实际经验的密度,而非

可能出现的功能形式.
不同的报告需要不同规模大小的公司,参与到多种利润率测量方式的不同变量,意味着不同

方式观测的数量范围从４００００到７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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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与各利润率定义相关的资本计量方式,进行加权的数据(威尔士用的术语是

“资本水平”数据).

　　实验分析数据证明,不仅公司水平数据范围很广,而且范围是与公司的大

小相反的.因为公司越小,它是完全资本主义企业的可能性就越小①(与家庭

小作坊相反,比如单独专业承包商,及其类似的).以公司大小来对数据进行

加权,是为了提供一个比较客观的方法,减少极端值出现进行干扰.另外,这
种加权对于测试法琼和玛奇弗关于伽马分布的假说是必不可少的.

(四)测试

　　使用的方法从原则上来说,是可以认出其他分布规律的.数据中取出随

机大小的随机样本,对每一年的数据进行L－阶线性矩计算,这样就能在L偏

量和L峰值的空间里画点群.② 标准分布体系,比如伽马分布,巴莱多分布,
还有极端数据在空间中的点位,也是由多项式函数计算过的.因此,如果点群

排成一条直线或其他轨迹,就能选出适合的模型了.

　　因为这些点采用的是年度数据,如果给了一个合理的模型,那么就有可能

计算每年相关的参量,并用这些参量作为国家经济圈的替代指标.

(五)结果

　　L－阶线性矩阶段的测试,给我们一个混合的结果.除了一个之外,所有

的利润率定义的点群,都不能令人信服地聚集在任何一个轨迹上.唯一的例

外,就是法琼和玛奇弗在他们书中定义的(威尔士,２００７)简称其 Gillman４,因
为这与 Gillman(１９５７)的“第四次测试”是一样的).尽管如此,年度数据的点

群所在的区域,包括了归纳出伽马分布的４项参量,并不是指向普通的三种参

量的伽马分布.尽管如此,点群的主中轴线在L偏量和L峰值的空间里南北

走向.

　　对年度数据的Zipf图进一步的研究,通过多种方法计算后得出:

　　所有的方法,还有公司水平的数据和资本水平(大小加权)数据,年份之间

的差别是右边尾部的分布.如图２所示.

　　几乎所有的方法计算,这些分布的尾部呈现直线形状,这是幂律分布的重

要标志.

　　只有 Gillman４加权的方法是唯一的例外,只有在尾部最外端呈现幂律

的现象(威尔士２００７:１６２).如图３所示.

①
②

定义为那些账户和目标利润率,而不是剩余质量:参见Bryer(２０００).
L－阶线性矩是皮尔逊积矩的替代,这样命名是因为他们是数据的线性组合.他们用来区分

其他类似分布模型的尾部的能力,增加了他们水文工作者的读者,水文工作者对极端事件有强烈的职
业兴趣(百年一遇洪水);参见 HoskingandWallis(１９９７)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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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Gillman４加权计算的年度变化量的Zipf

图３　Zifp图分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率加权

　　一个更深入的发现表明资本水平数据中的幂律拖尾只占了整个资本的很

小一部分.只有依赖,最高利润率的公司,实际上是那些小公司,准确地说,是
之前提到的那些不是完全资本主义的公司.

(六)启发

　　幂律拖尾是许多不同理论率计算分布中很常见的,比如,法琼和玛奇弗所

举的例子中的利润率的分布,还有本以为是伽马分布的利润率,但尾部不满足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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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马的特点.①

　　另外,一些回报率的计算方法,出现的“交叉”尾现象,符合稳定分布的一

些特点.②

　　因此,在生产性投资回报和金融投机回报之间存在实证并行.另外,我们

展示了这个问题在马克思政治经济中和关于复杂性的更多文献之间的联系.

四、盖然马克思主义

　　统计学力学与经济学之间进行结合,成为经济物理学,法琼和玛奇弗有更

多的创新优先权,尽管这方面的研究很多都是由马克思主义圈之外的人做的.
在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法琼和玛奇弗的追随者之间有一种相似的地方,相似

处的数量至少与经济学之外的学科数量一样多.③

　　２００８年,为了纪念«混乱的法则»出版２５周年,一个围绕“概率政治经济

学”的会议在金斯顿大学伦敦校区举行.④ 因为空间的关系,我们无法对会议

或是之前的研究成果做详细的调查.⑤ 这里我们要介绍的,可能是２００８年会

议之后,贡献最大的一本书«经典经济物理学»(Cockshottetal．２００９).

(一)经典经济物理学

　　这个领域第一份著作长度的贡献,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马克思的作品

(尽管有一些作者在«资本和阶级»等期刊上发表过一些文章了).作者告诉我

们,他们的标题是在暗示经典政治经济和经济物理学的结合,他们重视马克思

的观点,也重视史密斯(Smith)、里卡多(Ricardo)和巴贝奇(Babbage)的观点.

　　他们关注劳动和物质生产的商品,价值和价格,收入分布的分类.第一部

分的第六章(劳动,信息和价值)依次讨论了普遍意义上的劳动力和技术,并讨

论了信息理论和信息技术,最后对计划经济的哈耶克计算评论作出回应.

　　正如作者指出的,许多材料之前都曾以各种形式出现过了.但将其结合

到一起,是非常有帮助的.经济物理学与信息理论之间的联系,并不像乍看之

下的那样,因为在两种专业背景下熵的概念提高了.

①
②

③

④

⑤

进一步的了解,需要依赖一些方法,用来非任意在指数和幂律领域的数据中画界线.
以α为参数的稳定分布,在指数α的真尾之前,初始值在指数大于２时衰变.α值越大,影响

就越明显.(Boraketal(２００５),Figure１．１,p．３)
举例,计算机科学(保罗科克肖特 PaulCockshott,麦克尔森 GregMichaelson和赖特Ian

Wright)和 地 理 学 (TrevorBarnes,JurgenEssletzbichler,David Rigby,EricSheppardand Michael
Webber).

这个会议的网址是:http://staffnet．kingston．ac．uk/~ku３２５３０/PPE/programme．html
　　«混乱的法制»原文参见网址http://staffnet．kingston．ac．uk/~ku３２５３０/PPE/PPEindex．html.

如有兴 趣,请 参 考 其 他 文 献 CockshottandCottrell(１９９４)and (１９９８),Cockshottetal．
(１９９５),Julius(２００５),Puty(n．d．),SheppardandBarnes(１９８６)and(１９９０),Webber(１９８７),Webber
andRigby(１９８６)and(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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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第３辑 肥猫有厚尾———从金融危机到“新”盖然马克思主义 １３３　　

　　这里,我们把注意一下一个作品,就是赖特(Wright)关于资本主义的社

会建构(SAC)的作品,这个作品由科克肖特(Cockshott)和他的合作者进行了

重新研究.我们把这个作品单独列出来,是因为它涉及了所有我们想要在本

文中谈论的因素:经济物理学、复杂性理论、个体为本模型在马克思价值理论

中得到最大的发展(这些例子体现了马克思思想的精髓部分,在下文中也会出

现).

(二)资本主义的社会建构

　　我们在上文中讨论过,赖特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构建是个体为本模型的一

个例子.它表现了经济不平等在劳动力商品的交换经济中一个必然的特

点.①

　　他建立了一个经济的计算机模拟试验,其中相同的个体进行随机交换.
唯一固有不变的,是数据要来自３个类别———雇员、工人、或是失业者.初始

任务也是随机的,他们可以在模拟期间改变状态.在一开始的时候,每组分到

相同份额、固定数目的金额.值得注意的是,出现的经济,与“任何事”都可能

发生的状况很不相同,确切的意义如下:在经过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之后,确
定收入、财富、公司规模和其他变量的分布(相似物),这个其他变量是指与真

实世界的广泛接受的典型事实有相同性质的变量(比如财富中收入的巴莱克

分布).

　　模型经过了高度的简化(比如,没有固定的资本,也就没有具体的行业),
因此,准确的阐述是不确定的.可论证的是,它代表了简单的商品生产.另一

方面,从如此简单的模型中得出的观点,从性质角度非常接近于实际上存在的

资本主义经济,意味着这个模型实际上是抓住了它的一些本质.

(三)马克思的盖然论

　　我们在经济物理学和复杂性系统里已经看到过更广泛的文献,在当代马

克思主义思想里也有相应的对象.在这一部分,我们要介绍的是复杂性和统

计学思考是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的核心.最新的相关文献回归到政治经济评

论的本体上,而不是对其创新.

　　用现代语言表达,马克思就是关注社会法则和经济法则是复杂系统的必

然特点.用他自己的语言表达,他关注的是可能性和必然性之间的内在联系.

　　我们在许多文献中找到记录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深层概率说基础(Wells
２００６,Wells２００７,AlcouffeandWells２００９),它们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比

① 除了科克肖特Cockshottetal．(２００９)中的讨论,读者也可以参考发表在 PhysicaA(Wright
２００５)上的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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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利时统计学家凯特勒(Quetelet)①的影响.我们总结了一些马克思盖然论的

证据,后文会有对凯特勒的解读.

　　由于空间的限制,我们只能对本文的三个例子进行更详细的阐述.第一

个是关于复杂性的,第二个展示了马克思直观的统计学思想,第三个部分展现

了综合运用概率的观点形成了政治经济学里的一个重要结论.

(四)早年

　　马克思对于可能性和必然性的思考,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少年时代,②我们

这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他生前发表的作品里.

(五)博士论文

　　该论文大多数的评论,以及相关的注释,都旨在为屈尊两千年的伊壁鸠鲁

平反,并反对宗教的主张而为人类自由的机会辩护(McLellan,１９８０:５９).

　　比较不为人所知的是更加重要的方法,也就是说,赞美伊壁鸠鲁的物理系

统:“原子转弯”学说,或自发偏离直线轨道的运动.

　　原子背离原轨的关键点是从概念中辩证地衍生出的,而不是因为必然性:
“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相比,认为是转换成一种强制的运动,变成是盲目必

然性的行为,这对于伊壁鸠鲁来说,是原子理论的体现.”(Marx,１９７５:５２)

　　由于人类的自主性,可能性为自由意志提供了空间.当自由缺失时,可能

性体现了决定论,反之亦然.因此,在马克思关于出版自由的文章(MECWI
１８４２:１３２－１８１)中,他说,“在自由缺失主导的地方,成为了一个纯粹的可能性

事件”,与此同时,在他的书«黑格尔法哲学批判»(１８４３－１８４４)中,马克思认为

“黑格尔通过自由的对立面自然必然性,解析所有的困难.”

　　此外,单个原子的独立性和自发性只在其与其他原子的关系中才完全建

立.(Schafer２００６:４５－５５,５３－５５)

(六)政治经济学中的第一步

　　马克思早期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文章中,渗透了他对于可能性和可能性出

现的关注(当可能性未被发觉)规则或是类似规则的现象.这在他第一次阅读

经济类文献时就出现了(“关于穆勒的笔记”),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还有他

对蒲鲁东的评论(在«哲学的贫困»中).下文引自«哲学的贫困»:

①

②

在本文的准备阶段的后期,AlainAlcouffe让我们注意到了 MichelVadée(１９９２)的作品,他不
仅在我们之前就仔细阅读了马克思和凯特勒之间的关系,并也强调马克思博士论文在理解他的盖然论
深层特色的重要作用.但是,我们发现了更多马克思在统计学技术方面的内容,Vadée似乎并没有考
虑.

我们知道他关于职业选择的学校作业,还有他的诗歌戏剧片段 Oulanem;参见 Alcouffeand
Wells(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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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辑 肥猫有厚尾———从金融危机到“新”盖然马克思主义 １３５　　

　　如果蒲鲁东承认产品的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那么他也应该同样承

认在有个人交换为基础的社会中,劳动是价值尺度,也是波动的.没有现成的

“比例关系”,而是正在组成的运动.(Marx,n．d．:７１)

　　这一段与另一些刚才提到的作品中,与之密切相关的段落,被西格尔

(Seigel,１９７８:２９４－２９８)大量引用.尽管如此,虽然西格尔讨论了这些段落中

马克思关于市场价格和商品价值的形成等观点,但是没有迹象表明马克思盖

然论和统计学思维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复杂性与必然特性

　　本文中至少有六个地方提到马克思考虑到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
以及为了理论化需要概率和统计学的概念②,但是我们只注意到下面引用部

分,这部分展示了马克思认为他的社会规律的概念总体上说是不自由的社会

的必然特性,并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推论而受到很大的启发:

　　每个人,特别是那些有意志的人,意识中产生的活动将会和整个过程一

样,以客观相互关系的形式出现,这是自然自发的.通过相互之间有意识的影

响,它真实发生.但是并不是在出现在他们的意识里,也不是包含在他们这个

整体之下.他们相互之间的冲突产生了一种异质的社会力量凌驾于他们之

上,同时也产生了两者之间的过程互动,以过程和力量独立于他们之外.流

通是社会关系独立于个体的第一种形式扩大到整个社会运动的层面

上.不论是否包含自然力量,可能性或是其他形式,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可
以支配个体,并独立自主的,是不以自由社会个体为出发点的必然结果.流

通,作为经济总类中的第一个整体,非常适合用来阐释.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规律加上自然规律的表现力,就是经济学的“规
则”.这是在«资本论»第３卷第５１章中节选的:

　　自从每个人都在试着以最贵的价格出售自己的商品(很明显,他的自由一

直指导产品的管理),内在规律要求他们只能通过竞争、相互之间的压力,双方

面消除偏差.只有作为一种内在规律,个体面对面,作为盲目的自然规律,价
值规律发挥其影响力,在偶然的波动中,维持社会产品的平衡(Marx,１９５６:

８８０).

(七)进行政治经济学批评

　　首先,我们要回归到放在卷首的来自马克思的引语,在将其放入情境之前

先完整地展现.

①
②

参见下文注释,以获得更多关于西格尔的作品评论.
更多详情请见 AlcouffeandWells(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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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八)概率密度函数:«资本论»第３卷

　　在他的第３卷中,讨论利润率均衡时,马克思说:

　　在与社会评价值差不多的领域里,还是存在着平等的趋势,这趋势就是寻

求最理想的平均位置,也就是说,一个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平均位置.换句话

说,它试图趋向于这个理想数值(Marx,１９８１:２７３).

　　我们认为,马克思在说这些话时,脑中一定有概率密度函数,我们有理由

相信,这是从凯特勒那阅读到的(参见下文).此外,当马克思开始讨论生产力

行业内部的变化时,他考虑到了不同的分布形态———是否对称,是否厚尾———
会影响整体评价数的关系(Marx１９８１:２８３－２８４).

　　让我们一起假设,这些商品的数量与相同正常环境下生产的相当,因此,
这里价值就是单个商品的单个价值.如果相对比例很小的一部分商品是在比

较恶劣的环境下生产的,而另外一定数量的商品在比较好的环境下生产,那么

一部分商品的单个价值大于大部分商品的平均价值,而另一部分的单个价值

小于平均价值.这两个特殊情况相互抵消,因此特殊商品的平均价值与大批

商品的平均价值还是一样的.

　　市场价值是有商品在平均生产情况下的价值.大量商品的价值与实际个

人生产的商品价值总和是相等的,包括在平均情况下生产,和在或好或坏的情

况下生产的产品.

　　商品质量的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包含了必需的劳动时间———是由中

等质量价值所决定的.

　　现在我们来假设相反的情况,如果推向市场的商品总量保持不变,但是在

好的环境下生产的价值不能抵消在好的环境下生产的价值.因此,在坏的环

境下生产的部分有一个相对值得注意的数量,不论在面对平均质量还是在面

对好的生产环境.

　　换句话说,一个厚尾偏斜的分布图形,代表了坏环境下生产的商品.在这

种情况下,坏环境下生产的产品数量决定了市场价值或社会价值.通过将平

均值从模式中转移;相反的情况也会提到.

　　特别注意,马克思关注极端价值的数量是否满足允许“中间质量的价值”
来决定社会价值.如果不是,那么现代语言中有没有平均定义的分布,比如稳

定分布.

(九)中心极限定理:«资本论»第１卷

　　马克思作为一位统计学家,这篇从«资本论»第１卷中选取的段落是非常

重要的.他在这里提出了后来所说的中心极限定理(CLT),用以进行价值理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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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辑 肥猫有厚尾———从金融危机到“新”盖然马克思主义 １３７　　

论的讨论①.

　　伯克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诡辩家和诽谤者,他基于自己对农民的观察,作出

了下列论断:“在一个小组里”,有五位农民劳动者,假设每个人的劳动差异不

存在,普通个体的凯特勒[sic]②比较.

　　个体差异,或是数学上所说的“误差”,互相补偿后就不存在了,无论最少

几位工人雇用一起做工

　　举个例子,假设个体的工作时间是一天１２个小时从这个观点出

发资本家雇用了１２个人,１２个工作日但是如果１２个人是以６
组的形式被６个不同的老板雇用,那么这些老板生产出相同价值的可能性就

是概率问题了,而且,他有没有保证普通剩余价值率不平等会在整个社会

的层面上相互抵消,但不会对个体老板抵消(Marx,１９７６:４４０－４４１;重点强

调.我们合并了伯克和凯特勒的脚注———这里的第一段———主要文本如下.)

　　尽管文章里的指的是“平均社会劳动”,但最主要的是劳动总额(也就是总

价值),是从总随机变量中衍生的随机变量.③

　　中心极限定理认为,随着总数的增加,随机变量的分布会汇集在正态分布

上.马克思特别注意到了工人数量,雇员的工作能力来计算最后得到的总价

值的重要性.所以,这是他的中心极限定理的非正式版本.

　　从统计学角度看,这在１９世纪中叶还是相对先进的.④

　　然而,这个理论的在经济学的具体使用,取得了到目前为止最先进的结

果.

　　此外,中心极限定理的普通版本仅仅概括了有限种类的分布,也就是那些

薄尾分布.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对厚尾分布的思考,中心极限定理则是指出

了总变量的正态分布,分布是对称的也是无限的,但一群工人的产出价值分布

肯定是在零之下的(很有可能还是偏斜的).

　　直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广义上的中心极限定理,放松了有限的方式的限

制,承认厚尾分布作为结果.这提升了上文讨论过的稳定分布的概念(包括偏

斜的变体).

①

②
③

④

他很少明确提到凯特勒的几次之中,我们发现出版作品里有四次,还有一次在给库格尔曼
(１８６９年３月３日)的信中提到,参见 AlcouffeandWells(２００９)．

尽管凯特勒的书«Essai»第一版封面强调了他的名字,但是他本人却并没有.
注意这里的平均,就像利润率一样,是一种“理想”的平均,这种概念 是 由 凯 特 勒 使 用 的

(Mosselmans,２００５),但这里马克思是在展示理想如何成为现实,以及社会发展和施加上的平均数的
形式出现.

尽管这已经不新颖了,中心极限定理的版本首先由棣莫弗 DeMoivre在１７世纪提出,后来由
拉普拉斯在１９世纪初复兴(Stigler,StephenM．,１９８６:１３６).另外,数学证明是李亚普诺夫 Lyapunov
在１９０１年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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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马克思和凯特勒

　　如果之前的部分和我们认为的一样重要,那么建立马克思和凯特勒之间

的确切程度就变得很重要了,而具体引用的凯特勒的可能比较少.

　　在说到个体劳动者的生产力时,马克思提到个体之间的差异在数学上称

“误差”.中心极限定理是拉普拉斯(Laplace)重新提出的,用以处理天文观测

的变量.在天文观测中,观察量和平均数之间的差别,就是找到观察对象实际

位置的误差.凯特勒将正态分布引入社会统计学①,同时也引入了“真实”天
文方法和“理想”社会统计学方法之间的差异———他还特别发明了“普通人

(averageman)”这个概念.我们在上文中也看到马克思描述平均利润率作为

一种“理想”的方式.

　　因此,尽管已经引用的段落不多,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熟悉并

且理解凯特勒作品中的关键技术概念的重要性②.然而,虽然马克思读凯特

勒的笔记还能找到,但是由于上文讨论的问题,依然没有人去分析.③

　　现在对这个联系的讨论很少,我们知道的有戴维斯(Davis,１９９７:１１－
１７),伊文思(Evans,２００４[１９７５]:１０３－１０５),和霍温斯(Horvath,１９７７).前

两个比较不是很重要,我们又还未能向霍温斯请教.但是由企鹅出版社出版

的«资本论»第３卷的译者提出的观点,也就是马克思认为凯特勒的社会规律

“巧妙,但是不重要”的观点,用我们所知道的已经足够反驳这种观点了.
(Marx,１９８１,p．１０００)

　　另一个值得去消除谜团的就是马克思第一次研究凯特勒的确切时间.笔

记本可以追溯到１９世纪５０年代,但是我们不能知道他最初的偶遇是不是更

早一些.在１８４６年马克思出版了«珀歇论自杀(PeuchetonSuicide)»,这是

从巴黎警察档案保管员雅克珀歇写的一本书翻译过去的.不论是在马克思

翻译的版本里,还是在雅克珀歇的原作中,都没有提到凯特勒④.

　　在«人论(Treatise)»中,凯特勒最终开始讨论社会统计学,而不是生物物

理.他讨论的第一个规律是不同国家中不一样的自杀率.此外,这个话题引

发了１９世纪一场激烈的讨论,讨论这种社会规律的存在对人类自由意志假设

①

②

③

④

凯特勒还找出了另一种方法,使其适应数据.这种方法假设数据都存在一定的分布,然后计
算参数(平均数和变量).(Stigler１９８６,p２０３)．

事实上,正如 AlcouffeandWells(２００９)中展示的,马克思可能读了所有凯特勒的作品,从他
最著名的出版品(第一版的«Essai»和«人论»)到后来１８６９年出版的经过发展的第二版«Essai».

马克思显然不止阅读了«人论»,还读了其他１８４８年出版的没有那么知名的作品.我感谢来
自约翰斯塔奇(JohnStachel)关于后者的信息.

但是,马克思从珀歇作品翻译过来的一些数据表,很明显是凯特勒的.尽管如此,不仅这两个
文章都没有在这个作品的最新版本中出现(PlautandAnderson１９９９),而且第一次出现的对其严肃的
讨论(Seigel１９７８),也没有提到凯特勒的作品激发了统计学规律应用在研究社会现象中.
　　尽管标题是«马克思的命运(Marx’sFate)»,讨论了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西格尔的书从总体上与
本文主题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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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启发.

　　就我们所知道的而言,马克思并未参与讨论.但凯特勒的«人论»刚开始

成名期间,马克思在布鲁塞尔,他在翻译一些关于自杀的作品(非正式地涉及

了自杀率差异的问题).结论几乎不容反驳,马克思实际上在很早期就已经意

识到了凯特勒的作品———在此期间,他在读穆勒的作品,写文章反对珀歇,还
把相同的观点传播到在布鲁塞尔的德国工人(在«雇佣劳动与资本(«Wage
LabourandCapital)»一书中).

五、结论

　　我们考虑开始在两个专业层面进行思考是在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这让我们从正统地理解金融市场潜在的假说的实证证明,到了经济物理学和

复杂性的理论视角.

　　后来被称之为“经济物理学”的学科,是最先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辩论中

提出的,这个辩论是关于马克思经济学中的转换问题.我们试图去证实这个

开拓性的作品最核心的假设,发现金融资产的回报统计和公司利润率之间的

实证联系.

　　马克思经济物理学的重要作品,让我们争论基于马克思主义类别的个体

为本模型展现了多少交换经济的特点,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事实的情境下可

以被理解为必然属性.这种情境也把这种学派和广义复杂性思维联系到一

起.

　　引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文章的提出马克思是现代复杂性思维的先

驱,我们展示过他曾在政治经济学的评论中使用过统计学的思想,这是概率概

念基础利益的一项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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