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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荒诞
———国际贸易摩擦背后的真实逻辑

卢映西

　　内容提要　透过国际贸易摩擦,我们看到现实的荒诞:穷国尽管本身还有

大批贫困人口衣食不周,却不断把自己生产的消费品输送到富国;而富国还不

领情,要把送上门的便宜货挡回去! 荒诞的成因在于:生产过剩本来是市场经

济的常态,但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理论基础上隐藏着一个严重错误,主流经

济学家不仅看不到生产过剩,而且还无意识地掩盖生产过剩问题,从而导致经

济制度的严重扭曲.对此,程恩富提出了在“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基础上重

建经济学理论框架,转换观察和解释经济现象的视角,我们才能看清经济真相

和解决经济问题.

　　关键词　贸易摩擦　稀缺性假设　双约束假设　生产过剩　失业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９－２０

　　作者简介:卢映西(１９６３－),女,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本文根据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２日在南京市图书馆和８月２７日在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的讲座内容

整理而成.

　　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国际贸易摩擦”这个

问题.下面先通过一个实例向大家报告一下这方面的基本情况.

一、我国面对的国际贸易摩擦现状

　　先说一个最近发生的案例.

　　２０１１年４月底,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支持对多数从中国进口的铝

型材征收反补贴和反倾销关税.在美国,铝型材通常用于建筑,例如门窗框、
屋顶天沟以及太阳能框架,另外汽车和船只的零部件也用到这种进口自中国

的材料.中国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出口至美国的铝型材货值都超过５亿美元.
现在美国方面裁定,中国进口铝型材在美国的售价低于合理价值,美国商务部

可据此开始对相关中国进口产品征收３２．７９％至３３．２８％的反倾销关税.此

外,为报复中国政府对相关产品生产或出口提供的补贴,美国商务部还计划对

这些产品征收８．０２％至３７４．１５％的反补贴关税.

　　这里涉及两个概念:反倾销和反补贴,下面就给大家作一个通俗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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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假如 A国出口一种商品到B国,在B国的售价是１０元,而B国市场上同

类商品价格为１５元,于是 A 国的商品就取得了明显的竞争优势.但这时 B
国政府可能会认为 A 国在搞倾销,要对这种商品征反倾销税,比如每件征５
元,这样就完全消除了 A国商品的竞争优势.这就是所谓的反倾销.

　　又假设某种商品在B国的市场价是１０元,A 国企业生产这种商品的成

本是１２元,那么要出口这种商品,A国企业势必亏损.这时,A国政府为了鼓

励出口,可能会为每件商品补贴２元,以保证企业出口这种商品不至亏损.B
国政府发现了这种情况后,就会对每件进口商品征收２元反补贴税,使 A 国

的出口企业重新陷入亏损状态.这就是所谓的反补贴.

　　这种现实反映出一个问题:为什么 B国政府那么讨厌 A 国的倾销和补

贴? 从一个老百姓、一个普通消费者的角度,我们会讨厌倾销和补贴吗? 当然

不会.如果有哪家商场搞清仓大甩卖,对我们来说肯定是好消息,大家都会去

捡便宜货.如果我们买到一件含有政府补贴的商品,我们也会偷笑,觉得占了

政府的便宜.要是这件商品中的补贴是外国政府给的,那我们肯定就更高兴

了.因为占自己政府的便宜还不算是纯赚,毕竟这补贴出自我们缴的税.但

我们没给外国政府缴过税,外国政府却给我们补贴,那就绝对是纯赚,应该双

倍高兴才是.那么,为什么让老百姓高兴的事,政府却高兴不起来? 这个问题

大家先存在心里,我们后面再讲.

　　通过上面讲解,大家已经大致了解反倾销、反补贴是怎么回事.所谓国际

贸易摩擦,就是带有限制、扭曲国际自由贸易性质的政府措施.在以促进贸易

自由化为根本宗旨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之后,国际贸易摩擦的主要形

式就是反倾销、反补贴.在 WTO成立之前,主要形式是关税和配额.简单地

说,关税就是对进口商品征税,配额就是限制进口商品数量.

　　那么,我国目前面对的贸易摩擦形势是怎样的? 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已经

连续１６年成为遭遇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２００９年我国遭受各种贸易摩擦的

案例就有１１６个,涉及金额达１２７亿美元,比２００８年翻了一番.２０１０年全年

中国遭遇贸易摩擦６４起,涉案金额约７０亿美元(如表１所示).

表１ 近３年我国遭受贸易摩擦简况

年　份 案例总数 涉案金额(亿美元)

２００８ ７３ ６２

２００９ １１６ １２７

２０１０ ６４ ７０

　　可以说,近年来各种针对中国外贸产业的摩擦举措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

乱,应接不暇.从统计数据中还可以摸到一点规律:世界性经济危机越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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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辑 现实的荒诞———国际贸易摩擦背后的真实逻辑 １８３　　

国际贸易摩擦的形势就越严峻;反之则反.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后面再讲.

二、贸易摩擦折射了国际经济秩序的荒诞

　　清朝有个作家叫李汝珍,他写过一部小说«镜花缘»,里面讲了不少荒诞不

经的故事.

　　这部小说的第十一回,书中主人公周游列国,来到了一个超乎寻常的礼仪

之邦“君子国”,诧异于那里的交易与常规相反:顾客尽可能多付钱,商人尽可

能压低价.如果商人不按顾客的意愿加价,顾客就责其有失“忠恕之道”.好

不容易谈定价钱,顾客还不肯拿走全部货物,只肯拿一半.也就是说,在这个

君子国中,人人都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没人知道外部世界居然有人信

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当外人进入君子国时,就会觉得很荒诞,不可

思议.当然,这只是小说家言,不能当真.

　　可是,当我们将现在的国际贸易情形与君子国相对照时,居然能找出不少

一一对应的地方! 例如,进口国常常不允许出口国要价太低(倾销).即使按

国际市场价成交,数量也常常有限制(配额).这种现象是不是跟君子国一样

荒诞? 就算把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请出来,估计他也看不懂,因为他说过:
“对每一个私人家庭来说是精明的行为,对一个大国不可能是愚蠢的行为.”①

　　这里要对非经济学专业的朋友们解释一下,这位亚当斯密(１７２３~
１７９０),是被人们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大经济学家,他在１７７６年出版了经

济学名著«国富论»,以此书为标志,经济学才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后世

的经济学理论,很多都是在亚当斯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如马克思通

过对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的批判和继承,发展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就

是目前我国大学里开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另外一些学者则抛弃了亚当斯密

的劳动价值论,继承了他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发展出西方主流经济学,也
就是目前我们大学里开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课程.

　　现在我们回头看亚当斯密这句话,意思是说无论家庭决策还是政府决

策,道理应该是一样的.于是我们马上就会发现,在现实的国际贸易中,这句

话至少是部分失效了,因为在这个领域里私人家庭式的精明并不是通行无阻

的交易原则.现代国际贸易中无硝烟的“贸易战”,也就是上面所说的贸易摩

擦,用传统智慧来理解就很荒诞———为何要把价廉物美的商品阻挡于国门之

外? 不过,这种荒诞感是局中人很难体会到的,因为当他们一步一步慢慢走向

荒诞时,就如温水煮青蛙,感觉难免迟钝.只有外人———比如外星人———骤然

一看,才有可能出现«镜花缘»式的大惊小怪:居然会有这么不可思议的世界,

① 亚当斯密．国富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５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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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穷国尽管本身还有大批贫困人口衣食不周,却不断把自己生产的消费

品输送到富国;而富国还不领情,要把送上门的便宜货挡回去! 只是,我们不

清楚外星人在“友星惊诧”之余,会把我们这个世界称作“君子世界”还是“傻子

世界”.

　　在座的朋友们可能很少有人曾用外星人的眼光考察过当今的国际贸易现

实.用这种眼光一看,原来我们国际贸易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很傻很天真的,
其荒谬程度可与大跃进年代的大炼钢铁和放高产卫星相比.那时候人们相信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后人回首当年,确实会觉得前人很傻很天真.那

么,将来的人们回顾我们今天搞的国际贸易,会不会同样认为我们很傻很天

真? 就是说,我们刚才用这种外星人的眼光看到的国际贸易,到底是真相还是

幻觉? 为什么这么多主流经济学家都没看出这种荒诞? 为什么主流媒体上也

几乎没人告诉大家,我们其实很傻很天真? 我告诉大家,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看

出真相,我也会怀疑自己的眼光.但现在,绝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

　　下面介绍一位经常给财经媒体写专栏文章的学者,名叫端宏斌.端宏斌

先生最近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是«一个并不荒诞的寓言»,①讲了这样一个寓

言故事:

　　话说有两个小岛,一个叫驴岛,一个叫猪岛.

　　驴岛的人非常之勤劳,每个人天天都在干活,生产了大量的粮食,有趣的

是这些人还非常节俭,这些粮食自己都不舍得吃,反而都存起来,并且运往猪

岛,送给猪岛的人吃.

　　猪岛的人正相反,他们向来大手大脚,有钱就花,没钱就借钱花.自己生

产的东西满足不了自己的消费,那就从驴岛进口.猪岛每个人的储蓄率不仅

是零,还是负数.反正虱多不痒,债多不愁,他们可不在乎.

　　就这样,驴岛的人用船满载着粮食,运往猪岛,然后空船返回驴岛.猪岛

居民收到粮食之后就交一些绿色纸片给驴岛居民,证明自己确实收到了货.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下去,大家都觉得这就是生活,没什么不妥的.

　　但这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事,猪岛遭遇了地震,整个岛都沉下海底,简单

地说,猪岛从地球上消失了.此时驴岛的国王慌了,他并不担心驴岛也遭遇地

震,他担心的是以往的这套运作模式被打破了,接下来该怎么办?

　　驴岛的国王问大臣该怎么办? 一个最聪明的大臣说:立刻封锁消息,不要

告诉老百姓猪岛已经消失,然后一切都照旧.驴岛还是照常的将空船装满粮

食,然后驶出码头,运往猪岛所在海域.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船员大为震惊,
因为船长下令将粮食全部倾倒在大海中.等船员倒完粮食,他们又像往常一

样开回驴岛,驴岛的印刷厂印了一点绿纸片发给老百姓.就这样,猪岛已经消

① http://www．２１cbh．com/HTML/２０１１－３－２/zMMDAwMDIyMzQzM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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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辑 现实的荒诞———国际贸易摩擦背后的真实逻辑 １８５　　

失的事实竟然在驴岛被瞒了好多年.

　　驴岛的国王忍不住问那位最聪明的大臣,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大

臣说:很简单.我们生产的粮食运到猪岛去,这些粮食到底是被人吃掉了,还

是倒入了大海,这对我们而言没有任何区别.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获取那些绿

色的纸片.既然是这样的话,猪岛是不是存在对我们也没有区别,所以我们将

粮食倒入大海是不会被人看出破绽的.

　　这个寓言故事大家听懂了吗? 这个故事说的就是目前国际贸易的荒诞.

　　下面再看一篇在网上疯传一时的文章:«美国发明家与中国经济专家»,①

作者网名为“记者”.

　　美国有个发明家很牛.某天他的研究有了重大突破,他向媒体表示,他有

办法生产出你所能想像出的任何一种商品,而且价格还特别的低廉.记者问

他,那么你需要什么原材料呢? 发明家表示:我需要的原料只有两样———海水

和木头.只要有了海水和木头,那我就可以生产出任何一种商品.

　　众人半信半疑,不过还是有人愿意尝试,给了他一大笔投资.就这样,发

明家在海边建起了工厂.结果还真的如他所言,你不管是想要什么,他都能给

你顺利的生产出来,而且价廉物美.当众人问他,你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做的时

候,发明家却三缄其口,不论你想什么办法,他就是不说.

　　有个记者打算探究其中的秘密,于是乔装打扮秘密潜入了发明家在海边

的工厂.记者发现,在庞大工厂的外壳下面,有一个造纸厂,一个印刷厂,还有

一个巨型码头.发明家先把木头做成纸张,然后把纸张印成美元,然后去码头

和中国人交换商品,基本上什么商品都能换回来,而且中国人还愿意互相竞

争、互相压价,把利润都贡献给发明家.

　　记者摸清了整个流程之后感到百思不得其解,于是跑去问发明家:你这套

流程我已经完全了解了,但我想不通的是,万一中国人发觉自己受骗上当了,
那怎么办? 发明家听完哈哈大笑,道:“根本不用担心,中国人见到绿票子就好

比是饿死鬼见到了肉馒头,只要你给他绿票子,他什么都愿意和你交换.就算

是他爷爷的祖坟他都愿意刨了,然后把陪葬品跟你换绿票子.”

　　记者继续问:“可是,你这些美元都是你自己印出来的,难道美国政府不抓

你吗?”发明家不紧不慢地说:“你以为我没想到这个问题吗? 我早就和总统达

成了协议了,咱们给中国人的绿票子上都标有记号,这和给我们盟友的绿票子

完全不同.同样是给沙特的美元,他就可以买我们最新式的战斗机,最好的导

弹防御系统,最精确的激光制导武器,但是给中国人的绿票子这些都买不到,
不光是这些,凡是高科技产品都不能买,有价值的企业也不能买,关键的资源

矿产也不能买,涉及国家利益的战略技术更是不能买”

①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２２/２０１１０５/２３３２３０．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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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记者打断道:“那么中国人手里的绿票子到底能买什么?”发明家咳嗽了一

声,说道:“事实上,中国人手里的美元,除了买我们的国债之外,其他都不

能买.”

　　记者大吃一惊,说道:“可是美国国债也不过是一张票子啊,只不过换了一

种颜色而已.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傻?”

　　发明家两眼望向天花板,说道:“事实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告诉中

国人说,你们买了我们的国债,那么未来我们就会多给你一点绿票子,大约每

年多给１．８７％,具体的数据你自己去查美联储的网站吧.反正这么一说,中国

人就买了.我发现,中国人想的一切就是一件事情,那就是从我们手里得到绿

票子.为此他们不惜把所有河流都污染,让子孙吸入有毒的空气,把地下埋藏

的宝藏都挖出来卖掉.现在中国人手里的绿票子已经是世界第一了,总额超

过３万亿美元.更有趣的是,他们为了保住这些绿票子不贬值,宁愿一辈子给

我们进贡各类商品.有些中国人听说绿票子要贬值了,就像死了爹妈一样.
简直笑死人了.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些绿票子都是我们印出来的么? 我们想

印多少就可以印多少,别人根本管不着.”

　　记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说道:“我现在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们到

底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

　　发明家想了想,压低声音说道:“我就把秘密告诉你吧,你认为世界上最强

大的武器是什么? 原子弹? 氢弹? 都不是! 最强大的武器就是经济学思想,
事实上我们控制了几乎所有中国的经济学家,让他们真心认为他们做的一切

都是正确的,接着通过这些经济学家就能控制所有中国的老百姓,让他们相

信,一旦中国的出口完蛋了,那么天就要塌下来了.对于我们来说,中国人确

实是奴隶,但你要知道,他们更害怕连奴隶也当不上.为了保证奴隶有口饭

吃,他们会拼死拼活给你干活.而你所要做的一切,就是给那些被你控制的经

济学家们一点点好处而已.曾经有人叫嚣人民币应该升值,结果被那些思维

已被控制的中国人骂了个狗血喷头,由此可见,我们对中国人实行的思想控制

非常有效.”

　　记者听完发明家这番话.好似刚刚看完一部恐怖片,长叹了一口气说:
“这个世界上注定有人是羊,有人是狼,既然中国人愿意一辈子做羊,那么我们

还是当狼算了.你放心吧,你说的这一切我都会保密的.”发明家忽然摇起头

来,说道:“不用保密.羊从来不会相信狼的话,它们只相信自己的经济学家.
你一定要记住,如果哪天中国人不愿意再做羊了,那就意味着我们的好日子也

到头了.要控制中国人,就一定要先控制中国的经济学家,让他们相信,自己

做的一切都是对的,让他们相信,美国的经济学就是真理.于是他们会心甘情

愿地做你的傀儡.”

　　好了,类似这种揭露国际贸易荒诞性的观点,在网上还能找到许多,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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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规的媒体上就比较少见,专业的学术期刊上就更为罕见.在这些罕见的

论文中,就有我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１期的«生产过剩:贸易保

护主义的根源».

　　我的学术观点,如果讲得通俗一点,其实几句话就能讲完,就如我在２０１０
年１０月１１日的微博中说道:“伊索寓言说,蚱蜢很懒,在整个夏天唱歌玩乐,
而蚂蚁则忙着储藏粮食,为冬天做准备.当寒冷的冬季来临时,蚱蜢向蚂蚁乞

要食物,蚂蚁拒绝,最后蚱蜢饿死了.现代的蚱蜢学会了印钞票,用钞票向蚂

蚁换食物,结果蚱蜢越吃越胖,蚂蚁也觉得自己越来越富了.蚱蜢撑得实在受

不了,又求到蚂蚁门上:要想富,把自己的钞票升值一下就全有了,没必要填鸭

似的填我们.蚂蚁再次拒绝.到了后现代,动物们已经拉开架式,货币战争一

触即发.”

　　关于货币的升值贬值问题,这里稍作解释.简单地说,一国货币升值,有
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一国货币贬值,有利于出口,不利于进口.因为所有

国家都有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本能冲动,所以任何国家经济上一遇到麻烦,
都倾向于使自己的货币贬值.当所有国家的货币都竞相贬值时,就是媒体上

常说的货币战争或汇率战争.那么,为什么所有国家都有鼓励出口、限制进口

的本能冲动呢? 我们到后面再说.

　　我发到微博的这一段话,用更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在目前的国际贸易模

式中,中国是吃亏的,美国是占便宜的.既然美国已经占了便宜,为什么它还

要搞贸易摩擦? 那是因为美国已经吃撑了.美国吃撑了,表现出来的症状就

是失业率上升.当美国的大量消费品都由中国人替他们制造时,他们自己的

工人就没活干了,也就是失业了.美国人有占中国便宜的小聪明,却没有解决

失业问题的大聪明,所以一旦吃撑了就要搞贸易摩擦,不敢再多占中国的便

宜.而我们中国人直到把别人喂得撑坏了,还没意识到这一点.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都不愿意相信,我国大部分经济学家的思维已经被控

制了.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只不过真实的情况是,他们不是被某个具体的人

控制,而是被前面提到过的“主流经济学”控制了,而且被控制的不止是中国的

经济学家,实际上全世界主流经济学家都被控制了,因为“主流经济学”是目前

全世界大学里的经济学专业通用的基础课程.既然这样,为什么吃亏的是中

国而不是美国? 这里有个诀窍,就是美国政府把这种经济学当作真理向全世

界推广,但美国政府本身的行为却从来不受这种经济学的约束.比如,主流经

济学提倡自由贸易,而美国政府却经常搞贸易摩擦.对于美国政府的具体经

济政策,常有成百上千的美国经济学家联名反对,说这政策不符合经济学原

理.但美国政府往往我行我素,把这些书呆子晾在一边.

　　接下来要说的是,这种经济学凭什么控制了大多数学者的思维? 原来这

种经济学里包含了一个十分巧妙的魔术,而目前能揭穿这个魔术的学者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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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下面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下.

三、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思维魔术

　　我们知道,但凡能够形成一个逻辑体系的学问,都需要以一些基本假设作

为基础,这个学问的所有结论都是由这些基本假设通过逻辑推理一步一步推

出来的.那么,基本假设是否符合实际,往往决定了这个学问是否有用.比

如,我们以“人的寿命是有限的”作为一个基本假设建立一门学问,在这门学问

里只研究怎么治病,不研究怎么让人长生不老,那么这门学问就可能是有用

的.反之,以“人的寿命是无限的”作为基本假设建立一种学问,专门研究怎么

炼长生不老丹,那么这门学问就是没有用的,是伪科学.

　　同样,主流经济学作为一门学问,一个逻辑体系,也有一些基本假设,其中

最重要的一个叫做稀缺性假设.这个假设是说,我们只有有限的资源,却要满

足无限的欲望.

有限的资源―无限的欲望

　　这个基本假设是否符合实际呢? 先看左边,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能够投

入生产的资源,比如土地、厂房、机器设备、劳动力,等等,没有一样不是有限

的.再看右边,人的欲望,看上去确实是无边无际的,所谓吃了碗里的又看锅

里的,人心不足蛇吞象等说法,都是用来形容人的无限贪欲的.所以,这个基

本假设看起来是符合实际的.相对于无限的欲望,资源是有限的,在经济学上

就称资源是稀缺的,或者说资源具有稀缺性,所以这个假设叫做稀缺性假设.

　　在稀缺性假设的基础上,我们整个社会生产和消费的模式就是一种

“有限—无限”的模式.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只能生产出有限的产品,但我

们希望拥有和消费的产品却是无限的.换句话说,我们面对的最基本的经济

问题,就是要用有限的资源去满足无限的欲望,这实际上是给社会预设了一个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主流经济学退而求其次,专门研究怎样最有效地利

用有限的资源,尽可能多地满足人们的欲望.主流经济学认为在市场经济体

制下,这样退而求其次的任务是可以完成的.

　　上面我们用很短的篇幅给大家介绍了主流经济学大致是怎么回事.我们

看到,这门学问的逻辑性是很强的,所以它在当今世界林林总总的经济学流派

中占据主流地位,在经济学家中培养了众多的信徒,的确有其道理.但是,现
在我要告诉大家,上面所说的内容中包含着一个思维魔术,不知在座的朋友们

是否有人能看出来.所谓魔术,就是让一般人看起来像是真的、然而实际上却

是假的把戏.要看出魔术的破绽,需要有与众不同的眼光.现在我给大家表

演一下如何破解这个魔术.

　　再回头看看稀缺性假设的结构.左边讲的是资源,是客观事物.右边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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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欲望,是主观愿望.于是这种结构就变成:

有限的资源－无限的欲望

客观－主观

　　这样一看稀缺性假设的破绽就比较明显了:客观的东西怎样能跟主观的

东西相比较呢? 只有同类的东西相比较才有意义嘛.把主观和客观混在一起

平起平坐,正是这个思维魔术最关键的障眼法.下面我们分开来看:

生产和消费的主观因素相比

生产的欲望－消费的欲望

　　主观的欲望如果没有客观条件的限制,可以说人的想像力能到达什么地

方,欲望也能到达什么地方.因此,可以说右边的欲望是无限的,左边的欲望

也同样是无限的.上面我们提到大跃进年代我们搞过大炼钢铁和放高产卫

星,说明人的生产欲望也是无限的.于是:

生产的欲望－消费的欲望

无限－无限

　　我们看到,左右两边都是无限的,哪有什么稀缺性? 所以,主流经济学的

稀缺性假设不过是一个五颜六色的肥皂泡,一戳就破.但很多人就是被这五

颜六色迷住了,于是他们的思维就被控制了,钻进牛角尖出不来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人们有无限的生产欲望,那为什么大跃进后来遭到

了挫折? 答案很简单:超越客观条件限制的欲望是无效的.邓小平在总结大

跃进教训时说过:“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
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

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①

　　经济学要研究的应该是客观的经济规律,应该把超越客观条件限制的主

观欲望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所以我们只需研究限制行为规模随着欲望无限

膨胀的客观因素.限制生产规模的客观因素是生产能力,限制消费规模的客

观因素是消费能力,因此我们得到两个客观因素相对比的结构:

生产和消费的客观因素相比

生产能力－消费能力

　　生产能力当然是有限的,原因就是上面提到的投入生产的资源是有限的.
历史经验已经证明,没有人能做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么,人的消

费能力是否是无限的? 略加分析就知道,现实中的消费能力也是不可能无限

扩张的,因为消费能力受制于三大因素:生理约束、时间约束和预算(收入)
约束.

① 邓小平文选[M]．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３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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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生理约束最容易理解,用我们老祖宗的一句话就能概括:“良田万顷,日食

一升;广厦千间,夜眠八尺”.时间约束则基于一个明显的事实———所有消费

活动都是需要耗费时间的,由这一事实推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能是:在任何

一个给定的时间段内,人的消费能力都是有限的———这就是时间约束.对于

消费能力而言,生理约束和时间约束因其自然规定性,是无法通过技术进步或

制度创新从根本上突破的,因而是硬约束.预算约束,作为现实中普遍存在的

贫困和消费不足现象的原因,才是经济学应当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即使每

个人都拥有无限的收入,由于前两个硬约束的存在,消费能力也只能是有限

的.所以,现实中生产与消费的模式不是由稀缺性假设臆造出来的“有限－无

限”,而是“有限－有限”.

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生产和消费模式

有限－无限

现实中真实的生产和消费模式

有限－有限

　　从这里我们看到,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不符合实际的,以这样的假设

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生产和消费“有限－无限”模式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所以,
这样的经济学必然充满了对客观经济现实的错误认识,以这样的错误认识去

指导实践,必然会把现实经济活动搞得很荒诞、很变态.如果经济学家不能察

觉到脑子里装的这套理论是错的,那么即使现实已经变得荒诞不经了,经济学

家们仍然会懵然不知,还以为一切正常,天下太平.前面我们讲到现实中的国

际贸易实际上已经变得非常荒诞了,这种荒诞现在天天都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发生,但是,在我没有对大家说明之前,这里有多少朋友曾经察觉到? 作为从

未受过经济学专业训练的人士,察觉不到似乎还说得过去,但为什么我们在报

纸杂志中也很少看到其他专家学者说过? 这是因为,目前在学术界和财经媒

体,大多数人都没有认识到主流经济学理论从根上就错了.为什么他们认识

不到? 因为他们都被上面那个小魔术骗了,从而他们的思维就被控制了.

　　目前,在全世界的经济学者中,只有一小群人能够正确地认识到主流经济

学的错误,并掌握了破解这种经济学思维魔术的方法.我很自豪地告诉大家,
这群人全是中国人,他们形成了一个学派,叫做“海派经济学”.

　　作为这个学派的创始人和领导人,程恩富教授２００７年提出了一个与稀缺

性假设针锋相对的“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理论,即假设在一定时期内资源

和需要都是有约束的.显然,这个假设正是生产和消费的“有限－有限”模式

的逻辑前提.以这样符合实际的基本假设为基础建立的经济学,才有可能成

为一种有用的学问.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观点,在经济学界还只是属于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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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观点,也可以说是一种很前卫的观点.换句话说,这种观点目前还只是星

星之火,将来能否燎原,还有待实践的检验.总而言之,前卫并不一定代表正

确,但前卫肯定能给大家观察客观世界提供一个新的角度,新的启发.这是大

家听讲时需要注意的.大文豪鲁迅曾经对前卫人士有过一段评价,可以供大

家参考:“这种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国即无希望,但正在准备毁坏者,目下也

仿佛有人,只可惜数目太少.然而既然已有,即可望多起来,一多,可就好玩

了———但是这自然还在将来,现在呢,只是准备.”①

　　那么,经济学“好玩”的时代离我们还有多远呢? 大家可参考毛泽东的一

段话:“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

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

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②

　　前一段话出自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后一段话出自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信.
两段话都是亲密战友之间的悄悄话,所以特别生动.

四、生产过剩是国际贸易摩擦的根源

　　下面我们继续讨论生产和消费的“有限－有限”模式.这个模式的左边,
指的是生产能力有限,右边指的是消费能力有限.消费能力有限,原因在于存

在三大约束:生理约束、时间约束和预算约束.其中前两个约束属于自然约

束.由于有自然约束的存在,决定了消费能力不可能通过人为的努力而大幅

扩张.但是生产能力不同,它可以通过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和更有效率的生产

组织方式而大幅扩张.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就是一个社会生产能力大幅扩

张的历史,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

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③

　　再回到“有限－有限”模式.右边不能大幅扩张,左边可以大幅扩张,所以

现实中生产和消费更为准确的模式是:“大－小”.

生产和消费的一般模式

有限－有限

生产和消费更准确的模式

大－小

即:生产能力＞消费能力→生产过剩

　　也就是说,在现实的经济运行过程中,生产过剩是在正常情况下必然会出

现的现象.

①
②
③

鲁迅全集[M]．第１１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３,２４．
毛泽东选集[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０６．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２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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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在主流经济学臆造的“有限－无限”的模式中,生产过剩现象是不可能出

现的.在我们这个真正符合实际的“大－小”的模式中,生产过剩是必然现象,
是经济运行的常态.

　　前面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句话,载于«共产党宣言».我们都知道,马
克思、恩格斯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那么为什么这句话看上去好像是为资本

主义唱赞歌呢? 所以说,读书最忌断章取义.这句话单独看,当然是好话,生
产力当然应该越大越好,资产阶级有本事迅速提高生产力,当然了不起.但

是,这句话放在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就不是什么好话了.因为当时马克

思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病根是生产过剩,而资本主义制度中偏偏缺乏妥善

解决生产过剩问题的机制.生产过剩问题不解决,那么生产能力越大,问题就

越严重,最后必然导致经济危机.

　　用这种观点来分析当代市场经济依然是有效的.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是

搞市场经济的,只要它还没找到解决生产过剩问题的好办法,那么这个国家的

经济搞得越繁荣,随后紧跟而来的危机就会越深重.有的国家甚至还没来得

及真正繁荣,就已经陷入危机.２０１１年２月份我就发过一则微博:“最近在突

尼斯、埃及等国家发生的事情,如果解读为民主战胜专制,那就浅了.与其说

事件的结局标志着民主的胜利,不如说事件的起因标志着市场的失败.市场

失败的突出表现就是失业,这是放在任何政治体制下都令人头痛的顽疾.所

以真正的出路在于彻底反思流行的经济理论,重新从马克思那里寻找启示,对
市场经济模式动大手术.以为通过街头闹事更换领导人就万事大吉的人们,
最终将会看到:你闹,或者不闹,失业仍在那里,只增不减.”

　　我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对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都有所了解.我的研

究体会是,到目前为止,对市场经济的理解,还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越马克思.
单是这样说还不够准确,因为这种说法给人的感觉是马克思是最高峰,其他经

济学家虽然不如他高,但大小也算是个山头.可是我们已经看到,现代的主流

经济学家连极为明显的生产过剩现象都视而不见,他们怎么可能正确认识市

场经济呢? 所以,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很多经济学家是负数,而马克思是正数,
而且是最大的那个正数.当然,没有人能穷尽真理,马克思主义仍需要向前发

展.我们国家搞经济改革,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为了在实践中发展马克

思主义.我们只有站在马克思已经达到的高度上进一步向前探索才有出路,
否则只能是可悲的倒退.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探讨生产过剩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关系了.有了前面

的分析,我们已经能够在观察现实经济活动时不带偏见,那么我们肯定会看到

生产过剩现象真的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生产过剩最显而易见的表现形式是产品积压或产能过剩.在过去信息技

术比较落后的时代,生产过剩往往表现为产品的大量积压,甚至经常发生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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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牛奶”那样耸人听闻的事件.现在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产品大量积

压甚至不得不销毁的事情比以前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生产能力闲置的普遍化,
即产能过剩.大家如果经常关注财经新闻的话,对产能过剩肯定不会陌生.

　　生产过剩对社会危害最大的表现形式是失业.失业其实是产能过剩的一

种特殊形式,即劳动力闲置.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

剩是始终与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只有在整个生产力过

大的地方,人口才会过多.”①

　　主流经济学能解决失业问题吗? 现在我们通过提出一个新的基本假设,
用一个新的角度观察经济现象,已经看得很清楚,失业是生产过剩的一种表现

形式,或者说,失业的根源在于生产过剩.上面我们说过,建立在不合实际的

基础上的主流经济学,根本不承认生产过剩,又怎么可能找到解决失业问题办

法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民间很多讽刺主流经济学的段子,其中之一是这样

的:“一位大学生毕业了却找不到工作,回来问他的经济学教授该怎么办.教

授说:‘我能解释你为什么失业,但我不能为你找到工作.’”

　　主流经济学家能搞出各种各样的理论来解释失业现象,但就是解决不了

这个问题.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解释都是错的.２０１０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

布不久,我发了这样一则微博:“当今世界上最专制的机构是哪个? 是诺委会.
只有诺委会才敢肆无忌惮地无视‘民’意,甚至敌视‘民’意,专以‘爆冷’为能

事.今年的经济学奖就冷到无人能猜中,爆出三个经济学家鼓捣出来的关于

失业的理论.这理论说白了还是‘我能解释你为什么失业,但我不能为你找到

工作’那种老套路,本来只配作搞笑段子的素材,但到了诺委会手里,乌鸦就摇

身变凤凰.可怜那些既猜不到开头也猜不到结局的经济学家们,竟没人敢说

个‘不’字!”

　　我经常把自己的一些成熟和不成熟的观点发到新浪微博上,等待实践的

检验.喜欢思考问题的朋友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这样就可以经常看到我

的奇谈怪论了.

　　既然我们社会真实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是“大－小”模式,不是主流经济学

虚构出来的“有限－无限”模式,所以在真实的市场经济中,必然存在生产过剩

现象,而生产过剩现象最令人头痛的表现形式就是失业.因为主流经济学不

能解决失业问题,所以现实的经济运行必然会以荒诞、变态的方式来掩盖这一

问题.其中比较容易观察到的方式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国际贸易摩擦.所谓

贸易摩擦,其实不过是各国政府“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本能冲动的反映,这
种冲动说到底,就是各国政府都想把自己解决不了的失业问题推给外国,以邻

为壑.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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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大家都想以邻为壑,于是现实就会比搞笑段子更搞笑.

　　２００３年３月与６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禁止网络赌博的法案,直接引

发了一场震动网络赌博业的国际诉讼.２００３年下半年,加勒比海地区的小国

“安提瓜和巴布达”(以下简称安巴)向 WTO 起诉美国,指其禁止由安巴政府

发出合法执照的跨境赌博网站为美国客户提供服务,是违反了 WTO 总协议

之中的服务贸易承诺.安巴是一个只有７万多人的小国,该国宣称:美国的禁

令使该国每年损失３３００万美元,网络赌博企业由１１９家下降至３０家,相关就

业职位从５０００个下降到不足１０００个.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４日,WTO 初审裁决安

巴胜诉.其后,双方均对初审报告提出上诉.２００５年４月７日,上诉机构报

告公布.上诉机构尽管几乎对初审报告的每一个主要问题都修改甚至推翻了

原来的理由或结论,但仍在整体上维持了初审的最终结论,即美国违反了

WTO关于服务贸易的相关规定,要求美国修改其措施.这个裁决的实质就

是,WTO支持了输出赌博的一方,打击了禁赌的一方.所以,这一裁决被一

些网络赌博合法化的小国视为“重大的胜利”,也被站在合法与非法的阴阳界

上的离岸赌博网站共同当作生存之盾.我们看到,WTO 其实也没有解决就

业问题的良方,于是只能闭着眼睛“逼良为赌”了.

　　当然,美国在搞笑方面也不会输给别人.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建筑长城,
是为了阻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抢劫财富.然而,美国总统２００７年签署了在美

墨边境建设７００英里围墙的法案,目的却是防止手无寸铁的墨西哥移民“抢”
走美国人的就业机会,无怪乎墨西哥总统将此墙斥为“新柏林围墙”.美国从

掳掠黑奴到筑墙自闭,两种同样臭名昭著的现象,折射出一个强烈的信息:被
技术进步不断提升的生产能力需要的是海外市场的扩张而不是廉价劳动力的

供给.但这样的沧桑巨变却不能在封闭保守的主流经济学界内激起一点小小

的涟漪,没有一个主流经济学家意识到他们所推崇的自由贸易已经成了虚无

缥缈的乌托邦梦呓.

　　现在可以为大家解答前面让你们存在脑子里的问题了.为什么老百姓都

喜欢价廉物美的商品,政府却总要想方设法挡住外国进口的这类商品? 那是

因为,这些商品一进来,就会挤占国内企业同类商品的销路,导致国内企业亏

损倒闭,失业率升高.政府没有解决失业问题的好办法,只好搞贸易摩擦,限
制进口,保护国内就业.通俗地说,进口价廉物美的商品确实是占了别国的便

宜,但这样的便宜没有一个国家敢多占,因为一旦吃撑了,目前还找不到解药.
那为什么贸易摩擦的形势在经济危机期间特别严峻,到了经济复苏期间又相

对趋缓呢? 答案也很简单,因为经济危机时失业率特别高嘛.

　　最后的结论是,国际贸易摩擦的根源在于生产过剩,所以要根除贸易摩擦

现象,必须找到解决生产过剩问题的办法,具体地说,就是要找到解决失业问

题的办法.主流经济学由于从基础上就错了,根本就不承认生产过剩,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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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指望这种经济学能解决生产过剩带来的失业问题.我们需要建立一

种符合实际的新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根本不同在于观察经济

现象的角度,就是不再从资源稀缺角度,而是从生产过剩的角度观察和解释经

济现象.那么,这种新的经济学能不能找到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从而一举消

除经济领域中的所有荒诞现象呢? 答案是肯定的.

　　信心来源于常识.既然所有麻烦都源自我们的生产能力太大,那么这样

的麻烦一定是很容易解决的.因此,即将来临的经济学革命与哥白尼的天文

学革命非常相似.哥白尼革命带给我们的新知识是:当我们以地球为坐标原

点描绘太阳系各星球的运行轨迹时,就会发现那都是极难把握的复杂曲线;只
要把坐标原点换到太阳上,各行星的轨迹马上就变成了极简单的椭圆! 从复

杂到简单,关键在于观察问题视角的转换.只要从资源稀缺视角转到生产过

剩视角,我们就会发现,生产过剩本来就不应该成为困扰我们的问题,相反,在
正确反映经济规律的新理论框架中,生产过剩应该成为构建更高级社会制度

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生产过剩才能为一个丰裕文明的和谐社会提供可靠的

物质基础.

　　说到这里,这场讲座就可以点题了.为什么现实如此荒诞? 因为我们正

处在一场经济学大革命的前夕.如前所述,这场经济学革命是由我们中国学

者发起的.目前还很少有人意识到中国经济学家得天独厚的历史机遇.在世

界各大经济体中,只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各领风骚

３０年.我们既经历过计划经济的兴起与崩溃,也经历过市场经济的成功困

惑.因此,只有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才有可能在这两种很少交集的经济学体

系的碰撞中找到新的灵感,彻底解决长期困扰人类的失业、贫困等经济问题.

　　今天的内容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TheRidiculeoftheReality
———theRealLogicbehindInternationalTradeFrictions

LuYingxi

　　Abstract　Weseetheridiculeoftherealityfromtheinternationaltrade
frictions:thereareenormousnumberofpeoplewhoareinshortageoffood
andclothesinthepoorcountries,whileatthesametimethesecountriesexＧ
portwhattheyproducetorichcountries;therichcountriesdon’ttakeit
gratefulandblockthegoodsfromenteringtheircountries．Theridiculeof
therealityisbecauseoverproductionisanormalsituationformarketeconoＧ
my．However,thereisasevermistakehiddeninthetheoryfoundationsof
themainstreamwesterneconomics．Themainstreamwesterneconomists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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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seetheproblemsofoverproductionandtheyalsoattempttocovertheoＧ
verproductionproblem,whichcausesdistortionoftheeconomicsystem．OnＧ
lybyrestructuringtheeconomicstheoreticalframeworkbasedontheasＧ
sumptionofdoubleconstraintsofresourcesandwantsproposedbyCHENG
ENFUcanweobserveandinterpreteconomicphenomenonfromadifferent
perspectiveandhaveaninsightintothetruthandsolveeconomicproblem．
　　Keywords　tradefriction　assumptionofscarcity　assumptionof
doubleconstraints　overproductionun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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