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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

宋圭武

　　内容提要　分配公平问题不管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始终都是一个重

要问题.如果在发展过程中,不充分重视财富分配的公平问题,发展的代价将

是沉重的.重视财富的分配公平,更有利于提高人民的幸福度,更有利于实现体

面劳动,这更符合社会发展的本质.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充分重视财富分配

公平,才可以有效保证发展的长期持续性.避免陷入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脱节、产
业结构的不合理、政策措施失误、金融体系不健全等“中等收入陷阱”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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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M]载于斯拉法主编．大卫李嘉图的著作与书信[M]第１
卷．剑桥大学出版社,１９５１,５

　　关于财富分配的公平问题,也是近几百年才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早期关

于公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权利的公平分配上,包括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观

点,虽有关于财富分配的论述,但关注的重点主要在政治权利方面,而非财富

的公平分配方面.到了１８世纪,从亚当斯密开始,财富分配的公平问题才

越来越成为公平问题的一个主要内涵.

一

　　关于财富分配公平问题的重要性,在经济学研究中,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分配公平是比生产和效率更为重要的问题.

　　对分配的重要性,李嘉图在１８１９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就有论

述.李嘉图认为:“土地的产出全都是通过劳动、机器和资本的联合使用而出自

地球的表面,它将在社会的三个阶级之间进行分配,即土地的所有者、股份或耕

作必需的资本的所有者,以及进行劳作的劳动者.”“但是在社会的不同阶级,土
地全部的产出的所有权(在地租、利润和工资的名义下分配给每一个阶级)却有

着根本的不同”“确定调解分配的法则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①

　　约翰克拉克认为:“对讲求实际的人从而对学生来说,至关重要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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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辑 分配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 ６１　　　

经济问题是财富在不同索取者之间的分配劳动阶级的福利取决于他们得

到多少.但是他们对其他阶级的态度因而社会状态的稳定主要取决

于他们是否得到了(不论多少)他们生产的东西.如果他们只创造了财富的很

小的一部分却得到了全部财富,他们可能就不会追求社会革命了.但如果他

们看似生产了很多但却只得到了一部分,很多人就可能变成革命者,而且全世

界都有权这么做.”①

　　加尔布雷斯认为:“如果人们真的很穷,他们就只能指望收入的再分配.”
“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把彻底的再分配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在整个１９世

纪,社会的激进派除了拥护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之外别无选择.如果他想改

变事物,这是唯一的途径.回避这个问题就是回避全部问题.”②

　　尼赫鲁也强调分配公平的重要性.他认为:“民主如果有什么意义,那就

是它意味着平等,不仅是投票权的平等,而且还是经济和社会的平等.资本主

义代表了反面:少数人掌握了经济权力并且用来为自身利益服务在这种

制度下没有平等,自由仅限于资本主义的法律界限以内.”③

　　另一种观点认为分配公平不是一个重要问题.

　　美国的西蒙斯认为:“我们首要的问题是生产.和普通人或一般家庭的利

益息息相关的是我们的总收入,而不是各种可能的收入分配.”④

　　哈耶克在«自由社会秩序原理»一书中也认为不能将分配问题看成是一个

首要问题.他在书中指出:“正义的概念如此普遍并且随时都被用于收入分

配,这完全是把社会拟人化地解释为一个组织而不是一种自发秩序的影响

没有人通过市场秩序来分配收入所以说分配公不公正是没有意义的

因此,所有为保证分配‘公正’而做出的努力必然会将市场自发秩序变成

一种集权的秩序.”⑤

　　第三种观点认为,分配问题与经济阶段紧密联系,在不同经济阶段,分配

问题具有不同的重要性.

　　约翰穆勒认为:“只有在落后国家,生产的增长率才是依然重要的目标.
在最发达的国家,经济所需要的是更好的分配.”⑥

　　约翰逊认为:“在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之间存在冲突.该冲突的程度或重

要性依经济发展的状况而不同.国家越发达,其公民越希望收入分配公平,必
要的话可以接受较高的税收以纠正它收入水平越高,再分配政策引起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克拉克．财富的分配[M]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１９８９,１、４
约翰加尔布雷斯．丰裕社会[M]伦敦:Pelican,１９６２,７３、７６
SaulK．Padover主编．尼赫鲁论世界史[M]Bloomington: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２,２８４~

２８６
亨利西蒙斯．自由社会的经济政策[M]．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１９４８,５及之后的部分．
哈耶克．自由社会秩序原理[M]．复印件．东京:朝圣山学社,１９６６,９及之后的部分．
转引自[美]马丁布朗芬布伦纳．收入分配理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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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率下降问题就越小.发达国家有能力为社会公平牺牲一定的增长.但是

对于经济发展较低水平的国家来说,公平的代价却是巨大的,尤其是可以清楚

地看到,经济增长的大爆发总是历史地和意外收获相联系的.因此,一个急于

获得快速增长的国家,对保证经济平等的政策过于坚持是不明智的.”①

二

　　笔者认为,分配公平问题不管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始终都是一个重要

问题.

　　首先,发展若不充分重视财富分配的公平问题,发展的代价就是沉重的.

　　第一,财富分配不公,政治代价沉重.财富分配不公,会导致社会利益集

团矛盾激化,从而引发政治危机.若财富分配严重不公,利益的争夺有可能就

会演变为直接的暴力行为,社会就会出现严重混乱.从历史上看,中国历史上

的历次农民起义,背后的直接因素就是财富不均.而历次农民起义提出的口

号,也都是均贫富方面的.从现实看,拉丁美洲和东南亚以及最近一些国家出

现的政治危机,背后的因素也大多与财富分配不公紧密相关.另外,若出现政

治危机,往往就容易催生集权主义,德国希特勒的上台就是一个例证.还有,
就是容易导致军事政变和军人干预政治,其中底层的一些官兵就容易成为政

变的主要支撑和基础.

　　第二,财富分配不公,经济代价沉重.一是会导致消费不足和消费结构畸

形化.二是会导致生产结构不合理,出现生产结构的二元化,一元是代表专门

为一部分富人生产高品质产品的生产体系;另一元代表专门为穷人生产低端

产品的生产体系.三是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一些研究表明,财富不均可能

有利于实物资本积累,但存在的问题是,财富不均对人力资本积累是严重不利

的.富人与穷人相比,穷人会将更多的收入投入到人力资本方面.而最近几

十年的经济增长,至少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表明,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

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所以,从长远看,财富不均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四是

财富不均会提高政府用税收的办法重新分配收入的可能性,这也会可能间接

降低效率水平,进而降低产出水平.五是财富不均是产生经济危机的现实基

础.诱发经济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自然灾害、技术创新的不均衡、战争,
等等.马克思认为,产生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是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和社

会化大生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所有这些原因所导致的一个直接结

果,就是财富不均.如１９２９年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其直接的表现就是财

富的两极分化.再比如当代美国的金融危机,一些学者如格雷厄姆特纳等

① 约翰逊．货币、贸易与经济增长[M]第２版．伦敦:Unwin,１９６４,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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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辑 分配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 ６３　　　

人认为,在全球化中收入分配不均是酿成危机的主因之一.一方面是国家层

面的利润率增长,但另一方面,国民收入的份额主要是劳动者的收入和工资却

在下降.这种贫富分化进一步增大了以房价膨胀和消费借贷来填补投资过热

和需求不足鸿沟的政策走向和政治压力.为此,一些学者认为,为了应对经济

危机和金融危机,应该让工人从市场经济的红利中多分得一杯羹,应该允许更

加均衡地分配工资.

　　第三,财富分配不公,文化代价沉重.在财富不均的情况下,文化也会二

元化,形成穷人有穷人的文化,富人有富人的文化,最终形成二元价值社会.
同时,文化的神圣性就会更多被世俗性所替代,文化本身就会更多成为一种谋

取财富的手段,而更多偏离文化的本质.在利益的诱导下,一些人为了跨越财

富的鸿沟,各种机会主义文化就会受到鼓励,并且泛滥,如赌博、投机等一些冒

险行为,就会更多被文化体系所认同.目前,在我国网络上出现的一些不正常

现象,实质就是在财富不均衡情况下人们心理不均衡的一种表现.一些人为

了追求一夜暴富和一夜成名,不惜利用各种非正式手段和路径,如公开不雅

照,等等,最终达到获取名利的目的.所以,财富分配的不均衡也为文化的不

均衡提供了一种张力,并最终导致文化越来越世俗化和碎片化,文化的精神统

领作用就会更多被物质内容所替换.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也就越来越包装化

和空壳化,文化就越来越成为物质内容的包装纸,而文化本身却濒临死亡.

　　第四,财富分配不公,社会代价沉重.英国学者理查德威尔金森等在

«不平等的痛苦»一书中,就对分配不公所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进行了详细的

分析和探讨.可以说,财富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问题是严重的.有关研究表

明:在一个国家内部,死亡率就与收入差距密切相关;在贫富分化严重的情况

下,一些研究也表明,人们的焦虑感就会上升;在不平等较严重的国家,毒品的

使用情况更为严重;大多数研究表明,较平等的社会更健康;收入不平等可能

是导致肥胖蔓延的原因,研究显示,在那些收入差距较小的国家,肥胖率较低;
在不平等的国家中,凶杀率更高;在不平等较为严重的地区,离婚率也较高;在
不平等程度较高的社会中,更多的人想成为主宰者,在较平等的社会中,更多

的人比较宽容、同情他人;在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和美国各州,公众之间的信

任水平也较低;在较不平等的社会,人们的工作时间延长;在较平等的社会,环
保工作更好;不平等程度较高的社会更具惩罚性,因为在社会等级中,人们会

利用歧视和向下的成见来防止那些地位低于他们的人提高社会地位,同时,那
些社会地位较低的人通过向比他们更弱势的群体发泄而试图赢得自己的社会

地位,也就是产生所谓的自行车效应,即一个人骑在自行车上,对他的上级点

头哈腰,同时一脚踩向他底下的人,即产生一种错位攻击.

　　其次,重视财富的分配公平,更有利于提高人民的幸福度,更有利于实现

体面劳动,这更符合社会发展的本质.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民幸福度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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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６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高,而财富的公平分配可以更有效提高人们的幸福度.

　　什么是幸福? 从经济学角度看,幸福就是效用的满足.导致幸福的效用

满足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绝对效用的满足;一是相对效用的满足.绝对效

用是指不与他人相比较而产生的效用.相对效用是指与他人相比较而产生的

效用.绝对效用与相对效用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如财富的增加,既可以

产生绝对效用,也可以产生相对效用.一方面财富的增加肯定会一定程度改

善个人的生活处境,增加自身的绝对效用水平;但另一方面,当财富的增加不

如别人的收入增加快时,个人的相对效用水平未必就是增加的.所以,绝对效

用增加,相对效用未必增加.同样的道理,相对效用增加,绝对效用未必一定

增加.如当一个人财富下降比别人慢时,这时他的绝对效用水平可能是下降

的,但相对效用水平可能就是增加的.对一个人而言,幸福水平的增加,最终

取决于绝对效用与相对效用的总和.当总和增加时,幸福感就增加;当总和减

少时,幸福感就减少.

　　财富的绝对水平是产生绝对效用的重要基础.一般而言,财富的绝对水

平越高,人们用于享受的绝对量就越大,绝对效用满足的程度就越大.

　　财富的公平分配是产生相对效用的重要基础.从经济学角度看,所谓公

平,就是指甲对自己的投入与获得之比的效用值与甲对乙的投入与获得之比

的效用值相等,这时甲对乙而言,甲就有一种公平感.没有公平,一个人的幸

福也就意味着另一个人的痛苦,一个人的相对效用的增加同时也就意味着另

一个人的相对效用的减少,所以,公平实质就是相对效用.

　　从人的本质看,人对相对效应的重视程度要高于绝对效应.人既具有自

然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一般而言,人的本质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有机

统一,但社会属性是自然属性的灵魂,所以,人的本质更多体现的是社会属性,
而非自然属性.而绝对效用主要来自于自然属性的满足,相对效用主要来自

于社会属性的满足.由于人对社会属性更看重,所以,人对相对效用的满足会

更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分配的公平性,比提高财富总量会更加有利于提

高人们的幸福度.

　　再次,在经济发展初期以及以后的各个阶段,都应充分重视财富分配公

平,这样可以有效保证发展的长期持续性.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以及以后的各个阶段,就应充分重视分配公平问题,否
则,当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后,发展就有可能落入一种低水平循环陷阱中,而
无法进一步提高.如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发展没有体现长

期持续性的一个重要例证.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是２００６年世界银行在其«东亚

经济发展报告»中明确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含义是指,“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

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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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

以突破１００００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

　　按照世界银行２００８年最新的收入分组,人均国民收入小于９０５美元的国

家,为低收入国家.从９０６美元到１１１１５美元左右,都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在

中等收入国家,又分为两个层次,在９０６美元到３５９５美元之间,为低中等收入

国家,介于３５９６美元到１１１１５美元为高中等收入国家.

　　从历史发展经验看,各国在发展过程中,既有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
国家,也有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还有一些国家正面临进入“中等收入

陷阱”的考验.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

家.例如,韩国在１９８０年时人均 GDP是１６４５美元,到１９８３年时是２０７４美

元,到１９９５年韩国人均GDP就已达到了１１４６９美元.日本人均GDP在１９７２
年接近３０００美元,１９７６年就接近５０００美元,到１９８４年,日本人均 GDP突破

１万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和韩国都花了大约１２年时

间.

　　但也有许多国家长期以来未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１９８０年,菲律宾人

均 GDP是６７１美元,２００６年是１１２３美元,如果把通货膨胀计算进去,人均收

入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其他国家做得比较好的,像马来西亚在１９８０年的人

均 GDP是２０２２美元,在２６年以后的２００６年只达到５２３９美元.巴西在１９８７
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２０６８美元,但是到了２００６年也只有４３６９美元.智利在

１９８０年已经达到２８３５美元,２００６年则为６５７４美元.这里有许多类似的国

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但一直冲不过１１０００美元的门槛.

三

　　目前,中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风险.

　　为什么有些国家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实现长期持续增长呢? 这

里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脱节、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政策措施

失误、金融体系不健全,等等,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分配不公和贫富分化是主要

原因或是重要原因.

　　美洲开发银行一项研究报告表明,本世纪初,拉美地区城市人口的平均实

际收入已退回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的水平,贫困人口陡增了２０００多万人,
总数达到２２７亿,占总人口的４４％;其中赤贫人口约１个亿,占总人口的近

２０％左右.

　　由于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拉大,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内需萎缩,从而

使粗放的增长方式和失衡的产业结构长期得不到改善.经济失衡又导致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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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激化、政党斗争加剧、政府更迭频繁,国家经济社会政策缺乏连续性、有效

性.

　　同时,由于贫富差距过大,也导致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恶化,不能为发展

提供稳定有序的环境.

　　另外,贪污腐败严重,也严重恶化了经济社会发展环境.

　　所以,拉美一些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没有

处理好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是一个重要原因.对此,一些学者认为,解决问题的

根本出路应是推动公平分配.

Distributionisavitalproblem

SongGuiwu

　　Abstract　Thefairdistributionproblemhasalwaysbeenavitalissuein
anyperiodofeconomicdevelopment．Wewillsacrificealotwithoutenough
focusonthefairdistributionofwealth．WhenwepayattentiontofairdistriＧ
bution,peoplewillbemuchhappieranddecentlaboureasiertorealize．This
meetstheessentialpartofsocialdevelopment．Payingsufficientattentionto
fairdistributioncanassurethecontinuityinanyperiodofeconomicdevelopＧ
ment．Itshouldbeavoidedto“Middle－incometrap”,ofwhichabiggapbeＧ
tweencivilizationandindustrialization,unreasonabledevelopmentinindusＧ
trialstructure,mistakesinpolicyanddefectivefinancialsystem．
　　Keywords　distribution　equitycontinuity　economic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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