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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埋葬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

刘思华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９－２０

　　作者简介:刘思华(１９４０－)男,当代中国最早创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学说和生态文明与绿色经济

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生态文明与可持续经济研究中心名誉

主任,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湖北民族学院名誉教授并少数民族生

态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①　江涌．中国困局[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７~８．

　　内容提要　我国改革开放３０多年间,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泛滥与渗透

使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经济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主导作用受到严重威胁

与极大削弱.而包括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在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强势国家

用以突破弱势国家关防并改变别国制度的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和政策工具,企图

使我国改旗易帜,把我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沦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

主义的附庸.因此,我们不能落入意识形态的陷阱.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留之精华,去之糟粕.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新自由主义　意识形态

　　我国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经济领域里泛滥与渗透,
经济自由主义蔓延与肆虐,使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经济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

位和主导作用受到严重威胁与极大削弱,已经成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短板.正如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江涌最近所指出

的:“今天,极右思想泛滥已经使党和国家在思想意识形态、社会经济工作领域

面临苏联解体之前的危局,该到了‘理论的批判’乃至‘武器的批判’来矫枉纠

偏的时候了.”① 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指出我国经济意识形态极右倾向的现

实性和严重性确实存在,我们必须增强危机意识.因此,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

对经济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划清当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同新自由主

义意识形态的界限,彻底铲除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即市场

原教旨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大力消除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主张的恶劣

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好国内国际经济意识形态工作,使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日益巩固与主导作用不

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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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伪装成科学的

当代资本主义主流经济意识形态

　　当今还没有完全过去的世界金融危机和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给新自

由主义及其集中体现的“华盛顿共识”以致命的毁灭性打击,使越来越多的国

家和人民看清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与体制政策反人类、反社会、反自

然的反动本质,看清了它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丑恶嘴脸.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新古典经济学由理论、学术而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和

范式化,成为所谓新古典经济学的极右思想理论体系与价值观念,它已不再是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经济学说,而是伪装成科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

学意识形态.“华盛顿共识”则是它的政策宣言,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政治和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核心理论体系和

价值观念,是它们渗透和颠覆以至改变别国制度的意识形态工具,完全代表现

代资本主义新阶段(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

主流经济意识形态.

　　我们还要强调的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英美兴起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确
实是西方垄断资本集团及代言人精心设计的彻头彻尾的伪科学,它在本质上

是一种以数学工具和伪科学形态精致包装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意识形态.
在过去的３０多年间,包括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在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以

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在世界各国进行“经济战争”和经济意识形态渗

透与颠覆之类的“软战争”的思想武器,是强势国家用以突破弱势国家关防并

改变别国制度的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和政策工具.对于当代中国教育界和经济

界尤其是经济学界,应当深刻认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意识形态这个反动本质

及其荒谬性和欺骗性是非常必要的.连经济自由主义大师萨缪尔森也供认不

讳地曾坦言:“一种思想不论多么荒谬,只要成为教科书,就会不朽地流传下

去.”①这是萨氏自己编著的再版十多次的«经济学»教科书的真实写照.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和核心理论都是极其荒谬的.它是萨伊那

套经济学的伪科学在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翻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

本原理来源于萨伊在１９世纪初制订的那一套根本不合实际伪科学的萨伊定

律;而萨伊定律又构成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石,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

本理论框架.因此,它的两大定律,无论是萨伊定律,还是科斯定律,都是资本

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编造的各种“经
济原理”,设计的各类“经济模型,”尤其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各个核心理论,诸

① 转引自何新．反主流经济学[M]．上卷北京: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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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如私有制永恒论、市场万能论、政府守夜人论、国家非调控论等,都是依赖以经

济人假设为核心的一系列数不清的假设,构成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厦的梁柱,
搭建起所谓宏伟的理论体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僧侣们极力地把经济自由

主义说成是“救世良方”在世界各国不遗余力地兜售时,又直接将数不清的假

说当作定理(如科斯定理)乃至真理;这就把数不清的虚假命题包装成人类文

明进步的终极真理,于是它们编制了一系列动人的新自由主义神话,引诱人们

落入它们精心策划的一个又一个经济意识形态陷阱.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
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在本性上就是“理论欺诈”;在实践中完全暴露了新自由主

义经济学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正如经济专家蒋国平先生所指出的:“一半的

‘废话’,一半的‘谎言’,这就是我们在梳理‘新古典综合’的微观经济理论和宏

观经济理论之后的结论.这个结论会让不少人特别是那些仍在‘崇信’着这套

理论的人们吃惊.”他还强调“新古典综合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

‘政治主张’.它的使命就是在全球范围内维护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美国

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①在我们看来,真正让人吃惊的是用“废
话”与“谎言”和“神话”与“陷阱”堆砌起来的新古典综合,即是包括新制度经济

学理论在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竟然一度成为当代资

本主义和国际社会的主流经济意识形态,竟能纵横人类经济思想意识领域如

此之久,直至今日,社会主义中国还能继续以改头换面的形式俘获美味重新混

迹于世.

　　在此,我们必须强调的是,从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给包括美国人民在

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一次又一次的深重灾难来看,它的反动本质及荒谬性

与欺骗性,还有三个突出方面:(１)它实质上是现代资本主义新阶段社会达尔

文主义在经济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变体,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同社会达尔文主义

现代版的结合体;(２)它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和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控

制世界的思想武器与政策工具;(３)它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

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有力工具.已故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陶大镛先

生说得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之所以纷纷得到褒奖,是因为新自由主义

是西方国家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工

具.”②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困局

　　我国改革开放３０多年,以美国为首的垄断资本主义势力及包括新自由主

①
②

详见叶文虎主编．可持续发展的新进展[M]第３卷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１６１~１７２
陶大镛．当前西方经济学说研究工作中应注意的１２个问题[J]经济纵横,１９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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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教父在内的西方战略家、政治家们,都倾巢出动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
的“和平演变”战略,不遗余力地推行新自由主义,不失时机地发动大规模经济

战争和经济意识形态战争,企图使苏东亡党亡国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因而,马
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新自由主义两种意识形态斗争,始终是我国经济

意识形态斗争的主线和主战场.略述如下:

　　１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和意识形态集团及代言人,利用我国

改革开放寻求治理经济药方之机,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意识形态输入到中国,
企图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主张.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中

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科尔内短缺经济理论在我国畅行无阻,到科斯、张五

常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私有制产权理论,再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至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萨缪尔森«经济学»及“新古典综合”的微观和宏观经济理论的各种

版本在我国大行其道,成为中国大学生、研究生必修课;直至今日仍占据中国

经济学理论教学阵地的半壁江山甚至主要地位,使之在某些方面“大有成为中

国社会经济的主导思想之态势”,“试看今日之经济中国,几乎尽是新自由主义

天下.”①这就极大削弱和动摇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和指导作用.

　　２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意识形态集团对我国进行的经

济意识形态战争,摧垮了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意识形态阵的教学阵地,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迅速占据了中国高校的经济学讲堂,其影响最大的是萨缪

尔森和科斯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我们可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

在几代大学生和硕博研究生的影响,是超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意识形

态.直到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高校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忠实信徒们,仍在

大肆推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使之继续泛滥.大量事实表明,
在我国多数高校中,我们党和政府对关系国家和政党生死存亡的经济学意识

形态的主导权和控制地位逐渐被弱化,让“新古典综合”的微观和宏观经济理

论渗透放任自流,使马克思主义同新自由主义在经济意识形态领域内争夺青

年学生的斗争任务变得非常艰巨.

　　３市场原数旨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不仅严重影响几代青年学生,还影响

到政府官员、经济部门和企业的决策者、管理者尤其是企业家.我国大多数经

济界人士都是通过学习“新古典综合”的微观与宏观经济理论的不同版本的教

科书而获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知识的.因为中国多数高校也同美国高校一

样,已经世俗化与市场化,招纳社会“成功人士”(包括官员和企业家),举办各

类进修班,强化所谓“与国际接轨”的 MBA教育,传播的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

学意识形态.他们不仅在国内进行新自由主义“自我升造”,而且还被有组织

① 江涌．中国困局[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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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输送到美国新自由主义大本营“集体锻造”.这些社会精英、经济精英学成

后,都会施展“真才实学”,其中不少人是新自由主义歪理邪说的附和与追捧

者,甚至是“资本逻辑”的积极推行者和实践者,将资本特别是私有资本对劳动

者和自然的掠夺与剥削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４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和意识形态集团,通过设立形形色色

的基金,大力在我国培植或寻找代理人,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中国的“芝加哥男

孩”.① 在今日之中国,西化的中国“芝加哥男孩”和本土的经济自由主义僧侣

们紧密结合,形成了配合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进行经济战争和经济意识形态

战争的战斗队.因此“中国的‘芝加哥男孩’远较当初智利的‘芝加哥男孩’人
多势重,位高权重,声强语重.由此也使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开
花、结果”.② 其中有些人能够使我国经济学界、媒体界、部分政界以新自由主

义教条代替过去和马克思主义教条,成为贯彻和实施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意识

形态领域“和平演变”战略和美国全球战略的经济意识形态工具.

　　５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斗争成为我国经济意

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是非常错综复杂的,有时也是很激烈的.其主要表现

有:一是我国奉行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的新自由主义者,已经形成一种学

术势力和社会势力,成为一些国家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智库”、“智囊”,活跃在

我国各个经济领域之中.正如刘国光先生等认为那样:“经济学界的反马克思

主义、反社会主义、鼓吹私有化、自由化,已经形成一种社会势力他们在政

界、经济界、学界、理论界都有支持者,有同盟军.他们有话语权的制高点.”③

二是我国的一些经济自由主义僧侣们和“芝加哥男孩”们,虽然主要在教育界

和经济研究机构,但已渗透到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孜孜不倦“以美为师”.三

是我们党、国家、政府在某些高校失去了经济学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控制地

位,使得一些高校对极右思潮我行我素,经济意识形态资产阶级自由化、西化

愈演愈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仍处于被边缘化境地.
四是西方政治家、战略家及其中国一些崇美学者,大肆宣传对美国主流经济意

识形态的信仰,并利用它来贯彻其美国国家战略目标.而“有些经济学家知道

他们是被利用的,并且自觉地参与这种战略合作.而多数经济学家则很可能

是天真的.他们未必知道自己会成为代表美国利益意识形态的工具.”④五是

我国一些所谓权威的经济学刊物及我国顶级社科刊物的经济学论文仍在鼓吹

洋八股,贻害经济学术研究;宣扬新自由主义的期刊、小报、文摘、书籍比比皆

是,充斥文化市场,占领舆论阵地,贻害读者.六是在“马工程”的专家中,竟有

①

②
④

“芝加哥男孩”是指一群曾在芝加哥大学研习经济学而成为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追随者的智
利学者,是忠实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信徒,是智利贯彻实施“休克疗法”的鼓吹者和执行者.

③　刘国光．经济学新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８１．
何新．反主流经济学[M]上卷北京: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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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第４辑 略论埋葬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 ２７　　　

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极力鼓吹私有化的人;那些主张私有化、完全市场化的

人和论著不断获各种所谓“大奖”等.所有这些无疑增加了我国经济意识形态

领域形势的复杂性,并构成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意识形态

的挑战与威胁.

　　６我国经济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话语权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刘国光先

生在２００５年“７．１５”的谈话中,曾明确指出:“中央一再强调,社会科学单位的

领域权要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经济院系、研究机构的领导权一定要掌握

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张薰华教授对这个状况很担心,他说只要领域

权掌握在西化的人手中,他们就要取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排挤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直到今日,一些高校及经济与经济管理院系和研究机构的经济学意识

形态的领导权与话语权问题仍然没有真正解决,仍然没有掌握在坚定的马克

思主义学者手中,而是掌握在非马克思主义学者手中,其中包括少数反马克思

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者.这就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同新自由主义之间在经济意识

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还没有完全解决的根本原因.

三、埋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意识形态是治理困局的根本出路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英美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在本质上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

学说,而是具有强烈的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功能,这种很强的阶级

性,就是服务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集团与资本主义势力的全球

一体化战略目标和利益,“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经济

制度,使全世界的国家都实行私有制,使资本主义制度全球化、永恒化,历史到

此终结.”①它们向我国输入新自由主义的罪恶目的更是如此,企图使我国改

旗易帜,把我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沦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附

庸.苏东演变的沉痛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如果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基

本西化,使新自由主义在经济意识形态中占据领导地位,发挥主导作用;那么

社会主义经济就会演变成资本主义经济,走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李济

广教授认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公有制也可以和市场经济相容,但市

场经济具有使社会主义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倾向性、可能性和一定条件下的必

然性.”“认为市场经济不会走向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者来说是过于天真,对
资本主义代言人来说,则是欺骗.”②从我国经济领域的现实来看,确实已经具

备了李教授所说的“一定条件”,如果让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

义经济意识形态继续冲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话,这种可能性、

①
②

人民日报理论部主编．划清“四个重大界限”学习参考[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２０１０,６９
程恩富、顾海良主编．海派经济学[J]２００９(２６),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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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必然性就会转化成现实性.因此,今日之中国需要进行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这
就是从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束缚下解放出来.

　　改革开放以来,在知识界、学术界尤其是经济学界,一部分学者迷信于西

方主流经济学.因而,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揭露与批判新自由主义经

济学时也要申明它有科学成分,不能完全否定.例如,已故陶大镛先生曾明确

指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西方发达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意

识形态工具,但也要申明对它不能“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要“借鉴西方经济

学中带有科学性的合理成分.”刘国光先生在著名“７１５讲话”中也说,对它的

“分析方法有不少可以借鉴、学习,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它.”既然,它是西方发达

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意识形态工具,是为国际垄断资产

阶级及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势力服务,这就充分表明它是一种披着科学外衣的

伪科学,没有科学性可言.它的反人类、反社会、反自然的本质,决定了我们应

该完全否定它.对此,我们要从三个误区中走出来:一是说它有科学性、是西

方文明进步的成果,说要一概否定它,那些搞经济自由主义的右派,就给马克

思主义的左派扣上极“左”帽子,甚至说你反对改革.这本身就是中国的新自

由主义僧侣们给马克思主义者设置的一个意识形态陷阱,我们不能继续往下

陷了.二是我们要完全否定的,是指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初英美发明

和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它是用“废话”与“谎言”和“神话”与“陷阱”堆砌

起来的“新古典综合”的微观和宏观经济经济理论,作为西方主流经济意识形

态,它不是西方文明进步的精华,而是糟粕,必须去之.三是我们要完全否定

的不是指所有西方经济学,而是指在西方占据主流地位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体

系,这就是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于西方非主流经

济学如西方生态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以及带有某种马克思主义倾向

的激进学派的经济学说,倒是西方文明进步的有益成果,值得我们借鉴与认真

学习.总之,今日之中国,到了清除极右的思想观念束缚即新自由主义教条的

时候了.正如有的学者所呼吁的:“如说需要有一次‘解放思想’,就应当让社

会基本价值从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所鼓吹的那种资本崇拜、金钱崇拜和

市场迷信的意识形态下解放出来.”①这就是进行一次新的思想解放,从新自

由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束缚下解放出来,就一定能够巩固和加强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一元化指导地位.

　　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和根本指导作

用,将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反对新自由主

义经济学,并非完全因为它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最
根本的是因为它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主流经济意识形态之后,尤其是世界金融

① 何新反主流经济学[M]下卷．北京: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０,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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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和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它在实践中酿成的必然恶果,给世界各国带

来了巨大的灾难,使包括美国人民在内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遭受深

重苦难.这就决定我们必须完全否定它,应该彻底清除它.如果让它继续泛

滥,祸害无穷.历史、现实及其遗患都充分证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意识形态,
是包括中华文明在内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经济发展的理论羁绊,必须埋葬

它.有的学者说的好:“由‘废话’和‘谎言’堆砌起来的‘主流经济学’———新古

典综合经济理论”,“可以埋葬它了.”①

　　我们所说的“埋葬它”的根本含义,就是把它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

动人民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所犯的种种滔天罪行,钉在历史耻

辱柱上;彻底清算它的反动本质及荒谬和欺骗性,使它在当代中国经济意识形

态领域存在失去合法性和合理性,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意识形态占据一元化

指导地位,为此,首先要加强党对高校经济学意识形态工作,确立高校经济学

理论教育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的根本方针,从而摧毁新自由主义经

济学理论的教学阵地,改变我国多数高校西方主流经济学占据半壁江山甚至

主导地位的危局.世界社会论坛提出:“只要抛弃西方主流经济学那一套根本

不合实际的理论框架,”“我们就会发现另一个世界.”②依我们之见,这个世界

在当代中国的理论表现,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学意识形态,坚持和巩固它的指导地位和根本指导作用,就一定能够保证中华

文明和经济发展永远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不断前进.

BriefDiscussonBuring
theNeoliberalEconomicIdelogy

LiuSihua

　　Abstract　３０yearssincethebeginningofChina’sreformandopening
uppolicy,thespreadandthepenetrationoftheNeoliberalideologyhave
greatlyweakenedandseriouslythreatMarxism’sguidingpositionandleadＧ
ingroleinthefieldofChina’seconomicideology;Thus,theNeoliberaleＧ
conomics,includingwest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isatoolofideology
andpolicyforstrongnationbreakthroughvulnerablecountriesdefenseand
changethesystemofothercountries,attempttochangeChina’sflag,lead

①
②

叶文虎．可持续发展的新进展[M]第３卷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１７６
转引自程恩富、顾海良主编．海派经济学[J]．２００９(２６),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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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３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ourcountryonthecapitalistroadandmakechinatobeanaffiliateoftheUS
ledinternationalmonopolycapitalism．Therefore,wecannotfallintothe
trapofNeoliberalideology．AsfortheNeoliberaleconomics,wemustuneＧ
quivocallyremaintheessence,dropthedregs．
　　Keywords　Marxism　Neoliberal　Id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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