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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在我国经济建设中,西方经济学的许多方面是值得借鉴的,但
是,西方经济学自身存在着一系列理论错误、应用局限和学科缺陷。这些是借

鉴西方经济学时所应注意的。借鉴西方经济学时,不能盲目照搬和全盘接受,
不能作为教条迷信崇拜,更不能将其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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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运行给予了相当程度的研究,许多方面是值得借

鉴的,然而,西方经济学自身存在着一系列理论错误、应用局限和学科缺陷,因
此,不能盲目照搬和全盘接受,不能作为教条迷信盲目崇拜,更不能将其作为

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指导思想。本文将说明西方经济学自身存在的理论错

误、应用局限和学科缺陷。这是借鉴西方经济学时需要注意的三个问题。

一、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错误:以边际生产力理论为例

  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内容,用了貌似精确的数学表达,看似科学,实际上自

身存在着一系列严重的理论和数学错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边际生产

力理论。边际生产力理论,看似表达精确,实际上,存在三个内在逻辑困难,是
不能成立的(白暴力,2002)。

(一)
 

边际生产力理论的内容

  1.第一个内容:要素创造的价值是其边际产品值

  边际生产力理论是建立在所谓的“新古典生产函数”之上的。新古典生产

函数定义:生产函数是用物理量度量的投入与产出的技术关系,认为劳动、资
本和土地是三大生产要素,构成生产函数中的投入。边际生产力理论,将产出

对劳动的一阶偏导数称为劳动的边际产品,将产出对资本的一阶偏导数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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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28   海派经济学 第11卷第3期

资本的边际产品,将要素的边际产品与产品价格的乘积称为边际产品值;认为

要素的边际产品值就是要素创造的价值,也就是要素所作出的贡献。
  2.第二个内容:报酬等于边际产品值即贡献

  边际生产力理论认为,利润等于收益减去生产成本,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

利润函数。边际生产力理论,在利润函数的基础上,证明:在完全竞争市场中,
生产要素的价格等于其边际产品值,而边际产品值又被称为生产要素的边际

生产力,因此,生产要素的价格等于其边际生产力;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收入等

于要素数量与其边际生产力的乘积,而要素数量与其边际生产力的乘积又被

看作是生产要素的贡献,因此,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收入等于生产要素的贡献。
  3.第三个内容:总计相等,没有剩余

  边际生产力理论证明:假定生产函数是一次齐次的(固定规模收益的),要
素的边际产品值总和等于要素的收入总和,等于产品的价值,即产品的价值按

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恰好分配完毕,没有剩余。
(二)边际生产力理论的内在逻辑困难

  然而,边际生产力理论,存在不可克服的内在逻辑困难,是不能成立的。
对应于这一理论的三个内容,其存在着下列三方面的内在逻辑困难。
  1.第一个内容的内在逻辑困难:资本的度量与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存在性

问题

  边际生产力理论第一个内容的前提是新古典生产函数。对新古典生产函

数,新剑桥学派提出了责难。这种责难大致如下。
  在西方经济学中,生产函数被定义为:投入与产出的技术关系。

 

既然生产

函数是投入与产出的技术关系,也就是一种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因此,投入与

产出都应用物理单位来计量。但是,产出(q)和劳动投入(L)都有自己的物理

量单位,而资本(K)却无法用一个物理单位来计量。因为,按照新古典学派的

定义,资本是被生产出来的生产因素,而这些生产因素的种类又是无穷多的,
如厂房、车床、刀具、润滑油等。这多种多样的生产因素是无法用一个单一的

物理单位来计量的。那么,能不能以这些生产因素的价格总和来计量资本呢?
也就是说:能不能用这些生产因素的货币值来计量资本呢? 回答是:不能。因

为,如果以这些生产因素的价格总和来计量资本,那么,在技术状况没有发生

任何变化时,只要生产因素的价格发生变化,生产函数的形式就会发生变化。
这恰恰违背了新古典学派关于生产函数的定义。而如果资本无法用一个单位

来计量,那么,新古典生产函数就不能成立(A.Asimakopuios,1978)。
  这种责难最早是由新剑桥学派的领袖、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

人在1953年发表的著名论文《生产函数和资本理论》中提出的(琼·罗宾逊,
1984)。

 

对于这一责难,西方主流经济学派是无法回答的,因而基本上采取了

回避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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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资本无法度量,新古典生产函数不能成立,那么,资本的边际产品就

无法存在,边际生产力理论的第一个内容就不能成立。
  2.第二个内容的内在逻辑困难:成本函数的成立性问题

  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成本方程第一项中变量L 是劳动,是个实物量;变量

w 是工资率,是劳动的价格。那么,与此相应,第二项中的资本(K)也应该是

实物量,变量r就应该是资本这个实物量的购买价格。但是,在成本方程中,
变量r却是利息率,是一个没有量纲的纯数。一个实物量怎么能去乘利息率

呢? 相乘的结果是什么呢? 这是无法回答的,因为一个实物量根本不能去乘

利息率。因此,边际生产力理论中的成本方程也是虚假的、不能成立的。既

然,作为边际生产力理论第二个内容前提的成本方程是虚假的,不能成立的,
那么,由此得到的边际生产力理论的第二个内容也就是虚假的、不能成立的。
  3.第三个内容的内在逻辑困难:“没有剩余”的一般条件与最大利润二阶

条件存在性问题

  前面,我们介绍了边际生产力理论第三个内容的假定前提是生产函数为

一次齐次的。对于这个假定,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提出批评(白暴力、弓亦辛,
1988)。

 

  第一个层次的批评是:在一般条件下,生产函数并非齐次的,齐次生产函数只

是生产函数的特例。如果生产函数不是齐次的,那么,边际生产力理论的第三个内

容就不能成立。因此,在一般条件下,边际生产力理论的第三个内容不能成立。
  第二个层次的批评是:退一步,假定生产函数是齐次的,但生产函数并非

就是一次齐次的,一次齐次生产函数只是齐次生产函数的特例。如果,生产函

数是齐次,但不是一次齐次的,那么,边际生产力理论的第三个内容就不能成

立。因此,在一般条件下,边际生产力理论的第三个内容不能成立。
  再退一步,假定生产函数是一次齐次的,那么,可以证明:作为边际生产力

理论第二个内容前提的厂商最大利润二阶条件不能被满足,边际生产力理论本

身在逻辑上是不完善的,因而是不能成立的(M.Henderson;E.Quandt,1980)。
  因此,假定生产函数是一次齐次的,边际生产力理论不能成立;假定生产

函数不是一次齐次的,边际生产力理论也不能成立。
  上述三个内在逻辑困难,说明边际生产力论是不能成立的,是一个错误的

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还有许多这样的理论错误。

二、西方经济学的应用局限

  西方经济学的应用局限有两个方面:假定前提形成的应用局限与意识形

态性形成的应用局限。如果不考虑这些应用局限,盲目应用西方经济学的理

论,就会给我们的经济建设带来严重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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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假定前提形成的应用局限

  在西方经济理论中,每个理论都有作为其存在条件的假定,这些作为其存

在条件的假定决定了相应理论的适应范围。下面,仅列举“国民收入决定模型

和乘数理论”一例来说明。
  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用最简单的总支出分析法建立了国民收入均衡模

型,这也就是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最基本也是最有名的国民收入决定模型和

乘数理论。
  然而,这一理论有两个关键的基础性假定前提(白暴力、白瑞雪,2010)。

 

第

一个基础性假定前提是生产要素未充分利用,即未达到充分就业或者说存在着

失业,也即Ye<YF。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即生产要素已充分利用,计划总支出

就不能决定国民总产品,均衡条件就失去有效性,上述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就不能

成立。第二个基础性假定前提是储蓄和投资相互独立决定,如果储蓄和投资由

同样的因素决定,或者说储蓄能直接转化为投资,上述模型也不能成立。
  实际上,这两个基础性假定前提也是整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存在条件,
它们表达的是西方宏观经济理论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制度基础———资本主义

生产资料私有制。
  如果不说明国民收入均衡模型只在Y<YF 区间内有效,以及储蓄和投资

相互独立决定是国民收入均衡模型存在的前提条件,误认为上述国民收入均

衡模型是宏观经济的一般规律,适应于所有的经济状态和经济制度,并以此分

析我国的各种阶段的经济现象,那么,就会出问题的。
(二)意识形态性形成的应用局限

  西方经济学力图构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每一内容形成整个理论体系

的一个构成部分,以达成其理论目的。而这种理论目的往往具有很强的意识

形态性。这种意识形态性构成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应用于经济实践的局限性。
下面,仅举一例来说明。
  微观经济理论中关于完全竞争市场的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可以用图1
来表示(萨缪尔森,1998)。

图1

  图1中,公众和厂商是市场参与者,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是两类基本

市场,对这两类市场参与者和两类市场的研究便构成微观经济理论的主要内

容。第一,公众作为消费者对产品市场构成需求,这个过程由消费者行为理论

和市场需求理论构成,推导出市场需求曲线。第二,厂商作为生产者对产品市

场构成供给,这个过程由生产理论、厂商行为理论和市场供给理论构成,推导

出市场供给曲线。第三,市场需求与市场供给在产品市场上相互作用,使用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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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曲线和供给曲线,说明产品市场价格与产量均衡的决定、变化和稳定,这是

产品市场均衡理论。第四,公众作为生产要素所有者对生产要素构成供给,厂
商则构成生产要素的需求,生产要素的供给与需求在生产要素市场上相互作

用,决定生产要素的价格,同时也决定收入分配。第四个内容是生产要素价格

决定与收入分配理论。
  可见,在西方经济理论中,消费者行为理论和市场需求理论的学术作用和

目的,在于推导出市场需求曲线;生产理论、厂商行为理论和市场供给理论的

学术作用和目的,在于推导出市场供给曲线;然后,由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说
明产品市场价格与产量均衡的决定和变化。
  所有这些理论内容有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目的:构建一个价格(价值)理
论,由此论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并对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这

些理论中的一切假定和各种方法都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因此,实际上,消费

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厂商行为理论的学术作用和目的,并不在于对消费行

为和生产过程进行分析。
  如果误认为市场供求理论就是分析市场价格决定,消费行为理论(效用

论)的目的就是分析消费者的行为规律,生产理论的目的就是分析生产过程的

规律,而完全竞争厂商均衡论的目的就是分析厂商的行为规律,误认为西方经

济理论是以直接指导消费和生产为目的的,并试图直接将这些具有强烈意识

形态性的理论运用到对我国的经济运行和经济改革的研究之中,那么,就会给

我们的经济建设造成严重的危害。

三、西方经济学的学科缺陷

  西方经济学在其学科基础上具有重大缺陷。下面,将从西方经济学的自

然科学基础的缺陷、社会时空基础的缺陷和逻辑基础的缺陷三个方面说明这

一问题(白暴力,2004)。
(一)西方经济学自然科学基础的缺陷

  西方经济学的自然科学基础物理学中的力学,主要是牛顿力学即经典力

学(或称“古典力学”)。西方经济理论形成时期,在物理学界,正是牛顿力学兴

盛时期。西方经济学使用了经典力学的基本范畴作为自己的基本工具范畴,
并将这种状况保持至今。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工具范畴如弹性、均衡、均衡的变

化及均衡的稳定等,都是从物理学中的经典力学引入的。
  然而,在20世纪上半叶,物理学出现了飞跃性的发展,产生了量子力学、
相对论、量子电动力学等一系列新的理论,物理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

是,西方经济学的自然科学基础没有跟上物理学的发展,依然囿于古典力学之

中。同时,物理学中,除了力学之外,还有电学、光学、热学、声学等;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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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仅有物理学,还有化学、生物学、天文学等。在21世纪的今天,西方经济

学仍然仅以古典力学作为其学科的自然科学基础,这就使得用它来分析社会

经济现象具有很大局限性。
(二)西方经济学社会时空基础的缺陷

  人类社会演进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以社会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是

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自身的生产关系基

础。资本主义也是这样,它有自身的生产关系基础,并且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也会随历史发展而消亡。因此,经济学研究应该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及生产

关系的演进中研究经济现象。
  但是,西方经济学(自觉和不自觉地)将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自然的、永恒

的,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既定的基点。西方经济学不研究生产关系及其

演进,也不从生产关系出发研究经济现象,而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个既定

的基点出发研究经济现象。正因为如此,西方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和经

济问题的解决,都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困难,因此,难以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解

决我国经济中的问题。
  例如,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存在着消费需求不足,并且严重影响

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对于这个经济问题,我国经济学界作了大量分析,相当一

部分学者在西方经济学基础上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财

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降低利率等。虽然,这些政策有效地刺激了投资需求,
但是,消费需求却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提高。
  对于这个经济问题,西方经济学是不能有效地给予说明的,也是无法解决

的;只有使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进行分析,在生产关系的层面上探讨,
从生产关系对经济现象的作用去研究,才能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在我国现阶段,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已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民营经济中

在一定程度上是资本—雇佣劳动的关系,民营企业的利润目标决定了工人工

资的低水平,决定了工人工资不会与销售收入同比例增长。因此,有相当一批

民营企业中的劳动者的工资始终是被限制的,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长。
我们如果没有看到这一点,不在生产关系层次上采取对策,就无法提高工资水

平,而工资水平不提高,整个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因

此,如果不对民营企业的生产关系进行有效调整,不大力发展国有经济,那么,
将来我们很可能会面临一场大的经济衰退。所有这些经济现象,靠西方经济

学解释不了,也解决不了。这就是由西方经济学社会时空基础的局限性所导

致的。
(三)西方经济学逻辑基础的缺陷

  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理论的两个基础和逻辑起点是新古典生产函数

和效用函数。西方经济学从新古典生产函数推导出了供给曲线,从效用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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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导出了需求曲线,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市场价格理论体系,构成

微观经济学的主体。然而,正是以下这两个逻辑起点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
  一方面,前面已经说明,新古典生产函数存在着“资本度量与新古典生产

函数的存在性问题”。对于这一问题,西方经济学是无法解决的,因而基本上

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如果资本无法度量,以资本作为自变量的新古典生产函

数也就不能成立;如果新古典生产函数不能成立,以新古典生产函数为出发点

推出的供给曲线也就失去了基础。这就是西方经济学中微观经济理论的第一

个逻辑缺陷。
  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中微观经济理论的效用函数存在着“效用的度量问

题”。西方经济学中微观经济理论的需求曲线是从效用函数推导而来的,但
是,效用函数遇到的一个最大的理论困难是:效用和边际效用的度量问题。这

是一个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既然效用的度量问题没有解决,那么,由效用函

数推导而来的需求曲线就缺乏坚实的逻辑基础。这就是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

经济理论的第二个逻辑缺陷。
  正是以上这两个的逻辑缺陷使得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推导缺乏坚实的

逻辑基础,从而使得西方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这个庞然大物成为一个泥足

巨人。
  总之,虽然西方经济学有许多可借鉴之处,但是西方经济学自身存在着一

系列理论错误、应用局限和学科缺陷。因此,不能盲目照搬和全盘接受,不能

作为教条迷信盲目崇拜,更不能将其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指导思想,否
则,将会危害我们的经济建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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