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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围绕方法论科学性的论

战旷日持久的根源之一,在于缺乏系统的经济学方法论科学范式的划界标准。
从科学哲学自然演化的维度,逐层理清经济学方法论科学性的基本法则,然后,
通过比较分析经济学两大理论体系方法论的主流范式,能够证明它们本质上其

实都在遵循着经济学方法论科学范式的一般实证标准。那么,以此可以深入研

究经济学两大理论体系方法论糅合的可行途径,求同存异、取长补短,来推动经

济学方法论科学范式的标准化和科学发展。

  关键词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西方主流经济学 证实主义科学范式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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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19世纪中期马克思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的

认识论指导下,运用科学抽象法理性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

上,创立的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一门学科。自此,这一学科与西方主

流经济学分庭抗礼,成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并驾齐驱的两大经济理论体系之

一。但是,经济思想史表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问世之后,马克思的经济思想

就被很多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汲取过灵感,也在很多经济领域,比如经济增长、
经济周期、制度理论等,影响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只是,由于马克思政

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就是价值本身的抽象性,以及阶级性和唯物性等特

征,受到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攻击和诬蔑,被视为异端另类,由此也否定马

克思科学抽象法的科学性。
  其实,关于经济学两大理论体系方法论的论辩旷日持久,一直存有争议。
一是从研究对象的本质论与现象论的对立,以庞巴维克、伯恩斯坦和布劳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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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比如,庞巴维克认为“马克思的错误在于他的劳动价值论不是从事实出

发,而是建立在不稳固的形式辩证法的基础上的”,从而否定科学抽象法(Eu-
gen

 

BohmBawerk,1949)。二是创新方法论的多学科交叉分析,以程恩富的

海派经济学为代表,主张在马克思经济学的基础上综合古今中外科学的经济

思想,实现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有机整合,构建超越经济学两大理论体系的新

范式(程恩富,2002)。三是借鉴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新成果,挖掘和规范马克

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比如,比较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综合马克

思的宏观与微观研究,规范马克思的均衡分析等(程恩富、胡乐明,2002)。四

是回溯方法论的哲学基础。这类论点对应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硬核

基本共识,就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但是,对应分析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

法论却有不同的出发点,比如,乔榛的经典物理学基础论(乔榛,2006)、傅耀的

实证分析论等(傅耀,2007),不过,都违背了逻辑性的对称关系,只有何爱平的

历史唯心主义的人性论(何爱平,2008)还合乎逻辑。显然,这些多层面的分析

为我们理解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性作出了一定贡献,但是,没有认清方法论争

辩的根源。也有些学者已经发现关键在于理清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标准,构
建科学的经济学方法论范式,才能比较经济学两大理论体系的方法论。比如,
郑秉文从自然科学的历史归纳法论证了经济学的科学性(郑秉文,2008),赵磊

则从证伪主义科学方法的误用或误解反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伪科学性(赵
磊,2011)。进一步讲,这种科学标准还缺乏科学哲学自然演化的历史视野。
本文就计划在科学哲学认识论的指导下理清经济学方法论一般范式的基本法

则及其演变,比较与糅合经济学两大理论体系方法论的主流范式。以此,试着

打破它们的长期对立与隔阂,推动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和发展。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范式及演化

  自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发展的日新月异,不仅彻底改变了人类认识自

然界的思维形式,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而且,也吸引了大量西方哲

学家开始探索科学方法范式的兴趣,并促使科学哲学的兴起及推广。
  科学哲学是解决科学研究的认识论问题,是通过提炼自然科学研究方法

的形式逻辑,包括真理的确定性、真理的推理形式、检验真理的方法论和真理

的性质等法则,来推动自然科学的进步和科学知识的广泛应用。不同阶段的

科学哲学认识论对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化也产生了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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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①。如果以科学哲学发展史主要经历的19世纪的证实主义和20世纪的

证伪主义两个阶段为依据,那么,经济学方法论也主要经历了证实主义科学范

式和证伪主义科学范式两种类型。
  科学哲学的证实主义科学范式源自古希腊先哲对真理存在性的理性追

求。早在中世纪以前,自然科学还没有异军突起的时候,经院哲学家就已经思

辨世界的形而上学问题,寻找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宇宙真理。直到19世纪

上半期,第一次产业革命使自然科学的实证逻辑开始影响实证主义科学哲学

的发展。以孔德为代表的哲学家首创了以证实方法为基本逻辑的实证主义哲

学,也奠定了以寻求确定性、准确性、可证实性真理为终极目的的实证主义科

学哲学的根基。之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经过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和维也纳

学派为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的深层次发展,在20世纪上半叶主导了科学哲

学。总体而言,该学派坚持真理是人类可以感觉的、可以观察的,科学知识直

接来源于感性经验,并接受感性经验的检验和证实。由此,科学发展史上出现

了首次科学方法论的标准范式。受此影响,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在实证主

义科学哲学的主导时期,主要经历了四个演化阶段:亚当·斯密之前的归纳推

理分析、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归纳推理与演绎逻辑的机械综合分析、李嘉图开

创的纯粹抽象演绎分析、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归纳推理和演绎逻辑分析的融合。
其中,后两个阶段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证实主义影响最为深远。比如,
虽然李嘉图相信抽象演绎推理出的大多数经济结论“像重力原理一样确凿无

疑”,经济理论揭示了经济运行规律,可以直接应用于对现实经济发展趋向的

预测,无需经验检验,也因此被熊彼特称为“李嘉图恶习”,但是,这套演绎逻辑

方法经过西尼尔、约翰·穆勒和凯尔恩斯等经济学家的发展和完善,却成为实

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准范式,也就是在观察的现实基础上抽象出“不证自

明”的公理化假定前提,经过演绎推理,得到真的经验命题。具体来看,西方主

流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准范式表现在:真理是确定性的经验命题;真理的主要形

式是演绎逻辑;预言与事实的比较不能证实经验命题的真伪,只能发现影响预

言的干扰因素,确定理论的应用边界理论推理是严密的,是逻辑一致的;预言

是定性的而不是定量的②等五个基本法则。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方法论融合学

①

②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看,关于哲学、科学哲学和自然、社会科学的关系,存在客观的内在辩
证关联性。不过,应明确它们在学术研究中的功能,即哲学提出问题,但不解决问题,而且是否能够提
出真正的问题,也经常在哲学界展开争论;科学则源于现实,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己任,且科学发展史也
证明没有哲学和科学哲学,自然科学也继续向前迈进,社会科学也趋向从形式上模仿自然科学来确立
科学地位;科学哲学,属于哲学的认识论层次,但是,波普认为认识论中心问题的重心就是科学知识增
长问题,并可以引导更多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关于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区别,关键在于是否为具体数值分析,而不在于是否为数学符号
分析。当然,萨缪尔森区分了定性微积分和定量微积分,使经济学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有了更明确
的边界,但是,还是有很多研究者对此混淆不清。如果根据凯尔恩斯对澳大利亚黄金发现的经验研究,
以及市场经济危机的非周期性爆发,表明经济学难以有真正的定量性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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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则更加重视,也更加灵活地融合归纳推理和演绎逻辑分析。马歇尔认为:
“即使在机械学上,冗繁的演绎推理也只能直接适用于实验室里所发生的现

象。仅凭这些推理,还不足以处理参差不齐的材料和现实世界中各种因素错

综而无常的结合。因此,它们必须补充以具体经验,并和不断研究新的材料与

不断寻求新的归纳结合起来加以运用。”(马歇尔,2010:415)其实,最后也是真

正捍卫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证实主义标准范式的是罗宾斯,是他与制度

经济学派的方法论战中,维护了:“假定—推理”结论的确定性,假定前提的个

人主义现实性、分析法则的严密性、价值判断的中立性,以及经验研究在检验

理论应用范围、补充辅助性假设、暴露理论不足的不可替代性等证实主义标准

范式的基本法则(罗宾斯,2007:99)。
  直到20世纪,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从以牛顿力学为典型的“经验—实验”归
纳模式转变为以爱因斯坦相对论为象征的“假说—实验”演绎模式,启发了波

普尔开始反思科学哲学传统的证实主义范式,认为只有从“创造性直觉”产生

的新思想(假想、假说或者理论系统)出发,运用逻辑演绎推理来得到结论或命

题,进而采用演绎检验法,接受被证实的理论或若干成分,摒弃被证伪的理论

或若干成分,也就是说,确定性的真理只有不断地去伪存真,才能逐渐逼近真

的真理(波普,1986)。这也标志着科学哲学证伪主义主导时期的来临①和新

科学方法范式的诞生。与传统科学方法论范式比较,新科学方法范式的主要

法则表现在:一方面是理论推理及检验都采用演绎逻辑形式;另一方面是理论

是可以证伪的,这不是一般误认的用一个经验事实反驳假说,而是运用演绎逻

辑从真的单称陈述②推理全称陈述是否为假具有可能性,也就是用一个特殊

的逻辑命题证伪一个一般的逻辑命题,而不是用一个简单经验事实反驳假说。
受此影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证实主义方法论沿着三条路径演化,分别是以哈

奇森为代表的超经验主义、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工具主义和以萨缪尔森为代

表的描述主义。其中,工具主义和描述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引发了西方主

流经济学方法论科学化的大论战,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转型发展影响

最大。工具主义的经济学方法论科学观可以用弗里德曼提出的备受争议的

“假设不相关,预言是一切”的命题来表达③。具体来看,现代经济学方法论范

式满足的基本法则包括:经济理论是预言经济变化的工具,而不是确定性的真

理;坚持演绎推理的逻辑形式;用经验事实检验预言的可信度;经济理论是可

①

②

③

科学哲学的证伪主义分为波普的朴素证伪主义和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两个发展阶段,它
们都坚持真理的逼近准则。根据分析的需要,本文主要考察前者的科学划界标准。其相关分析,还可
以参阅比较笔者的拙文《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兼评证实主义和证伪主义的科学标准》,当
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9期。

波普定义的单称陈述不是主观经验,而是客观逻辑关系,其客观性之真是当事实可以按规则
或规律反复发生时就存在了,是可以被观察的。

应该全面理解这个争议性命题。其实,弗里德曼不但重视经过检验的假设在预言与事实的比
较中的重要性,而且,也没有公开否定过任何形式的假设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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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证伪的(弗里德曼,2007)。与科学哲学的证伪主义比较,工具主义拥有理论

分析的演绎逻辑和可证伪性等基本特点,但是,也表现出
 

“假定不相关”的前

提和非演绎检验法等特殊规定,而且,证伪性质也与之不同,强调用预言与事

实比较来证伪假说,但是,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用经验研究检验理论的

应用范围和发现理论不足”是一致的,也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一样遵循了理

论的不可检验性、价值判断的中立性和方法的演绎逻辑形式等一般法则。所

以,工具主义又有“贴上标签的证伪主义”(布劳格,1990)之称。新古典综合派

的萨缪尔森尽管批评工具主义,并提出了描述主义参战新一轮的经济学方法

论辩,但是,他们的主要分歧只在于是否维护了假设前提的现实性,本质上依

然是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一般实证科学观。

三、两大理论体系的方法论比较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一直以经济研究的科学方法论标榜自身的经济学主流

地位,始终质疑马克思科学抽象法的科学性。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标

准范式的基本法则,这类学者认为马克思科学抽象法的伪科学性表现在三个

方面:第一,假定前提缺乏实证条件。这种论点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理论,也就是劳动价值论只是适用于简单商品经济,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研究抽象的价值是没有现实意义的,抽象劳动也是难以观察和度量的。
第二,理论推导的哲学思辨。这种论点认为马克思的方法论本质上就是哲学

的认识论,是马克思巧妙地应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列宁在《哲学笔记》就指

出,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

论》。然而,这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实际经济问题。第三,演绎逻辑的矛盾。
这类论点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无疑是致命的,自从《资本论》第一

卷问世,庞巴维克就敏锐地发现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存在逻辑不一致的问题,但
是,等到第3卷出版,他认为马克思仍然没有解决自身的逻辑矛盾,并公开提

出批判。萨缪尔森和斯蒂德曼等经济学家进一步从技术上论证了劳动价值悖

论,攻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伪科学性。
  从科学哲学自然演化的视野,有必要从证实主义科学范式和证伪主义科

学范式两个所谓科学标准论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性。从证实主

义科学范式来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基础上,
系统逻辑地推导了反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理论体系,符合真理确

定性的基本法则。从研究的假定前提来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在马克思长

期关注物质利益的现实条件下,运用科学抽象力发现了现实交易中的抽象价

值,而且,他认为“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

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马克思,1971),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社会人”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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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比西方主流经济学基于观察或内省的“经济人”假定更具有现实意义①,所
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假定前提具有厚实的现实基础。更具科学性的是,马
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假定前提在现实基础上的抽象也并不是简单的抽象范畴,
而是思维里的具体范畴,是包含了现实一般规定性的抽象具体。马克思说:
“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贴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

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至我达到一些

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不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

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从研究的过程来

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抽象法实现了归纳法和演绎法的交融使用,坚持

“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新的材料”,然后“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

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

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
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马克思,2004)。从实证标准来

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是“不用玫瑰色

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

的过程”(马克思,2004)。
  从证伪主义的科学范式来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也具有证伪

主义的典型特征,并适用于西方主流经济学证伪主义的基本法则。马克思的

科学抽象法发现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虽然是确定性的真理,但并不是说

马克思认为这些规律是绝对不变的,从辩证法的逻辑可以说这些规律也是相

对的,是受历史条件和技术水平约束的。从根本上讲,科学抽象法是历史地逻

辑地分析一定时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现象的方法,所以,马克思逻辑推导的经

济定理符合证伪主义的真理逼近观,也就是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

历史条件的变化而逐渐地逼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真理。从演绎逻辑的形式

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演绎推理分析以思辨的哲学逻辑为主,还没有演进到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理化,但是,这不能证明思辨的哲学逻辑和数理逻辑是相

对立的,而只是演绎逻辑发展的两个阶段。其实,马克思十分重视数理逻辑的

重要性,他始终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

善的地步”(中央编译局,1957:73),并在三卷本的《资本论》中多次应用了初级

数学方法,之后,数理政治经济学也日益成为主要的发展趋势。从理论的检验

法则来看,马克思坚持理论批判分析和实践标准。《剩余价值学说史》也证明

马克思几乎翻阅了当时所有的政治经济学文献,并在对劳动价值论和典型历

①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假定前提是对社会现实的观察或内省。其中,观察主要是搜集、分析历史
材料,也可以运用假定推断检验的统计技术进行检验或物物实验。内省或“悟”,主要是源于奥国学派
的个人主义传统。虽然,门格尔、庞巴维克与米塞斯、哈耶克存在方法论一元论之争,但是,这里只是强
调基于对现实内省的个人判断具有客观性,而非带有价值判断的社会评估。这就都符合实证主义的科
学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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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事实(尤其是新的历史材料)的理性批判基础上,撰写了政治经济学的大量

文稿。可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抽象法更加符合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

论主流范式的一般实证标准。

四、两大理论体系方法论科学范式的借鉴

  从科学哲学的科学方法范式标准比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

学方法论的主流范式,可以发现,两大理论体系方法论的主流范式其实本质上

都在遵循着经济学方法论的一般实证标准,也就是说,两大理论体系方法论的

基本法则具有内在一致的科学研究逻辑。所以,也就存在着经济学两大理论

体系方法论糅合的充要条件,有必要深入研究它们糅合的可行途径。但是,由
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以抽象的劳动价值研究为基石,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则以

具体的均衡价格研究为核心,结果导致两大经济理论体系的长期对立和分化,
严重影响了经济学方法论一般标准范式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随着西方主

流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化”程度不断提高,科学方法论之辩却历经数载也难

以消解,其实,关键就在于缺乏科学哲学的认识论指导,以至于经济学界始终

没有真正理清方法论科学化的基本法则。相对而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

学抽象法则是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科学认识论指导下发现的。所

以,这门学科的方法论内在逻辑既谨慎严密,又一致协调,经济思想史上没有

出现过大规模的针锋相对的方法论战。
  不过,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主流范式虽然也存在争议,但是,这并没

有完全阻碍其方法论的高级化演变,即从理论经济学、数理经济学,逐渐发展

到计量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等高级阶段,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范式

演变,却整体上是缓慢的。目前,后者只处于从理论经济学向数理经济学的过

渡阶段,而计量分析和实验研究等领域更加不成熟,这无疑反映了该学科深层

次发展的滞后性。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数理政治经济学的理解

也存在诸多误区。从总体来看,一是认为马克思的数学分析就是数理分析。
其实,马克思已经意识到数理分析的重要性,并且做了大量高等数学的笔记,
可惜的是,马克思的精力主要集中在理论经济学,还没有成熟的条件进行数理

化分析。况且,马克思使用的数学知识也只是简单的代数运算,是便于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发展初级阶段的思辨逻辑的叙述。二是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线性代

数分析就是数理分析。以张忠任(张忠任,2006)为代表,在政治经济学中使用

了大量的线性代数表示法和计算方法,从形式上看,高度复杂化了政治经济学

的分析,并没有掌握数理分析的精髓。三是政治经济学应用的数学知识越多

越复杂就越是数理分析。以约翰·罗默(罗默,2007)为代表,在政治经济学中

使用了大量高等数学方法,从形式上看,确实是比较规范的数理表达法,但是,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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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离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也不符合规范的形式逻辑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

数理化,不是简单的经济现象符号化,而是像血浓于水一样,可以将经济变量关

系转变为数理分析可以操作的集合关系,运用定性微积分的逻辑推导方法,克服

人类思辨逻辑和认识能力的不足,证明经济命题,推论经济引理。这完全可以借

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理方法论范式,其核心在于构造约束条件下的目标函数,
才能应用高等数学和博弈论等高级数学语言,进行静态、比较静态、动态及动态

最优等深层次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数理化也可以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
构造可以与西方价格函数接轨的价值函数,比如,冯金华(冯金华,2006)、马艳

(马艳,2012)等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然后,在价值函数的基础上

再构造约束条件下的目标函数,基本上可以试着嫁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理逻

辑,不断规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数理化发展研究。
  在数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计量分析也

就应该提上日程。虽然,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开始探索计量马克思政

治经济学,但是,存在两个关键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建立抽象价值与具体价格

之间的函数关系,彻底破解价值转型之谜,才能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计量

分析均衡价格问题,否则,就是劳动价值论与西方计量经济学的机械结合。二

是计量经济学的功能定位,是定量分析经济变量之间的数理关系,解决实际的

经济问题,而不是纯粹的证伪经济理论的逻辑推导关系。简而概之,经济学界

可以深入研究经济学两大理论体系方法论的糅合,求同存异、取长补短,来推

动经济学方法论科学范式的标准化和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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