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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德国学者迪特·森哈斯是一位应予重视的发展理论大家,他
师法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构建了一个以历史案例比较研究为基础的“后发展”
理论。该理论揭示,英国率先崛起后,便对其他国家构成了强大的“排挤性竞

争”和“边缘化压力”,欧洲邻国首当其冲。故此,当代第三世界遭遇的种种发展

问题,从“飞地经济特征”到“发展型独裁体制”,甚至是“中心—边缘学说”,都曾

首见于发展道路多样复杂的欧洲。一国是否能够由边缘化向自主发展跨越,本
质上取决于其内部因素,主要是农业进步、资产分配、政治转型这样的结构和制

度因素,因为它们关乎“基础宽广的发展”和“国内市场的开发”。社会主义也是

一条努力克服边缘化缺陷、有效推进后发展的道路,但在前期成功后无不面临

艰巨的转型任务。森哈斯从欧洲及世界发展进程中总结出的历史经验,对当今

中国的改革突围和发展升级具有直接的启发性和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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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寻落后国家的发展之道,从来就是一门显学,从重商主义到新自由主

义,莫不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殖民地纷纷独立,经济发展成为

世界性要务,各种发展理论应运而生。大体而言,首先占主流的是对发展前景

持乐观态度的某种偏右流派,以发展经济学特别是“现代化理论”为代表。之

后,由于发展遇挫,致力于批判和反思的偏左流派走上前台,激进的“依附论”
曾风行一时。左右两派的各种学说多年来在中国已有不少介绍,它们的观点

和主张也为学界所基本了解(罗荣渠,1993)。
  然而,在相关发展问题的热议中,有一位理论大家却一直未能得到国人重

视,这就是被尊为“思想大师”、“批判发展理论创立者”的德国学者迪特·森哈

斯。森哈斯的发展理论集中见于所著《欧洲发展的历史经验》,该著作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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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以德文问世,1985年即出版了英文版和西班牙文版,1990年和1995年分别

印行韩文版和阿拉伯文版,被誉为“广为征引”的“发展理论经典”。业师罗荣

渠先生在其论著中曾提及该作品,可惜未引起足够关注(罗荣渠,1993)。无论

是为了跟上国际发展学界的步伐,还是为了启迪我国的发展研究、推进我国的

发展实践,森哈斯的理论都值得我们认真了解并借鉴。

一、欧洲的多元道路及其实验意义

  传统上,人们讨论欧洲乃至世界的发展历程时,惯于把眼光局限于西北

欧,甚至仅聚焦于工业革命以来的英国,以此作为现代化的经典范式。例如,
经济发展史名家,从沃尔特·罗斯托到查尔斯·金德伯格,都以英国工业革命

为考察重点,将之奉为经济增长的范例(W.
 

W.
 

Rostow,1991),乃至后来也

不得不承认,“英国经济史作为最早的成功事例,受到了过分的注意”(W.
 

W.
 

罗斯托,1997)。与之对照,森哈斯在《欧洲发展的历史经验》中,却首次把整个

欧洲纳入考察范围。除已成为高度工业化社会的西北欧和中欧外,他也考察

了东北欧、东欧、东南欧、南欧,从比利时到俄国,从芬兰到阿尔巴尼亚,欧洲几

乎所有的发达和欠发达国家都囊括其中。此外,为进行比较研究,他还述及欧

洲以外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乌拉圭、古巴、日本、中国、朝鲜、韩
国、台湾地区等众多发展案例。
  森哈斯这样大举拓展所考察的地域范围,其意义在于扩大了人们有关欧

洲发展历程的视野,并借此展现了欧洲各地复杂多样的发展道路。早期的右

翼发展理论普遍相信,世界各国同处现代化进程中,经由资本积累、与世界一

体化等过程,都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依次演进。反映这一世界

观的典型公式就是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即所谓“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

前提条件→起飞→向成熟推进→高额大众消费”这一线性进程。尽管该阶段

论不无认识论意义,但是,森哈斯的比较研究却实证地表明,欧洲内部不同国

家的发展道路远非如此简单划一,各国在经济增长的起点、增长启动的方式、
转型的道路和节奏、增长的后果,更不用说资源禀赋、政治条件、社会结构等方

面,实都迥然有异,其道路自然也各有千秋。
  根据森哈斯的研究,欧洲范围内,除了率先崛起的英国自成一条独特的道

路外,还有六条发展道路。其一是“基于国内市场动力的隔断型发展”,这是偏

向保护主义、注重国内开发的一条道路,多见于发展水平本不算低的国家,比
利时、法国、德国、奥匈帝国(及美国)属于这一路;其二是“以出口为导向的联

系型发展”,这是偏向自由贸易、融入世界市场的一条道路,仅有瑞士和荷兰两

个小国属于这一路;其三是“联系复又隔断型发展”,这是先顺势实行出口导

向、再努力推行进口替代促进国内开发的一条道路,丹麦、瑞典、挪威、芬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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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属于这一路;其四是“隔断型国家资本主义发展”,
这是起步较晚、缺乏良好体制条件下由国家主导经济活动、采取保护主义措

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一条道路,俄国(及日本)属于这一路;其五是“隔断型国

家社会主义发展”,这是起步条件更加苛刻状态下由国家控制经济活动的发展

道路,与第四条在发展促进手段上相类似,苏联、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

尼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及蒙古、中国、朝鲜、古巴)属于这一路。其六是

“边缘化发展”,这是被拖入强国经济体系外围轨道的一条道路。如果说前面

五条道路都是自主发展道路的话,第六条却是一条依附发展的道路,爱尔兰、
葡萄牙、西班牙、希腊等国,甚至实现了自主发展的诸多国家在其前期阶段,实
际上都属于这一路。而在世界范围内,边缘化更是一条普遍的发展道路(Di-
eter

 

Senghaas,1985)。
  某种简单化的观点总以为,“欧洲的发展道路就像是一条现代主义者胜利

进军的道路,是传统派在无望的退却战中节节败退的道路”,可这只是一种非

历史的虚构(迪特·森哈斯,2004)。森哈斯通过展现欧洲发展的多样性和复

杂性,不仅打破了这种神话,更重要的是,借此揭示了欧洲范围内不同发展道

路之间的关联性。据森哈斯分析,随着英国经由工业革命而率先发展,先发者

与后发者之间便出现“国际实力差距”,领先的强者通过国际自由贸易等安排,
会对落后的弱者构成“排挤性竞争”,并释放一种把弱者拖入“边缘”(或称“卫
星”、“附庸”之类)轨道的“边缘化压力”。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爱尔兰。19世

纪初英国经工业革命赢得竞争优势后,机器生产的廉价英国制品涌入爱尔兰,
与此同时,爱尔兰的产业部门开始丧失原有的多样性,越来越专业化于农产品

特别是肉类和活牛的出口,结果是,养牛业之外的农业经营及乡村工业日益萎

缩,工资及内需不断下降,就此而形成那种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古典分工。到最

后,爱尔兰饥荒频仍、人口减少、经济结构性失调积重难返,哪怕该国在政治上

脱离英国之后都长期无法摆脱既成的负面遗产。事实上,正是爱尔兰的这段

惨痛历史,让马克思改变原先就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所持的欣喜立场,转向了

反自由贸易的保护主义立场(Dieter
 

Senghaa,1985)。
  遭受类似命运的国家又何止爱尔兰呢? 这方面其他经济学家也有过很多

观察,较早的突出例子就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看到一旦英国1815年打

赢拿破仑战争,英国商品便大举进入欧洲大陆,简直无一国家可以幸免,造成

了大陆各国原本新兴的工业纷纷萎缩。就是这一活生生的“一体化”教训,让
李斯特从信奉亚当·斯密自由学说的自由贸易者转变为挑战斯密学说的保护

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997)。在森哈斯的分析中,英国向欧洲全面推

开自由贸易体系的1860年更具指标意义。当年,英国的工业规模要大于欧洲

所有其他主要国家工业规模之和,正是这种一霸独大的局面,转化为英国对其

他国家强大的“排挤性竞争”和“边缘化压力”。所以,最晚从19世纪初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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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排挤性竞争就向欧洲及全世界扩展开来,冲击了所有其他国家。不仅

如今欠发达的众多国家经历了被边缘化过程,而且就是如今那些高度工业化

国家也一度处于边缘化通道。从本质上说,上述六种发展道路,都是在领先者

边缘化压力之下,落伍者的六种回应方式而已(Dieter
 

Senghaas,1985)。以此

观之,一部近现代欧洲史,实际上也是先发国与后发国之间的“排挤与回应”
史,在此过程中,欧洲各地不同的发展道路彼此关联甚至互为因果。
  在世界范围内,继欧洲率先赢得工业化突破后,强大的经济竞争力,加上

军事技术实力以及组织管理能力,使得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的大片地区陆续

成为欧洲的原料产地和成品市场,从此被拖入殖民化和边缘化的轨道。这一

事实已众所周知,除马克思主义外,依附论及世界体系论对此也做过精辟分析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1999)。森哈斯的研究则表明,在欧洲内部,同样的

进程早已预演,其如缕不绝的效应塑造了欧洲近现代历史变迁。在这方面,著
名全球史学家斯塔夫利亚诺斯也提供了佐证,例如,他认为东欧成为欠发达地

区,并非如某些人所认为的是因为它偏离了欧洲经济中心,恰恰是因为它被卷

入其中。在他看来,一旦英国和荷兰生产率的提高让本地市场趋于饱和,它们

便把目光投向境外,首先则是东欧,因为除地理接近外,东欧的手工业生产不

发达,其所出口的某些原料恰为西欧所短缺,之后,东欧内部的政治和社会结

构则又让这种不对称关系日渐固化(L.
 

S.
 

斯塔夫利亚诺斯,1993)。既然把

“第三世界”当作一个历史进程,这个进程“不仅发生于工业化欧洲与世界其他

地区之间,而且最早就发生在欧洲内部”,那么,森哈斯进而推导出一个理所当

然的结论,即当代第三世界遭遇的种种发展问题,从“飞地经济特征”到“发展

型独裁体制”,都曾见于且“起始于”欧洲。森哈斯甚至发现,19世纪后起的东

南欧,特别是罗马尼亚,“曾是中心与边缘关系学说的诞生地”。以此观之,欧
洲发展历程犹如一个已经完成的实验,为求解当今世界的发展问题提供着丰

富的启示(Dieter
 

Senghaas,1985)。正是在此意义上,森哈斯的《欧洲发展的

历史经验》凸显了其独到的学术与现实价值。

二、“森哈斯之问”与内因决定论

  如前所述,森哈斯发展理论的中心命题是当有国家率先取得发展突破后,
便会出现“国际实力差距”,先发国会对后发国构成“排挤性竞争”,向其施加

“边缘化压力”。后发国最初的回应往往是或主动或被动地介入国际贸易,无
论对外出口有何长远后果,其近期效应必然有助于打破原来的相对孤立状态

并启动经济增长。问题是,经济的开放和增长会让后发国往两个方向演变:或
可能走上一条“自主发展”道路,逐渐形成“浑然一体”的“国民经济”,但更可能

走上一条“边缘化”道路,逐渐形成“飞地”与“腹地”二元并立的经济。从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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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史看,丹麦、芬兰、瑞典、挪威等都从出口导向起步,最终全部走上了自

主发展道路;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罗马尼亚等其他许多国家也从出口导向

起步,最终却踏上了边缘化的道路。有鉴于南辕北辙的长远发展后果多在相

似的外部经济条件下形成,森哈斯于是提出了一个要害问题:“为何某些国家

踩着英国的足迹,成功地从粮食和原料供应者发展为成熟的资本主义国民经

济,而其他一些国家尽管出口高速增长,却沦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边缘社

会?”森哈斯的发展理论主要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所以该问题堪称“森哈斯之

问”。
  为探解这一要害问题,森哈斯选定了起步时明显以出口为导向的多个案

例,主要是欧洲的案例,但为进行对比,也引用了大洋洲和美洲的案例。他采

用历史比较方法,在系统追寻这些出口经济体各自的发展历程时,特别剖析了

其中影响经济演变方向的诸多因素。森哈斯的结论非常明确:其一,要害问题

根本不在于欧洲国家与非欧洲国家之别,因为欧洲的爱尔兰及南欧、东南欧、
东欧许多国家照样滑入边缘化通道,而欧洲以外却存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加
拿大等成功转型的经济体,尽管更存在阿根廷、乌拉圭、南非等边缘化经济体。
其二,政治统合、资源禀赋、人口规模、基础设施、世界经济、出口导向、保护主

义、外来投资、技术转让、新教伦理等因素对于发展并无严格的决定性影响,它
们既可能促进发展,也可能延误发展,具体如何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与制

度环境。其三,在社会结构与制度环境中,尤其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农业进步、
资产分配、政治转型这三个因素,正是这些因素决定着一国如何利用由出口所

提供的机会,决定着一国是否能够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Dieter
 

Senghaas,
1985)。
  森哈斯特别重视农业进步的作用,他通过深究英国及其他正反两方面案

例而得出结论,工业发展的动力和规模本质上取决于农业结构,工业化的成败

与农业现代化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森哈斯对农业“现代化”的强调,是因

为许多出口导向案例中,农业产出的提高单纯由扩大种植规模、增加劳动强度

而实现,正是这种经济体跌入了越是增加农产品出口越是深陷边缘化的困境。
与之相反,在另一些最终实现自主发展的出口导向案例中,其农业发生了现代

化转型,体现为封建生产关系发生解体或者本不存在这种封建遗产,农村财富

分配相对较为均等从而使农民拥有较强的消费能力,农业在向外出口的同时

已开始进行农产品的就地加工,初级的农本工业化随之逐渐升级并与工业化

互相促进,原先的出口导向部门就此在总体经济中逐渐缩小其分量,从而出现

森哈斯所谓“国内经济基础宽广的发展”及“浑然一体的国民经济”。因此,森
哈斯断言:“任何社会若想成功抵抗英国的排挤性竞争,就必须复制曾促使英

国赢得了发展突破的条件,即同时兼备基础宽广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显
然,在森哈斯的后发展成功模型中,增长启动时农业进步的程度几乎是首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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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124  海派经济学 第12卷第3期

指的一个变量。
  第二个决定因素涉及资产分配问题,这一点与上述农业进步也有联系。
森哈斯历览欧洲内外的发展史后明确指出,在后发展取得成功的案例中,工业

增长前往往有过一个再分配过程,也称“去封建化”过程,指的是封建生产关系

的解体。凡是经历这一过程的农业社会都促成了农业现代化并迈向了自主发

展。相反,“凡是没有进行反封建的地方”,“凡在工业增长启动前未能经历土

地改革之类的再分配过程,最终都沦为边缘经济体”。按照森哈斯的分析,对
出口经济体而言,当财产分配接近“统计上正常的分配水平”时,出口导向型自

主发展便具备良好的前提条件。他所谓“统计上正常的分配水平”,是指既不

让各类寡头大地产实施垄断,也没有密密麻麻的小地块到处泛滥,特别有利于

自主发展的是那种中等规模、家庭经营的土地占有制。在他看来,合理的“分
配特征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因为这决定着出口收益是否能得到广泛的分配,
是否有利于农业的集约化发展和大众消费品的国内开发,是否有助于进口替

代工业化摆脱常见的“国内市场狭小症”,一句话,决定着是否有可能逃脱边缘

化的命运。森哈斯由此引申开来,认为欧洲后发展成功案例提供的启示实际

上是“先分配再增长”,恰与过去几十年流行发展理论所开出的“先增长再分

配”药方截然相反(迪特·森哈斯,2004)。这一点的确值得深思。
  第三个因素涉及政治保障问题,其前提首先是拥有充分的国家主权。森

哈斯指出:“在所有成功的出口导向型自主发展案例中,拥有自决主权是毫不

含糊的一项条件。”据其历史考察,几乎所有成功的出口经济体都采取了与世

界经济体“选择性隔断”的政策,如在进口替代部门设置幼稚产业关税,而这一

举措只有在国家主权存续情况下方能采取。至于实施国内协调的发展政策、
控制和利用本国资源、执行包括外汇控制在内的对外经济政策等,更离不开有

效的国家主权。在此主权保障之下,关键的一个发展条件是,须实现内部政治

权力的良性转移。森哈斯判定,“近现代史上没有哪里的成功发展是自由力量

自由互动的结果,或多或少的国家干预始终至关重要,……发展并非某个自动

过程”,相反都“是政治冲突格局的结果”。他并且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成功

出口经济体的所有发展道路上,都可观察到政治权力的显著转移,它跟经济发

展密切相关。”这种权力转移一般是指从传统利益集团(土地寡头、商业寡头

等)转向新利益集团(中小型农场主、私有企业家、无产阶级、知识阶层、公共管

理者等)。权力的转移将改变寡头把持的局面,大大增强政治制度的开放性和

弹性,使之能够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的变革,并有效处理随之而来的复杂

利益冲突。新兴的多元社会力量主导政治过程,将有助于改变边缘化发展的

政治和社会基础(Dieter
 

Senghaas,2007)。
  显而易见,森哈斯认为在被边缘化的压力下,后发国家成功的关键在于其

国内因素,这种内因决定论与以往的右翼和左翼发展流派同时拉开了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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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强调了内部资本积累等因素,但又主张唯有与外部“一体化”才是出路;左
翼固然指出了“脱钩”的必要性,却甚少反思内部的阻碍因素,把问题一味归咎

于外部因素(C.
 

P.
 

欧曼、G.
 

韦格纳拉加,2000)。应该说,森哈斯理论已经超

越了那种是“一体化”还是“脱钩”的立场纠结。从表面看,森哈斯似也不免

“左”倾,一个明显标记是,在对发展过程中外部经济关系的处理上,他也提出

了“选择性隔断”作为其政策主张。1977年,他曾发文呼吁:“选择性隔断”,并
认定“选择性隔断是后发展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之一。”(D.

 

Seng-
haas,1977)可是,他着重探究的是如何在已经介入自由贸易的前提下有效地

从边缘化转向自主发展,“选择性隔断”故而应放到这一转化过程中来加以理

解。
  森哈斯对“选择性隔断”的定义是:“跟领先经济体不完全分离又不完全结

合”、“开放和保护措施均以行业和具体部门而论”、“对成长中的经济既不一手

控死也不放任自流”、“注意权衡长远经济目标与短期企业盈利”。同时,他依

然不忘强调:“选择性保护措施只有跟恰当的国内发展措施结合起来才能发挥

作用。”(Dieter
 

Senghaas,2007)概言之,“选择性隔断”要求以自己为主地、宽
广地开发国内经济潜力,以此去补充出口活动、缩小其分量、促使其转化,也即

对外出口不过是某种“不得已”策略,其服务的对象始终不能脱离国内经济的

协调发展和国民福祉的广泛改善。故此,森哈斯明确表示:“发展的机会取决

于对国内市场潜力进行开发,出口导向在此过程中不过是为了长远目的而合

理地利用出口部门而已。哪里的国内市场潜力得不到开发,哪里的结果便不

仅出现边缘化发展,而且一国的外部经济地位相对于其他贸易国也会遭到削

弱。”(Dieter
 

Senghaas,1985)显然,重要的是应当让出口部门充分发挥其后

向、前向、最终需求、财政等方面的关联效应,同时遏制其“飞地”性有害效应,
当然这一切都有赖于前述几个关键的内在因素。揭示这几个内因的关键作

用,可谓探得了后发国家何去何从的“命门”。

三、社会主义体制及后续转型发展

  在森哈斯的发展理论中,社会主义体制也占有重要位置,因为从现代发展

系列看,该体制代表了进入20世纪后新闯出的一条自主发展道路,况且据他

总结,“从已经边缘化的世界中走出来是很困难的”,而“20世纪成功的后发

展,凡是成功克服了边缘化病症与结构的案例,大多发生在社会主义前提下”
(迪特·森哈斯,2004)。森哈斯对社会主义体制的考察并没有拘泥于意识形

态,他纯粹从避免边缘化、促进后发展的这个角度来讨论问题。这样做的结果

就是,森哈斯能够比较辩证地审视社会主义体制,既把它解释为特殊历史条件

下某种难得的后发展成功之道,也指出了它在越过初级阶段后所面临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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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问题。在这一点上,森哈斯理论对当前尤其是中国的现实有着很大的启

发性和适用性。
  森哈斯首先指出,实际的社会主义社会并未如传统理论所预期,脱胎于物

质丰富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倒是出现在物质匮乏的边缘化社会。理论与实

践的脱节盖源于两个事实:一是资产阶级在与无产阶级的对抗中,吸收了对立

面的理念,“让资本主义发展平添了活力”,由此避免了资本主义的覆亡;另一

方面,“后发展越是滞后,并且越是起步于边缘资本主义或未发展的停滞状态,
发展任务便越需要大张旗鼓,复制他人业已实现的全面后发展也更加希望渺

茫”,于是社会主义体制挑起了落后社会的发展重担。森哈斯证明,在几乎所

有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都是资本主义发展“此路不通”后的一种应急体制,
他称之为“起搏器和助产士”,其功用在于启动并加速后发展,把国家从进一步

边缘化的下降通道中拯救出来。基于这一认识,森哈斯对社会主义体制给予

了充分的理解和较高的评价。据他观察,社会主义体制的运作条件十分苛刻:
国内发展基础薄弱,外部环境充满挑战,所需推动的社会改造和经济增长又任

务艰巨,因此,其发展进程中发生某些通行弊病,如自我牺牲式的内部积累、专
断压制性的治理框架,也在情理之中。反观效果,社会主义国家明显好于那些

持续边缘化的国家,表现为在与发达世界隔断的背景下强制推动了较快经济

增长,建立了重工业等生产资料部门,内部经济结构趋于融会贯通,一定程度

上改善了民众的基本福利。所以,森哈斯的总体评价是:“在世界发展历程中,
社会主义在克服边缘资本主义社会典型的结构性缺陷方面,取得了毋庸置疑

的成就。”(Dieter
 

Senghaas,1985)
  当然,赞赏社会主义的成就并不意味着低估其发展的代价,更不等于要无

视其内在的体制性困境。所以,森哈斯同时指出,“恰恰是社会主义体制在强

行推动发展过程中所采用的工具,从长远上看却妨碍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

有活力的社会发展”。最突出的表现,例如:与发达世界的持续隔断会造成外

部激励的缺乏,政治集团对经济活动的垄断可导致其自身的寡头化,对超大重

工业部门的扶持压抑了民众的基本消费需求,对农业发展的轻视也妨碍着国

内市场的扩大,等等。这些问题聚合在一起,会构成持续发展的障碍,而且越

是原本起点较高的社会主义社会,如东欧各国,越会较早遇到相关的发展“瓶
颈”。为此,森哈斯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在跨越初级阶段后所面临的迫切任

务,包括:如何由粗放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增长方式,如何改革农村体制以确

立中型农民合作社,如何解决供应短缺问题以满足消费需求,如何协调不同产

业部门以均衡开发国内市场,如何扶持服务部门和基础设施建设,如何调动民

间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如何适度扩大对外开放以引入外部创新要素,如何从高

压胁迫机制过渡至自我管理机制,如何将权力垄断局面转化为民主参与局面

(Dieter
 

Senghaas,1985)。森哈斯甚至预见到东欧等国社会主义的尖锐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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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内爆危险,今天读来尤让人钦佩其洞察力,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这个30多

年前提出的理论不仅没有过时,反而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
  在森哈斯的理论中,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也占有一席之地。在森哈斯

当年的分类中,苏联和东欧属于相对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中国与阿尔巴尼

亚、古巴、朝鲜一样,属于“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位列第二梯队。然而,社会

主义体制的历史合理性同样适用于中国。以森哈斯的眼光看,边缘化在中国

一直蓄势待发,从19世纪中期起突然尖锐起来,只是由于自身规模的缘故,中
国才避免了一网打尽式的被边缘化。其结果是,中国出现了更明显的二元结

构:一边是外国列强及其经济势力直接渗透的沿海和大河流域的大城市地带,
这里形成了典型的边缘资本主义结构;另一边是其他庞大的内陆腹地,它们始

终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中国的社会主义就生长在这样一个二元社会经济基

础之上,当然,外敌入侵、内部战乱、极度的贫困与不平等,以及民众期待的激

进化,使得社会主义体制的确立更加势所必然。正是在此意义上,森哈斯对于

中国的社会主义成就给予了应有的承认,认为它在缓解贫困、改善民生、避免

边缘化等方面,毫不逊色于同时期、同水平、同规模的资本主义发展(Dieter
 

Senghaas,1985)。
  自森哈斯提出其发展理论至今,中国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过,森哈

斯的理论总体上对中国更有借鉴意义了,因为中国已跃上他重点分析的那种

相对发达的社会主义层次。尽管不能简单移植他对当年东欧和苏联所作的问

题诊断,但其中相当多的药方对当今中国不失其针对性。以往数十年里中国

固然较好解决了供应短缺、计划僵化、闭关自守、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但现在

照样需要在增长方式集约化、产业发展轻量化、农业部门现代化、内部市场深

度化、社会管理自我化、利益垄断开放化等方面取得进展。需要知道,东欧和

苏联就在这些地方留下了前车之鉴。当然,我们也不必仅仅盯住森哈斯的社

会主义分析,事实上,以其超越意识形态的眼光所见,无论是实行资本主义还

是社会主义,恰如无论是实行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凡要摆脱边缘化命运、
成功实现后发展,都需要走一条必由之路。这条道路的实质就是:为了本国民

众的福祉改善和生产力的全面发展,推动各部门联动协调、基础宽广的发展,
努力培育和开发有深度的国内市场,建设一个自我持续、浑然一体的国民经

济。在这一成功后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基础宽广的发展”、“国内市场的开发”
占有无比重要的位置,也成了森哈斯案例分析中屡试不爽的评判标准。他之

所以强调农业现代化,注重去封建化过程或社会资产的合理分配,赞赏台湾地

区曾经的“均富增长”乃至推导出“先分配再增长”发展战略。此外,他还推崇

劳动力稀缺、劳动工资上涨、工会和工党运动、现代政治参与等因素对转型发

展的推动作用,归根到底都是着眼于“基础宽广的发展”和“国内市场的开发”。
  中国的情况当然不能简单套用森哈斯或其他任何人的理论。例如,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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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人口规模,加上世界市场曾经少有的景气,确曾让我们在相对忽略国内

市场深度开发的情况下,照样跃上了一个较高的发展台阶。然而,基本的规律

即使有一段时滞也终究会起作用。近年来,各界担心中国可能遭遇“中等收入

陷阱”,问题的要害正在于中国能否扩大内需、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和谐可续,
从而真正成功转型,而这一担心实际上跟森哈斯对后发国转型发展的关注完

全是一脉相承的。森哈斯在分析当年韩国的发展前景时指出,韩国过去的成

功增长,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对极其廉价劳动力的利用,可是,“一个发达的国民

经济不可能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继续廉价下去这样的基础上”。据他对发达国

家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比较分析,在经历出口部门或国内经济最初的跃

进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成熟化关键在于:劳动力出现短缺;劳工开始在政治上

组织起来;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趋于增加;经由生产率节节攀升与工资份额

步步提高这一辩证互动关系,劳资冲突推动资本主义的成熟化过程走向深化。
假如为了保持国际竞争力而压低劳动成本,以致国内市场未能充分发展起来,
那将对总体经济发展构成致命影响”。因此,森哈斯始终坚称,压低工资与分

配不均一样,会成为发展的陷阱,相反,“市场如能借助更多的人不断提高的需

求而获得发展,则早期寻常可见的国内市场狭窄性,即使在小型出口经济体中

也可得到克服”(Dieter
 

Senghaas,1985)。森哈斯从欧洲及世界发展进程中总

结出的这些历史经验,值得我们深思并悉心汲取。
  森哈斯的发展理论当然不是凭空构建的,除了重视比较分析各种历史案

例外,他显然也站在了同为德国发展学家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肩膀上

(Dieter
 

Senghaas,1989)。19世纪上半叶,李斯特针对发展落伍者的处境,撰
写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等著作,提出了一套有关图存自立并追赶发展

的学说。李斯特基于欧洲的重商主义传统及现实观察,批判了亚当·斯密等

人的自由主义发展观,就自由贸易会给弱势一方造成的严重后果提出了警告,
强调后发国应当采取关税保护、政府激励等干预措施,追求长远的生产力发

展。森哈斯深受李斯特学说的启发,同时对李斯特“备遭埋没”,其学说“长期

未能得到公正评判”而深感不平。他继承了李斯特学说的基本论点,从揭示成

功的后发展多依靠保护主义而非自由贸易,到倡导“隔断型发展”以抗衡边缘

化趋势,再到注重农业及非经济因素对发展进程的影响力,莫不如此,故而,他
称自己的立场为“新李斯特主义”(Dieter

 

Senghaas,1985)。的确,森哈斯探讨

了19世纪中叶以来的欧洲发展历程,从李斯特止步的时段再起步,正好衔接

了李斯特曾经的研究,并充分验证了李斯特的观点和主张。所以说,自李斯特

学说到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再到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以及这位迪特·森

哈斯的理论,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关注落后国需求、立足于史实依据的“德国发

展流派”。对于正在国内外复杂形势中寻求改革突围、发展升级的中国而言,
这个流派尤具有不为新自由主义所惑、让人兼听则明的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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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thin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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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ersuasive
 

development
 

theory.
 

He
 

argues,
 

on
 

the
 

basis
 

of
 

rich
 

historicalcomparative
 

analyses,
 

that
 

early
 

industrializers
 

w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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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
 

“peripheralization
 

pres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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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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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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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utse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also
 

the
 

shift
 

of
 

political
 

power
 

to
 

new
 

in-
terest

 

groups.
 

According
 

to
 

Senghaas,
 

socialism
 

has
 

been
 

an
 

effective
 

way
 

of
 

seeking
 

delayed
 

development,
 

yet,
 

despite
 

its
 

achievements
 

in
 

the
 

first
 

phase
 

of
 

development,
 

it
 

can
 

still
 

meet
 

fatal
 

consequences
 

if
 

there
 

is
 

no
 

“selfcor-
rection”

 

towards
 

decentralization
 

and
 

civil
 

participation.
 

The
 

historical
 

expe-
rience

 

that
 

Senghaas
 

has
 

distilled
 

from
 

a
 

host
 

of
 

latecomer
 

cases
 

is
 

highly
 

relevant
 

to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underwa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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