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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增长的奇迹引起世界关注;同
时,中国经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究竟应该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应该

研究什么问题,就成为当下中国学者迫切关注的问题。为此,本刊采访了多年

来一直致力于中国经济学构建研究的学者周文教授。

  1.周老师,您好,很高兴能有这样的机会面对面的采访您,今天我们的采

访主题将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展开,您怎么看待当前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构建问题?
  周文: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只有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出发,才能洞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要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不同的时期,而且在不同

时期又表现为不同的内容和具体形式。从总体上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实践和应用;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

具体的、历史的现实条件相结合而衍生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拓展和新

解,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内研究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的著名学者杨承训曾给过中国经济学高度的评价,他认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并不比《资本论》低,因为它是揭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新形

态经济规律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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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任何一种理论应该都是萌芽并发展在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的,那
您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否具备理论来源和实践基础这样的条

件?
  周文:新中国成立后,孙冶方、许涤新等是第一批真正结合社会主义实践

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老一辈经济学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叙述资

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典型形式和本质特征的经济学对象上的理解,也有以研究

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特殊形式和现实特征的经济学对象上的理解。改革开放

后,曾经被奉为体系圭臬“苏联范式”的经济学体系的教条阐释和机械搬用受

到现实的严重质疑,主要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严重脱离现实、轻生产重分配、
缺乏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等。众所周知,任何理论的任务都是揭示客观经济

规律,进而通过理论指导实践。经济学也不例外,然而,认识规律并非易事。
毛泽东曾说过,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

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规律自身

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

来发现和证明规律。
  正是因为“苏联范式”的严重脱离实际,其理论严重误导了实践,并且对中

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因为当时国内以及从苏联引进来

的很多“教科书”式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并不是直接来源于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的实践,很多貌似真理的研究结果实际上在研究之前就已经被导向性地确

定了。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严重受挫时,我们开始反思这种理论的正当性与

合理性。于是,我们依据现实对理论加以考察时,就能看出那个时期我们所追

寻的理论,很多明显地与经验事实不符或者是直接冲突的。
  改革开放后,国内经济学界开始反思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实

指导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立足中国、面向中国、解决中国现实问

题。正像当初斯密的经济理论首先是面向英国人和英国经济问题,萨伊的经

济理论首先是面向法国人和法国经济问题,李斯特的经济理论首先是面向德

国人和德国经济问题,克拉克的经济理论首先是面向美国人和美国经济问题

那样。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应该在理论基础上来源于中国自己的

实践经验,指导中国自己的实践,并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与此同时,国内的

经济学研究开始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西方经济学理论范式进

行了糅合,开始注意吸收和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概念及其前沿动态来分析和

研究中国自己的问题,并尝试从多维的角度考究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实

问题,不仅重视规范研究,而且重视实证研究。由此,形成了经济改革论、经济

制度论、市场经济论、科学发展论和对外开放论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经济理

论,这些理论在现实中也得到了验证。这一系列理论体系实质上就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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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一方面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奠定了实践基础,加速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完善和发展;另一方面也检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

论的正确与否。在两方面的作用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取得了长

足的发展,甚至有的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已经形成。
国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刘国光先生曾说过,从理论上说,中国化马克

思主义实现了第二次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然,中国经

济学在发展和完善,其自身不仅要批判性地吸取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精华,而且

很大程度上尊重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实践。因此,中国经济学的主流与“苏联范

式”的政治经济学是有重大区别的。
  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角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

的传播和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其传播和发展的基调基本上是扬弃中改进、借
鉴中与时俱进、发展中趋于完善。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这种社会化大生

产和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运行机制和调控管理的研究有数百年的历史相比,
我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显得很短,但我们的确在短短的30多年里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世界范围内出

现“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热点讨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视为人

类经济学领域的最新成果。它回答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最困难的问题,比
如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质、在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能否通过社会主义道路走向

富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否结合和怎样结合等难题。这些都可以说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在实践基础上的正当性、博大精深以及发展趋势

的不可阻挡性。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

论的发展提供了不竭源泉,更需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反过来据以指导实践。恩格斯就曾说过,人们在生产和交

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
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对此,著名

经济学家顾海良也发表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在经济学对象问题的研究上,
存在两个“不可能……一样”的情况:一是社会经济制度相同的不同国家,生产

和交换的条件、关系可能不相同,经济学对象“不可能……一样”;二是同一国

家处在社会经济制度发展的不同时期,生产和交换的条件、关系可能不相同,
经济学对象也“不可能……一样”。任何经济理论从萌芽到产生都是以既定的

历史事实为基点的,任何理论的发展和成熟都是在动态的历史中不断发展更

新的,任何理论体系的构建都是去伪存真、保精华去糟粕的过程。正因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非静态发展,我们在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

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不能回避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发展成熟过程中所折射的问题。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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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老师的观点很全面,也很深刻地总结了这点。他认为,中国经济学在改

革前的主要不良理论倾向在于模仿苏联经济学,改革后的主要不良倾向在于

模仿西方经济学。

  3.周老师,对于目前争论较多的经济学话语权和体系问题,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理论现在是否具有话语权? 是否构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
  周文:经济学的本质之一是分析和解决利益矛盾的实用性科学。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也不例外。而话语权意味着一个社会群体依据某些成规将

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群体所认识的过程。
中国经济学的话语权问题实质上是谈国家利益问题。目前在国内,程恩富老

师正在构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创新大团队,主要以马列

主义及其官方中国化经济理论为指导,结合和扬弃国外经济理论,经过多年的

努力,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20个新范畴和新理论。例如:社会主义三阶段论、
经济力系统论、经济关系系统论、公平效率同向变动论、公有制高绩效论、基础

与主导型功能性双重调节结合论、知识产权优势论、经济全球化基本矛盾论、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四因素论、现代阶级结构论、市场型按劳分配主体论、“一府

两系”分层分类国有资产管理论、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国家主导型劳动权

益保护论、经济学新方法论体系、经济全球化双重性质论、全球治理试类型论、
经济利益核心论等。这些新理论已经体现在程恩富老师新编的一系列教材之

中,如《现代政治经济学》、《中级现代政治经济学》和《高级现代政治经济学》
等。上海社会科学院权衡教授也发表过类似的看法,他说,从世界范围来看,
西方发达国家的强势经济决定了其基本上掌控经济学的话语权,一般发展中

国家经济社会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其不得不接受发达国家经济学思想。目前,
国际视野中的经济学研究的世界中心和评价中心仍然是欧美发达国家,而且

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来自于欧美发达国家,这从一个侧面验明了

这一现状。我个人曾在2011年说过,中国经济地位今非昔比,相应的国家利

益也随之改变。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话语体系下,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利益无

法保证。
  不同时期经济学理论的变化,实质上反映的是主导经济学话语权国家的

利益。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同样要体现中国利益。在发达国家主导经济话语权

的情况下,中国在全球化国际分工链条中的弱势地位就不易摆脱。因此,正像

工业要有独立的体系才不受制于人,中国经济学也要有话语权和独立体系。
众所周知,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增长和发展出现奇迹,现在成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为基础的理论创新,并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建立在中国具体的

历史的实践基础上的,指导中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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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在全球中的地位与经济

总量在全球中的地位不相称,中国经济学成长和发展的轨迹似乎并未与中国

经济和社会的强势发展呈现同步。中国经济学体现的构建应代表对中国有利

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范式,它是重构有利于中国崛起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

必要条件。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地位却在全球化加深的趋势中日益下降,主
流经济理论在原先固有范式下,必定要向保护主义的方向发展。中国崛起这

一突变性的现实因素,在旧的范式之下,必定会被重新卷入对国际政治经济旧

秩序有利的循环之中。因此,构建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及政策范式,解释

中国崛起的现实,并指导中国的改革实践。由此,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需要

就跃然而出。

  4.周老师,按照您的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一定程度上是

成立的。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目前很多非经济问题也逐渐凸

显,如公平正义、收入差距、环境污染等问题,那您觉得中国经济学在新时期是

否需要关注这些问题? 从经济学角度,您又是如何解读这些社会问题的?
  周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第一,在经济增长方

面,实现了35年的长期、持续、快速、平稳增长。1979~2012年,我国国内生

产总值实现30多年的年均增速9.9%;在基数大大提高的情况下,比1953~
1978年年均增速6.1%要高出3个百分点,年均增速提高60%,人均GDP从

200美元上升到4
 

900美元,进入了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12年前,中国还是

世界第七大经济体,2007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30多年来经济总量增加

了20倍,2010年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从人均收入的角度来

看,1978~2012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4元增长到24
 

565
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增长到7

 

917元。在未考虑其他因

素的情况下,单从增长的幅度来看,无论是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还
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都是比较可观的。
  因此,从国民收入总量和人均收入来看,经济增长的指标都是世界奇迹,
令世界瞩目。但是,我们要明确一个问题,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不同。经济

增长并不简单等同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理论不仅研究经济增长问题,而且

研究经济结构、经济体制、人口素质、收入分配、对外贸易等,即“整个社会的向

上运动”,经济发展是有结构变革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既相联

系又相区别的两个概念。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产品和劳

务的产出的增长。经济发展则是指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

治结构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投入结构、产出结构、产品结构、分配状况、生活

水平、社会结构等在内的变化。可见,相对于经济发展而言,经济增长的含义

较为狭窄。经济增长只是纯粹的“量”的概念,在经济增长的概念中,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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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核算的局限性在于:一是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付出的社会成本和牺牲的

环境成本根本没有核算;二是经济增长的后期为了解决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

的一系列问题所付出的成本也没有得到核算。因此,社会发展进步应该依靠

经济发展来衡量,而不是经济增长,GDP的增长只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
不是充分条件。发展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长,还包括社会发展、科学文化发展、
生态环境优化等。而发展的核心最终则体现在人类自身的发展上。而经济发

展的含义不仅仅是“量”的概念,还包含哲学上“质”的概念,也就是说,经济发

展包含非经济因素的概念,就当前中国现状而言,经济发展不能单纯地体现在

GDP总量的提高上,更要表现在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民众的利益诉求渠

道通畅,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都得到了发展,而且处在一种自然而

和谐的状态。
  因此,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在于大多数人民能参与经济利益的生产和分

配。如果经济增长只利于少数富裕阶层,那就没有经济发展,如社会的公平公

正、贫富差距等问题。必须认清经济增长只是手段,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

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而经济发展才是经济增长的终极目的。
  但是,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在理论上被混同于经济发展。很

多学者用经济增长理论来分析我国经济发展情况与现状,这种未将经济增长

与经济发展作严格理论上区分的混淆必然会错误地指导实践,从新中国成立

一直到现在,无论是实践上还是理论上,经济虽然呈现了高速度的增长态势和

迹象,但二元经济结构并未消除反而有强化的趋势。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明

确指出,当前中国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

形势。这种现象说明,高速增长并不一定带来相应的经济发展,只强调经济增

长而忽视经济发展,必然导致增长与发展脱节,没有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只
会使某些业已存在的问题严重化,而不会使我国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因此,现实的问题已经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呈现在我们面前,当前迫切

需要将这种差异上升到理论高度,以便于以后能够做到真正的经济发展而非

单纯的经济增长。我们需要转变发展思维,即不能简单地用物质需要代替文

化需要,尤其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和政治需要。
  同时,过去30多年一直用增长的思维和手段去解决发展问题,导致单纯

和片面追求GDP增长。应该说,在经济欠发达时,民众利益诉求简单,解决好

温饱问题就解决了好一切。但是当温饱解决后,民众利益诉求出现复杂化和

多元化,传统的发展思路就会受到局限,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足以解决发展,
反而带来增长问题和发展问题。因此,在后改革时代,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比解

决发展本身更重要。否则,各种社会冲突和矛盾的滋生会制约和阻碍中国的

可持续性发展。当前的现状是中国正面临体制转型、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与
高速增长的经济问题相伴出现的社会问题也日益突出,如收入差距和阶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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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日趋严重、贫富差距严重等。市场经济引起的社会结构变迁,造成经济发展

与社会管理脱节,进而引发经济与社会非均衡发展。经济学关注和研究社会

问题,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学不可忽视的问题。
  中国经济学者在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过程中就不能只关注经济问题,
而忽视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同等重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解决经

济发展过程中一直积压的社会问题,比发展经济本身显得更重要。社会问题

的积压,实质上是没有理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生产力发展了,而与生

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理论观点,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不适应,必然会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理论为基本理论并

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

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矛盾的理论,但我们没有更

多关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含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在内的经济关系多样性,
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强调应注重人与人的各种经

济社会关系现状和提升。中国特色经济学研究财富增长的同时,更应关注财

富分配背后的人与人关系的问题。有时社会问题解决的好坏决定了经济能否

持续更好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是社会问题能否解决的基础,而社会问题是否解

决决定了经济是否能够持续和稳定发展。社会建设的兴起有其必然性,因为

它既能弥补市场失灵,又能弥补政府失灵,还能极大地减轻社会管理的成本。
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关键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因此,
中国经济学在关注和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同时,不能忽视中国社会问题的关

注和研究。
  美国经济学家嘉德·博斯腾在《同舟共济———公平经济共识》一书中指

出,对美国经济中的不公平现象,诸如医疗卫生私有化、贫富差距扩大、失业率

不断攀升等,进行了大胆的批评。他指出,以人为中心和保证人人能够分享发

展成果的公平经济应当是发展政策的核心。这些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5.周老师,谈了这么多,我们都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讨

的,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您觉得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构

建过程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周文: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上是把制度作为外生变量,在既定制度下研究

资源配置的优化问题,淡化了市场制度本身的问题,因而有意识地掩盖和歪曲

了资本主义制度现存的问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这种社会化大生产和市

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运行机制和调控管理的研究,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但至今

仍然没有真正揭示经济本质和发展规律。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应

当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发展实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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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全面系统的总结,而不仅仅集中在经济制度本质的分析领域。
  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市场经济规律是同资本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中国

经济学研究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西方经济学立

足其完备的市场、自由竞争、生产要素的灵活流动及较好的供需弹性等假设,
同时由于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差异等,注定了西方经济

学与中国经济社会实践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区别。现代西方经济学都重视所

谓纯粹经济行为和纯粹经济关系的分析,而把政治、经济制度等因素,从经济

分析中抽象掉,重视经济活动的主体和客体相互联系的研究,较重视经济对策

的研究,因而它们都注意分析短期经济过程,并作出具体描绘。而中国却处于

一个不发达的、尚待转变和创建的市场环境,所面对的历史、现状以及未来与

奠定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实践基础有着天壤之别,不能把西方经济学当作中国

现在和未来的灵丹妙药,照抄照搬。杨承训老师以前就说过,五花八门的西方

经济学立足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既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更不能

揭示中国现代经济的特殊规律。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各类危机面前的集体失语和对现实解释的乏力,表明

西方主流经济学面对危机,不仅不能预见,而且也不能解决深层次的现实问

题。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我这里借用程恩富老师的观点:一是西方经济学缺

乏应有的人文性,数学在某种程度上被滥用;二是私有化“产权神话”和“自私

人”理论的流行。确实如此,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只在表面上和在形式上追求

完美性和逻辑性,其失败的要害在于不顾现实地只注重纯粹逻辑的演绎,表面

上看起来优雅,但实际上又不能经世致用,在方法论上过分偏重技术分析,缺
乏透视经济问题的历史维度和制度维度。西方主流经济学追求表面科学的时

尚,越来越难以掩盖其背后的无奈,无法面对和解决现实问题,以至成为一种

理论分析上的游戏。理论之树之所以长青是因为它闪烁着思想的光芒。
  我们也要承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发展得很不充分,各种经济矛盾

和规律还没有充分展示出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刚形成一个基本框架,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还是一个目标模式,不成熟的经济关系还不可能形成完全科学

的经济学体系。因此,对待西方经济学也不能完全否定,西方经济学中确实有

很多东西应当借鉴和汲取,尤其是其研究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些理论成果和方

法,值得学习。其实,早在多年前,程恩富老师就呼吁并提出过“马学为体,西
学为用,国学为根,世学为鉴,综合创新”二十字方针,即以中外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为体,现代西方经济学为用。因此,我们可以对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有益的

方法和工具进行借鉴和吸收,但是不能以此替代我们自己的理性思考,更不能

成为我们意识形态的经济学。提供中国问题的具体答案,一定要以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为本,立足于中国自己的实践,为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不竭

源泉,又需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新的理论,反过来据以指导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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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这与中国社科院程恩富学部委员所倡导的“重建中国经济学”和“重建社

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以世界经济和人类经济的发展历史为大背景,与资

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多类模式相对照,重点从中外社会主义经济的多种实践中

实证地描述出经济事物变动的基本现象,科学地提炼和抽象出合乎经济事物

本质的规律性范畴和原理,一脉相承。
  最后,我们仍然要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在未来的构建中必

须、也只能从中国具体的实践中寻找来源,真正做到立足中国、研究中国问题,
回答中国问题,任何简单地照搬照抄都是没有出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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