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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程恩富教授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利己

和利他经济人理论假设,不仅可以通过《易经》来证明其正确性,而且可以通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过程来证明其正确性。由证明过程可知,利己和利

他经济人假设既有《易经》的深厚意蕴,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的广泛

基础,从而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经济规律的反映。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利己经

济人假设被证明是错误的。因此,我国经济领域应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否定西方经济学利己经济人假设,以引领人民的致富实践。
否则,西方经济学利己经济人假设所具有的“分”的价值观,会给我国带来经济

失衡、社会动乱、国家分裂的灾难性后果。

  关键词 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 经济互构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

学富裕观 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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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

(一)认识理论假设的重要性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程恩富教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利己和利他经济

人的理论假设。他认为:“理论假设是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的科学研究的前提

和基础。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深入到理论假设来确立基本思想并展

开逻辑叙述,
 

这也是从根本上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对话或论战的需要。现

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理论假设的现实性、科学性和辩证性,
 

因而具

有更大的理论认知功能和社会建设功能。”(程恩富,2007)
(二)利己经济人假设及其三个基本命题

  1.利己经济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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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恩富教授指出:“西方经济学自英国近代的亚当·斯密、西尼尔和约

翰·穆勒以来,
 

一直到当代美国的哈耶克、弗里德曼和布坎南,
 

只把‘自私

人’即‘经济人’作为探究人类经济行为和市场经济的始点、基点和定点,
 

并由

此推演出整个经济学体系和经济进化史。即使现今某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对传统‘经济人’内涵进行修补,
 

把分析范围扩展到非经济领域,
 

增添机会主

义行为描述和信息成本约束,
 

或者把含义扩展界定为可用货币衡量的经济利

益与不可用货币衡量的精神利益两个层面,
 

也没有根本摆脱作为‘最大化行

为’的‘自私人’的思维模式。”(程恩富,2007)
  2.利己经济人假设的三个基本命题

  程恩富教授指出:“这种‘完全自私经济人假设’包含三个基本命题:(1)经
济活动中的人是自私的,

 

即追求自身利益是驱策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
(2)经济活动中的人在行为上是理性的,

 

具有完备或较完备的知识和计算能

力,
 

能视市场和自身状况而使所追求的个人利益最大化。(3)只要有良好的

制度保证,
 

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而有效地增进社会公

共利益。”(程恩富,2007)
(三)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及其三个基本命题

  1.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

  基于西方经济学“利己经济人假设”,程恩富教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他指出:“依据人类实践和问题导向,
 

并受马克思

的思想启迪,
 

我认为必须确立一种新‘经济人’假说和理论,
 

即‘利己和利他

经济人假设’(
 

或称‘己他双性经济人假设’)
 

,其方法论和哲学基础是整体主

义、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程恩富,2007)
  2.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的三个基本命题

  程恩富教授认为,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作为创新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基本假设之一,它对应完全自私经济人假设,
 

也包含三个基本命题:
(1)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2)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

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3)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

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程恩富,2007)。

二、《易经》与经济互构规律:
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的证明

  我们知道,在自然科学领域某种理论假设一旦得到证明,这种理论假设就

可以称为规律、定律、理论等。笔者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也应如此。为此,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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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想起自己尝试提出并进行了研究的经济互构规律,①并试图找到利己和利

他经济人假设与经济互构规律的关联。于是,笔者想起中华文化源头之一
 

———《易经》及其蕴含着的经济互构规律,并试图从《易经》的哲学智慧中证明

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的正确性。既然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能被《易经》证
明是正确的,就可把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称为利己和利他经济人理论。这

样,利己和利他经济人理论便植根于中华文化之中,与中华文化紧密联系在一

起,由此便可以说明利己和利他经济人理论既有着深厚的中华文化意蕴,又有

着广阔的世界视野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一)《易经》与经济互构规律: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的证明

  1.易喻阴阳:阴阳两种力量的交互作用

  《易经》②又称《周易》,是中华文化源头之一。它所具有的思想光芒一直

照耀着中华大地,它所具有的宝贵智慧一直滋润着中国人民。《易经》,用———
(阴)、—(阳)两个符号来象征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以揭示阴阳是宇宙万事

万物最基本的构成元素。由此可见,“中国先哲,信奉一条至为著名的关于大

自然生命发展的思维原则———孤阳不生,孤阴不长。也就是说,大自然万物的

诞生与成长,是建立在阴阳两种力量交互作用的基点上”(张善文,2008)。因

此,“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③。太极意指阴阳,即阴

阳蕴含在太极中;两仪是指阴阳,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因阴中有阳、阳中

有阴,故两仪又生四象;同理,四象生八卦。“生”揭示了宇宙万事万物以阴阳

为基因的生成关系,因此,“生生之谓易”④,这样,
 

“兼三才而两之”⑤,八卦又

生成六十四卦,以进一步具体揭示宇宙万事万物变化的过程。⑥

  2.易明人事:利己和利他是阴阳两种力量的交互作用

  《易经·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

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

德,以类万物之情。”⑦由此可见,《易经》源于客观世界,是对人生活在天、地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请参阅卢根源:《经济互构规律与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经济师》2012
年第8期;卢根源:《论生态企业的基本特征》,《企业经济》2013年第12期;卢根源:《论粮食与中西方
政治理论的构建》,《农业考古》2013年第6期;卢根源:《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丰富内涵、理论
价值与现实意义》,《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易经》是一部治国富民的经典著作。伏羲始画八卦,周文王推演六十四卦,孔子撰写《十翼》
即《易传》,充分展示了《易经》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及经历了上古、中古和下古时代。

《易经·系辞上》。
同③。
《易经·系辞下》。
《乾》卦作为《易经》六十四卦之首,以“天”、“龙”为“乾”之象征形象,揭示了“阳”元素之特性及

其发展变化规律。《乾》纯阳,《坤》纯阴,两者互为包容、互为转化。纯阴之时一阳生,纯阳之时一阴生,
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永远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其他各卦是《乾》、《坤》两卦的展开,是“阴”、“阳”在
各个发展阶段的“量化”。它们既可以对应自然现象,也可以对应社会人事,以及精神现象,由此使人做
出相应的选择。因此,我们在理解上不能拘泥于字面上的象征物。

《易经·系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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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万物之中,必然与天、地大自然万物成为整体的规律性揭示。因为天有阴

阳,地有阴阳,人也有阴阳,所以人的诞生与成长,是建立在阴阳两种力量交互

作用的基点上的。而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因此,天、地、人三者之间的阴阳必

然发生交互作用。也正因为这样,《易经·系辞下》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

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

之道也。”①由此推论:经济活动中的利己和利他之理,就是阴阳之理。② 也就

是说,利己和利他是阴阳两种力量的交互作用。
  3.易蕴规律:经济互构规律证明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的正确性

  天、地、人之间的阴阳两种力量为什么会交互作用呢? 这种现象蕴含着什

么规律呢? 《易经·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③这就是《易经》给出的回

答。怎样来理解呢? 观察《易经》的太极阴阳八卦图是对此的最好的理解。图

中黑色代表阴,白色代表阳。图形阴阳环抱,阴(黑色圆点)在阳中,阳(白色圆

点)在阴中,清晰地向我们表明:阴阳互相生成以致互相构成为“圆”的统一的

整体,从而产生和形成了阴阳之间互相依存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而八卦的

排列和运行(及其由八卦生成的六十四卦的排列和运行),都是这种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阴阳不能分离,永远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阴阳之间互相依存的

内在的必然的联系的呈现。规律是事物之间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这样,笔者

便将此称为阴阳互构规律。因此,太极阴阳八卦图形象地揭示了宇宙万事万

物的总规律———阴阳互构规律。正是这种阴阳互构规律,推动了宇宙万事万

物的整体衡动及变化发展过程。于是,阴阳互构规律也必然决定了经济具有

阴阳两个方面。当我们从利己和利他经济人视角来认识经济所具有的阴阳两

个方面时,就是“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程恩富,
2007)。这样我们便可知道,既没有孤立的利己经济人,也没有孤立的利他经

济人,经济是由利己和利他经济人互相生成以致互相构成的统一的整体,是利

己和利他经济人之间产生和形成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这就是经济互构规

律。由此可见,阴阳互构规律在经济领域表现为经济互构规律。因此,太极阴

阳八卦图揭示了经济互构规律。经济互构规律必然会使天、地、人之间的阴阳

两种力量发生和形成交互作用。这样,经济互构规律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总规

律(或称元规律),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要达到利己和利他经济人之间的互相依

存的生存状态。
  那么,利己和利他经济人通过怎样的生产方式才能达到互相依存的生存

①
②

③

《易经·系辞下》。
我国著名易学家杨力教授认为:“阴阳不仅是《易经》的核心原理,而且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

心,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哲学、伦理、医学……皆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对中医学的影响更是深远而巨
大。”(参见杨力:《杨力讲<易经>》,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58页。)

《易经·系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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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呢? 《易经·文言》给出的答案是:“利者,义之和也。”①《易经·小畜》更
是明确地告诉我们:“不独富,富以其邻。”②这是因为利己和利他是“每个个

体”的阴阳两个方面,从各自的不同角度来说,“利”实际上是“义之和”的两个

方面。由此,利己和利他之间便产生和形成了这样的辩证关系:利己是逻辑在

先,利他是时间在先;利己的逻辑在先,必须通过利他的时间在先来实现(简称

为:通过利他来利己、在利人中利己。这种利义观说明,利他是利己之根)。这

种利己和利他经济人之间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从“利他的时间在先”视角看,
就是“通过增进和实现他人利益来实现自己利益”;从“利己的逻辑在先”视角

看,就是“自己利益的实现过程成为促进和实现他人利益的过程”。
 

“己”、
 

“他”是相对的,在不同的条件下每一个人既是“己”又是“他”。这样,不管是

“己”还是“他”,
 

都是“通过增进和实现他人利益来实现自己利益”;或者说都

以“自己利益的实现过程成为增进和实现他人利益的过程”;这就是“不独富,
富以其邻”。因此,“增进和实现他人利益”就是“己”和“他”的“义”。这种

“义”,实际上是相互利益最大化原则。这是《易经》里讲到的“吉”,也就是

“善”,也就是“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的理性”。《易经》讲“吉”时,也讲“凶”,
 

也

就是“恶”,
 

也就是“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的非理性”。这种非理性在经济活动

中表现为:“通过损害他人利益来实现自己利益”,也就是“自己利益的实现过

程成为损害他人利益的过程”。那么,怎样来实现“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

质”,以达到“通过增进和实现他人利益来实现自己利益”的目的呢? 《易经·
节》给出的回答是:“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③因此,经济互构规律决定了

必须通过良好的制度来调节和规范经济活动中的人的行为,使经济活动中的

人“通过增进和实现他人利益来实现自己利益”。这样,经济互构规律便有内

在的规定性:抑制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的非理性,实现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的

理性。
  以上的研究表明,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揭示了阴阳之理及其经济互构

规律;《易经》的阴阳之理及其所蕴含的经济互构规律,证明了利己和利他经济

人假设的正确性。
(二)《易经》证明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正确性的现实意义

  《易经》是中华文化源头之一,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起源,是中华民族智慧的

结晶。因此,《易经》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的正确性,
便必然会彰显其现实意义。
  1.《易经》证明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的正确性充分说明,利己和利他经

济人假设符合中华文化的内在要求,因此,我国经济领域应毫不动摇地坚持以

①
②
③

《易经·文言》。
《易经·小畜》。
《易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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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

  既然《易经》能证明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的正确性,就说明利己和利他

经济人假设有深厚的中华文化意蕴,符合以《易经》为重要源头的中华文化的

内在要求。另外,既然《易经》证明了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的正确性,这样就

应该把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称为利己和利他经济人理论。
  我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有56个民族。因此,为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
经济繁荣,为了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和持续致富,便需要有一种文化与之相适

应;或者说,便必然会产生和形成一种文化与之相适应。中华文化就是这样的

一种文化。中华文化也由此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
  众所周知,吃、喝、住、穿等的物质产品因能满足人们每天消费的需要,以
持续生命的存在和发展,这样就具有了使用价值;而获得这些物质产品的生产

劳动在创造这些财富的过程中,也创造了价值。然而,生产物质产品,不仅因

为需要人与人的合作而产生生产关系,而且因为需要自然资源(这实际上是人

与自然的合作)而产生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价值存在于这样的人与自然、
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它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而是主体和客体交互作用

产生的意义关系。这种意义关系是:“通过增进和实现他人利益来实现自己利

益。”也就是说,主体和客体之间各自“通过增进和实现他人利益来实现自己利

益”,产生了价值。这样,劳动不仅生产着物质产品,而且生产着人与自然、人
与人之间交互作用而产生的价值,及由此而形成的“通过增进和实现他人利益

来实现自己利益”的价值关系。因此,价值关系也就是利益关系。这种价值关

系深刻说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是通过“物”而产生和形成的不可分割的有

机的整体。这种整体,可简称为“天人合一”。人们基于劳动对这种存在着的

“天人合一”的价值关系的认识,必然会产生和形成价值观。当人们的价值观

正确反映了这种客观存在着的价值关系并作用于劳动时,劳动生产出的物质

产品便不仅必然凝聚着这种价值关系,而且必然凝聚着这种价值观。因此,物
质产品这种“物”不仅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而且必然凝聚着这种价值关系和

价值观。而劳动的实质是致富实践,这样这种价值关系和反映这种价值关系

的价值观就必然存在于人们的致富实践中。因此,这种致富实践说明,“物”的
使用价值推动着人们的致富实践,“物”凝聚着的价值、价值关系和价值观规范

着人们的致富实践。这样,使用价值、价值、价值关系和价值观便形成不可分

割的有机的整体,统一于致富实践中。于是,这种“天人合一”的整体性的致富

实践便必然会产生和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科学富裕观。这种整体性的致富实践

说明了,整体中的每一个体的致富,都与他人的富裕紧密相连、不可分割。这

样,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便必然存在着物质变换循环的共同富裕。如果其

中任何一方出现贫穷(自然界贫穷是指环境污染、资源短缺所带来的资源环境

问题)而导致生存危机,都会导致物质变换循环的断裂,从而导致富裕的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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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性。因此,“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程恩富,
2007)而产生和形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天、地、人)之间的互相依存的生存状

态(这种生存状态可简称为:“己他互相依存的生存状态;自然也是有生命的,
是“己他”中的一员),是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这种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也就

是生态。这充分说明了,经济与生态不可分割,形成有机的整体———生态经

济。由此可知,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的实质,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及其可持续

性,并由此产生和形成和谐、有序、文明的共同生存状态。易学家杨力教授指

出:“《易经》的科学观是一种哲学科学观。整体思维是《易经》科学观的核心,
强调综合思维、全息思维是《易经》科学观的特色。”(杨力,2008)由此可见,经
济运行的正常状态蕴含着《易经》的科学观。《易经》的这种科学观,在经济领

域彰显的是科学富裕观。这种科学富裕观统一在我国的社会主义致富实践

中,社会主义便有“中国特色”,这样就必然会产生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

学富裕观。
  杨力教授进一步指出:“整体思维是从整体到局部的思维方法。综合思维

就是系统地、整体地、多维地研究事物。所谓全息,就是每一个小的局部都包

含着一个大的整体,每一个大的整体,又都包含着若干个小的局部。”(杨力,
2008)由此可知,蕴含着《易经》阴阳之理的利己和利他经济人理论所具有的思

维方法,是整体思维、综合思维和全息思维。因此,整体思维是利己和利他经

济人理论的核心,综合思维和全息思维是利己和利他经济人理论的特色。这

样,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必然包括三个有机联系的不可分割的层面:个人、集体

(社会)和国家。这三个层面有机互动,个人致富必然带动集体致富以及实现

国家富强。而个人致富是动力机制,集体致富、国家富强是平衡机制,致富也

由此既有动力,又有平衡,从而实现经济发展和谐有序。于是,在这样的致富

实践中,每一个体的“己”、“他”,都包含着集体(社会)和国家,集体(社会)和国

家也都包含着每一个体的“己”、“他”。因此,每一个体的“己”、“他”在致富规

律———经济互构规律作用下而进行的“通过增进和实现他人利益来实现自己

利益”的致富路径,必然内含着“通过增进和实现他人利益来实现自己利益”的
致富文化;而这种致富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利己和利他”。由这种核心价值

观出发,必然维护和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实现经济繁荣和中华民族的永

续发展。回顾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中华民族之所以源远流长,是因为有

这样的核心价值观。《易经》是儒家经典。因此,孔子说:“
 

富与贵,
 

是人之所

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

也。”①因此,“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②。孔子这里讲的“道”,是指《易经》

①
②

《论语·里仁》。
《论语·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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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讲的“一阴一阳之谓道”,
 

“义”是指《易经》里讲的“利者,义之和也”。其所

蕴含的是《易经》的科学富裕观。因此,“道”是致富规律、致富路径、致富文化

以及这种致富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统一。具体地说,“以其道得之”是指“通过

增进和实现他人利益来实现自己利益”,或者说是“自己利益的实现过程成为

增进和实现他人利益的过程”,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意蕴。正是因为有

这样的“道”、“义”,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团结奋进,生生不息,不断发

展壮大。
  2.《易经》证明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的正确性充分说明,西方经济学利

己经济人假设同时被《易经》证明是错误的。因此,西方经济学利己经济人假

设不符合中华文化的内在要求,应彻底否定

  杨力教授指出:“阴阳不仅是《易经》的核心原理,而且成为中国传统文化

的核心。”(杨力,2008)杨力教授还指出:“《易经》的生态平衡是动态的阴阳平

衡。”(杨力,2008)由此可知,西方经济学利己经济人假设,把利己与利他分离,
其实质是阴阳分离,这很明显不符合《易经》的核心原理,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

的核心,从而不符合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因此,由《易经》证明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的正确性可知,《易经》也同时证明了西方经济

学利己经济人假设的错误性。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利己经济人假设不符合

中华文化的内在要求,应彻底否定。否则,会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季羡林先生是我国著名国学大师,他明确指出:“东方哲学思想的基本点

是天人合一。天就是大自然,而人就是人类。天人合一就是人与大自然的合

一。”(季羡林,1993)钱穆先生也是我国著名国学大师,他也指出:“西方人喜欢

把天与人分离开来讲。换句话说,他们是离开了人来讲天。这一观念的发展,
在今天,科学愈发达,愈易显出它对人类生存的不良影响。中国人是把天与人

和合起来看。”(钱穆,1991)徐道一先生是我国《易经》研究的著名学者,他指

出:“《周易》不认为天地是一个无目的、无情义的机器,而是强调天、地、人的整

体观念。”这种“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是“着重阐明天道与人道之间的相互作

用。其所谓天道往往包含着人道的内容,其所谓人道也往往包含着天道的内

容”(徐道一,2008)。因此,我国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方克立研究员指

出:“‘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
 

天人对立’是中西哲学观念的基本差别之

一,这已是学术界的共识。而‘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最高生态智慧。”(方克

立,2003)这样,依据笔者以上的研究可知,“合”是中国哲学内含的核心价值

观,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利己和利他”的核心价值观,“分”是西方哲学内含的核

心价值观,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利己”的核心价值观;“合”是统一,“分”是分裂。
由“合”的核心价值观出发,必然产生和形成天、地、人的整体思想、综合思维和

全息思维。在经济领域的致富实践中,必然是天、地、人的共同生存、共同发

展、共同富裕;而为了实现经济领域的这种致富实践,在政治领域则必然是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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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在社会领域则是维护社会和谐、社会公平。由“分”的
核心价值观出发,必然产生和形成天、地、人的分割思想,在经济领域的致富实

践中,便必然会出现生态危机、经济危机、两极分化;在政治领域便必然会出现

三权分立、多党制、西方民主,从而出现民族对抗、政局动荡、国家分裂(直至分

裂到不能再分的程度);在社会领域便必然会出现“丛林法则”,从而导致社会

不公、社会危机、社会动乱。这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

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

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

盾也会相应发展,就可能出乱子。”(邓小平,1993)因此,“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

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一

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邓小平,2004)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同志也指出:
“社会主义经济如果长期受到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侵蚀,使自由化、私
有化倾向不断上升,计划化、公有经济为主体的倾向不断弱化,社会主义经济

基础最终要变质,变成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不相容的东西。而随

着私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其思想如西方宪政民主的影响也在

扩大,迟早他们会提出分权甚至掌权的要求。”(刘国光,2015)
  西方经济学利己经济人假设把利己与利他分离,所蕴含的是西方哲学“主
客二分”、“天人对立”的哲学观念,内含的是“分”的价值观。而这种“分”的价

值观,已经给人类造成了深重的灾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深刻地揭露了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这种深重灾难;李慎明研究员主编的《居安思

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记录了新自由主义给苏联人民以及俄罗斯人

民所造成的这种深重灾难;李文同志撰写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成绩单”》一
文,总结了新自由主义给全球所造成的这种深重灾难。所有这些对我国的致

富实践都有十分重要的警醒意义。特别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西方经济

学与西方民主内含着同样的“分”的价值观。因此,西方民主不适应中国,不能

照搬到中国来,西方经济学也同样不适应中国,也同样不能照搬到中国来。否

则,将导致与西方民主一样的灾难深重的后果! 苏联照搬西方民主之所以导

致解体,是由于西方民主内含着
 

“分”的价值观,这更容易让人理解和接受,但
是如果说苏联照搬西方经济学导致苏联解体“功不可没”,可能让人费解和不

能接受。其实,照搬西方民主会使一个国家快速产生分裂,即快速式的分裂,
而照搬西方经济学则是演变式的分裂。苏联照搬西方民主导致国家快速式的

分裂,掩盖了照搬西方经济学导致的演变式的分裂。从这一视角出发,坚持以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的本质含义,在现实条件下是指不能走新自由主义

的邪路,应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但值得重视的是,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在中国喧嚣新自由主义所给中国

带来的影响和危害,及由此造成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思潮在不同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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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激荡。在经济领域,利己经济人所推崇的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思潮充塞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表现为不择手段损人利己,即“通过损害他人利益来实现

自己利益”,或者说是“自己利益的实现过程成为损害他人利益的过程”。这最

具体最直接的表现是各种假冒伪劣食品充塞市场,从而“舌尖上的安全”问题

十分突出。由于此类问题长期解决不了,引起群众强烈不满。而新自由主义

者乘机兴风作浪,反对政府的作用,否定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基本经济制度,鼓吹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导致部分群众误认为各种假冒伪

劣食品充塞市场是政府腐败、无能所致,并由此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来认识,
从而误认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所致,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究其根本原因,其实并不是政府腐败、政府无能所致,也更不是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所致,而是经济活动中的人所具有的“利己”核心价值观所致! 这是因

为持有“利己”核心价值观的经济人,以及持有“利己”核心价值观的政府官员,
必然会违反法律和制度的规范,把这种“利己”核心价值观作用于生产,并把这

种“利己”核心价值观凝聚在物质产品中。各种假冒伪劣食品就是这种“利己”
核心价值观的见证。因此,只有当经济活动中的人和政府官员持有“利己和利

他”的核心价值观时,他们才会遵守法律和制度,并生产出凝聚着“利己和利

他”核心价值观的高质量的物质产品。因为法治、制度和政府行政的本质,是价

值导向,旨在规范人们的行为。这种规范了的行为应该是“通过增进和实现他人

利益来实现自己利益”。这也就是价值规范。此类问题说明,意识形态是整体的

理论体系,不能脱离经济领域而存在。意识形态不仅要贴近群众的现实经济活

动,让群众能理解、体验、感受和运用,而且要为群众认识现实经济活动中的问题

提供思路。我们应该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内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得到

了迅速的发展,实力大大加强,产生资产阶级思想的土壤已经形成,而且日益深

厚。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就会有为资产阶级辩护的思想、理论,经济基础决

定上层建筑,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周新城,2015)。因此,要在意识形态

领域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应从日常生活中引导群众辨别社会主义性质

的经济和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特别是辨别新自由主义者把资本主义性质的经

济所带来的各种危害强加到社会主义头上的伎俩,以及认识资本主义性质的经

济给群众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危害,从而肃清西方经济学利己经济人假设宣扬利

己经济人给我国经济建设带来的不良影响,以及给人们带来的思想上的混乱。
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具备了这样的功能。

三、“先富带后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
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的证明

  规律是事物之间的内在的必然联系。这种联系不断重复出现,在一定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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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经常起作用,并且决定着事物必然向着某种趋势发展。因此,揭示利己和

利他经济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的经济互构规律,不仅仅是因为《易
经》的蕴含,《易经》证明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的正确性,也不仅仅是从理论

抽象到理论抽象,而是因为《易经》的阴阳之理及蕴含的经济互构规律,存在于

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中。也就是说,我们还可以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致富实践中,认识《易经》的阴阳之理及蕴含的经济互构规律,以及认识

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的正确性。
  (一)“先富带后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

设的证明

  1.“先富带后富”政策的提出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而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地理条件差别

很大,不同地区发展不平衡。面对这样的实际情况,在具体的现实路径选择

上,怎样实现共同富裕呢?1978
 

年12
 

月13
 

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

表了重要讲话,他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
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

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

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波浪式地向

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

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邓小平,1994)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

南方时,再次强调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

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
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1993)
  2.“先富带后富”政策的理论意蕴

  杨力教授指出:“《易经》有一句名言,叫作‘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就是

说,天道是循环往复的。天道如此,物道随天道,一切事物都呈现着周期的、动
态的循环。这是一种圆的循环,这就是《易经》圆运动的道理。”(杨力,2008)

 

“先富带后富”政策有这样的理论意蕴。我们知道,吃、喝、穿、住是富裕的基本

要素。富裕既是名称,也是动词;当是动词之意时,是指致富,也就是获取吃、
喝、穿、住等的物质产品。这样致富便是个过程,而这种过程以生产劳动为纽

带,不仅把人与自然联系起来,而且把人与人联系起来。例如,劳动获取小麦

这种物质产品,首先需要有适应种植小麦的自然气候条件,这也就是“天”,以
及需要有适应种植小麦的土壤,这也就是“地”。

 

小麦生产者的劳动,就是在这

样的“天”、“地”之间进行的。这充分说明了,只有当小麦生产者先满足了自然

的要求时,小麦生产者的劳动才能获得小麦。因此,小麦是自然界与小麦生产

者共同生产的结果,也就是“天人合一”
 

的结果。这种结果说明了,小麦生产

者利己的逻辑在先,必须通过利他(这里的“他”是指天、地,统称自然)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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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来实现。由此可知,劳动虽然创造了财富,但劳动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
自然界也是财富的源泉。这样,劳动者所具有的素质状况(包括劳动者所具有

的价值观)和自然界所具有的环境状况,都会对物质产品的质量和数量产生直

接的影响;另外,人们每天都在消费财富,而财富需要生产才能获得,这样财富

针对人们的消费来说,每天会处在递减中。因此,要逐步提高共同富裕的程

度,就必须是财富的生产大于财富的消费;与此同时,必须反对奢侈消费。于

是,为了能够满足人们的消费需要,就必须以“天人合一”的价值观为导向,发
展生产力,提高生产能力,使富裕之道符合自然之道,从而实现天、地、人之间

的物质变换的循环,也就是“物道随天道”的循环。只有这样,通过人的劳动,
自然界才能持续地提供人所需要的物质产品,人类的致富才会有可持续性,人
类自身的生命才能延续。“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2009)社会也就由此有了生态的蕴含。
  人持续生命的存在,需要消费的物质产品是多种多样的,而每个人都不能

生产自己需要消费的全部物质产品,必须进行物质产品的交换。市场也由此

产生和形成。因此,市场是物质产品交换的场所,物质产品的交换必然会产生

市场经济,及由此产生和形成人与人的联系。再以小麦为例。小麦生产者为

了满足自己生存发展的需要,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生产的多余的小麦,不仅满足

了他人的需要,而且换回了自己所需要的其他产品。① 这种过程蕴含着这样

的要素:一是小麦生产者自己的需要;二是小麦生产者须先满足他人的需要;
三是小麦生产者须在先满足他人的需要后,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小麦

不仅是“己”和“他”的蕴含物,而且是“己”和“他”的联系物。这种过程充分说

明了:利己是逻辑在先,利他是时间在先;利己的逻辑在先,必须通过利他的时

间在先来实现。利益是需要的满足。因此,“利己的逻辑在先,必须通过利他

的时间在先来实现”又可表述为:“通过增进和实现他人利益来实现自己利

益”。小麦会出售给许多人,而这许多人在消费小麦的基础上,也同样会进行

各自的产品生产,并把自己生产的产品出售给其他许多人;同理,这许多人又

同样在消费他人的产品基础上,也同样把自己生产的产品出售给其他许多人。
以此类推,财富的生产便必然不断丰富,人们由此而不断富裕。社会也由此而

产生和形成。因此,“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马克思、恩格斯,2009)社会是许

多个人“通过增进和实现他人利益来实现自己利益”的存在方式。由此可见,
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们就是这样通过“社会”而相互

补充和相互实现,并由此形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变换循环的相互

关系。由此可见,财富的生产,不仅处在人与自然之间的不断地“通过增进和

① 小麦生产者首先换回的是货币,货币间接地拥有一切使用价值,因此,小麦生产者可以用它去
换来自己所需要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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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他人利益来实现自己利益”的物质变换的循环之中,其实还处在这样的人

与人之间的不断地“通过增进和实现他人利益来实现自己利益”的物质变换的

循环之中,从而形成天、地、人之间的(即“天人合一”的)物质变换的循环经济;
天、地、人中的“人”,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整体中的人。因此,每一种财富的

生产,其实都不是某一个人生产出来的;每一种财富的背后,不仅凝聚着人与

自然界的合作及由此而形成的人与自然之间的“通过增进和实现他人利益来

实现自己利益”的辩证价值关系,而且凝聚着人与人的合作及由此而形成的人

与人之间的“通过增进和实现他人利益来实现自己利益”的辩证价值关系。这

样,人为了维持生命的存在而产生的生产活动,便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产

生了相互依存的价值关系。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说明,社会的本质是利己与

利他的内在必然联系,只有实现了这种内在必然联系,才能实现致富的可持续

性。而劳动产品是实现利己与利他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的物质基础。因此,
丰富的劳动产品是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这样就必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
可持续地获得丰富的劳动产品。然而,由于不同的人所具有的劳动素质的状

况会有不同,这样就决定了不同的人所具有的生产能力也会有所不同;不同的

地区所具有的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会有不同,这样就决定了不同的地区所具

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会有所不同。这样,不同的人、不同的地区便会有“先
富”、“后富”。但是,由于不同的人、不同的地区处在“自己利益的实现过程成

为增进和实现他人利益的过程”的物质变换循环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中,这样,
“先富”便必然会带“后富”。这也就是《易经》里所说的天、地、人之间“不独富,
富以其邻”。由此可见,“先富带后富”政策有《易经》的阴阳之理及其经济互构

规律的意蕴。这也为我们“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
(习近平,2013)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证明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的正确性

  程恩富教授指出:“共同富裕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理论层面,共同富

裕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从历史发展规律得出的科学结论,是科学社会主义

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定和发展目标,这是作为社会主义价值标准的

共同富裕;二是实践层面,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道路,是增强社会

主义国家的国民凝聚力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选择,这是作为社会主义

实现路径的共同富裕。”(程恩富,2012)由此可见,共同富裕包含着富裕的两个

方面:一是作为价值标准的共同富裕,是指“实现什么样的富裕”,这是从理论

上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二是作为实现路径的共同富裕,是指“怎样富裕”,
这是从实践上探索“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实现什么样的富裕”与“怎样

富裕”两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形成有机的整体,共同构成富裕的基本问题,
统一于社会主义中。这样,“实现什么样的富裕”和“怎样富裕”是社会主义的

两个方面,而在中国具体实践过程中科学探索和回答“怎样富裕”的具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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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便必然会有“中国特色”,也必然会由此产生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科学富裕观;由此可见,价值标准的共同富裕和实现路径的共同富裕,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的理论构建结构。① 邓小平提出“先富带后富”政
策的“实现路径的共同富裕”,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这种“实现

路径的共同富裕”的致富实践,在时间和空间里展开,彰显为“三步走”和“两个

大局”的发展战略。这样,“先富带后富”的致富实践便有时空意蕴。它说明

“先富带后富”在时间上不是分割的,而是持续的,在空间上不是分离的,而是

互动的。致富实践中的共同富裕的这种时空结构表明,共同富裕是个动态概

念,共同富裕的程度是随时间的持续、空间的互动程度而不断提高的过程,“实
现路径的共同富裕”也由此有了“中国特色”;人们也在这样的“实现路径的共

同富裕”的致富实践中,理解、认识共同富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产生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富裕的观念。具体来说,“先富带后富”蕴含的“自己利

益的实现过程成为增进和实现他人利益的过程”表明,富裕不仅是“己”富裕,
而且也是“他”富裕,是“己”和“他”的共同富裕。由此可见,“己”和“他”之间的

共同富裕,是“己”和“他”可持续富裕的条件,是富裕的信念、信仰和理想;“己”
和“他”共同富裕中的“共同”,是指“己”和“他”在致富过程中产生和形成的富

裕之间的辩证关系,它凝聚着富裕的力量,引领着富裕的方向。这种辩证关系

充分说明,既没有孤立的“利己”,也没有孤立的“利他”;同时也说明,共同富裕

不是“己”、“他”之间的“物”的共同堆积,而是通过“物”产生和形成的辩证价值

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富裕价值链。这样,“己”和“他”之间虽然会因为致富条

件的不同而出现富裕程度的不同,但不会产生“己”、“他”之间的两极分化,而
是会凝聚起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富就会由此而强,即富强。这种共同

富裕的致富过程,反映的是相互利益最大化原则,而不是自身利益最大化原

则,并彰显在“三步走”和“两个大局”的时空结构中,以至“最终达到共同富

裕”。因此,“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中的共同富裕,应是指那种“己”和“他”之间

的富裕程度比较高的“共同富裕”。这说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过

程中,“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程恩富,2007)。
 

  “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说明,“人的本质不是单

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
恩格斯,1995)。人的这种本质表明,每一个人都在社会中担当着责任,在社会

不同位置上,生产着自己的财富,也与他人直接或间接地交换着财富,以最终

获取维持生命存在的每天都要消费的吃、喝、住、穿等的物质产品。这样,社会

①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请参阅:卢根源:《社会主义本质论与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的理论蕴含》,
《毛泽东思想研究》2013年第3期;卢根源:《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与中国特色国有经济理论的
构建》,《现代经济探讨》2015年第3期;卢根源:《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丰富内涵、理论价值与
现实意义》,《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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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正常地运行,从而由此呈现社会和谐。因此,社会实际上是产品的生产、
交换、分配、消费四大环节有机统一不断良性循环的产物,如果只顾生产,不注

重良好的分配制度,社会就不能正常运行,从而出现社会危机;另一方面,由于

不注重分配,也会引起消费不足,从而影响生产的发展,进而加剧社会危机。
这样,“先富带后富”所蕴含的利己和利他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实际上就转换

成了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只有实现

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相互促进、不断发展的良性循环,才能实现共同富裕。
也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在提出“先富带后富”的政策时,就非常重视分配问题。
他认为分配问题大得很,于是在1992年12月又再次尖锐地指出:“如果仅仅

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问题和它的意义。
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邓小平,2004:1356-1357)而分配问题

与经济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于是,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

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邓小平,1993:
138)因此,“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邓小

平,1993:149)这样,“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

社会主义根本原则。”(邓小平,1993:111)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社会主义

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邓小平,1993:123)由
此可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过程中,公有制为主体这一良好的制度

是“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条件和根据。这也就是“良好的制度会使经

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

益最大化。”(程恩富,2007)
  邓小平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判断“只要我国

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邓小平,1993:149),从另一

个角度告诉我们,如果我国经济中公有制不占主体地位,就会出现两极分化。
事实证明了邓小平判断的正确性。基尼系数0.4是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如
果高于此警戒线,就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这样社会就已处于可能发

生动乱的危险状态。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不断攀升,至2008
年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前的0.28上升到0.491。此后基尼系数虽逐渐下

降,2009年基尼系数为0.490,2010年为0.481,2011年为0.477,2012年为

0.474,2013年为0.473,但还处于高位(徐传谌,2014)。究其根本原因,就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逐渐下降,到“2012年第二、第三产业

的所有制资产结构中,公有制经济资产占比为50.22%,而非公有制经济占比

为49.78%”(裴长洪,2014)。这样,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化的不断攀升,便必然

会造成剩余产品分配的两极分化(徐传谌,2014)。由此可见,公有制为主体有

质和量的规定性(张作云,2016)。正因为这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我
国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同志指出:“三十多年来,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和两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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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趋势的形成……所有制结构和财产关系中的‘公’降‘私’升和化公为私,
财富积累迅速集中于少数私人,才是最根本的。”(刘国光,2012)与此同时,值
得关注的是,在出现人与人之间的两极分化的过程中,我国也出现了严峻的人

与自然之间的两极分化,即严峻的环境污染和资源不足问题。由此可见,“私
有制本质上确实是与生态文明相对抗的。建设生态文明,必须破除私有制是

中国经济发展救世主的新自由主义神话,切实维护公有制主体地位,发展社会

主义公有制经济”(刘思华,2011)。因此,“振兴公有制经济刻不容缓”(何干

强,2016)。也正因为这样,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为了促进共同富

裕,“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

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① 由此我们可以从理

论上进一步深入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过程本质上是共同富裕程

度逐步提高的过程,也就是“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的理性”逐步体现和展现的

过程。然而,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共同富裕既是价值标准的共同富裕,又是实

现路径的共同富裕;而实现路径的共同富裕的道路,有可能是曲线的。也就是

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两极分化。这正如邓

小平所说的那样:“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

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邓小平,2004)这就意味

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过程中潜存着“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的非理

性”。由此可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过程中,“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

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程恩富,2007)。共同富裕是“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

的理性”,
 

两极分化是“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的非理性”;公有制必然会使“经
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私有制必然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非理性”。而

以利己经济人为定点、基点的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会
诱发“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的非理性”。因此,公有制为主体是实现共同富裕

的根基,否则便必然会两极分化。然而,价值标准的共同富裕,是历史发展的

规律,社会发展的方向,它引领着实现路径的共同富裕。这样,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致富实践的特征和趋势是:“抑制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的非理性,实现经

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的理性。”这是经济互构规律作用下,经济运行正常状态的

必然要求。
  以上的研究再次表明,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揭示了阴阳之理及其经济

互构规律;而《易经》的阴阳之理及其所蕴含的经济互构规律,存在于具体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中。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便证明了利

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的正确性。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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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证明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正确性的现

实意义

  由以上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利己和

利他经济人假设的正确性的过程可知,《易经》的致富智慧并没有远离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植根于以《易经》为重要源头的中华文化沃土,既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又有广泛

的现实基础。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证明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

的正确性便必然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1.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过程中,符
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要求,是引领人们致富实践的思想武器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词本身已告诉我们,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认识清楚“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说明,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逻辑起点。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证明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正确性

的过程可知,利己和利他经济人与共同富裕有着内在的关联,“价值标准的共

同富裕”是“知”,“实现路径的共同富裕”是“行”,“知行合一”构成了共同富裕

的两个方面,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中。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与“物”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的过程,本
质上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以及树立与之相适应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的过程,也是利己和利他经济人的经济活动过程。
而共同富裕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

于民众之心、外化于民众之行的土壤;利己和利他经济人的经济活动,产生和

形成了共同富裕的土壤。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
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个“倡导”,分别为国家、社会、个人层面。那么,怎样来理解这三个“倡导”与
“利己和利他经济人的经济活动”的关联呢? 我们应该知道,三个“倡导”是高

度的理论抽象,既然是“培育和践行”就不能只从理论抽象到理论抽象,以及只

从理论抽象出发(例如,现在有人把“民主”理解为西方民主,于是,从西方民主

的概念出发来谈论“民主”,主张从这样的“民主”出发),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最根本的应该从具体实际出发,这样就不仅将抽象的理论转化

为具体的致富实践,而且可以在具体的致富实践中生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因此,从深层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源于民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致富实践,是民众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深刻反映。这样,三个“倡导”才会

有丰富的具体内涵,既有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又有浓郁的致富实践

的日常生活气息。由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凝聚在吃、喝、穿、住的日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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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于是民众每天的“心”和“行”都在这样的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致

富实践中。这样,民众就能在“利己和利他”的经济活动中体验、理解、掌握和

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能让民众持续共同富裕的核心价值观,才能

让民众认同和接受,这种核心价值观在民众中才会因此而有生命力。否则,最
终就会被民众所抛弃!
  然而,吃、喝、穿、住的日常生活虽然会凝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这并

不是说在吃、喝、穿、住的日常生活中会自然生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是说

必须通过对民众的教育,让民众从获取吃喝穿住的、利己和利他经济人的致富

实践中,认识到凝聚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引领民众的致富实践。
  价值与利益紧密相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应该与个人利益紧密相

连,而且应该与国家核心利益紧密相连。因此,我们既不能简单地谈个人利

益,也不能抽象地谈国家核心利益。那么,通过什么原则和途径实现以及让民

众认识到个人利益与国家核心利益紧密相连呢? 对此,我们应该以简驭繁。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从利己和利他经济人的经济活动:“通过增进和实现他人

利益来实现自己利益”的原则和途径,来教育民众认识致富实践的“天人合一”
的整体性,以及这种整体性所具有的整体思维、综合思维和全息思维,从而从

“己”和“他”的共同富裕的实践中认识个人利益与国家核心利益紧密相连。这

样,在个人的致富实践中自觉实现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民族团结、国家统一、
领土完整、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也应是个人层面“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的本质含义。与此同时,从日常生活中的民众深恶痛绝的各

种损人利己(即:通过损害他人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自己利益的实现过程

成为损害他人利益的过程)的事例出发,教育民众认识利己经济人所具有的危

害,特别是认识利己经济人所具有的“分”的价值观凝聚在西方经济学和西方

民主中,从而教育民众认识西方经济学与西方民主一样将会给我国带来的危

害,进而否定西方经济学,以及认识民主要因“地”制宜,我国绝不能照搬西方

民主,应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侯惠勤,2015)。我们应该看

到,西方经济学与西方民主,现在已经成为西方企图在中国制造动乱、从根本

制度上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个主要思想武器。如果社会动乱、国家分

裂、丧权辱国,则有什么“民主、文明、和谐”可言? 又怎么能实现国家繁荣富

强? 怎么会有“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局面? 又怎么能体现“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的个人品德? 因此,实现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本质要求,只有实现和维护好国家核心利益,才能持续地实现好个人

利益。而要实现这本质要求,不能脱离“利己和利他”这一基础性的核心价值

观念所起的统领性作用。实际上,正是“通过增进和实现他人利益来实现自己

利益”的价值关系,生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利己和利他”是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基本的构成要素,而“通过增进和实现他人利益来实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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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利益”,是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能让民众认识和接受的、符合民

众需求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有着极其深刻性和广泛性的理论表达。另外,我们

应该看到,《易经》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的正确本身

说明,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是认识《易经》及以《易经》为重要源头之一的中

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着内在关联的纽带,从而为认识弘扬以《易经》
为重要源头之一的中华文化与巩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之间的辩证

关系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学理支撑。为此,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从“利己和利他

经济人”视觉出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有其深邃的理论蕴含,
又便于培育、践行和传播,以及便于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大众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

一种大德,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习近平,2014)注
重个人的德的修养,是源于《易经》的中华文化的优秀理论品质。也正因为这

样,《易经》倡导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什么是德呢?
《易经·系辞下》说:“阴阳合德。”①因此,“德”与“道”不可分割。因为,“一阴

一阳之谓道”。怎样养德呢? 《大学》对此进行了系统的回答。这就是:“格物、
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个方面是有机联系的统一的

整体,构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修身”是关键,也是根本,是由“格物”为逻

辑起点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修身”的方法,“齐家、治国、平天下”是
“修身”的目的;由“格物”到“修身”实现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的统一,而精神富

裕是富裕的内在本质,物质富裕只是富裕的外在形式。“修身”就是指个人的

德的修养。“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紧密结合在一起,深刻说明,个人利

益与国家核心利益紧密相连,个人的德也就是社会的德、国家的德。孔子非常

重视“修身”的价值,说:“修己以安人。”②为什么要“修己”呢? 因为人的利己

行为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增进和实现他人利益来实现自己利益”,一种是“通
过损害他人利益来实现自己利益”。因此,“修己”是指修正自己的利己的行

为,也就是“抑制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的非理性,实现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的

理性”,以达到“
 

富与贵,
 

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
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③。损人不可能“安人”,由此可见,“安
人”是指利他,“齐家、治国、平天下”必须具体到“安人”。因此,“修己以安人”
中的“己”、“人”是指“己”、“他”,意指利己必须和利他结合在一起,实现“利者,
义之和也”,用孔子自己的话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④

 

“不义而富且

①
②
③
④

《易经·系辞下》。
《论语·宪问》。
《论语·里仁》。
《论语·卫灵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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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与我如浮云。”①对于“修身”的价值,孔子还说:“仁者寿。”②什么是“仁”?
《易经·说卦》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③可见,“仁”与“义”相关,与“道”相
系,也正因为这样,有“仁义道德”之说。那么,“仁者”为什么能“寿”呢? 源于

《易经》阴阳之理的我国第一部医书《黄帝内经》,指出养生的真谛在于“法于阴

阳”。这是因为:“阴阳平衡是生命活动的根本,阴阳平衡则人健康、有神;阴阳

失衡人就会患病、早衰,甚至死亡。所以,养生的宗旨是维系生命的阴阳平

衡。”(杨力,2008)因此,养德是人自己维系生命阴阳平衡的内在要求,其实质

是“精神富裕”的需要。养德,实际上就是养生。这是源于《易经》的中华文化

对生命的规律性的认识。因此,《易经》是无神论,马克思主义也是无神论。
“利者,义之和也”实际上是“法于阴阳”的养生。由此可见,养德与政治、经济

活动是统一的有机整体,不能脱离政治、经济活动而存在,统一于致富实践中。
利己和利他经济人的经济活动:“通过增进和实现他人利益来实现自己利益”
是外在的经济活动中的“阴阳平衡”,这种外在的“阴阳平衡”,上升为价值观,
成为人的思想意识,必然会成为内在的思想意识中的“阴阳平衡”;人的思想意

识会作用于生命活动,因此,这种内在的“阴阳平衡”,必然会成为维系生命的

阴阳平衡,表现为气血运行正常。于是,修己不仅可以“安人”,而且可以“安
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中,我们应该教育民众深刻认识到利己和

利他经济人的经济活动所具有的这种“养生”功能,有意识地“通过增进和实现

他人利益来实现自己利益”,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富裕的观念,达到

外在的阴阳平衡与内在的阴阳平衡的统一,从而把经济活动中的养德作为维

系生命阴阳平衡的自觉要求,进而把养德培养成为习惯,自觉实现天、地、人之

间的“通过增进和实现他人利益来实现自己利益”价值关系;与此同时,实现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对民众的教育、引领和控制功能,以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植

根于民众之中。
  2.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为认识资本主义

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昭示了新视角,为巩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

地位提供了新思路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西方经济学利己经济人假设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状

况在理论上的真实反映,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所蕴含的利己核心价值观在经济

理论上展现,是资本主义致富过程的真实写照。因此,资本主义的致富过程,
是利己经济人的活动过程。利己经济人活动在天地之间,这样利己经济人的

活动过程必然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人与自然方面,二是人与人方面。由

于利己经济人所持有的哲学观念是“主客二分”、“天人对立”;把“己”视为主

①
②
③

《论语·述而》。
《论语·雍也》。
《易经·说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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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他”(包括自然界)视为客体,视价值是主体对客体的征服和掠夺,因此利

己经济人实际上是不择手段极力追求个人私利的“自私人”,其目的只是利己。
于是在经济活动中利己经济人便必然表现为:通过损害他人利益来实现自己

利益。利己经济人的这种经济活动,在生产过程中表现为榨取剩余价值。资

本家是利己经济人的化身,生产力是利己经济人的载体,资本是人格化的利己

经济人。因此,利己经济人所具有的生产力带来的资本的罪恶,实际上就是利

己经济人的罪恶。马克思深刻地揭露了资本的罪恶,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
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2004:829)而资本的这种

罪恶势必这样展开:一是掠夺自然资源,二是剥削劳动者。这样势必导致自然

界的贫穷(即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和劳动者的贫穷。而自然资源和劳动者是生

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两个必要条件,其实质是实现可持续富裕的两个必要条

件。因此,自然界的贫穷和劳动者的贫穷会导致生产的不可持续性,从而导致

致富的不可持续性,进而导致人类生存的不可持续性。这种资本主义基本矛

盾的表现和反映充分说明,蕴含着“天人对立”观念作用的资本具有反生态的

性质;资本的运行,势必破坏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破坏天、地、人之间的互相

依存的生存状态。这也就是破坏天、地、人之间的阴阳平衡,破坏天、地、人之

间的“通过增进和实现他人利益来实现自己利益”的物质变换的循环,从而导

致阴阳分离,即利己与利他的分离。因此,资本导致的这种阴阳分离,终将导

致资本主义的死亡。
 

以《易经》为重要源头之一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流入中

华民族的血液。这样我们就应该从西方经济学利己经济人的视角出发,运用

《易经》的阴阳之理,来以简驭繁地让民众理解、认识和确信资本主义的必然灭

亡,从而为巩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提供新的思路,进而在致富实践

中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由此而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富裕

观。
  实际上,马克思也从这一视角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首先,马克思

认为,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是每日每时地生产吃、喝、住、穿的物质生活本身

(马克思、恩格斯,2009:531)。为此,马克思构建了天、地、人辩证统一的整体

性生产理论,并赋予了其“天人合一”的生态意蕴。他指出:“生命的生产,无论

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

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

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

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马克思、恩格斯,2009:
532)这“双重关系”实际上是揭示了劳动生产过程中,天、地、人之间的整体性,
及其产生和形成的相互依存的生存状态。正因为这样,马克思指出:“自然界

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马克思、恩格斯,2009:724)由
此出发,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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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

了进行生产,
 

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
 

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

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
 

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
 

才会有生产。”(马克思、
恩格斯,2009:724)其次,整体性生产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物质变换的循环。马

克思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
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

的劳动力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2009:298)因此,“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

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

过程”(马克思,2004:207-208)。再次,资本主义掠夺式的生产方式,必然导

致物质变换的断裂。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
 

都不仅是掠夺

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
 

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
 

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

地肥力的任何进步,
 

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因此,
 

资本主

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
 

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

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马克思,2004:579-580)于是,资本主义生产“一
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

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

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

工人的精神生活”(马克思,2004:579)。最后,共产主义是要实现物质变换的

循环,以实现天、地、人之间的互相依存的生存状态。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

造成了劳动者的贫穷,而且造成了自然资源的贫穷,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由

此产生和形成的尖锐矛盾,必然会表现为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正如马克思指

出的那样:“资产阶级运动在其中进行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一致的单

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

些关系中也发展出一种压迫的力量。”(马克思,2004:708)因此,马克思、恩格

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

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

条件。”(马克思、恩格斯,1995:294)什么是“联合体”的“自由”呢? 马克思指

出:“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
 

社会化的人,
 

联合起来的生产者,
 

将合理地

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
 

而不让它

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
 

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

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马克思:2004,928-929)
  马克思的整体性生产理论有其深刻的含义。马克思在1843年写的《论犹

太人问题》一文中,针对“自由是做任何不损害他人的事情的权利”指出:资本

主义所说的自由,“是人作为孤立的、自我封闭的单子的自由”。因此,“自由这

一人权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结合的基础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

基础上”,是“私有财产的实际运用”(马克思、恩格斯,2009:40-41)。而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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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自由”人,是“利己的人”(马克思、恩格斯,2009:46)。因此,这种

异化了的“利己的人”,必然会使由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利

己核心价值观的属性,而这种具有利己核心价值观属性的生产力的发展,必然

成为“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以及“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
 

这样,由于
 

“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便必然导致富裕的不可持续性,从
而必然导致人类生存的不可持续性,进而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这深刻

说明,资本主义利己核心价值观必然会产生和形成的资本主义富裕观,是不科

学的和不可持续的。这实际上就是意味着“孤立的”、“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

基础上”的、只会“利己的人”的必然灭亡。因此,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由“利
己和利他”的交互作用而生成“利己和利他的人”,以及由此而产生和形成社会

主义科学富裕观;其基本内涵是:以“天人合一”为理念,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
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为内容,以公有制为基础,实现可持续的富裕。而“利己

和利他的人”是“人与人相结合”的人,是“双重关系”的人,是与自然界交互作

用的人,是符合“人类本性”的人。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中说:“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

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

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

分。”(马克思、恩格斯,2009:161)因此,“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

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
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并

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马克思、恩格斯,2009:185)。由此

可见,马克思实际上是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自由”,不可能实现“做任何

不损害他人的事情的权利”,而是在损害自然界和劳动者(“土地和工人”实际

上是指“自然界和劳动者”),以致出现“人的本质”的异化和经济的异化,而私

有制是导致这种异化的经济基础,从而导致“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

换”和“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这进一步

说明,马克思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与人的身体健康

以及精神生活的内在关联,以及实现了这种内在关联的人,是“人的肉体生活

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的“合乎人性的人”;而这种关联有外在经济活动

的“阴阳平衡”与内在的维系生命运动的“阴阳平衡”统一的意蕴,其实质是物

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统一的意蕴。由此进一步说明,马克思实际上深刻地认识

到了“物质变换”的经济活动与养德的必然联系;而养德实际上就是养生。因

此,马克思的整体性生产理论,是以利己和利他经济人为逻辑起点而构建起来

的具有养生功能的理论,以及具有《易经》“天人合一”的生态意蕴(卢根源,
2016)。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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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e,
 

China
 

should
 

unswervingly
 

adhere
 

to
 

the
 

economic
 

field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economics,
 

Western
 

economics
 

deny
 

selfish
 

economic
 

man,
 

to
 

lead
 

the
 

practice
 

of
 

rich
 

people.
 

Otherwise,
 

western
 

economics
 

selfish
 

economic
 

man
 

“points”
 

values
 

has,
 

will
 

bring
 

our
 

economic
 

imbalances,
 

social
 

unrest,
 

secession
 

disastrous
 

conseq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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