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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中的非正式约束:比较制度分析

———俄罗斯激进式经济转型失败的根源再思考

李 新

  内容提要 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市场经济,并且认为只有市场经济才是最

有效的经济体制,被认为是普世哲学,而对非市场经济的研究则少有人问津。
本文首先集中综述了对非市场经济制度的研究,并通过对不同制度环境及其元

制度的比较分析,揭示不同经济制度形成的物质技术和非正式制度根源,认为

任何一种制度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都有其效率发挥的途径,强制性

制度变迁或人为地在其固有的制度环境中以另一种本质不相容的正式制度取

代现有正式制度,非正式约束使得制度变迁失败,西方式的市场经济、自由和民

主价值观并不是普世的。

  关键词 变迁 制度元 非正式制度

  打破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把西方“最先进的”民主和市场经体制移

植到苏联,反而造成了苏联解体,使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严重衰退,使得

许多学者感到很茫然。法国著名学者RobertBoyer认为,对俄罗斯转型经济

的认识是现代经济学重要性的基本标准,“……因为,俄罗斯的大变革提出了

许多问题,在现有经济学理论框架内找不到明确的解释……这个史无前例的

历史插曲使得所有经济理论彻底转型或者最终丧失自己的意义”①

一、对非市场经济制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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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研究学者。

  ① Буайе,1997,31.

  由于经济学产生于17~18世纪的西欧,其研究对象自然也就是最初的经

济学家所经历的经济制度。魁奈、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马克思等其他

经济学之父,他们生活的国家市场经济占优势。所以其他类型的经济制度被

排除在视野之外。只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另一种类型

的经济制度,即苏联的经济制度才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到现在为止没有足

够的分析工具和概念体系来解释这种经济现象,同时这种经济制度不如市场

经济制度更加有效,所以对这两种经济制度的研究是不均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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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第18辑 制度变迁中的非正式约束:比较制度分析 59   

  经济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经济活动本身,是人以生产和消费生活财富

而与周围环境发生的相互关系,利用有限和短缺资源来满足人的需要。另一

方面,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形成一定的经济制度,所以经济也是调节经济活动的

制度体系。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根据不同经济制度所占据的统治地位可

以划分两种对立的经济体制。换句话说,不管一个国家在某个时期采取什么

样的具体的经济体制,其实质是由调节经济主体活动的一系列基本制度决定

的。瓦尔特·欧肯在其经典著作《国民经济学基础》(1947)写到:“所有时代的

历史研究是否发现了两个理想的纯粹的基本形式:非交换的‘集中管理经济’
和‘交换经济’? 无论是在现代还是过去的经济活动中都没有发现除此之外的

其他经济体制的痕迹;即使在未来也难以想象能找得到”①。认为,这两种理

想的经济秩序并存于人类历史所有时期。经济秩序本身不会自己形成,它们

依赖于具体的历史状况,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欧肯将不同国家现有经济秩

序的特点解释为上述两种纯粹形式的不同结合,某种经济体制的要素,如集

中管理经济的要素有时占统制地位,有时起补充的作用(Ойкен,1996)。欧肯

第一次指出了自然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两种平衡经济制度的存

在。

  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卡尔·博兰尼进一步研究了非市场经

济体制。他在临终著作《TheLivelihoodofMan》中深入研究了人类社会经

济一体化的主要形式,即分配、交换和互惠。他把国民经济划分为分配和

交换两种基本形式。在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之间占统治地位的相互关系

是交换,即商品在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主体之间的双向运动。② 按

照主流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观点来看,经济就其实质来说就是交换关

系,所有经济体制本质上都是市场体制。市场范式的辩护人由此断言,市
场制度欠缺的社会实际上处于更为低级的“前市场”阶段,向市场方向发展

符合市场规律,是不可避免的。而博兰尼著作的大部分都在论证以交换为

基础的市场制度不是世界各国经济的统一模式。许多社会都是以分配为

基础的经济体制作为其特点。③ 德·索托所著《另一条道路:第三世界看不

见的革命》序言写道:“在秘鲁从来就没有过市场经济。这一论断适用于整

个拉美,或者适用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④ 博兰尼将不同于市场的经

济体制称为分配的经济体制,其中占优势的是财富和服务向中央运动。⑤

分配就是storage-cum-redistribution过程,即积累、集中、再分配。社会正

①
②
③
④
⑤

Ойкен,1996,19.
Polanyi,1977,36.
Поланьи,1944,10.
ДеСото,1989,15.
Polanyi,197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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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分配实现分散劳动的统一。他认为,这种类型的经济是复杂的完全

不同的制度,服务于分配过程。博兰尼在欧肯之后再次证明了历史上存在

着并行的发挥职能的市场(交换)制度和分配制度,认为,市场经济和分配

经济具有阶段性,但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并存的。在某个社会某种经济关系

形式占统治地位的同时另一种经济形式起补充作用(Polanyi,1963)。应当

认为,博兰尼的重要贡献就是论证了市场经济体制和分配经济体制的稳定

性。他用罗马帝国的例子说明,试图改变经济体制实质的社会行为会导致

整个社会灭亡。博兰尼曾尝试研究分配经济体制的具体制度,但没有来得

及实现其“创建独立的非市场经济理论,用来分析缺乏交换社会的一般框

架”的目标。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再生产原理试图解决这

一难题。俄国十月革命后这一科学领域的许多学者包括政治家对这一问题进

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但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体制的瓦解表明,社
会主义理论的一系列僵化原理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现实条件。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西方发展起来的制度理论不被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所接受,
被批评为“工人阶级最凶恶的敌人”。

  所以,在国际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并没有形成共同接受的能够与市场经济

理论相比拟的非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理论。一些经济学家如科尔奈(1986)等
对非市场经济实质和特点的研究并没有改变这一趋势,即忽视这种经济体制

的客观制度依据,将它看作是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构建的某种社会机制。
实际上,其他社会科学也没有形成研究非市场经济的通用的理论工具。文化

学家虽然指出了不同国家的文化中存在两种类型的财富交换,或者市场的和

非市场的经济关系,但依然没有研究现代社会中的非市场经济关系。社会学

家也把分配看作是传统社会的要素。所以,这种关系直到今天仍被社会学家

和文化学家看作是当代社会的落后性和不发达性。

  最近几年,俄罗斯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非常活跃。这一方面是19~
20世纪初形成后被苏联打断的俄罗斯经济思想传统复兴的结果。十月革命

前俄罗斯社会科学对非市场经济的研究一直存在,有的以东正教精神道德观

作为基础,有的以对村社理念和国民经济整体的分析为支柱。斯拉夫派学者

研究了俄罗斯社会作为非市场型生产关系体系的要素特点。促使俄罗斯学界

在非市场范式框架内反思俄罗斯社会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开始认识到,不管国

家政治领导人的意志和国际力量的积极推动,市场改革以其他经济关系为支

柱,阻断了转型进程。由于上述原因,俄罗斯经济学界出现了许多新的理论范

式分析俄罗斯经济。H.H.列别杰娃提出了不同经济形式的制度基础问题,
认为制度结构决定经济文明的特点,而后者是以决定时代性质的经济关系为

基础的。经济文明要么建立在统一经济框架内的集体合作基础上,要么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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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第18辑 制度变迁中的非正式约束:比较制度分析 61   

在个人力量的基础上。后一种社会活动的结果是形成私有制。① 俄罗斯是另

一种制度结构的类型。一些交叉科学也积极研究俄罗斯经济作为非市场类型

的制度结构。历史学与制度经济学相结合研究俄罗斯经济发展的非市场经济

体制。圣彼得堡大学Н.П.德罗茨多娃教授提出了俄罗斯经济史的新制度

理论。她指出,“体制运转的效率概念不能只以市场标准来衡量。只要是体制

以最小成本达到了目标,这个体制就是有效率的”②她在自己的研究中证明

了,在俄罗斯历史上“以国家和集体形式的产权实现了其发展目标”。20世纪

90年代初俄罗斯经济社会学也对俄罗斯的经济结构进行了理论反思。新一

代西伯利亚经济社会学派代表О.Э.别松诺娃提出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制度理

论,即作者称之为的分配经济理论(Бессонова,1994,1997等)。这一理论描

述了俄罗斯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其所特有的具体的经济制度自然的、合乎规律

发展的进程,具有循环上升的特点。

  比较欧肯、博兰尼和别松诺娃的制度理论表明,他们所研究的非市场经济

体制如“集中管理经济”、“分配经济”等,与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在经济

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不是私有产权而是不同形式的公有产权。是什么

决定了经济领域公有而非私有产权的形成并取得优势地位呢? 为什么有些国

家非市场经济方式比市场机制更受欢迎? 古典经济学理论已经描述了公有产

权经济形成的条件:“公有(公共)产权产生于界定和保护私有产权的成本非常

高的情况下。建立私有产权的收益为零或低于建立私有产权的成本”。③ 换

句话说,公有产权制度及其以此为基础的其他制度是在实现稳定经济发展目

标特别有效的情况下得到发展的。如果物质技术和社会条件能够保障私有产

权的效率,那么一系列市场制度就会得到发展。

二、制度与制度元

  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凡勃伦认为,制度是“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制度

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维习惯”。④

个人和社会的行为受本能支配,本能决定人们行为的目的和方式,它是对外来

环境压力(主要是经济力量)刺激的反应,因此制度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在社会环境下,这些行动逐渐形成思想和习惯,形成某种社会心理,进而形成

制度。而制度又对人类进一步的行动产生约束力。制度是思想和习惯长期积

累的产物。制度的演进过程是人类思想和习惯的自然淘汰过程,是人类应付

①
②
③
④

Лебедева,2000,200~201.
Дроздова,1998,693.
Основы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теории,1996,115.
凡勃伦,196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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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环境的心理变化过程。凡勃伦(1964)强调,经济制度是人类利用天然环

境以满足自己物质需要而形成的社会习惯。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概念的含义非常广泛,既包括规则和秩序,也包括

组织本身;既有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方面的制度,也把道德意识形态等纳

入了制度范畴。新制度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制度是对人和组织行为的规范,它
是人和组织为适应环境、合理配置资源、实现目标最大化的必要手段;制度是

组织构造的结构模式,是人类主体内在的文化结构模式,人类的文化习俗和传

统习惯是最早的制度形式。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一书中指出,
制度是由一系列正式约束、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及其实施机制所构成

(1994)。正式约束又称正式制度,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等。它由公

共权威机构制定或由有关各方共同制定,具有强制力。非正式约束又称非正

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代代

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
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因素。其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它甚至可以构成某

种正式制度安排的“先验”模式。从经济功能上来说,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意识

形态是减少提供其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正式制度与非

正式制度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在某种意义上说,非正式制度比正式制度更为

重要。制度的实施机制以国家为主体,依靠国家的强制力,保证正式约束和非

正式约束的实施。正式制度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而非正式制度的改变

却是长期的过程。从制度的可移植性来看,一些正式制度尤其是那些具有国

际惯例的正式制度,是可以从一个国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的,从而降低正式制

度创新和变迁的成本。而非正式制度由于其内在的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其
可移植性就很差。即使能从国外借鉴良好的正式制度,如果本土的非正式制

度因为惰性而一时难以变化,新借鉴来的正式制度和旧有的非正式制度势必

产生冲突。其结果,借鉴来的制度可能无法实施又难以奏效。正式制度只有

在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有些进行制度变

迁的国家总想尽快通过改变正式制度实现新旧体制的转型,但这种正式制度

的改变在一定时期内可能与持续的非正式制度并不相容,即出现了“紧张”。
这种“紧张”程度取决于改变了的正式制度与持续的、传统的非正式制度的偏

离程度。

  不同制度发挥职能是有很大差别的,形成具有不同要素和内容的体系。
在复杂的、多维的、经常变化的社会结构中,可以找到其深层的、独特的“基因

组”,它是不断延续和再生的,即制度的稳定要素,我们称之为基本制度,它是

历史稳定的不断延续的社会关系。基本制度形成社会的框架或骨架,赋予社

会一般特点,决定人类行为的集体或个人主义方向。利用基本制度构成要素

建立社会制度模型。假设基本的制度结构由以下社会关系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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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关系:与获取资源实现社会主体的再生产相联系的关系;

  政治关系:为实现确定目标而形成的一定的组织关系、秩序关系、管理关

系、倾向关系;

  意识形态关系:实现一定思想、某种重要的社会价值观的关系,将人的社

会活动与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分开来。

  俄罗斯经济社会学家C.基尔金娜教授提出了社会的制度元概念(C.
Кирдина,2000,2004),即基本制度的元模式,也就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制

度之间的的相互关系。制度元是自然形成的,而非有意识的活动的结果。她

将制度元分成两类:X制度元和Y制度元(C.Кирдина,2004)。X制度元具

有以下基本制度:经济领域实行分配经济制度,分配经济的实质在于必须通过

中央来表现价值和服务以及生产和使用的权力;政治领域实行单一的政治结

构制度;在意识形态领域占统治地位的公有意识制度,其基本内容是集体的、
共同价值高于个人价值,“我们”在“我”之上。俄罗斯、多数亚洲和拉美国家X
制度元占统治地位。Y制度元具有以下基本制度:经济领域实行市场经济制

度;政治领域实行联邦政治结构制度;在意识形态领域从属意识形态制度占统

治地位,个人价值高于社会公共价值,相应地,共同价值服从于个人,“我”在
“我们”之上。多数欧美国家Y制度元占统治地位。

  经济体系制度元中的基本制度体系包括:

  (1)有限资源财富在人们之间的分配,即产权关系,包括X制度元中的公

有产权和Y制度元中的私有产权;

  (2)结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的实现,X制度元中通过分配(包括积累、协
调、分配行为)和Y制度元中通过交换(买和卖的双向行为)而实现;

  (3)经济体系结构要素连续性的机制,X制度元中的协调制度和Y制度

元中的利润制度;

  (4)经济体系参与者活动的强制,X制度元中的公务劳动和Y制度元中

的雇佣劳动;

  (5)反馈信号的形成和传导,X制度元中的按比例制度和Y制度元中的

利润(借助价格)制度。

  实际上,X经济和Y经济只是反映现实的各种经济体系本质属性的理论

抽象,现实中没有纯粹的经济体系,像帕累托所言,“两种极端是不存在的,因
为完全消除私有制是不可能的,如同无限保障其存在一样”(Зотов,2001)。
现实经济有着混合的形式,只是有的某种元制度占优势,有的另一种元制度占

优势。任何现实经济中市场、分配制度都发挥着职能,它们表示截然不同的经

济资源配置和使用的社会机制。探索市场和分配的最优关系组合贯穿于任何

社会的整个历史过程中,两者相互竞争和并存,两种制度相互补充。

  Y经济固有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是由其固有的私有制、竞争、交换和利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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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行为总和决定的。可以说,危机的动力是利润制度,独立的生产者扩大生

产规模以获取最大的私人利益。也就是说,这一制度是反馈和激励生产者的

主要信号,社会成本是极其高昂的。X经济固有的按比例制度不仅能保障国

民经济的均衡,而且造成更低的生产指标,造成生产不足的危机。克服经济危

机,必须回归规范,回归制度均衡。对X经济来说,就是引入利润制度和其他

对应的制度,包括逆生产衰退的机制。对Y经济来说,就是发展按比例制度

和其他以国家扶持规划为形式的制度,为所有市场主体创造信息透明的条件

等。同时,任何一种经济体系的发展都具有周期性,要避免经济周期带来的负

面影响,必须通过制度交换寻求制度均衡,即历史地寻求与基本制度和互补制

度相互关系相适应的比例关系。寻求制度均衡,克服经济危机,不是简单的事

情。“过度”引入对应制度,可能会导致相反的效应:用互补制度来补充制度环

境不是加强而是弱化社会结构。比较亚历山大二世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
及其他以前的改革,可以得出结论:改革造成了更软弱但更自由的俄罗斯。

三、物质技术环境与不同制度元的形成

  起初,生产资源的公有性是由生产的历史原始条件决定的。人们进行生

产物质技术环境比较原始和恶劣,使人们在生产过程的组织中联合起来。联

合的必要性一般是由于采用比个人生产更具有竞争力的技术造成的。这里起

作用的是节约交易费用的规律,它最终决定了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制度的特

点。相应地,非公有性意味着技术上的孤立,物质基础设施重要元素的独立,
以及与此相关的独立发挥作用、单独使用的可能性。这些要素具有分散性,并
作为零散的、单个的技术对象的总和而存在。这样,个人或家庭不需要和其他

社会成员的合作,就可以独立使用生产要素,并有效地组织生产,独立地支配

所获取的成果。这种情况下,国家制度的主要职能就是保障独立的经济和社

会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集体主义把俄罗斯与注重竞争的西方人区别开来,它根植于俄罗斯古老

的公社制度。由于恶劣的自然条件,古代艰苦的生活条件使俄罗斯人组成以

地域为界线、以互利为基础的农村公社。大家相邻而居,一起耕种土地,公社

负责土地的分配,收割的时间,收取赋税,解决不同家庭的纠纷。平均主义是

产品分配的规则,各成员之间经济平均比个人自由更被人们看重。人们认为

个人权利会导致强者更强、弱者更弱,所以从不提倡。后来农民进入城市也给

城市带去了注重集体的生活方式,并形成合作社。其成员以群体为单位被雇

用出去,所得收入平均分配。俄罗斯东正教奉行传统的共同主义和平等主义,
东正教教徒之间都有一种大家庭般的感觉。圣会上达成的一致意见被认为是

真理,人们不能有其他意见。这种集体生活的方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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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时间比欧洲其他国家都长。

  С.鲁尔尧比较了俄罗斯北方开荒者和斯堪迪纳维亚地区芬兰塔瓦斯特

人拓荒的方式(Лурье,1998)。俄国人总是集体迁徙,并集体开垦荒地。而芬

兰人则带着自己的家庭单独迁移,自己建房,自己开垦并种植用于家庭消费的

农作物。俄罗斯北方的自然条件要求集体工艺,而斯堪迪纳维亚的有利条件

则使个人经营土地的技术得到发展。俄罗斯的物质技术环境一开始就具有公

有的性质,要求将国家的所有社会团体的力量联合起来并实行集中管理,以使

该环境作为生产环境有效地发挥作用。随着历史的发展,俄罗斯物质技术环

境的公有性不断加深和成长,公有性质得到普及,不仅资源和自然环境,而且

重要的技术体系、社会基础设施等领域都成为公有的典型性质。

  在公元9世纪,从俄罗斯历史的发端生产资料就具有了公有性质。首先

表现在农业领域,斯拉夫部落(后来形成了古俄罗斯国家)生活地区恶劣的气

候要求特殊的土地经营技术;土地工作期短,刀耕火种要求集中集体的力量。
上述因素要求共同经营和保护土地,市场原则在俄罗斯是无效的。普鲁士农

业经济学家Haxthausen于1840年代考察了伏尔加河上游的经济后告诫国

人:“如果赠送给你一块北方俄罗斯的土地,让你按照中欧农场模式去经营的

话,最好拒绝,因为你不得不年复一年地往里面投钱”(Пайпс,1993,第47
页)。这说明,在俄罗斯生产资料公有性的条件下实行私人农场组织形式是不

可能的。此外,俄罗斯的林业、河道也是公有的物质环境要素。

  所以,俄罗斯国家形成之初,保障俄罗斯社会生存的基本生产条件本质上

是公有的,要求以集体的力量和共同的原则来使用,决定了以公有制和统一集

中政治管理为基础的制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相应地形成了保障大家生存的

公共财富优先并高于私人利益的意识形态。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俄罗斯物

质技术环境的公有性没有减弱,而是稳定地增长。所以,在俄罗斯历史的各个

阶段,以土地公有制(集体所有)形式为基础的农业劳动组织的集体形式都是

占优势地位的。1906~1907年的斯托雷平农业改革,尽管国家积极支持农民

走出村社,但比例仍然很低。没有证据显示公有土地经营不善,所以村社作为

经济组织形式没有丧失自己的生命力,20世纪初的劳动组合,苏联时期的集

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重新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90年代的改革私人

农场经营依然没有广泛的普及,目前只占2%。土地强制私有化之后,土地所

有者将土地入股,原来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摇身一变以股份公司的形式继

续得到发展。

  公有物质环境的特点给俄罗斯工业化进程也打上了烙印。主要表现在,
俄罗斯工业的发展主要是在公有制形式(官营、国营)和集中管理的基础上实

现的。彼得一世时期建立了第一批官营工厂,私人工厂也有官家参与或控制,
并“为国家服务”。俄罗斯铁路的发展也是由社会的主体国家进行的,直到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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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铁路运输的80%的货物和41%的客运依然是公有物质技术环境的

重要要素,保障了运输的高速度和低成本,在90年代危机期间依然保持了这

一制度的优越性。能源领域如电力、管道运输、供热、住房、信息传播等也具有

高度的公有性。

  物质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最终形成相互促进的统一体系。公有环境造成

了代表公共和集体利益的国家的作用的扩大。国家创造了以中央为首的这一

符合实际的体系,并决定了各种主体利用公共设施的协商原则。相反,在非公

有物质技术环境的国家,社会生活中私人所有者的作用稳定增长,并在相应的

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制度的发展中得到表现。

  历史表明,科技进步和大规模的人类活动不可能改变物质技术环境的性

质,从公有环境变成非公有环境,或者相反。再者,可以预见,随着国家的发

展,其一开始就固有的环境越来越得到充分表现,规模也越来越庞大。随着时

间的流逝,物质技术环境越来越影响组织和管理决策的性质,决定制度技术,
并反过来加强物质设施所固有的公有或非公有的特点,即制度变迁的路径依

赖。

四、对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经济转型的反思

  新制度经济学交替使用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两个概念。制度变迁或制度

创新不是指制度的任何一种变化,而是指用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取代原有制

度或对一种更有效的制度的生产过程,是制度主体解决制度短缺,从而扩大制

度供给以获得潜在收益的行为。诺斯认为制度决定了社会的演进的方式,制
度的变迁是理解历史变迁和国家兴衰的一把钥匙,制度是“理解历史的关键”
(1994)。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其中,强制性制度

变迁是国家通过强制力在短期内快速完成的制度创新,可以降低变迁的实施

成本,具有强制性、规范性,制度化水平高的特点。强制性制度变迁可能会违

背一致性同意原则,可能会违背一些人的利益,他们可能并不按这些制度规范

自己的行为,这种制度就很难有效率。说明,在某个特定的制度环境中安插或

移植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制度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否定两种制度的结合,这也

印证了田春生(2006)从制度“移植性”的视角认为“移入的资本主义”正式制度

与俄罗斯的村社集体主义传统等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裂痕以及两者之间有个

磨合期的论点。俄罗斯移植与自己的制度环境或非正式制度完全不同的西方

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两者发生严重冲突,使得移入的以Y制度元为核心的正

式制度难以发挥其规范市场秩序和交易行为的作用,出现制度失灵或市场失

灵。她得出结论认为,市场经济新制度的形成和运行是有条件的,正式制度与

非正式制度能够共同、有效地发挥作用,这样的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和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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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需要指出的是,非正式制度环境形成的正式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

必然性,这一环境不能容忍与之不能匹配的其他正式制度的存在。市场经济

的正式制度所赖以生存的或与自己相匹配的制度环境或非正式制度,与俄罗

斯的非正式制度是格格不入的,从而导致西方市场经济的正式制度在俄罗斯

的运转失灵。忽视俄罗斯的非正式约束是西方转型经济理论失败的根源所

在。

  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的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

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由于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

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即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田春生(2006)认为,非正式

制度对俄罗斯制度变迁的影响是深刻的,俄罗斯的传统思想和民族意识等根

深蒂固,对于俄罗斯移植西方式的资源和民主是一个很大的悖论,土地共有、
集体至上的制度环境无法培植出西方式的个人主义,而只能成为东方专制主

义的土壤(克留切夫斯基,1990)。纵观俄国历史长河,从未有过商品、货币和

市场的充分发展,也缺乏个人主义和自由竞争的传统,从沙皇统治到斯大林社

会主义模式,“集权式统治”是苏俄的历史遗产。俄罗斯经济学家Е.亚辛

(Ясин,2004)将西方正式制度移植到俄罗斯的非正式制度环境所导致的裂痕

归结为:“弱国家”、影子经济、没有秩序的产权配置、扩大的社会差距、犯罪、官
僚主义和腐败的盛行等。诺思在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发表演讲时指

出,如果正式规则离开了非正式规则,“成功的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正式政治

经济规则搬到第三世界和东欧,就不再是取得良好的经济实绩的充分条

件……私有化并不是解决经济实绩低下的‘灵丹妙药’”。就是说,西方的正式

制度若离开其支撑的非正式规则,就很难有制度移植的绩效。焦一强(2006)
认为文化是制度之母,俄罗斯传统文化两大支柱村社精神和东正教伦理导致

了俄罗斯人在对待经济和物质财富上与众不同的价值观和态度,这是导致“休
克疗法”在俄罗斯失败的深层原因。因为只有建构在共同文化认同基础上的

制度才能良好的运作,并能充分发挥其效能。

五、结论

  1.制度环境是某个社会所固有的,自然形成的,不是人为力量能够改变

的,就像生物基因是天生的,具有遗传性,会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但也不排除

基因突变和变异,具有一定的其他制度环境的某些特性。

  2.任何一种制度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都有其效率发挥的途径,
强制性制度变迁或人为地在其固有的制度环境中以另一种本质不相容的正式

制度取代现有正式制度,非正式约束使得制度变迁失败,西方式的市场经济、
自由和民主价值观并不是普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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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俄罗斯固有的公有制度基因组决定了俄罗斯必然实行公有制(国有制、
集体所有制)和集中管理体制,人为引入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注定

要失败。

  4.为寻求制度均衡,克服经济危机,公有制经济不排斥市场经济的存在,
但俄罗斯注定以公有制经济和集中管理为主体,市场经济制度为补充。

  5.由于俄罗斯的民族历史特性,历来的改革基本都是围绕两极展开的,集
中-自由,自由-集中,且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罕见自下而上的

自发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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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formalConstrainsintheInstitutional
Transition:AComparativeInstitutionalAnalysis

———RethinkingtheRootReasonoftheFailureof
RussianRadicalEconomicTransition

LiXin

  Abstract Marketeconomyistheobjectiveofeconomicstudyandisre-
gardedasthemostefficienteconomicsystemandauniversalphilosophy,

andnon-marketeconomyisseldomstudies.Thispaperfirstsummarizesthe
studyofnon-marketeconomyandexplorestherootreasonofthephysical
techonologyandinformalinstitutionoftheformationofdifferenteconomic
institutionbycarryingacomparativeanalysisintodifferentinstitutionenvi-
ronmentandmeta-institution.Itisfoundoutthateveryinstitutionhasits
rationalityandnecessityandhasitsownrouteofeffieiencyexertion.Com-
pulsiveinstitutionaltransitionorreplacingcurrentformalinstitutionwith
anotherincompatiableformalinstitutionwithintheinherentinstitutionenvi-
ronmentwillleadstothefailureofinstitutionaltransition.Thewestern
marketeconomy,freedomandvaluesofdemocracyarenotuniversal.
  Keywords transition institutionunit informal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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