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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经济人假设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终结

余 斌

  内容提要 西方经济学所尊崇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只不过把现代的市侩当

作标准的人,它昭示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然缺陷,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失灵

与政府失败的主要根源。对于追求全面和谐社会的人们来说,能够限制理性经

济人危害的社会主义制度将是当前生产力尚不够发达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的最

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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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性经济人假设

  理性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前提,是西方经济学家看问题

的出发点。尽管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可证伪性是一个理论假说具有解释能力和

科学性的前提,但他们同时认为理性经济人假设是不可能错的,从而也是无法

证伪的。这个让西方经济学家在可证伪性出丑的假设,把经济生活中的一般

的人抽象为以利己为动机并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逐和获得自身的最大

的经济利益的经济人。

  可以看出,这个假设包含“理性”和“经济人”两个不同方面的内容。就经

济人而言,它强调的是自私自利;就理性而言,它强调的是最优化决策能力。
本文的分析着重于前者。就后者而言,这里仅仅指出,远非人人都具有最优化

决策能力的。即使是西方经济学大师,也经常在他们所推导的最优化模型中

犯错误,更何况是普通民众。马克思曾经批评,“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流行着一

种法律上的假定,认为每个人作为商品的买者都具有百科全书般的商品知

识。”而西方经济学却使资产阶级社会流行着更为荒唐的假定,即认为每个人

都具有超强的计算和决策能力。

  张五常曾说:“假如我要跟一位共产的支持者辩论,我就一定要问:人的出

发点究竟是不是自私的? 只这一问,我就胜了!”在他看来,既然每个人的行为

都是一贯地、永远不变地以自私为出发点,那么,私产制就是经济发展的灵丹

妙药,私有产权就是真正的市场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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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即使人的出发点是自私的,也不意味着私产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

药,这一推论存在内在的逻辑错误。

  首先,作为动物,人类具有趋利避害的本性。但是,即便如此,人与人之间

的自私性的差别也会由量变产生质变,即不同的人之间不仅存在着自私的量

的差别,还存在着自私的本质差别。马克思曾经批评边沁,“幼稚而乏味地把

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的人。”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其

实就是边沁的标准人,也就是具有英国市侩习性的人。但是,并非人人都是这

样的人。实际上,只要问问革命先烈自我牺牲的英雄壮举,张五常是否做得出

来,输了的就该是他了。

  当然,这种量变产生质变的思想,是形而上学的西方经济学所不能接受

的。在他们看来,“平地上的一堆土,看起来也像座小山”①。

  其次,不加约束的自私自利一定会走到损人利己的地步,使得人类社会无

法正常生存下去。例如有的人,对自私人性的过度推崇,使他认为“在一般性

的概念上,‘盗窃’与‘生产’都是在局限下为自利争取‘极大化’。我们不能接

受自私的假设,而希望没有盗窃的行为。”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不惜

偷逃税款并贩卖假货,使得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典范的美国社会也不能容他。

  显然,西方经济学是脱离社会来看个人的。作为一种社会动物,人如果只

考虑个人利益,而不考虑社会利益,人类社会就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除非是

借助全能的神的理性,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全能的神的庇护下,否则自私自

利的个人理性必然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西方经济学一直以来都在试图论

证,存在“看不见的手”,可以从自私自利的个人理性中导出集体的理性来。但

是,尽管西方经济学苦心设计了最为抽象的并与现实距离最远的假设前提,并
歪曲地运用了数学工具,仍然没能证明这一点。不仅如此,西方经济社会的屡

屡危机也不断地提醒世人,西方经济学所宣扬的不过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而

已。

二、理性经济人假设与市场失灵

  西方经济学承认,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市场失灵的现象。究其原

因,西方经济学把它归结为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没能满足西方经济学有关市

场有效运作的前提条件和假设,从而导致资源达不到有效配置,不能满足社会

需求。

  根据这一分析,在西方经济学看来,市场失灵的主要表现在诸如公共产品

的提供、外部经济效应、垄断、不完全信息、风险和不确定性等方面。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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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就公共产品而言,西方经济学认为,这是一类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

争性的产品,市场机制无法抑制不付费而享有这类产品的“搭便车”的行为,从
而需要政府介入,用强制手段比如税收,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融资。就外部经济

效应而言,西方经济学认为,当某人的经济行为具有负外部效应,比如会给社

会造成污染时,由于他的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从而会导致具有负外部效应

的物品,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供给过度;而当某人的经济行为具有正外部效应

时,又会因为他的个人收益低于社会收益,从而导致具有正外部效应的物品从

社会的角度来看,供给不足。

  在这里,我们看到,正是由于理性经济人的自私自利才会导致上述问题的

存在。“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

号。”①同样地,正是由于垄断资本家的自私自利才会导致垄断行为得以获得

高额垄断利润。而且也正是由于理性经济人的自私自利,试图利用信息不对

称谋取私利,损人利己,市场才无法提供完全的信息。至于风险和不确定性,
则不过是体现出理性经济人的理性尚不足以在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做出最

优化的决策。

  韩德强指出,一个完全由标准经济人构成的社会是怎样的呢? 那是一个

原子化的利己主义者所构成的社会,没有父母、妻子(丈夫)、孩子的亲情,没有

任何团体的归属感,没有社会公德,没有宗教信仰,也没有人格尊严。经济人

的惟一目标是个人的、短期的、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凡有权力必寻租,凡有资

源(含毒品、性、武器等)必出售,一切关系都成为交易关系,一切交易都遵循弱

肉强食的原则。

  显然,强调和放纵理性经济人的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存在市

场失灵,必然会爆发经济危机,洪水滔天。

三、理性经济人假设与政府失败

  虽然为现实所逼,西方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承认市场失灵的存在,但是,他
们又声称,可以通过政府干预来弥补市场失灵的不足之处。比如,可以由政府

来提供公共产品,并用税收来融资,可以让政府补贴具有外部正效应的物品的

供给来使这类物品的供给量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再比如,当由于社会分配

严重两极分化而导致市场需求不足时,也可以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扩大

内需,尽管这种做法往往会导致更为严重的两极分化和供求矛盾。

  西方经济学认为,市场失灵虽然会带来社会分配的不公和社会不稳定的

后果,但是,可以通过由政府征收累进所得税、实行转移支付和公共补贴等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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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改善市场分配机制造成的社会分配不公问题。有人

把它总结为一次分配重效率、二次分配重公平,似乎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国家

就可以矫正市场失灵,从而达到接近于“理想社会”的状态。

  但是,美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向贫穷开战的计划遭受了失败。原因

很简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理性的资本家或上层经济人知道怎样把公共

福利费用的大部分“从自己的肩上转嫁到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的肩上”。
正如向企业征收的增值税实际上是由消费者来承担的一样,除非限制一次分

配重效率的做法,否则二次分配的“公平”会被一次分配的更有“效率”所抵消。
例如,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间,英国的租地农场主和地主把工资

强行降低到绝对的最低限度,而由于教区救济金的存在,他们以工资形式付给

农业短工的钱甚至比最低限度还要低,其间的不足部分恰好等于教区救济金

的份额。

  当然,事情并不仅仅只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么简单。实际上,作为大

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也不可能妨碍大资产阶级

去攫取利益。因而,这样的政府根本不可能消除市场失灵。事实上,西方国家

虽然有反垄断法,但是,大企业的合并浪潮却屡屡出现,生产越来越集中,垄断

程度越来越深。

  即便这样,垄断资产阶级还是感到这样的政府有些碍手碍脚。因而,他们

的代理人即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公共选择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政府的组成

人员同样是理性经济人,也会追逐自身的利益而做出有损公众利益的事情,从
而表明政府至少与市场一样并不是完美的,也会存在政府失败问题,进而得出

“市场的失灵并不是把问题交给政府去处理的充分条件”的结论,以便“削弱

‘骑在人民头上的大政府’,而代之以‘骑在人民头上的大资本’。”

  但是,这些经济学家可能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市场失灵的问题不

仅市场解决不了,而且制约市场的政府也解决不了。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资本

主义制度所解决不了的。从而,人类社会,要么不得不承受市场失灵和政府失

败的双重灾难,让绝大多数人都去做大资产阶级事实上的奴隶,要么就只能摒

弃资本主义制度,即使为之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

  显然,人类社会只会做出后一种选择。有人鼓吹,21世纪的竞争是制度

的竞争,主张全面采用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如果所有的国家都采用了一样的

制度,岂不就不存在制度的竞争了? 那么,又有什么是可以用来竞争的呢?

四、社会主义制度对理性经济人的有效限制

  既然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市场失灵的问题,那么人类社会要想避免灭

亡,就必须需求一种能够限制理性经济人自私自利本性膨胀的社会制度。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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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首先,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在于:在资本主义制度

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被资产阶级人为地分离了,从而,劳动者不得不

屈从于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本性,受尽剥削;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与

生产资料的结合得以不被人为分离,劳动者拥有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权力。
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大力创办和发展壮大国有企业的原因。当然,
要把国有企业经营好,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要进一步地制度创新以便能够把劳

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权力落到实处。

  其次,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强调一切权力归人民。人民代表大会是

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的当选也不是靠金钱堆积起来的。尽管当前社会主

义国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有待完善,但这一制度避免了西方国家三权分

立,用法律糊弄民意,置民意于不顾,使人权成为物权的牺牲品,一味维护大资

产阶级利益的制度安排。

  再次,社会主义社会强调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推崇先进文化,防微杜渐,
从小处制约损人利己行为,防范极端的自私自利行为的危害,能够构造全面和

谐的社会文化。

  其实,西方经济学最为推崇的不过是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并把未能达

到这个状态的,称为市场失灵。但是,这个帕累托最优状态与全面和谐的社会

相比,只不过是人间地狱而已。这是因为,在这个最优状态中,每个人如果不

伤害别人就不能改善自己的状况,因而在这个最优状态中,他人即地狱,人人

都处于针锋相对的绝对敌对的状态,根本不值得推崇和追求。马克思曾经指

出,“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人们

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资本却回答说:既然

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利润),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①实际上,不仅

在上述西方经济学承认的市场失灵领域,在西方经济学认为市场不会失灵的

领域,理性经济人的自私自利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因此,对于追求全面和谐社会的人们来说,社会主义制度将是他们的惟一

选择。

五、结 论

  美国纽约的市侩们非常得意于这样一种说法,即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你就

把他送到纽约来,因为这里是天堂;而如果你憎恨一个人,你也把他送到纽约

来,因为这里是地狱。但是,我又怎么知道我没有因此而把自己喜欢的人送进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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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地狱,而把自己憎恨的人送进了天堂呢?

  马克思指出,“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

灵魂”。实际上,把现代的市侩当作标准的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只不过是资本

主义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昭示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然缺陷,是资本主义制度下

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的主要根源。

  这一假设不仅不能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反而昭示资本主义制度

的终结。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制度由于能够避免放任理性经济人所带来的资

源和人力的巨大浪费,能够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因而才是当前生产力尚不够发

达条件下的人类社会谋求科学发展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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