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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英淘《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日文版序言1 

 

 
鄧英淘是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在痛苦的經驗中不斷探索中國

未來命運的那一代人的代表之一。早在 1980 年代中期﹐日本學術

界就已經開始關注他或者他們所發表的著述。2 1987 年﹐日本《中

國經濟》雜誌重點翻譯介紹過兩篇文章﹐編者寫道﹕這兩篇出色

                                     
1 鄧英淘著《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香港大風出版社 2012 年新版）一書的日

文版正在翻譯之中﹐將由日本東京的著名學術出版社“御茶の水書房”出版。為

此﹐主要翻譯者之一的筆者撰寫了日文版序言﹐向日本讀者概要介紹著者和他的

思想。 
2 著名發展經濟學家石川茲著﹕〈中國經濟的發展﹕發展經濟開發理論角度的考

察〉﹐載於山內一男編﹕《中國經濟的轉換》（岩波書局 1989 年）一書。著者指出﹐

傳統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比較經濟體制論﹐無法正確地解釋中國﹐需要發展

理論來補充。他在另外一篇講話中說﹐得到這一認識﹐歸結於中國年輕一代學者

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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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論文﹐都發表在中國的《經濟研究》雜誌上﹐並獲得中國孫冶

方經濟學獎﹐代表著中國經濟實證研究的最高水平。3 一篇是關於

經濟改革和農村社會的重新組合﹐署名是中國農村發展研究所﹔

另一篇是〈改革﹕我們面臨的挑戰與選擇〉﹐署名是中國經濟體制

改革研究所。這兩個研究所的主要成員曾屬於同一個組織﹐即中

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鄧英淘是這個組織的最重要的發起人之

一。 
20 多年過去了。我們在這裡向日本讀者介紹的是﹐1991 年初

版﹐2011 年由香港大風出版社再版﹐鄧英淘著《新發展方式與中

國的未來》一書。需要說明的是﹐當年的那個團體﹐在中國社會

的這些年的激烈變動中﹐發生了鉅大變化。集體署名作文的許多

人﹐不少成為知名人物。他們有的是政府的經濟主管﹐活躍在第

一線﹐比如日本所熟知的學者型官員陳錫文﹑杜鷹﹔有的是著名

學者﹐比如北京大學的周其仁﹐國民經濟研究所的王小魯﹔有的

由於政治的原因滯留海外﹐成為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如陳一諮﹐他

曾是那個研究組的組長﹐也曾多次到訪日本﹔有的則轉入工商界﹐

成為有名的企業經營者……鄧英淘在他的著作中﹐以及與那個組

織的另外一位重要成員和副組長﹐也是日本學界熟知的學者王小

強的對話〈為了多數人的現代化〉中向人們顯示﹐他更關心歷史

發展的長期性問題﹐而且將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發展方式的選

擇和國際社會的政治經濟格局﹐三位一體地加以思考﹐提出了中

國之所以不能和日本一樣﹐效法西方﹐追隨美國﹐而必須以自己

的方式實現現代化的理論解說。儘管在日本的出版界﹐關於中國

的著作﹐可以用浩若煙海來形容。特別是近些年來﹐對於中國的

                                     
3 日本貿易振興會 JETRO 編﹕《中國經濟》月刊﹐1987 年某月號。筆者曾保存日

文譯本和編者按多年﹐未在手頭無法詳知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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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甚至已經超過了對美國和歐洲的關注。而這部著作﹐與所

有那些研究和評論根本不同﹐它或許將改變讀者的眼界﹐建造對

於“中國道路”的真切的理解。 

 

 
在過去很多年﹐人們常常說到日本是唯一非西方的近代化國

家。從明治維新開始﹐日本實行“脫亞入歐”﹑“富國強兵”的

國策﹐從文明整體上模仿歐洲先進國家﹐走上了與西方近代資本

主義相同的道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日本實施改革﹐學

界對明治國家以來的歷史過程作全面反思﹐和平憲法﹐貿易立國﹐

並以所謂官民協調的日本模式﹐實現了戰後日本經濟的高度成長﹐

並建設起一個中產階級為主的大眾民主社會。中國講的現代化﹐

相當於日語中的近代﹐日本學界普遍使用的“西方近代”概念﹐

也即中國學者所用的西方式的現代化。 
1970~80 年代﹐東亞“四小龍”的起飛﹐多少都具有和日本模

式相似的特點﹐被世界銀行的學者們命名為“市場友好”（market 
friendly）的“東亞奇蹟”4 構成了後發國家現代化的典範。鄧英

淘指出﹐“西方近代“的經典模式﹐具有某種排他性﹐特別是對

於人口眾多的後發國家而言﹔而“四小龍”的出口導向模式﹐也

許只適合於中國沿海局部﹐而不能適合於全體。現在主要由所謂

“金磚五國”所構成的“新興市場經濟體”﹐成為世界經濟的火

車頭﹐能否重複“西方近代”﹐乃至日本和東亞的奇蹟﹐依舊是

一個問題﹔特別是在人口眾多的中國以及印度﹔“跳蚤”和“大

                                     
4 世界銀行﹕《世界發展報告 1991》（日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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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如何相比。歐洲﹑北美﹑日本﹐以及東亞的“四小龍”﹐其

經典的現代化﹐或者東亞奇蹟﹐可能無法擴散也無法複製﹐只能

在短期和局部意義上﹐實現“先富起來”﹐本質上確實是“少數

人的現代化”。這些國家的人口﹐加起來也沒有中國一個國家那

麼眾多﹐只佔世界人口的 10~20％﹐資源消耗卻已佔了世界的

60~70％。資源或許還有環境﹐無力承受西方近代的普世化﹔先發

而先富的國家﹐對於後發者的挑戰﹐最大的可能只能是遏制。 
其實﹐發達國家內部﹐並非都可以充分享受現代化﹐特別是

在虛擬經濟佔據主導地位之後。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再經過

小泉內閣與美國“接軌”的“構造改革”﹐素稱最為平等的發達

國家﹐社會貧富差距也在加大。美國的金融危機﹐歐債危機﹐使

“西方近代”自身﹐或者說近代以來的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發生

深刻地變化。美國民眾佔領華爾街﹐99％的多數抗議 1％的富人獨

佔財富﹐經典的資本主義遇到了空前的危機。或許鄧英淘所謂“少

數人的現代化”走到了它的極限。 
 

 
東亞發展的“雁行方式”﹐假定工業化的擴散效果﹐從日本

到“四小龍”﹐再到東盟和中國。5 這個假說曾經很流行﹐現在依

舊被人們經常提起﹐1990 年代起中國趕超“頭雁”而代之以“趕

超（catch up）理論”﹐但這種修正依舊沒脫離“西方近代”的主

流思維。而且它還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就是對資源和環境的支撐

                                     
5“雁行方式”是指戰後亞洲工業化以日本為“頭雁”的一種發展形態論。此說最

初由一橋大學赤松要教授在 1930 年代提出﹐由研究直接投資理論聞名的一橋大學

小島清教授精細化﹑理論化。（見小島清﹕《雁行型經濟發展論》﹐文真堂 1977 年） 



 5

力缺乏研究。隨著中國連續 30 年的高度經濟成長﹐人們開始沉醉

於現代化的擴散﹐“轉型國家”的理論登上舞臺﹐似乎精彩紛呈。

然而﹐就在近十數年﹐主流思維之下的現代化﹐展示出越來越多

的負面的社會後果。其中﹐資源和環境的困境﹐日益挑戰其可持

續性﹐並成為中國經濟長期和穩定發展的關鍵。研究資源和環境

的學者眾多﹐唯有鄧英淘有能力將這個問題與體制改革﹑發展方

式﹑國際關係聯繫起來﹐深入探討。 

最初﹐鄧英淘的研究主要集中於中國農村發展的體制方面。

他在北京大學主修經濟學﹐愛好數學﹑歷史和哲學。1980 年代初

期﹐他和何維淩合作﹐著有《經濟控制論》﹑《動態經濟系統的調

節和演化》﹐展示了對於經濟體制的整體性思考。1990 年代初﹐隨

著冷戰體制的終結﹐輿論和學界關注的熱門話題是全球化和“轉

型”﹐中國的口號是“和國際社會接軌”。作為一個冷靜的學者﹐

鄧英淘沒有隨波逐流﹐他關注的焦點轉向中國的“發展方式”。

當時的中國正在急速地現代化﹐高速公路不斷延長﹐各大城市建

設起豪華的機場﹑摩天大廈﹑一流的酒店﹑歐美名牌商品的專賣

店﹐還有隨處可見的名牌汽車……經歷“失去的十年”的日本人

驚訝地看到﹐和日本的 1970 年代一樣﹐中國進入了大眾消費的現

代社會﹐似乎在重複著日本和東亞的成長的奇蹟。要知道﹐即使

只有沿海地區﹐3~4 億的“經濟人口”﹐就足以支撐日本企業的中

國戰略了﹗在這個時候﹐鄧英淘出版的一本小書﹐對經典的“發

展方式”提出全面的質疑﹐確是空谷足音。那時候的他﹐似乎自

己走向邊緣“空谷”﹐至少不屬於被人矚目的“公眾知識分子”﹐

這本書也沒有引起太大的社會關注。20 年過去﹐他的質疑變為從

政治家到草根都不得不關注的問題﹐議論遍及網絡和飯桌﹐中國

所謂“愚者諳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了。鄧英淘這 20 年來﹐“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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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卷書﹐行萬里路”﹐愚不可及﹐智不可及﹔“新發展方式”不

僅關係中國的未來﹐也關係到天下眾生的命運。 

作為近鄰﹐日本對於中國資源和環境問題的關注﹐超過任何

其他國家。水﹑空氣和食品安全﹐從來就不是一個國家的問題而

已。北方的沙塵暴﹐已經越過大海﹐到訪日本﹔近海的污染﹐使

得魚類資源枯竭﹐沿海的中國漁民到日本所屬海域漁獵﹐竟造成

兩國之間的外交問題。1990 年代以後﹐中國不僅取代日本成為世

界最大的商品出口國﹐而且也成為能源和資源的進口大國。近些

年來﹐日本的新聞﹑電視和其他媒體﹐都不斷地報道著中國的大

企業進入非洲﹐參與石油和天然氣的競標﹐收購加拿大﹐美國﹐

澳大利亞﹐巴西的資源型企業。來自企業界的報告還說﹐中國在

非洲設立了兩千家公司﹐直接投資（FDI）已達四百億美元。在他

們所參加的一些省市領導人組織的宴會上﹐經常有非洲國家的客

人坐在主桌。日本資源貧乏﹐所有的能源和資源幾乎全部依賴進

口。1971 年的石油危機之後﹐為了節省能源消耗﹐在節能領域做

出了鉅大的努力。鄧英淘指出﹐實質上中國也是一個“資源小

國”﹐面對日益增加的能源資源需求﹐中國對國際市場的依賴鉅

增﹐即使按照最節約的日本的水平計算﹐13 億人口的中國﹐西方

式的現代化﹐照樣不可想像。近年來﹐國家市場油氣和鐵礦石價

格高位﹐與中國需求密切相關﹔而能源產地國家的動蕩不安﹐隱

含著歐美油氣鉅頭的利益追求。 

 

 

人們或許會說﹐這個問題的發現並沒有什麼了不起。早在 1990
年代﹐日本的官方和民間智庫就已經提出﹐中國的現代化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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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快﹐太快的中國速度會造成資源枯竭﹐特別是由於汽車在中國

的大眾化。的確﹐真理從來都是簡單的。哲學家們從來善於解釋

世界﹐而問題在改造世界﹐在如何破解這個制約。提出問題需要

遠見﹐解決問題的思考則來自艱苦的勞動。為此﹐鄧英淘他們花

費十數年工夫﹐研究過無數個發自基層社會的活的案例。 

1990 年代中期﹐鄧英淘和王小強﹑崔鶴鳴等再次“上山下

鄉”— 文化大革命時期他們都在貧窮的農村插隊。他們驅車訪問

中國的西北﹑西南和北部的許多邊遠地區﹐與治理沙漠的農民交

換意見。承襲毛澤東“南水北調”的設想﹐還有水利界前輩們的

研究﹐鄧英淘提出了一個雄心勃勃的西部調水設想﹕通過風能發

電﹑風電提水﹑風水互濟﹐附之以超長隧道和橋涵技術﹐積小工

程為大工程﹐在今後幾十年的時間內﹐從西南調水西北 1000~2000
立方米﹐在荒涼的中國西北部“再造一個中國”。在鄧英淘看來﹐

誰養活中國﹐中國只能養活 6~7 億人口﹐完全是武斷。除了解決

西部水資源匱乏的問題之外﹐他還大力主張開發“生態能源”﹐

即風能﹑太陽能﹑生物能。根據他的調研﹐太陽能發電技術﹐中

國已經做到世界前列。甲烷﹐包括農家使用的沼氣﹐可以部分地

取代大電網的電力供應﹐取代重化工的工業化﹐其原料是草和農

作物秸稈﹐即所謂綠色能源。 

循環經濟﹐綠色能源在日本也有許多試驗﹐而且與鄧英淘所

描繪的一樣﹐在技術方面日新月異﹐不斷在基層社會發生著變革。

不過﹐在構想和實驗的規模上﹐無法和鄧英淘相提並論。他不是

一般意義上的綠色環保主義者﹐而是構思國家未來長期發展的戰

略家﹐體現著中國傳統士大夫精神﹕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他

看來﹐如果不去探究“新發展方式”﹐中國的崛起﹐就像當年德

國和日本一樣﹐可能會激化全球性的資源爭奪﹐甚至戰爭﹗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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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本的戰略家們﹐普遍認為中國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

包括日本﹐在能源資源領域的衝突不可避免﹐從而威脅到這些國

家的能源安全。其實﹐在資源和能源領域﹐歐美最強勢﹐佔據這

先發優勢﹐使中國的全球尋求資源的舉動屢屢受挫。從鄧英淘的

書中﹐讀者可以判斷究竟誰在延續冷戰思維﹐領教“新發展方式”

對於市場競爭社會的否定﹐中國哲學家老子“小國寡民”思想的

現代寄託﹐體味中國現代士大夫的學者風骨和天下關懷的境界。 
 

 
早年的鄧英淘對系統論和控制論在社會科學領域的應用頗下

過一番功夫﹐在他以後的學術生涯中﹐系統思維貫穿始終﹐看似

分散的個案研究﹐在他那裡可以整合為一個思考體系。新發展方

式的提出﹐既與國際政治經濟形態的認識連貫一致﹐還延續到他

自己對於人類社會組織及其構成機制的基本認識﹐而且與其說這

是一個分析結論﹐不若說是一個社會歷史的方法論。有意思的是﹐

他的這個認識﹐還與日本企業組織的效率有關。 
在他與王小強的對談中﹐鄧英淘說﹐人類配置資源﹐廣義地

說只有三種機制﹐市場機制﹑科層機制﹑互惠機制。微觀組織的

變化﹐取決於這三種機制應用的不同組合。互惠機制對應“黃金

法則”﹐是人類歷史上最早出現的組織方式﹐知恩圖報﹐激勵制

衡﹐產生組織效率的最大化﹐日本式的經營的確如此﹐員工在公

司找到家庭式的歸屬感﹐故有社會學上“擴大家社會”概念。6 不

                                     
6 關於日本“家”的概念﹐源於中世紀日本的農耕~軍事部落或集團﹐被日本學者

命名為“原家”﹐與中國的血緣家庭的概念不同。“原家”有嚴格的內外之別﹐

並在對抗中聯合擴大為更大的集團﹐發展為鐮倉時代的“武家”政治﹐即“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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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這種機制有它的局限﹐一旦組織規模大﹐流動性高﹐互惠難

以維繫﹐轉而依賴科層機制。工業化的大生產﹐催生科層機制的

普遍化。從韋伯到布勞﹐產業科層制一直是社會學研究的一個課

題﹐也是日本研究的一個課題。鄧英淘所說的“彼得原理”﹐也

即社會學的結構功能學派所謂科層制或官僚制的“失去功能”﹕

在其位而無能謀其政的普遍不稱職。市場機制對應“蘭德命題”﹐

對作為一種資源配置﹐它的適應範圍並不如想像的那麼普適。“如

果煤炭﹑油氣這種可分可專有的資源徹底用完了﹐市場機制發揮

作用的範圍﹐比起現在﹐勢必大幅度縮小”。正如王小強評論的

那樣﹐互惠﹑科層﹑市場的方法論﹐可以應用於社會的結構性研

究﹐也可應用於歷史性研究中。鄧英淘的方法和概念﹐超越了政

府（科層官僚）與市場﹐或者傳統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二元圖

式﹐給出了更為廣闊的社會史的視角﹐並呼喚一種新的互惠社會

的到來。 
鄧英淘的“互惠”社會之說﹐不是空想社會主義﹐而是一種

適應於“新發展方式”的社會組織形態 — 如果不用歷史的必然

性﹐或者自然歷史過程的說法﹐並與他的多數人的現代化﹐共同

富裕的現實問題相關連﹐構成一個屬於他自己創新的思想體系﹐

在時下專門化的學術研究界﹐誠可謂鳳毛麟角。正是從自己的體

系出發﹐長久以來很少就政治問題發表見解的他﹐第一次提出自

己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構想。而這個構想的基點﹐依然訴諸執政

                                                                                                           
聯盟國家”﹐或者“大家”。經過戰國“大名”﹐形成“大家聯盟”。到德川幕

府時代﹐大名家的軍事組織﹐從武士集團擴大到行政等一般社會組織﹐並滲透到

工商業組織之中。明治維新﹐廢藩置縣﹐建立中央集權國家﹐擴大家的要素繼續

存在社會之中﹐如家庭式的日本企業。這就是“擴大家社會”的概念。（見村上太

亮﹑公文俊平﹑佐藤誠三郎合著﹕《作為文明的家社會》﹐中央公論社 197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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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多數人。“黨員公投”﹐符合民主社會的多數決定原則﹔“堅

持名分”和“兩體互動”﹐聯接黨內黨外﹑政體國體﹐接近中國

現實﹐具有可操作性﹔“期限責任”和“系權制衡”﹐訴諸規範

程序的理性選擇﹐並特別提到“系權制衡”來自於日本自民黨內

的“三權分立”的經驗﹐派系之間糾偏﹑互動﹑制衡﹐在動態中

保持“輪流執政”的穩定。凡此種種政治文化的思考﹐從中國現

實出發﹐超越“西方近代”的體制模式，皆不失為卓見。 
 

 
鄧英淘的學問﹐將現代經濟學﹑社會學與中國現實和歷史﹐

與對中國文化的理解相結合﹐融會貫通並具有一種哲學精神。資

源和人類﹐都是涉及面甚廣﹐專業化極高的課題﹐在他看來無非

“參天地之化育”﹐中國哲學﹐“天人合一”。西部調水﹐看起

來非常複雜的鉅大工程﹐而通過他的辯證﹐居然可以以小搏大﹐

積少成多﹐上合“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的大禹治

水之道﹐下連毛澤東倡導的愚公精神。他自稱“道家”﹐面對人

類的資源困境﹐講求破解之“道”﹐而提出的“新發展方式”﹐

又不期而然與老子的“小國寡民”之說相合。日本的中國研究者

們﹐遇到這樣的中國學者﹐經常困擾的一個問題是﹐這位……什

麼專業﹖鄧英淘的研究對象﹐汗漫無際﹐矛盾重重﹐卻可以對立

統一﹐隨心所欲﹐這源自於某種尚待發揚光大的中國哲學﹔而中

國 1980 年代以來的經濟體制改革一直就是一個哲學問題。 
更為重要的是﹐作為一個浸染於中國歷史與哲學之中﹐又面

對現實世界思考的研究者﹐在他那裡看不到那種“自他之別”。

中國的問題﹐同時也是世界的問題﹔世界的問題﹐同時也是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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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符合墨家的“一同天下之義”﹐與現代“精英學者”各

執一端﹐斤斤計較﹐左右徘徊的學術不可同日而語。他的市場機

制有限應用之說﹐決不是懼怕競爭機制 — 在性格上他曾以好鬥

出名﹐而是“不爭是爭﹐是謂爭也”。其歷史視野﹐當在西方主

流的“民族國家”和“文明衝突”論者之上。面對於一個全球化

的“春秋戰國”﹐他以“道家”的出世精神﹐儒家的大同思想﹐

佛家的天下眾生慈悲為懷﹐上下求索﹐以天下為己任。正是由於

有了這種哲學精神﹐才可以寫出下面的結論﹕“新發展方式和工

業化之路﹐從加強生物圈質能循環中獲利﹐以分佈式可再生能源

為基礎﹐是中國及世界大多數人發達和現代化之路﹐此乃數百年

未有之大變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或可謂之”。 
最後﹐作為鄧英淘著《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日文版的

譯者之一和序作者﹐寫幾句題外的話。筆者曾經是“中國農村發

展問題研究組”的最年輕的一個組員。1982 年冬天﹐第一次參加

“發展組”的農村調查﹐在中國中部的江西吉安地區﹐領隊者之

一就是鄧英淘。7 “克蘭機制”的小組正在加入“科層機制”﹐加

之研究的側重不同﹐他在農業經濟政策﹐筆者在農村社會學﹐相

互交流的機會並不多。在以後小組的讀書研究會上﹐見識過他的

好鬥性格﹐直率的批評幾乎叫發表研究成果的人下不來臺。不過﹐

在有限的個人交往中﹐他給過我不少指教﹐至今印象深刻。第一

篇調查報告﹐他提醒我﹐注意開篇﹐要主題鮮明﹐說出你的問題。

我曾多次與他討論西方社會學﹐似乎主要是結構功能主義﹐大約

關係到帕森斯的社會系統論。記得在他那間極為簡樸的書房﹐他

邊談邊寫﹐以他的擅長的數學公式﹐寫出了幾頁長的他自己的“結

                                     
7 參見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編﹕《農村‧社會‧經濟》第二卷﹐世界知識出版

社 19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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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功能五元組”。可惜那個手稿遍找不見﹐或許是哪位朋友借去

閱讀﹐沒有歸還。近年來他的著作﹐我都拜讀過﹐敬服他的執著

和不斷擴張的學力。為了編輯何維淩的文字﹐以紀念維淩逝世 15
週年﹐我隨小強和他在發展組的老辦公地見過面﹐他答應寫一篇

懷念維淩的文字﹐題目叫“天地一沙鷗”。可惜﹐那以後他患了

重病﹐再見他是在 301 醫院的病房了。他沒有談自己的病情﹐和

我聊起“發展組”過去的人和事﹐以及日本問題﹕日本想當大哥﹐

我問過他們﹐你們知道在中國當大哥意味什麼嗎﹖我估計﹐他指

的是亞洲工業化的日本“頭雁”之說﹐回答說當年的問題是教育

農民﹐現代的問題是教育日本﹐他大笑﹐曰﹕孺子可教否﹖但是﹐

我之所以致力於譯書﹐將他著作介紹給廣大的日本讀者﹐絕非源

於微不足道的些許私交﹐而是來自這位思想者本身思想的價值﹐

和對於他的歷史長程思考的共鳴。“鶯其鳴也﹐求其友聲”。相

信他的關於“多數人的現代化”的思考﹐可以跨越國界得到多數

人的共鳴﹗謹此為日文版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