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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吳敬璉論
઼छ൴Լ؎ࡁտٙࡁտࣶ!!आ̈!ڒ
上海遠東出版社 2010 年 1 月出版的《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
（以下簡稱《教程》）中﹐作者吳敬璉研究員違反歷史事實﹐曲解馬
克思主義﹐杜撰了一系列荒謬絕倫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
“社會主義模式”﹐1 企圖解構“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
指導思想”（胡錦濤）2 的重要原則﹐從根本上來矮化﹑醜化﹑否定
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
將吳敬璉這本書和其它作品互相映證著看﹐它們形成了一條證據
鏈﹐
說明吳敬璉之所以這樣做﹐
其制度目標是讓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

1

推薦閱讀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1 章〈計劃經濟的建立與改革問題
的提出〉﹐上海遠東出版社 2010 年。
2
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 30 週年理論研討會文集
（上）》﹐學習出版社 2009 年﹐第 7 頁。

實現他“嚮往”的“普世價值”的資本主義“歐美模式”。3
進一步看﹐吳敬璉對“歐美模式”的迷信和追捧﹐也真真切切地
告訴人們﹐他所要實現的中國“改革”是為“1％”服務﹐而不是為
“99％”服務。這是吳敬璉全部思想的要害之所在。因為﹐恰恰是針
對資本主義“歐美模式”為少數富人服務的痼疾﹐早在 2008 年金融
海嘯之前﹐美國的著名經濟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薩
繆爾森等就坦承﹕歐美國家的“市場經濟加劇不公平”。“收入和財
富的不平等代代相傳。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4 而金融危
機爆發以來﹐“歐美模式”裡面“1％和 99％”處於對立狀態這類
話﹐則像被插上了翅膀﹐因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而飛向全世界﹐
既使得“歐美模式”“為什麼人服務”的要害問題﹐透過危機及不公
平﹑缺乏效率的治理﹐再次尖銳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也使吳敬璉
採用“歐美模式”來“改革”中國的政策主張﹐到底是“為什麼人服
務”（即為“1％”服務）的大本大源﹑大是大非問題昭然若揭﹗
結合中國的產業經濟實況來說﹐基於目前中國私人資本主義基本
處於國際分工產業鏈的低端﹐國內多數工業行業的產業制高點基本為
外資企業佔領﹐5 且這種佔領還在農業和第三產業進行著的特點﹐吳
敬璉還以國企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的偽理論﹐6 主張中國徹底實行包括
3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382﹑407~408 頁。
保羅‧薩繆爾森等﹕《經濟學》（第 17 版）﹐人民郵電出版社 2004 年﹐第 607﹑194 頁。
5
據中廣網記者趙明明在〈中國工業安全突破警戒線﹐外資控制超過三分之一〉中報道﹕
有研究報告指出﹐“十一五”時期﹐在中國 28 個主要工業行業中﹐外資在其中 21 個行
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在中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排名前五位的企業幾乎都由外資
控制。近十年﹐外資對製造業市場控制度基本在 30％以上。而高技術產業總體外資控
制度近幾年已經達到近 70％的水平（搜狐網新聞頻道 2009 年 11 月 30 日﹐http://news.
sohu.com/20091130/n268578182.shtml）。
6
例如﹐吳敬璉說﹐“目前建立的市場經濟體制還是很不完善的﹐其主要表現是﹕國
家部門仍然在資源配置中起著主導的作用。具體說來﹐表現在以下方面﹕（1）雖然
國有經濟在國民生產總值中並不佔有優勢﹐
但是﹐它仍然控制著列寧所說的“制高點”﹐
即“國民經濟命脈”。國有企業在石油﹑電信﹑鐵道﹑金融等重要行業中繼續處於壟
4

2

關鍵產業領域在內的“國退民（包括外企 — 引者註）進”﹐7 走歐美
資本主義道路﹐其私有化和自由市場“偽改革”邏輯的終點和政治惡
果﹐就是導致美歐跨國公司徹底控制中國經濟的全部戰略高地﹐並連
累政治﹑外交﹑軍事﹑文化等的附庸化﹐從而為美利堅第一服務﹐為
其“1％”的富人﹑權貴等服務。屆時﹐國內的買辦階級和其他大量
私人業主則只能繼續屈尊就駕﹐處於附庸地位吃“血汗工廠”﹑“殘
湯剩飯”。在這種大格局下﹐包括工﹑農﹑兵﹑學及普通“中產階級”
大眾的中國“99％”之小康夢將完全幻滅。中華民族將被美利堅“民
營企業”孟山都徹底“轉基因”。
要否定這些評論也可以﹐只是需要吳敬璉能夠在西方經濟學的框
架內﹐變戲法似地給出一個能夠讓“99％”滿意的﹑實現“共同富
裕”的“歐美模式”資本主義來﹐推翻保羅‧薩繆爾森教授關於美歐
市場經濟“馬太效應”的判斷。並且﹐解構美歐跨國公司操控﹑入主﹑
掠奪中國經濟和分裂中國的“最大化”內生性衝動﹐— 這方面國際
案例多多﹐前蘇聯﹑東歐國家就“殷鑒不遠”。8 而在 2011 年﹐美
國高調從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重返亞洲”﹑“領導亞洲”時﹐同
時要求中國消滅國企﹑全面放開市場的弔詭﹐也不過是故伎重演﹐並
斷地位﹔（2）各級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資金等重要經濟資源流向的鉅大權力……”
（〈吳敬璉﹕尋租膨脹無以復加﹐改革需要頂頂層設計〉﹐《中國改革》2011 年 12 月 1
日﹐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zjgc/20111201/5179916.shtml）。
7
吳敬璉在《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5 章〈民營經濟的發展〉中寫道﹐民營企業包
括私營企業和外國投資企業。
8
例如﹐波蘭經濟學家卡齊米耶日‧Z‧波茲南斯基在《全球化的負面影響 — 東歐國
家的民族資本被剝奪》（經濟管理出版社 2004 年）中用大量的數據顯示﹐那裡（包括
他的祖國）“是貼著新自由派標籤的人﹐強行實施致命的建設市場資本主義的計劃”﹐
形成的是一種“病態”﹑“變異”的資本主義。政府賤賣﹐外資賤買了國有資產﹐並
控制了民族國家的經濟﹐“一個國家接一個國家陷入經濟衰退”。
再如﹐俄羅斯只是在普京執政以後﹐才制止了外資快速控制俄國經濟的勢頭﹐並
進一步推進了國有化。相對吳敬璉而言﹐普京的最大特點是﹐根本不盲目迷信“歐美
模式”﹑自由市場﹑“國際自由貿易”和“國退民進”。
3

與吳敬璉的同樣“改革”主張遙相呼應﹑內外配合﹑非常默契。9

9

據《新聞晚報》記者楊美萍在〈美國官員稱中國國企是美國“最大威脅”〉中報道﹐
2011 年 5 月第三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前夕﹐中美商會主席狄安華稱﹐在電動車﹑清
潔能源和高鐵等領域﹐中國制定了一系列管理措施﹐扶持本地企業。他說﹐中國國企
向全球擴張﹐現在不僅在中國國內﹑甚至在海外的商業競爭中﹐都可以擊敗美國企業。
中國國有企業才是美國的“最大威脅”﹐美國政府應該將注意力從人民幣昇值問題上
移開﹐轉向中國國內那些不利於美國企業同中國國有企業平等競爭的市場准入壁壘。
美國副國務卿羅伯特‧霍馬茨指出﹐41 家中國國企登上了 2010 年世界五百強企業的
名單﹐其中三家還躋身百強之列（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05/04/
6155603_0.shtml）。
另據 2011 年 10 月美國中文網〈美國眼中的中國國企有多重要﹖〉報道﹐美國國
會審查組織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認為﹐“中國國企可在國際市場上造成不公平
競爭”﹐“搞明白如何與中國國企打交道現在正成為華盛頓面臨的更重大問題。《跨
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的美國談判專家目前急切要求限制
國企活動﹐希望以此作為美國約束中國公司運營的模板。”（http://www.sinovision.net/
index.php?module=news&act=details&news_id=191137&nocache=1&articlepage=3）
2012 年 2 月 3 日﹐《華爾街日報》還發文﹐報道美國國務院最高經濟事務官員羅
伯特‧霍馬茨對中國的威脅言論﹐即中國發展國企“將給他們自己也帶來嚴重的問
題”。同時﹐美國商會會長說﹐美國對待中國國有資本主義的方式“發生了轉變”﹐
“這是一個可喜的轉變”（新華社《參考消息》2012 年 2 月 6 日﹐第 16 版）。
由此可見﹐要求中國取消國企﹐已經成為美國對華大戰略的核心內容之一。
而中國最大的商會即中華全國工商聯在
〈2010~2011 年中國民營經濟形勢簡要分析
報告〉中﹐也提出了一項重要的政策性建議﹐“當務之急就是要加快民營企業進入壟
斷領域步伐﹐……加快推進國有企業分拆重組”。
中美兩家都代表本國私營企業的商會提出同樣的建議﹐且前後貫通﹐觀點一致﹐
這是意味深長的。這裡有兩個關於他們自身利益的問題是﹐他們之間不存在競爭關係
嗎﹖誰更有競爭力呢﹖
所以﹐進一步的問題就來了﹐如果真按國家發改委的要求﹐“十二五”期間中國的
壟斷行業“改革”成“有效競爭的市場格局”（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4/07/
c_121278284.htm）﹐最大的利益將“花落誰家”﹖
答案只有一個﹕這種迷信西方經濟學個別流派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而不管歐美
國家實際做法的改革設計﹐將最有利於歐美壟斷行業中越來越大的跨國公司在“十二
五”期間快速進入中國電信﹑民航﹑石油等行業﹐並形成新的外資壟斷格局。在它們
面前﹐中國的個體私營企業和它們的所謂的吶喊者們﹐如工商聯等等﹐將被“秒殺”﹐
不堪一擊。而且﹐這將是基於同一個理由﹐自由競爭﹐全球範圍﹔一視同仁﹐WTO﹗
4

當然﹐有美國人還提出﹐如果中國有人不同意這樣做﹐那麼﹐他
就“是改革的堅定反對者﹐是鉅型國有企業的支持者”。10 所以﹐
必須“堅定不移”地推進這種“改革”﹐即不僅讓中國成為對美國不
設防的私有化﹑自由化天堂﹐更進一步的是﹐還可以隨勢而為﹐推翻
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美利堅的邏輯出發點如下﹕
லౣĎВயᛨυื઼᜕ܲѣЋຽ઼࣎छ۞ņ̳ВੑயŇĎͽ
ჯڼ߆ЪّڱĄ11

吳敬璉對此應當是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因為﹐吳敬璉在要求私有
化的同時﹐也要求實行“普世價值”的“憲政民主”﹐以消除他說的
中國今天仍在實行的“蘇聯式的專政政權……這種政治體制與市場
經濟體制之間存在鉅大的衝突”。12 至此﹐吳敬璉所謂以“憲政民
主”為核心的“政改”13 是以無產階級專政即人民民主專政為對象
的﹐已經是一清二楚的了。“吳市場”此“政改”非黨中央彼“政
改”﹐其為誰服務﹐可謂是一覽無餘﹑圖窮匕首見了。
簡言之﹐無論吳敬璉如何挖空心思﹑花枝招展﹑與時俱進﹑變化
無窮﹐一言以蔽之曰﹐此人不變的核心思想是﹐中國的國企和基本政
治制度“最與市場經濟不相稱”﹐必須改革成資本主義“歐美模式”。
但是﹐
以上這些值得商榷的說法﹐
都不如吳敬璉的話來的徹底。第一﹐
吳敬璉說﹐
“最
與市場經濟不相稱的便是國營部門”（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zjgc/20110704/
4223463.shtml）。第二﹐吳敬璉還說﹐“受控的市場還叫市場嗎﹖”（http://www.china
reform.net/special_detail.php?id=108）他是必欲除國企﹑全面開放國門而後快的那種自
由派經濟學人﹐“最與”美國提出消滅中國國企和兩面三刀的自由貿易要求“相稱”。
10
美國《福布斯》雜誌網站 2011 年 12 月 25 日報道〈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不要擔
心中國〉（轉引自〈林毅夫力挺中國經濟〉﹐新華社《參考消息》2011 年 12 月 28 日﹐
第 5 版）。
11
美國《福布斯》雜誌網站 2011 年 12 月 25 日報道〈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不要擔
心中國〉。
12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372 頁。
13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382﹑397 頁。
5

如此觀點﹐白紙黑字﹑言之鑿鑿﹐豈有他哉。而這些東西﹐他改頭換
面為“新”的“頂頂層設計”後﹐還向中共十八大和“換屆”後的“黨
政領導”提建議﹐14 要“高參”一把。其人的癡心程度和黨﹑政﹑財經
主流媒體熱捧﹐頗顯詭異。吳敬璉現象﹐值得一析。
本文重點分析的具體問題如下﹕
— 從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來考證﹐吳敬璉在《教程》中批判和否定
的一系列所謂的“社會主義模式”﹐都是杜撰的產物﹐屬於“偽說”﹐
是理論上的“三聚氰胺奶”。他以這種“偽理論模式”和“偽批判”
為由﹐從源頭上去否定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去反襯搞資
本主義的合理性﹐毫無說服力﹐且連馬克思主義的 ABC 都不顧了。
另外﹐他的手段如此陰損﹐目的能光明正大嗎﹖
— 吳敬璉的中國“改革頂層設計”是舶來品﹐屬於美國“華盛
頓共識”的範疇。第一條是全面實現私人“自由企業制度”﹐15 要國
企從競爭行業﹑壟斷行業（含“關鍵性領域”）退出﹔16 第二條是建
立不“受控的市場”﹔17 第三條是實行“西化”的“憲政民主”。18
而他還不時以吳氏定義的“國退民進”﹑“自由市場”和“政治體制
改革”冒充黨中央的重大改革決策﹐偷樑換柱﹑以勢壓人﹑混淆視聽﹑
誤導公眾。這種位至國務院“智囊”﹑“國家形象”的個人行為﹐在
政治上是一種值得注意的異動。

14

謝雪琳﹕〈吳敬璉﹕明年換屆對中國經濟有積極作用〉﹐《第一財經日報》2011 年 11
月 14 日（http://finance.ifeng.com/news/macro/20111114/5055057.shtml）。
15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28 頁。
16
吳敬璉﹕〈要約束政府配置資源的權力〉﹐《鳳凰週刊》2011 年 3 期﹐第 51 頁﹔〈吳
敬璉﹕國營部門主導資源分配與中國市場經濟最不相稱〉﹐鳳凰網財經訊 2011 年 7 月
4 日（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zjgc/20110704/4223463.shtml）。
17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371~372 頁﹔吳敬璉﹕〈目前一個大問題是行
政主導發展〉﹐中國改革網 2011 年 8 月 4 日（http://www.chinareform.net/special_detail.
php?id=108）。
18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39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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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西方經濟學的層面看﹐吳敬璉主張在中國實行“歐美模
式”的資本主義和“憲政民主”﹐19 搞不“受控的市場”等等﹐20 在
理論上顯得漏洞百出﹑不切實際﹐只能禍害國家和人民﹐為“1％”
的富人服務﹐且最契合美利堅的私利。而從學術方法角度評論﹐吳敬
璉主張“歐美模式”的種種說法﹐也是對西方經濟學和歐美現實情況
的一種規避性表述﹐非常片面和矯情﹐經不起推敲﹐也屬於“偽說”
和迷惑性言論﹐且連西方經濟學的 ABC 也都照樣不顧了。在美國﹐
連一些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教授都認為﹐如此主張﹐天方夜譚﹑陳
詞濫調﹑昨日黃花﹑不合時宜﹑難以置信。
—“歐美模式”國家公開表態﹐
要維護“既得利益集團”已安排
好的“國際秩序”﹐反對中國複製“歐美模式”﹐並不給中國的追隨
者們一絲一毫的面子﹐21 — 這更直接證明中國應搞“歐美模式”的
吳氏建議﹐是根本不能兌現的空頭支票。硬性推銷﹐其邏輯結果是讓
中國重新淪為“不當帝國的帝國主義”的附庸﹐且四分五裂﹑國將不
國。不過﹐如果真有這一天﹐某些人假複製“歐美模式”之名亂我中
華之時﹐屆時歡天喜地的仍是美國政客。因為﹐他們肢解中國已有言
在先﹐且在地球上其它地方多次實演﹐必謂言之不預也﹗22 面臨這
種可能性﹐我們不妨再提問﹕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之共產黨員吳敬
璉﹐你的私有化﹑自由化﹑憲政化“改革”為誰作嫁﹖中國的老一代
改革學者﹐如薛暮橋﹑孫冶方﹑顧准等的在天之靈﹐哪一位能認同你
這種徹底否定社會主義﹑極力主張投靠資本主義“歐美模式”的“偽

19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397﹑367~375 頁。
吳敬璉﹕〈目前一個大問題是行政主導發展〉﹐中國改革網 2011 年 8 月 4 日。
21
香港鳳凰衛視報道﹐2010 年 5 月﹐奧巴馬在白宮接受澳大利亞電視採訪時說﹐“中國
領導人應該想出一個新模式﹐不要讓地球無法承擔”（http://www.tudou.com/programs/
view/ZVcIZGHXgS0/）。
22
推薦閱讀王小強﹕《史無前例的挑戰 — 讀美國近來戰略研究》﹐（香港）大風出版
社 2005 年。在這本書裡﹐作者詳細介紹了美國﹑日本一些人建議分裂中國的研究成果。
20

7

改革”取向﹖
本文由六部分組成﹕一﹑社會主義重返“烏托邦”﹖二﹑資本主
義才能救中國﹖三﹑資本主義怎麼救中國﹖四﹑文武兼施推行資本主
義﹖五﹑皈依“歐美模式”﹖六﹑向“十八大”獻禮﹖

˘ďۤົཌྷࢦܔņনћ֣ŇĔ23
在近百年的歷史中﹐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搞革命﹑建設和改
革﹐艱苦奮鬥﹐歷經曲折﹐總結正反歷史經驗﹐馬克思主義與實踐相
結合﹐提出“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24“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
中國”。25
但在《教程》中﹐吳敬璉卻言之鑿鑿地告訴人們﹐從馬克思﹑恩
格斯開始﹐社會主義在起點上就是一個無理性的“烏托邦”。他在這
本集一生最得意的“學術成果”﹑“政策建議”於一體的代表性作品
裡﹐一棍子重新把科學社會主義打回空想社會主義﹐變幻成“空心
菜”﹐釜底抽薪。
他的“學術理由”何在﹖
吳敬璉最重要的“鋼鞭材料”和“學術理由”十分簡單﹐在馬克
思的著作中抽出兩段話﹐掐頭去尾﹑望文生義﹑曲解一通﹐然後就說﹐
馬克思﹑恩格斯“提出更具現實可能性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設想”﹕
“大工廠”﹗26 並且﹐吳敬璉還將這個所謂的“大工廠”模式絕對
23

在這一節裡﹐針對吳敬璉在《教程》中歪曲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史的考證﹑
分析和評論已高度濃縮﹐只是將與本文有關的重要觀點簡潔地表述出來。
24
《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第 768 頁。
25
〈胡錦濤在慶祝新中國成立 60 週年大會上的講話〉﹐http://www.gov.cn/ldhd/2009-10/
02/content_1431701.htm。
26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3 頁。括號中的字為引者所加。吳敬璉的原
文是﹐“他們認為（指馬克思﹑恩格斯 — 引用者註）﹐……完成了社會對極少數壟斷
了生產資料的資本家的剝奪﹐整個社會就成為一座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的
8

化﹐橫貫中西一百多年。27
社會主義等於“大工廠”﹖更不堪言的是﹐恩格斯還說過﹐大工
廠是一個取消個人自由的“專制”體制。28 由此可見﹐馬克思的社
會主義理論簡直是胡說八道﹑不堪一擊﹑毫無道理和人性﹐實屬人類
自由社會之異端邪說。阿道夫‧希特勒還是資本主義“憲政民主”﹑
“公民社會”和“中產階級”選舉出來的呢﹗
不過﹐通過理論上的仔細考證卻能發現﹐這個子虛烏有﹑荒誕不
經的社會主義“大工廠論”﹐是吳敬璉杜撰並強加於馬克思主義奠基
人的﹐屬於“七月飄雪”﹑“千古奇冤”一類﹐在理論上沒有一絲一
毫的真憑實據。
這裡的理由同樣簡單﹑直截了當﹕
第一﹐馬克思主義奠基人提出的社會主義重要原則之一就是﹐
“想要使所有國家的運動都採取統一的形式是荒謬的”。29 具體問
題具體分析﹐是社會主義運動“活的靈魂”。30 社會主義沒有什麼
先驗的﹑普適性的模式可言﹐更何況是“大工廠”的“專制統治”模
式了。
被吳敬璉口頭上尊為“先賢”的顧准也曾這樣寫道﹕
ҹޥ၆ņϏֽۤົŇ՟ѣ˘ј̙ត۞࠻ڱĎቁ၁ৌ͕၁ຍ
гᙸຍឰ።Ϋ۞ྻજΝྋՙ៍މ୧ІԆБ̙Т۞Ч઼۞યᗟČČĄ31

但是﹐吳敬璉對顧准老師的這段話﹐顯然是視而不見﹑棄之如敝
屣了。緣由大概是﹐“吾愛吾師﹐更愛普世價值﹑歐美模式”。
大工廠。在這種‘社會大工廠’式的經濟中﹐商品生產﹑貨幣交換和市場關係都將消
亡。”（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8 頁）
27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8 頁。
2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第 552 頁。
2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8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第 519 頁。
3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 527 頁。
31
《顧准筆記》﹐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2 年﹐第 6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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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吳敬璉用來證明馬克思“社會主義模式”＝“大工廠”的
兩段關鍵性引文﹐根本就是曲解和偽說。其一採用了張冠李戴﹑移花
接木的詭異手法。如在德文版﹑法文版翻譯過來的《資本論》第一卷
的兩個版本中﹐明明都是馬克思寫道﹐資產階級辯護士“斥責”說﹕
“任何有意識的社會監督和調節”﹐“將把整個社會變成一座工
廠”。32 但在吳敬璉的筆下﹐這種明明是別人說的話﹐怎麼就成了
馬克思本人說要建立“大工廠”式“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直接證
據了呢﹖﹗“天日昭昭”﹐
馬克思成了岳飛哩。其二是拿假設當事實﹐
沙上建塔﹐想當然爾。如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在批評普魯東
的分工謬論時﹐曾假設“如果”將社會視為“工廠”的情況。33 這

32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根據德文本翻譯）﹐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第 395 頁。
在根據馬克思修訂過的法文版翻譯的《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的原話是這樣的﹕
ྤயล৺ຍᙊ၆̍ಞ̍͘ຽ̶̍ď౻જ۰ϠؠଂְߙԊొፆүͽ̈́౻
જ۰ঐໂгڇଂྤώछ៙౯ҌĎΪࢋѣˠኘኢϠய࿅۞ۤົႾ༛ົۤአ༼Ďι
ಶົ̂Ψ˘ᓏĎڃ౿࿅ΝĕιԯЇң˘ᙷЋဦౌᄲјߏܬϚྤώछ۞ੑயᝋďҋϤ
͇ኬ̖ਕ۞ᝋӀĄߏٺĎֱ̍ᇄ۞ޘטሤ᜕͕̀ࣇыᓏΨ಄ᄲēņҰࣇߏӎຐ
ԯۤົតј˘ळ̍ᇄĔŇ̍ᇄޘטΪߏ၆ய۰̖ѣрĕĞĮྤώኢįௐ一סĦॲፂ
ү۰࣒ࢎ۞ۍ͛ڱௐ一סᖙᛌħĎ઼ۤ̚ົࡊጯ ۤۍ1983 ѐĎௐ 359 ࢱğ

當然﹐在前一個版本中﹐對“辯護士們”的話﹐馬克思沒有加引號﹐但是誰都能
夠看明白那裡是馬克思在複述他們的話。其原文如下﹕
̍ᇄ۞ޘטሤ͕۞᜕̀ࣇдϋయۤົ౻જ۞Їң˘࿆ᖐॡĎΪົᄲ
ᖐԯፋ࣎ۤົតј˘ळ̍ᇄĎ˘ᕇߏޝਕᄲځયᗟ۞Ą

在這些證據面前﹐我們看到吳敬璉污蔑馬克思已經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了。
馬克思明明是說東﹐吳敬璉偏偏說他說的是西﹐沒有認真討論問題的誠意。
3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第 129 頁（參見吳敬璉﹕《當
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8 頁）。馬克思的原文如下﹕
тڍԧࣇͽன̍ᇄ̚۞̶̍ࠎݭĎԯιྻϡٺፋ࣎ۤົĎ֤ᆃԧࣇಶົ࠻זĎ
ࠎ˞Ϡயੑಱ҃ᖐԆච۞ۤົĎ୮ႷયΪᑕ༊ѣ˘࣎೭үϡ۞Ћຽ
А۞ؠטఢထ̍ү̶੨ගВТវ۞Ч࣎јࣶĄΞߏĎ၁ᅫଐݒڶԆБ̙ߏᇹĄ

“實際情況卻完全不是這樣”﹐實際上是馬克思已經否認了這之前做出的“如果”
10

種假設性質的東西﹐根本就不能成為證明某種事物是否存在的直接證
據或間接證據。但吳敬璉卻認為﹐它就是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大
工廠”的又一個重要直接證據﹗
由此可見﹐吳敬璉在否定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時﹐出手的
第一狠招就是“假冒偽劣”式。但是﹐用雞蛋冒充阿基米德支點﹐就
要撬動槓桿推翻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吳敬璉的結果肯定是不
會太美妙的。起碼﹐這說明中國“智庫”的“國家形象”﹑經濟學的
“最高境界”者﹐可以為達目的﹐不擇手段。34
吳敬璉內荏而色厲。他在歪曲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學說後﹐在《教
程》往後的文字中愈發不可收拾﹐可謂是“飛流直下三千尺﹐幾多謠
言落九天”了﹕35 老祖宗馬克思“大工廠論”荒謬絕倫﹐後來者﹐
如列寧﹑斯大林更不堪言﹐一代不如一代。
例一﹐按照吳敬璉在《教程》裡的描述﹐列寧領導的 1917 年俄
國“十月革命”開啟了“只能是大災難和大倒退”的社會主義道
路。36 並且﹐《教程》裡的列寧修煉得道﹑五蘊皆空﹑立地成佛﹑
的假設。但在吳敬璉那裡﹐就變成“完全是這樣”﹐並成為了馬克思的一條罪證﹗
34
有關詳細分析﹐推薦閱讀夏小林﹕〈馬克思從未提出“‘社會大工廠’模式”— 一
評吳敬璉“社會主義模式論”〉﹐《管理學刊》2011 年 5 期（http://xxl.caogen.com/）。
35
李白原詩為“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
36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409 頁。他的原文如下﹕
тڍԯ៍၅۞ᙡᐝଯШՀᅈ۞።ΫஎĎԧࣇ˵Ξͽଂˠᙷд 20 ͵ࡔซҖ۞
˘ܕѺѐԼ։ۤົ۞።Ϋ̂ྏរ̚࠻ޝēтТАኰᜪࣞٙᄲĎ̙გϲຍкᆃ࡚
рৌྕĎڻ 1789~1871Ğᜪࣞࣧ͛ࠎņ1870 ѐŇ— ͔۰ොğ~1917 ѐ۞ྮĎਕ
ૉᒔ۞ՙ̙ߏˠࣇഅགྷధᏚ࿅۞г˯઼͇Ď҃Ϊਕߏ̂խᙱࣆ̂ੜĎऌٛ֕ͽ
˫ޢаࣧ˞זĄ

這裡的“1789~1871~1917 年的道路”﹐分別是指 1789 年法國大革命﹑1871 年法
國巴黎公社起義和 1917 年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所以﹐在吳敬璉眼睛裡﹐不僅資產階
級的法國大革命應當被徹底否定﹐1871 的法國巴黎公社應當被徹底否定﹐1917 年十月
革命開創的社會主義道路也是應當被徹底否定的。
不過﹐吳敬璉借加入了自己杜撰話語在內的顧准之話來表達個人觀點的時候﹐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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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註明其來源和說明顧准對社會主義的整體評價。顯然﹐這是吳敬璉的一種策略。
據查閱和向資深專家咨詢﹐吳敬璉稱“先賢顧准所說”的話﹐是他對顧准〈民主
與“終極目的”〉一文中部分內容的概括。此文載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2 年出版的《顧
准文稿》第 392~397 頁。但是﹐此文中﹐顧准並沒有說 1789 年法國大革命﹑1871 年巴
黎公社﹑
1917 年十月革命道路“只能是大災難和大倒退”﹐
而是說“1789~1871~1917”
潮流和英美式的改良型潮流﹐在相互激蕩﹑借鑒中可能有交叉的趨勢。他從來沒有對
歷史上除舊佈新的革命運動有過任何徹底否定的評論。（如他曾說過﹐歷史上常有“一
天等於 20 年”的時刻﹐但要不斷革命﹐天天等於 20 年﹐就必然鬧大笑話）所以﹐法
國大革命﹑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只能是大災難和大倒退”﹐是吳敬璉強加在顧准
頭上的。
至於吳敬璉說革命“能夠獲得的決不是人們曾經許諾過的地上天國﹐而只能是大
災難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後又回到了原處”﹐則是對顧准的放肆歪曲。顧准所提出
的“娜拉出走後怎樣”的問題﹐實際上是說在偉大的革命運動之後﹐國家的管理和經
濟建設必須遵循客觀的經濟規律﹐而不能簡單地搞教條主義﹐如取消貨幣等﹐也不能
簡單照搬革命運動時期的思維方式和工作方式﹐實際上還是批評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出
現的一些錯誤觀點﹐完全沒有否定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意思。
顧准對斯大林和蘇聯制度有激烈的批評﹐但是﹐他並沒有完全否定斯大林和這一
時期的蘇聯制度。相反地﹐他對斯大林之後的蘇聯領導人沒有與時俱進地改革原來的
高度戰備體制倒是很不以為然的。
總體上看﹐顧准是盡自己的努力﹐在廣泛研究的基礎上從根本上思考中國的發展
與人類社會進步的問題﹐為此以“懷疑一切”的精神重新審視各種經典理論﹐以及力
圖跟蹤當代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當然﹐他的一些想法在今天看來仍然是
值得商榷的﹐如中國應當搞社會主義的“兩黨制”等等。顧准具有強烈的﹑真誠的民
主主義和愛國主義情懷﹐始終關懷著廣大群眾的疾苦﹐同時他也是一個真正的學者。
他從來沒有認為自己已經窮盡了人類的知識﹐也從不認為自己提出的理論假說沒有商
討的餘地。
我們完全有理由假設﹐以顧准的人生目標﹑研究方向﹑知識﹑個性和品德而言﹐
如果他還生活在今天﹐對歐美國家那些投機賭博新經濟﹑新帝國主義行徑和中國國內
的私有化﹑自由化和貪污腐化等種種問題﹐也是會直言無忌地批評的。
恰如《顧准文存》裡許多篇文章所顯示的﹐他儘管曾認為並委婉地批評馬克思的
社會主義經濟學說主要以他的哲學命題為出發點（即實際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必須從
當代複雜的經濟現實出發）﹐但同時也對馬克思的學說作為科學體系表示了高度的尊
敬。他決不像吳敬璉那樣去污蔑馬克思主義有一個先驗的﹑統一性的“社會主義經濟
模式”﹐更不會像吳敬璉那樣千方百計﹑不擇手段﹑近乎盲目和狂熱地鼓吹私人資本﹑
自由市場﹑“歐美模式”。例如﹐當時顧准就認為﹐“事實上﹐私有財產權在全世界
的知識界都是遭到鄙棄的”（《顧准文稿》﹐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2 年﹐第 36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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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時空﹐居然在地球上還沒有蘇聯這個國家時﹐就在 1918~1920
年間﹐依據所謂的馬克思“大工廠論”﹐變化出一個“‘戰時共產主
義’﹕蘇聯建國初期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37 且是取消了商品貨
幣關係的“世界上第一個計劃經濟體制”﹗38 或曰﹐蘇聯“辛迪
加”模式社會主義﹐39“一家由政府壟斷經營的大公司”40。
他對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保持著高度警惕性﹐曾明確地指出﹐中國要“迅速現代化﹐不
做美國棋盤上的卒子”（《顧准筆記》﹐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2 年﹐第 330~344 頁）。
另外﹐他對凱恩斯主義也有所肯定﹐且比較欣賞德國的李斯特歷史學派。他非常重視
市場經濟中工會對提高工人收入水平的重要作用。他對自己所見到的“前 30 年”範圍
內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成就也是完全肯定的。
由此可見﹐在對待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公有制和私有制﹑國家調控市場和自由
市場﹑自由貿易與貿易保護主義﹐以及歐美國家等問題上﹐顧准的基本立場﹑觀點和
方法與吳敬璉是有原則區別的。吳敬璉時不時拿顧准老先生說事﹐甚至杜撰他的意思﹐
是非常不嚴肅的實用主義態度。吳敬璉實際上是借顧准的招牌﹐推銷自己那一套全面
否定馬克思社會主義學說﹑徹底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私貨。
37
歷史上﹐在列寧和蘇維埃政權實行“戰時共產主義”的時期﹐蘇聯還沒有成立。1917
年“十月革命”後建立的政權是工農蘇維埃政府﹐簡稱蘇俄﹐它還不是後來的蘇聯。
蘇聯是於 1922 年 12 月由俄羅斯﹑外高加索﹑烏克蘭和白俄羅斯聯合成立的。這時列
寧和蘇維埃政權已經在實行“新經濟政策”﹐
利用它向社會主義過渡﹐
“戰時共產主義”
政策被放棄了。在此意義上講﹕第一﹐“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地球上還沒有蘇聯﹐
哪裡就來了一個吳敬璉說的“蘇聯建國初期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即“計劃經濟體
制”﹖第二﹐蘇聯建立時﹐“戰時共產主義”已經取消﹐哪裡又能夠來一個以它為內
容的“蘇聯建國初期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第三﹐列寧提出利用“新經濟政策”向
社會主義過渡。但列寧沒有來得及完成這一工作。列寧時期沒有建成社會主義社會。
既然如此﹐在列寧時期﹐哪裡又有一個吳敬璉說的“蘇聯建國初期的社會主義經濟模
式”存在呢﹖
38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13 頁。
39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11~13 頁。
40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12 頁。但是﹐在這裡吳敬璉又犯錯誤了。因
為﹐辛迪加根本就不是什麼“一家”工廠﹑企業或公司﹐而是由一些獨立法人企業自
願組成的聯合體﹐類似勞動者的自由聯合體。辛迪加的各個參加單位在法律上都是獨
立的﹐不是“一家子”。吳敬璉將其視為“一家”公司來批判列寧﹐沒有任何根據。
而關於列寧偶爾比喻過“社會”像“工廠”的問題﹐他自己也有過解釋﹐即“在全社
會推行這種‘工廠’紀律﹐決不是我們的理想……最終目的﹐而只是為了徹底肅清社
13

而歷史真相卻是﹐1921 年初﹐協約國武裝干涉還沒有完全停止﹐41
列寧即在俄國用新經濟政策取代了被稱為“臨時的辦法”的戰時共
產主義﹐42 並在 1922 年底蘇聯成立後一直實行了十多年。這項政策
允許實行多種所有制﹑對外開放和國家調控下的市場經濟﹐以走向完
全的社會主義社會。在歷史上﹐列寧根本沒有搞過吳敬璉連概念都弄
錯了的“辛迪加”式“社會主義模式”。
面對列寧這個有市場經濟內容﹐且在蘇聯成立後仍長期實行過的
新經濟政策﹐吳敬璉在《教程》中卻怎麼也不承認它具有“蘇聯社會
主義模式”的價值。吳敬璉在臨時的蘇俄“戰時共產主義”和蘇聯長
期實行的“新經濟政策”之間﹐揚前抑後﹑厚此薄彼﹑篡改歷史﹐是
為了刻意強調列寧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只錯不對﹐以符合他關於社會
主義者一代不如一代﹑1917 年“十月革命”“是大災難和大倒退”43
的觀點。看來﹐吳敬璉治史的態度非常隨意﹐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偏見。
讀者一不留神﹐就會上當﹐五內俱焚﹑心智迷失﹐“夢裡不知身是客﹐
錯把他鄉當故鄉”。44
例二﹐斯大林也成為了吳敬璉操縱的“木偶人”﹐思想混亂﹑自相
矛盾﹕一方面斯大林繼承了所謂的列寧“辛迪加”模式﹐
“國家迷信”
至高無上﹐搞計劃經濟﹐且這時“國家所有制更被看作是整個社會主
義制度的基礎。……在相當長的時期中被不少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視
為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45 另一方面﹐斯大林居然文攻武衛“大

會上資本主義剝削製造成的醜惡現象﹐並且為了繼續前進所必需的一個階段”（《列
寧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第 257~258 頁）。
41
如“日本在遠東的武裝干涉一直繼續到 1922 年。此外﹐還有過組織武裝干涉的新嘗
試”（《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出版社 1975 年﹐第 268 頁）。
42
《列寧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第 517 頁。黑體字為引者所加。
43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409 頁。
44
有關詳細分析﹐推薦閱讀夏小林﹕〈列寧從未提出“‘國家辛迪加’模式”— 二評
吳敬璉“社會主義模式論”〉﹐《管理學刊》2011 年 6 期（http://xxl.caogen.com/）。
45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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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早在 20 世紀 20 年代就把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給廢了。46
雖然﹐歷史上的斯大林在 1936 年底才宣佈﹐新經濟政策進入了
“終結的時期”。47 其理由是﹐蘇聯“已經做到在基本上實現了社會
主義”。48 這之後﹐斯大林仍然一直堅持繼續利用新經濟政策中的積
極因素﹐在蘇聯基本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實行國民經濟計劃﹐且對
外開放﹑保留部分商品貨幣關係﹑市場調節和個體所有制的混合經濟
體制。49
應該說﹐吳敬璉在《教程》裡歪曲﹑否定斯大林的學說和社會主
義實踐﹐還有其特殊的原因。這就是他說的﹐斯大林建立和發展的國
有經濟體現了“國家迷信”﹐而國有經濟還是否定市場自發調節的計
劃經濟的基礎﹐所以﹐國有經濟不應當“天經地義”。50 更直截了
46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14~15 頁。
《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第 392 頁。
48
《斯大林選集》下卷第 392~399 頁。列寧本人也說過﹐“新經濟政策的俄國將變成社
會主義的俄國。”（《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 289 頁）由此看來﹐在百度百科
的“新經濟政策”詞條中﹐認為“1929 年﹐斯大林公開宣佈停止實施新經濟政策﹐在
全國範圍加速開展農業全盤集體化和社會主義工業化運動﹐在事實上採納了托洛茨基
的建國思想﹐逐步形成了代替新經濟政策的斯大林模式”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參見
http://baike.baidu.com/ view/61706.htm）。
49
在 1952 年發表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斯大林回顧性地寫道﹕“商品生產
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國﹐也像大約 30 來年以前當列寧宣佈必須以全力擴展商品流轉
時一樣﹐仍是必要的東西。”（《斯大林選集》下卷第 550 頁）同時﹐斯大林仍然認
為﹐蘇聯要實行不同所有制並存﹔不要迷信經濟計劃﹔社會主義有內在矛盾﹐需要不
斷調整生產關係。
如何客觀地﹑歷史地﹑辯證地評價斯大林時期的社會主義體制問題﹐因為篇幅限
制﹐有關內容就省略了。但是﹐事實證明﹐斯大林不僅領導蘇聯在複雜嚴酷的國際環
境中﹐成功地實現了趕超戰略﹑強國富民﹑捍衛國家主權﹑支持世界革命和民族解放
鬥爭﹐而且他還是在宣佈基本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後﹐仍然堅持利用不同所有制形式﹑
對外開放﹑商品貨幣關係和價值規律的第一人。斯大林時期的經濟體制﹐由於當時要
實現趕超戰略和國內外環境的特殊性（主要是強敵環伺﹑嚴重的軍事威脅和戰爭）的
影響﹐集中程度高是一種必要的選擇。後人應當與時俱進﹑適時變通。但是﹐後來的
蘇共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改革得分不高。
50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15 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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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話﹐據 2011 年 7 月 4 日香港鳳凰財經報道﹐“政府智囊”吳敬
璉是這樣說的﹕
ᄃξಞགྷᑻ̙࠹Ⴭ۞઼ߏܮᒉొܝČČĄ51

在吳敬璉看來﹐通過歪曲和否定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學說和實踐﹐
就可以導致直接否定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 — 國有經濟﹐並由此
而及其它。如此﹐何樂不為呢﹖美國以自由競爭為藉口﹐要中國消滅
國企。52 吳敬璉以否定斯大林和提倡“市場經濟”為藉口﹐要中國
消滅國企。他們之間的關係是“條條大道通羅馬”﹐
配合得天衣無縫。
一切歷史爭論都是服務於現實需要的。吳敬璉在《教程》裡﹐不
厭其煩地對社會主義思想史和實際探索過程指手畫腳﹑說三道四﹐皆
緣於此。53
如上所述﹐吳敬璉既無學術上的正當理由和依據﹐為何還如此這
般地歪曲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歷史﹐乃至不惜牽強附會﹑假冒偽
劣﹑瞞天過海﹑信口開河﹖
道理還是很簡單。吳敬璉在《教程》及有關文章中﹐曲解和否定
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判決社會主義運動從頭到腳都不對﹐是
“大災難和大倒退”﹐54 無非是為了反襯他所“嚮往”﹑倡導的“歐
美模式”的金貴﹐給中國改革灌注歐美品牌的“三聚氰胺奶”﹐制度
目標是在中國全面實行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由資本主義制度﹐要害是為
“1％”的美歐資本主義服務﹐兼顧民族資產階級啃骨頭。吳敬璉的這
51

〈吳敬璉﹕國營部門主導資源分配與中國市場經濟最不相稱〉﹐鳳凰網財經訊 2011
年 7 月 4 日。
52
〈美國眼中的中國國企有多重要﹖〉美國中文網 2011 年 10 月 27 日（http://www.
sinovision.net/index.php?module=news&act=details&news_id=191137&nocache=1&ar
ticlepage=3）。
53
有關詳細分析﹐推薦閱讀夏小林﹕〈斯大林建設社會主義歷程不容篡改 — 三評吳
敬璉“社會主義模式論”〉﹐《管理學刊》2012 年 1 期將發表。
54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40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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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作為﹐正應了“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成語。

˟ďΪѣྤώཌྷ̖ਕା઼̚Ĕ
果不其然。吳敬璉在《教程》裡結束曲解﹑否定歐洲社會主義理
論和實踐的內容之後﹐特別是在結束批判斯大林和蘇聯體制（捎帶東
歐各國）以後﹐就從那些虛構的理論和歷史邏輯支點出發﹐開始直言
國內問題﹐即否定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鼓吹“普世價值”﹐拿出了
他主張中國走“歐美模式”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頂層設計”﹐清楚
地表示出他的“改革”價值取向與黨中央歷來的決定有雲泥之別﹑涇
渭分明﹑冰炭不容。
在中國問題分析上﹐吳敬璉在《教程》和其它有關文章中所表達
的基本觀點是﹕
第一﹐毛澤東時期的中國社會主義沒有合理性。因為毛澤東繼承
列寧∕斯大林體制﹐“建立了在自己領導下的全能政府”﹐55 且“仿
效蘇聯的榜樣……在國有制基礎上建立以高度集中的行政協調為特
徵的計劃經濟”﹐或稱“國家辛迪加”。56 豈有此理﹐這簡直比斯
大林還斯大林﹐這種“政策”使中國陷入“荒謬”﹑“災難”﹑“危
亡”﹐57 當然更是“1871~1917 年”的“大災難和大倒退”58 在 1949
年以降的延續。
吳敬璉這種對開國領袖和“前 30 年”全面否定﹑充滿咒怨的觀
點﹐嚴重違反歷史事實﹐完全否定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

55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33 頁。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371 頁。後來﹐吳敬璉在〈經濟學與中國經
濟的崛起〉中﹐重複了這個觀點（《中國改革》2011 年 8 期）。
57
吳敬璉﹕〈經濟學與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改革》2011 年 8 期。
58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409 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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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等中央文件的精神。59

59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共產黨員吳敬璉研究員的這些觀點﹐與黨中央完全沒有保持一
致。吳敬璉在對待新中國的歷史問題上﹐仍然在進行歪曲和杜撰。簡要評論如下﹕
1981 年 6 月 27 日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指出﹕
第一﹐在中國“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七年”中﹐社會主義改造工作是“創造
性”的﹐“黨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取得的勝利是輝煌的”（中
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改革開放 30 年重要文件選編（上）》第 188~190 頁）。
在經濟建設方面﹐1959 年 12 月~1960 年 2 月﹐在〈毛主席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
科書》的談話中〉﹐毛主席也坦承﹕“解放後﹐三年恢復時期﹐對搞建設﹐我們是懵懵
懂懂的。接著搞第一個五年計劃﹐對建設還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蘇聯的辦
法﹐但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1956 年﹐基本完成生產數據所有制的三大社會主
義改造。1956 年春﹐同 30 幾個部長談話﹐一個問題一個問題湊﹐提出了《論十大關係》”
（〈毛主席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節選）〉﹐百度文庫﹐http://wenku.baidu.
com/view/a481e6c48bd63186bcebbc43.html）。
由此可見﹐吳敬璉污蔑中國在這期間“仿效蘇聯”﹐建立了子虛烏有的“國家辛
迪加”模式﹐完全是無稽之談。首先﹐建國初期﹐中國自己經驗不足﹐當時不學習蘇
聯﹐難道學習虎視眈眈的美國﹖其次﹐正如毛主席所言﹐當時就並“不滿意”﹐開始摸
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經濟建設方法﹐並取得了成果。再次﹐所以﹐中國的計劃經濟也是
有中國特色的﹐不是蘇聯的“拷貝”。最後﹐對蘇聯和中國各具特色的計劃經濟的評價
也應當一分為二。例如﹐鄧小平就說過﹐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可以有市場經濟。
第二﹐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七年中﹐黨“強調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
反對個人崇拜﹐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改革開放 30
年重要文件選編（上）》第 190 頁）。
由此可見﹐吳敬璉說此時毛澤東主席“建立了在自己領導下的全能政府”﹐純粹
是污蔑毛主席﹑中國共產黨及人民政府。
第三﹐在“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中﹐“我們雖然遭到過嚴重挫折﹐仍
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集體
領導下取得的。這個期間工作中的錯誤﹐責任同樣也在黨中央的集體領導。”（中共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改革開放 30 年重要文件選編（上）》第 191﹑194 頁）
由此可見﹐就是在建設社會主義新時期的“集體領導”中﹐吳敬璉關於毛主席“建
立了在自己領導下的全能政府”的污蔑也是沒有任何根據的。
第四﹐總結中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包括“文革”十年）﹐“馬克思﹑恩格斯﹑
列寧﹑斯大林的科學著作是我們行動的指南﹐但是不可能給我國社會主義事業中的各
種問題提供現成答案。”在毛澤東同志的中國經濟建設論述中﹐也“多次強調不要機
18

並且﹐吳敬璉也徹底否定了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起點﹐即中
國壓根兒就不應當搞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不能救中國﹗
由此﹐一個接踵而至的﹑歷史的﹑必然的邏輯提問是﹕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99％”受苦受難的舊中國送來了馬列主
義。共產黨成立﹐領導革命。由此﹐中國天翻地覆慨而慷﹐推翻帝國
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封建主義三座大山。但是﹐按照吳敬璉主張的
“大災難和大倒退”觀點﹐難道推翻蔣家王朝﹑消除帝國主義在華勢
力和中國特色的封建勢力﹑搞土改﹑沒收官僚資本﹑探索建設社會主
義﹐以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生活質量比舊中國明顯提高﹑
實現趕超戰略﹑
建成現代工業和國防體系﹑
空前龐大的農村水利設施﹑
“赤腳醫生”制度和全國性的教育系統（包括“改革開放”所憑藉的
全部物質文化基礎）﹑自我批評﹑有錯就改等等﹐都是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解放軍和億萬中
國大眾白忙活啦﹖共產黨﹑毛澤東為誰服務﹖他們一天到晚製造“大
災難”﹐連為自己圖舒服都搞不來﹐執政合法性＝零蛋﹖但是﹐他們
怎麼曾領導廣大群眾﹐把“千古一人”的蔣介石和國民黨政權趕跑
了﹐且在“前 30 年”的世界上贏得了“99％”和包括美歐帝國主義在
械地搬用外國的經驗﹐而要從中國是一個大農業國這種情況出發”（中共中央文獻研
究室編﹕《改革開放 30 年重要文件選編（上）》第 199﹑206 頁）。鄧小平也說過﹐
“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與蘇聯不完全一樣﹐一開始就有區別﹐中國建國以來就有自己
的特點。”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改革開放 30 年重要文件選編（上）》第 97 頁）。
由此可見﹐在中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整個歷程中﹐特別是在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時
期﹐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並沒有認為﹐應當教條式地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
搬用什麼這“模式”那“體制”的。當然﹐在有的問題上﹐曾經出現了“把馬克思﹑
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設想和論點加以誤解或教條化”的現象﹐以及受
蘇聯一些影響的問題。但是﹐這些問題並不是吳敬璉憑空捏造的“國家辛迪加模式”
這種偽問題。
另外﹐吳敬璉還否定歐美歷史學界肯定 1871 年法國大革命的主流觀點﹐且否定本
來基本是和平取得勝利的 1917 年“十月革命”﹐但他又在《教程》裡主張用“強制性”
力量在中國推行“歐美模式”﹐其用心何在﹑為誰說話﹑思想是否混亂﹐這真是可以考
量讀者智慧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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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那麼多承認和尊敬呢﹖且有關國內外文獻汗牛充棟﹐難以否認。
吳敬璉的邏輯真是非常古怪。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搞社會主
義﹐為人民服務﹐屬於“大倒退”。60 那麼﹐錯了就改。但是﹐1949
年 10 月 1 日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還能夠改回到哪裡去﹖執政的共
產黨還能夠改回到哪裡去﹖改成為誰服務﹖騰出空位置給誰﹖
第二﹐
中國的“後 30 年”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使“權貴資本主義”
氾濫﹐61 是沒有前途的。2010 年底﹐改革開放 33 年﹐吳敬璉再次在

60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409 頁。
在中國今天的語境中﹐“權貴資本主義就是官僚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是對國
務院依法進行經濟調節﹑依法行使國有資產權利和國有企業存在﹑發展壯大的一種貶
義說法。就“權貴資本主義”而言﹐現在國內外定義不一﹐討論起來比較複雜。但是﹐
這裡按吳敬璉的定義﹐將其視為“官僚資本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問題就比較簡
單了。中國近代經濟史早已經對這個問題的是是非非給出了明確的答案。
19 世紀 70 年代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就分化為兩個部分﹐一是民族資本主義經濟﹐
一是官僚資本主義經濟。後者是指作為清政府代表的洋務派官僚﹐通過國家政權利用
官辦﹑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形式﹐創辦和經營的一套近代資本主義企業。
20 世紀初﹐國民黨政權建立後﹐主要是在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操控下﹐
官僚資本主義大大發展了。這種經濟帶有強烈的封建﹑買辦和軍事的性質。並且﹐如
毛澤東所說﹐它還“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和國家政權結合在一起﹐成為國家
壟斷資本主義”的官僚資本的典型形態。這種官僚資本的中心內容是金融資本﹐官僚
資本控制全國經濟命脈的中心是金融壟斷。它是一種腐朽的﹑寄生的﹑反動的﹑嚴重
阻礙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勢力。新中國建立後﹐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對於官僚資本實行
了“沒收”政策﹐轉歸代表人民的“國家所有”﹐使之成為全體人民的財產（根據中
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系編寫﹕《中國近代經濟史》第 1﹑9 章有關內容整理）。
以這一段歷史為背景來看﹐吳敬璉今天說的“官僚資本主義”或“權貴資本主
義”﹑
“國家資本主義”﹐
應當是指出政府干預經濟和國有企業等了。今天的政府有“失
靈”﹑一些公務員有腐敗﹑國企有缺點﹐罵一罵可能也無傷經濟學人的大雅。但是﹐
必須搞清楚的大是大非是﹐在吳敬璉的筆下﹐今天中國的“官僚資本主義”或“權貴
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是不是有如歷史上那樣﹐是“腐朽的﹑寄生的﹑反動的﹑
嚴重阻礙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勢力”﹖
如果不是﹐吳敬璉何必這樣厲害地指責政府和國企﹐“團結~批評~團結”不是更好嗎﹖
如果是﹐這樣指責又能夠解決什麼問題呢﹖退休後的吳敬璉不是還在壟斷國企和
國務院及其它國有權力單位有過兼職﹐並給政府提出建議﹐要採用強制性和誘導性方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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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上提出﹐“權貴資本主義就是官僚資本主義。這種情況越來越嚴
重了。”62 2011 年 8 月﹐他換句話說﹐“國家資本主義趨向就變得
十分明顯”。63
2011 年 12 月﹐他提前向下一屆黨政領導人建議﹐“關鍵是需要
‘頂頂層’的設計。是要一個能夠實現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的
市場經濟﹖還是要一個由強勢政府控制國民經濟和整個社會的國家
資本主義﹐乃至權貴資本主義﹖這是我們面臨的關鍵性問題。”64
2012 年 2 月﹐在政協廣東省委員會主辦的《同舟共進》和“中
國經濟 50 人論壇 2012 年年會”上﹐吳敬璉又危言聳聽﹐說不反對所
謂的“國家資本主義乃至權貴資本主義”﹐“中國可能中斷現代化進
程”。65
吳敬璉這些話是什麼意思呢﹖無非是指“國進民退”“開倒
車”﹑政府干預微觀經濟多了。66“根本的問題還在於政府支配資源

法消滅“官僚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或“權貴資本主義”嗎﹖吳敬璉既要罵
人﹐又要享受被罵者給予自己的種種高等待遇﹐且要被罵者聽他的話“自我了斷”﹐
這算是哪個武林中的奇怪規矩呢﹖即使吳敬璉等人的這種行為已經是這些年來中國經
濟學界“主流”們的一種惡劣習性﹐也是我們應當不斷給予批評的。
另外﹐“歐美模式”裡﹐也有政府干預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裙帶資本主義”﹑
國有經濟和國立大學﹑醫院等等。吳敬璉“嚮往”這種模式﹐但這裡面的“官僚資本
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或“權貴資本主義”怎麼辦呢﹖能夠一起“嚮往”嗎﹖
62
陽淼﹕〈吳敬璉﹕權貴資本主義越來越嚴重〉﹐《新京報》2010 年 11 月 12 日。
63
吳敬璉﹕〈經濟學與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改革》2011 年 8 期。
64
〈吳敬璉﹕尋租膨脹無以復加﹐改革需要頂頂層設計〉﹐
《中國改革》2011 年 12 月 1 日。
65
吳敬璉﹑馬國川﹕〈中國站在新的歷史十字路口〉﹐《同舟共進》雜誌 2012 年 2 期
（http://www.tongzhougongjin.com/column/speciallist/showspecial/?id=380）。〈吳敬
璉﹕經濟改革效果不好問題在政府主導〉﹐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hgds/
20120213/183211368067.shtml。
66
2011 年 3 月 3 日﹐《中國改革》發表吳敬璉〈政府主導重要資源配置使腐敗孳生民
怨沸騰〉文章﹐文中寫道“1997 年中共十五大對國有經濟佈局做出了國退民進的戰略部
署﹐
……最近這些年有所停頓﹐
在有的部門和有的地區﹐
甚至出現了‘開倒車’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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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力太大”。67 而他要求的改革“在經濟上﹐主要就是要減少政府﹑
國企控制的資源﹐要實現民進國退”﹐68 其具體內涵就是他在 2011
年 12 期《中國改革》中亮明的觀點﹐國企不僅退出一般競爭性領域﹐
更要退出“列寧所說的‘制高點’﹐
即‘國民經濟命脈’”。69 例如﹐
目前“國有企業在石油﹑電信﹑鐵道﹑金融等重要行業中繼續處於壟
斷地位”﹐這是“市場經濟體制還是很不完善的……主要表現”﹐70
等等。如前所述﹐再早一些時候﹐吳敬璉曾更直截了當地說﹕
ᄃξಞགྷᑻ̙࠹Ⴭ۞઼ߏܮᒉొܝČČĄ71

總之﹐吳敬璉就是要否定中國共產黨十五大以來關於國企改革和
國有經濟佈局調整的重大決策﹐主張全面私有化。72 否則﹐就是他
67

〈吳敬璉談中國改革開放 30 年﹕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小康》雜誌 2008 年 4 月
7 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BIG5/70392/7087788.html）。
68
陽淼﹕〈吳敬璉﹕權貴資本主義越來越嚴重〉﹐《新京報》2010 年 11 月 12 日。推薦
閱讀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2﹑11 章。
69
吳敬璉﹕
〈當前中國改革最緊要的問題〉﹐
《中國改革》2011 年 12 期（http://magazine.
caixin.cn/2011-11-30/100332903.html）
。在這篇訪談中﹐吳敬璉的有關完整表述如下﹕
ϫ݈ޙϲ۞ξಞགྷᑻវטᔘߏ̙ޝԆච۞Ďࢋܑனߏē઼छొ̪ܝдྤ
੨ཉ̚ጱ۞үϡĄវᄲֽĎܑனдͽ˭͞ࢬēĞ1ğᔵ઼ѣགྷᑻд઼ϔϠய
ᓁࣃ̙֭̚ҫѣᐹ๕ĎҭߏĎι̪ଠטЕှٙᄲ۞ņטᕇŇĎӈņ઼ϔགྷᑻ
ਔŇĄ઼ѣЋຽдϮڵďܫďᜠďܛᏉඈࢦࢋҖຽ̚ᚶᜈٺᗽᕝгҜĒĞ2ğЧ
৺߆ع೪ѣ͚੨˿гďྤܛඈࢦࢋགྷᑻྤ߹Ш۞̂ᝋ˧ĒĞ3ğனξಞགྷᑻ̙Ξ
ٕ۞ૄڼڱᖂإϏޙϲĎЧ৺߆ࣶءعѣ۞̂ޝҋϤณᝋĎࣇ఼࿅ۡତᆶԲ
Ըྤีϫďనཉξಞࣞˢ۞Җ߆ధΞďგטᆊॾඈ߱͘၆Ћຽ۞៍གྷᑻ߿જ၁߉ᐛ
ᓄ̒Ą
70

吳敬璉﹕〈當前中國改革最緊要的問題〉﹐《中國改革》2011 年 12 期。
〈吳敬璉﹕國營部門主導資源分配與中國市場經濟最不相稱〉﹐鳳凰網財經訊 2011
年 7 月 4 日。
72
吳敬璉曾在《教程》中寫道﹐中共十五大報告決定﹐國家“需要控制‘關係國民經
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72 頁）﹐並認為應當
貫徹執行。但是﹐這裡他卻自相矛盾﹐認為這是權貴資本主義的表現﹐且與市場經濟
“不相稱”。按照吳敬璉這後一種標準﹐全面私有化才是他理想中的市場經濟。既如此﹐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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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責的“斯大林體制”的“國家迷信”依然存在﹐改革開放還是換湯
不換藥﹐毛澤東時期遺留的“大災難和大倒退”機制在政治∕經濟的
重要方面依然故我﹐是“權貴資本主義”。吳敬璉還信口開河﹐明明
是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他偏偏說什麼中國“現代市場經濟不
可或缺的法治基礎尚未建立”。73
“權貴資本主義”日益壯大﹐國家“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吳
敬璉大嘴巴欲噴黑整個中國不成﹖“新一屆政府”之前的歷屆政府
都是“開倒車”﹖“新一屆政府”或黨政領導人應當聽吳敬璉的﹖
否則﹐繼續罵你們搞“權貴資本主義”﹐狗血噴頭。這是主流媒體公
認的“政府智囊”說的話嗎﹖
“吳智囊”以美國人的話為證﹐自我膨脹﹑胸有成竹﹐繼續侃侃
而談﹐指出照這樣下去﹐將如鼓吹中國私有化和“政改”的美國諾斯
教授說的那樣﹐“後果很嚴重”﹐即可能“發生很大的社會震蕩”。74
當然﹐吳敬璉這樣說的時候﹐中東地區的異常情況似乎正在從一

他為什麼偏偏經常說要貫徹黨中央關於國企改革的決策呢﹖﹗例如﹐我們看到﹐據 2011
年 11 月 14 日《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謝雪琳報道﹐吳敬璉說﹐“希望明年的代表大會明
確這個頂層設計﹐重新確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的目標”（http://finance.ifeng.
com/news/ special/xzzsdcz/20111114/5055057.shtml）。讀者可以問問吳敬璉﹐“十一
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的目標”認可全面私有化的國企改革目標嗎﹖如果黨中央歷來反
對私有化﹐吳敬璉這麼說是什麼意思呢﹖是自相矛盾﹐還是“打著紅旗反紅旗”﹖
73
〈吳敬璉﹕尋租膨脹無以復加﹐改革需要頂頂層設計〉﹐《中國改革》2011 年 12 月 1
日。事實與吳敬璉說的完全相反。2011 年 3 月 10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就
已經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宣佈﹐“一個立足中國國情和實際﹑
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集中體現黨和人民意志的﹐以憲法為統帥﹐
以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等多個法律部門的法律為主幹﹐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
規等多個層次的法律規範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http://news.
sina.com.cn/o/2011-03-10/191522090427.shtml）法律體系都有了﹐吳敬璉怎麼能夠說
“法治基礎尚未建立”呢﹖是不是這個社會主義的法律體系不符合“歐美模式”﹐所以
吳敬璉不承認它﹖
74
吳敬璉﹕〈經濟學與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改革》2011 年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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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側面證明他的說法也不是空穴來風。75 你看﹐在“國際社會”的攪
和下﹐中東一些國家正在大規模遊行示威和內戰的槍炮聲中“震
蕩”﹐正在歐美國家傳播“普世價值”的航空母艦﹑巡航導彈﹑轟炸
機﹑地面作戰指導和“我出槍炮﹐你出人”的淫威之中“震蕩”。就連
那些捲旗繳槍的卡扎菲們家破人亡﹑流竄出國之後﹐“99％”也沒指
望攀上“共同富裕”高峰﹐媒體也不報道他們是不是還享受原來免費
醫療﹑免費上學和低價用水等高福利了﹐只是報道爆炸﹑槍擊不斷﹐基
礎設施恢復缺錢少料﹐“100％”的人離不開恐怖生活﹑“囚徒困境”。
同樣的時間背景下﹐2011 年 5 月 10 日媒體發表的美國國務卿的
話更為吳敬璉打氣提神﹕
ԓ֧ٛኘኢ઼࡚тңᑕ၆̚ࢭڌॡજኘ઼̚זĎсჍĎņԧ
ࣇ̙֭Яࠎ઼̚ˠᝋࡔᐂᒷᎣಶ١ᄃχϹĎԧࣇ̙١ྫྷՒ
পχϹČČŇԓ֧ٛ۞൫ྖ͔൴˞Į̂Ҙ߶͡Ώį۰۞યē
ņְ၁˯ĎĞ઼̚ˠğனдܑனܧ૱चُĔŇԓ֧ٛаඍᄲēņ
ࣇፉ͕Ąࣇྏဦͤܡ።ΫĎߏńa fool’s errandŅĄࣇᏱ̙זĎ
ҭࣇࢋિႽΞਕ˳ܜĄŇ76

當然﹐我們也知道﹐“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希拉里
說這話不久﹐G7 國家經濟復甦之“福”還沒有真真正正地“瀟灑走
一回”﹐2011 年 8 月 16 日媒體就報道了世界銀行行長﹑“鷹派”美
國人佐利克對歐美國家發出的嚴重警告﹕

75

“中東”不屬於正式的地理術語。一般說來包括巴林﹑埃及﹑伊朗﹑伊拉克﹑以色列﹑
約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曼﹑卡塔爾﹑沙特﹑敘利亞﹑阿聯酋和也門﹐巴勒斯坦﹑
馬格里布國家（阿爾及利亞﹑利比亞﹑摩洛哥﹑突尼斯）以及蘇丹﹑毛里塔尼亞和索
馬里﹐由於其歷史文化原因一般認為屬於中東國家﹐土耳其和塞浦路斯儘管地理上屬
於中東地區的一部分﹐但是他們自身認為屬於歐洲﹔北邊的阿富汗有時也與中東聯繫
密切（http://w.hudong.com/dfc200dfdf7c4fd0ace557938b5315e7.html）。
76
〈北京震怒﹕希拉里赤裸裸辱罵中國〉﹐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25/
88/95/2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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၆઼࡚ٺለ߷ඈࢋགྷᑻវགྷᑻᅳጱ˧ࢫ˭۞͕ܫΐ˯གྷᑻ
ೇ൩ԛ๕িऴĎξಞଯ࣎˘זາПᐍડાĄ77

此時﹐
與這種經濟形勢相對應﹐
歐美國家有的“燃燒”﹑
有的“槍
殺”﹐更多的是“中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大規模遊行示威﹑罷工
不斷﹐社會“震蕩”力量在不斷釋放和加快積累。美國“改革”總統
的支持率也下滑到 30％多﹐但他卻如希拉里所說的﹐“要堅持盡可
能長久”﹐爭取連任﹐辦得到﹐還是“辦不到”﹖或者﹐是在辦“一
個傻瓜的差事”（‘a fool’s errand’）﹖因為﹐2011 年 9 月美國 CNN
已經報道﹐當前“逾八成美國人認為衰退捲土重來”。他們都是選民
哩﹗78 這之後不久﹐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又興起﹐且傳染了歐
洲和亞洲。
而放眼全球﹐世界銀行的佐利克又說了﹐私人經濟﹑自由市場為
主體的“全球經濟進入新危局”。79 歐洲的債務危機更是成為了歐
美及全球經濟頭上的達摩克利劍。2011 年聖誕節前夕﹐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IMF）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也再次發出警告﹐世界經濟
“處境危險”﹐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正增加美國和新興經濟體面臨的風
險。80 為了防止經濟“斬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紛紛實行緊縮政
策﹐最大多數人的生活福利水平進一步下降。由此﹐全球各式各樣的
社會“震蕩”此起彼伏﹑綿密不斷﹐大有長期化的趨勢。
比較之下﹐社會主義中國情況是不錯的。還是佐利克說了﹐“中
國的增長是實用的”﹐“中國經驗可用於其他國家”﹗81 以此對照﹐
77

〈佐利克﹕歐美應解決債務問題﹐G20 介入為時尚早〉﹐http://finance.sina.com.cn/
money/forex/20110816/103410323862.shtml。
78
美國 CNN 報道﹕〈調查顯示十個人中有八個認為我們陷入了衰退〉﹐新華社《參
考消息》2011 年 9 月 5 日﹐第 4 版。
79
〈世行稱全球經濟進入新危局〉﹐新華社《參考消息》2011 年 8 月 5 日﹐第 4 版。
80
〈IMF 總裁警告世界經濟“處境危險”〉﹐http://finance.ifeng.com/roll/20111226/
5329935.shtml。
81
〈“中國經驗可用於其他國家”〉﹐新華社《參考消息》2011 年 9 月 1 日﹐第 11 版。
25

吳敬璉在中國形勢與前途的問題上以偏概全﹑誇大其辭﹑喋喋不休﹐
似乎唯恐中國天下不夠亂﹑
前途不夠黑﹐
與一些心懷叵測的美國政客﹑
教授唱和﹐背後圖個什麼呢﹖為美國奧巴馬總統﹑希拉里國務卿和諾
斯教授服務﹑當“證人”或“橙色高參”﹖
第三﹐中國應當走資本主義道路﹐— 這就是吳敬璉的意圖所在。
針對以上那些按意識形態下診斷的各種各樣的“中國問題”﹐吳敬璉
提出的對策方案是﹐中國應當“嚮往”﹑走向“歐美模式”資本主義
市場經濟。82
在吳敬璉的中國“改革頂層設計”下面﹐一張桌子三條腿﹐第一
條是他偽造的黨的十五大決策“國退民進”﹐83 即要國企從競爭性領
域和壟斷行業（包括“關鍵性領域”）通通退出﹔84 第二條是他歪曲
的黨的十四大決策﹐要建立不“受控的市場”經濟﹔85 第三條是他要
幫共產黨搞“政治體制改革”﹐實現“西化”的“憲政民主”。86 簡
言之﹐吳敬璉就是要求在中國全面推行以私人企業為主體的自由市場
經濟和相應的政治制度﹐或稱“歐美模式”的資本主義﹐87 — 這就
是三條桌腿上頂著的桌面。
這種性質的“改革頂層設計”﹐可以歸入主張美式私有化﹑自由
化﹑民主化的“華盛頓共識”﹐其核心是為美利堅的“1％”服務﹐
思想內容全是舶來品﹐或說準確一些﹐是其“中國版”﹔而在學術上

82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407~408 頁。
吳敬璉﹕〈政府主導重要資源配置使腐敗孳生民怨沸騰〉﹐《中國改革》2011 年 3
月 3 日。
84
吳敬璉﹕〈要約束政府配置資源的權力〉﹐《鳳凰週刊》2011 年 3 期。〈吳敬璉﹕
國營部門主導資源分配與中國市場經濟最不相稱〉﹐鳳凰網財經訊 2011 年 7 月 4 日。
85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371~372 頁。吳敬璉﹕〈目前一個大問題是
行政主導發展〉﹐中國改革網 2011 年 8 月 4 日。
86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397 頁。
87
當然﹐吳敬璉主張不“受控的市場”是荒謬的﹐在歐美國家市場也是“受控的市
場”。有關分析將在本文第三﹑五部分展開。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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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它則屬於美國新自由主義暢想曲﹐甚至很不切合歐美國家的實
際情況。例如﹐按照吳敬璉權力不干預市場的諄諄教導﹐金融危機中
歐美政府就不應當救市。不過﹐好像美國奧巴馬﹑英國卡梅隆一直我
行我素﹐沒有閒心聽共產黨員“吳市場”侃大山。
下面﹐我們就來看看﹐吳敬璉“改革頂層設計”中制定的資改路
線圖是咋回事。

ˬďྤώཌྷިᆃା઼̚Ĕ
對於非經濟學專業的讀者來說﹐在《教程》裡吳敬璉給出的標準
答案有點隱晦。他寫道﹕
ᛂᓑڌለ઼छдԼࢭ˯ٙ֕࿅۞።ĎΞͽࠎԧࣇ೩ֻ˘ֱ
ࢦࢋ۞གྷរିēČČЇңৌϒ۞ԼࢭౌߏξಞפШ۞ԼࢭĎޙϲ
ҋϤ۞Ћຽޘטᚮ۞ّۋξಞវրߏԼࢭјΑ۞ᙯᔣĄ88

如何詮釋這些被西方經濟學術語包裝得溫文爾雅的“真正的改
革”的關鍵詞﹖什麼才是“改革成功”﹖最權威的答案來自吳敬璉
本人。

Ğ˘ğ̦ᆃߏņҋϤ۞ЋຽޘטŇĔ!
吳敬璉答﹕“歐美模式則為具有現代經濟學知識的學者所嚮
往”。89 由此切入﹐“百度百科”的解釋非常契合吳敬璉這位“具
有現代經濟學知識的學者”的本意﹕
઼࡚ߏ၁ҖҋϤЋຽ઼ݭ۞ޘטछĎČČᏚ֓Ⴌགྷᑻጯረᒔ
88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28 頁。
吳敬璉等主編﹕《中國經濟 50 人看 30 年 — 回顧與分析》﹐中國經濟出版社 2008
年﹐第 11 頁。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407~408 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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۰ď઼࡚གྷᑻጯछѼႬĆτ֧ᇇતдܧ૱Щ۞Įྤώཌྷ
ᄃҋϤį˘३̚ēņϡńҋϤŅֽԛटńЋຽŅѣ̦ᆃຍཌྷ
Ĕд઼࡚ĎńҋϤŅజநྋࠎՏ˘࣎ˠౌѣҋϤֽޙϲЋຽ۞ຍ
ޥĄŇΞਕߏ၆ҋϤЋຽޘטр۞ྚᛖĄ90

一句話﹐“自由的企業制度”就是“美國”（和歐洲等）資本主
義市場經濟中的私人企業制度。在吳敬璉眼裡﹐在中國全面建立這種
私人企業制度﹐“是改革成功的關鍵”﹗91 因為﹐這樣才符合“歐
美模式”﹗而從微觀看﹐國企無效率是經濟學“公理”。所以﹐“民
進國退”實乃替天行道﹗吳敬璉指出﹕
Ҍ઼ٺѣЋຽ۞ड़தߏӎٺϔᒉЋຽĎ̏གྷѣ̚γࡁտ፟
ၹٙү۞၁ᙋ̶ژĎ၆ιү˞ѣඡ၁ᇴፂ͚۞ӎّؠඕኢĄ92

但這種說法是非常片面的。因為﹐事實上還有歐美著名學者和
“中外研究機構所作的實證分析”表明﹐在西方經濟學的研究領域
中﹐私有化並不是不容置疑﹑暢通無阻的“公理”﹐亦非天道。即使
國企＝“權貴資本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它們也
並非是千夫所指﹑路人側目﹑必欲滅之而後快的妖魔鬼怪﹐不會把一
個國家推進地獄。相反﹐在“吳市場”嚮往的 G7 國家和其他地方普
遍存在國家資本主義﹐它是有好處的。就是英國的《經濟學家》也曾
刊登報告指出﹐雖然國家資本主義不完美﹐但 21 世紀裡全球最強大
企業都是國家資本主義的踐行者﹐匯集世界四分之三石油儲備的 13
90

〈自由企業制度〉﹐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229961.htm#2）。
一個較早期的例子是﹐1986 年 2 月美國國際開發總署就主持過關於在發展中國家開
展私有化的研討會﹐其中許多論文被編入《私有化與發展》一書。該書的中譯本由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9 年出版。它同其它有關資料一起說明﹐美國政府是在發展中國
家積極推行私有化進程的主導力量。由此看來﹐吳敬璉等人主張私有化也是在美國為
代表的“國際慣例”推動下的重複性活動﹐是鸚鵡學舌。
92
吳敬璉﹕〈不改革國有經濟就無法實現共同富裕〉﹐新華社《經濟參考報》2011 年
9 月 26 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09/26/c_122085810.htm）。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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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石油企業全部為國家所有。“國有企業的成功身影幾乎存在於任何
產業”。93 問題來了﹐這種情況是不是“普世價值”呢﹖
在經濟學理論和實證研究方面﹐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教授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和赫伯特‧西蒙等都非常深刻地批評過吳敬璉偽
造的這種經濟學“公理”。斯蒂格利茨指出﹐有了競爭﹐加強監管﹐
經理資本主義企業和國企都可以發展。天下沒有“國企搞不好”的公
理﹐只有這樣不切實際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觀點。斯蒂格利茨寫道﹕
์ϝё۞གྷᑻጯநኢຳϯĎռѣ઼ͧטѣЋຽՀѣड़தĄռѣ
טலౣ֖࣌፬ᐽĎ̳҃ѣݒטઇ̙זĄ94
ኢд̳Вొܝᔘߏдռᒉొ̚ܝĎड़ЋຽҲड़Ћຽ֭
хĄᔹ઼઼̚ᄂ៉۞઼̂ݭᒉ᐀ᜠЋຽ۞ड़தࢋ۞઼࡚ٺռѣ
ЋຽĄ઼࡚јΑ۞Җຽ̝˘̪ߏඈିֈயຽĎ҃ͷϒтԧٙ
۞Ď઼࡚ٙѣ˘߹۞̂ጯౌߏ઼ѣ۞҃ͷ̙ͽ࠳Ӏࠎϫ۞Ą95
ᄿұপĆҘᄋЯдņனЋຽ۞၁ᅫΑਕŇ͞ࢬ۞ฟ౹ّࡁ
տ҃ᒔ 1978 ѐ۞Ꮪ֓ႬགྷᑻጯረĎഅགྷĎˠࣇ࿅̶ྒ̂˞
னྤώཌྷᄃءᏱЋຽ̝ม۞मளĄдវ˭טĎՏ࣎ˠౌ
ߏдࠎҾˠχ̍Ąϡֽו፬གྷநˠᄃ̍ˠ۞፬ᐽ፟ߏטԆБ࠹Т
۞ĄČČņ՟ѣЇңАរ۞நϤΞͽྋᛖࠎ̦ᆃдՐӀማ̼̂
۞ᖐ̚யϠ۞ϒࢬ፬ᐽࢋͧдϫᇾк̮̼۞ᖐ̚யϠ۞ϒ
ࢬ፬ᐽࢋटٽĞٕӧᙱğкĄϤӀৈᜭજ۞ᖐࢋͧιᖐՀ
ѣड़Ďඕኢ̙֭ߏາΟགྷᑻጯᙯٺᖐགྷᑻన۞υඕ
ڍĄт˘ڍᕇଂགྷរ˯࠻ߏϒቁ۞Ď֤ᆃԧࣇᔘᅮࢋವԱ͚ᇣ

93

〈墨西哥專家指出國家資本主義在崛起〉﹐人民網 2012 年 1 月 30 日（http://world.
people.com.cn/GB/157278/16968267.html）。
94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序〉﹐載熱拉爾‧羅蘭主編﹕《私有化﹕成功與失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1 年﹐第 3 頁。
95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自由市場的墜落》﹐機械工業出版社 2011 年﹐第 17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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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ඕኢ۞ι̳நనĄ96

不僅如此。這些年來﹐歐美的一些知名經濟學家等已經和斯蒂格
利茨聯手研究﹐再次據實在《私有化﹕成功與失敗》的報告集中說明﹐
國企通過改革可與市場經濟共舞﹑融合﹐且“做得好”。他們的這項內
容廣泛的研究成果分別顯示出﹐在全球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中﹕
ռѣЋຽń̙౼ЇŅ۞ּ̄ޝкĎ઼҃ѣЋຽઇр۞ּ̄
ݒ၇֍̙ᔿĄ97
тڍдᗽᕝҖຽ၁னռѣ̼Ď֤ᆃĎņռѣొع߆ͧܝՀጽܜ
ەԘᗽᕝᝋఙĎඕߏڍᓁវགྷᑻड़த֭Ϗ೩چŇĄ98
ᖠπའॾӀਲČČˠ۞ࡁտܑځĎቁܲռѣ̼מѣј
ड़г၁னۤົϫᇾ۞୧Іᄃξಞᔌسٺћᐹ۞୧ІԆБ࠹Тē
̙хдξಞεីયᗟĎΒ߁ॾڒաႬᇇའॾӀਲٙኢ۞ܫि
̙၆Ⴭٕԛё۞ξಞ̙Ԇ౯ඈયᗟĄᖎ֏̝Ď႕֖ռѣ̼۞
ຐېၗߏໂऴ۞Ďٕ۰ᄲॲώಶ̙хдĄ99
ռѣ̼યᗟᅈͧȈкѐ݈ٙԛј۞ຍᙊԛၗޥჯࢋኑᗔкĎ
˵ͧරВᙊ͚۰ࣇ۞ຐՀࠎ৾ᓄĄᄲр˘ᕇĎந
ኢనᅈͧ༊ޥ۞ܐჯՀऴĒ҃ռѣ̼ซ̚۞நኢયᗟ၁ᅫ
યᗟĎ۞ࣇͧݒຐညՀࠎᚑࢦĄ100

而在對中國國企改革產生過影響的歐洲國家的私有化﹐其實也是
有限的政策行動。
ለ߷઼छҬͼ֭՟ѣԆј၆ጼரొܝ၁߉Бࢬռѣ̼˘Ԉઈ

96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自由市場的墜落》第 175~176 頁。
熱拉爾‧羅蘭主編﹕《私有化﹕成功與失敗》第 5 頁。
98
熱拉爾‧羅蘭主編﹕《私有化﹕成功與失敗》第 2 頁。
99
熱拉爾‧羅蘭主編﹕《私有化﹕成功與失敗》第 4 頁。
100
熱拉爾‧羅蘭主編﹕《私有化﹕成功與失敗》第 8 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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ᖡဦĄ่่ѣೀ઼࣎छĎтࡻ઼ҘͰĎԆј˞၆ਕďܫď
Ϲ఼ඈጼரొ۞ܝБࢬռѣ̼Ą઼҃छĎੵ˞ܕഇ۞˘ֱ९ּ
γĎጼரొܝĞ͍ߏਕొܝğ۞̂ొ̶ྤய̪Ϥ઼छଠטĄ101
ռѣ̼۞Ԉ៍གྷᑻड़ڍдҘለ઼छវன̙֭ځពĄ˘Ξܫ
۞ߏĎռѣ̼၆̳ๅѣࢬᇆᜩĄČČ̫֞ࠎͤĎֱ֤ਕϒቁͅ
ߍռѣ̼ᄃЋຽᒻड़Яڍᙯܼ۞ࡁտјڍĎᔘȈ̶͌֍ĄČČ˘࣎
΄ˠޝຏᎸ۞൴னߏĎѣ࠹༊˘ొ̶ีϫĞҌ͌ѣ 30ƦğΪߏ
઼ѣЋຽ۞͌ొ̶ྤய၁ன˞ռѣ̼Ą߆ع၆ռѣЋຽ̪ѣྵ
̂۞ЊᗝĎ࠻ֽໂ̙ଐᙸεΝ၆઼ѣྤய۞ଠטĄߏາ൴னĎ୮
ႷયĎᔘѣޞซ˘ՎአࡁĄ102
20 ͵ࡔ 90 ѐለ߷ன۞ռѣ̼ሗܑ˞ЋຽயᝋΫ۞˘
Ѩ̂ᖼតĄ҃Ď̪ѣ˘៍ᕇ೭̝̙ΝĎӈᄮࠎռѣ̼՟ѣځ
ពԼត઼ѣЋຽ۞გந͞ёĎ߆̪عд఼࿅ۡତٕมତ߱͘ೠଠЋ
ຽĄČČࢋ۵ᝋ۞̙֭ߏᔖҺ߆ع၆ٺռѣ̼Ћຽ̒۞·
̶୧ІĄ߆عਕૉ఼࿅เܛ۵ֽኬ̟ҋ֗ᇃ۞ھҋϤՙؠᝋĎଠט
̏གྷซҖ˞ొ̶ࠤҌБࢬռѣ̼۞ЋຽĄČČเܛ۵дҘለ઼छܧ
૱࿆ĄČČְ၁˯Ď߆عӀϡเܛ۵ֽቁܲᇃཌྷ˯۞઼छщБĎ
઼֨ͤ֨ᅳા۞ռѣ̼Ћຽజᇲ͞Ğγ઼ğତგĎܲᙋ̳ϡְຽొ
ܝ೩ֻ͇ঈď˧ďͪď఼ܫϹ఼ඈ̳ВڇચĄֱڇચ۞೩
ֻࢦᕇన߉۞ܲቁѣጼரຍཌྷĎ͍༊ռѣ̼̙ਕቁܲд·̶
ҋϤѣड़გࢬ͞טᆅᐝ֭ซॡĎՀߏтѩĄ103
ռѣ̼۞៍ड़ᑕ̙֭ځពĎኢдռѣ̼Ћຽᒻड़ᔘߏдЋ
ຽڼநඕၹ͞ࢬĎౌߏтѩĄ104

另外﹐2009 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教授埃莉諾‧奧斯
101
102
103
104

熱拉爾‧羅蘭主編﹕《私有化﹕成功與失敗》第 39 頁。
熱拉爾‧羅蘭主編﹕《私有化﹕成功與失敗》第 3 頁。
熱拉爾‧羅蘭主編﹕《私有化﹕成功與失敗》第 59﹑63~65 頁。
熱拉爾‧羅蘭主編﹕《私有化﹕成功與失敗》第 6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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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羅姆等也從方法論的角度指出﹐簡單地劃分公共﹑私人部門十分粗
糙﹐將它們完全對立起來則不可理喻﹕
னд۞ֶౌژ̶ޘטᏥٺȈ̶ᒸ۞̶ᙷĎԯޘטщଵࢋᆃᕩ
ˢ̳ВĎࢋᆃᕩˢռˠĎӈүࠎ઼छ۞˘ొ̶ٕξಞ۞˘ొ̶Ą
ጱ˞၆ξಞεୀ઼छεୀ۞ᖎಏ෧ᕝēࢋᆃᅮࢋ߆̒۞عĎ
ࢋᆃᅮࢋռѣ̼ĄČČ私有化不是靈丹妙藥Ą105
՟ѣЧ̳Вޘטүࠎ͚ξಞ۞ૄᖂĎЇңξಞౌ̙ਕܜഇ
хд˭ΝĄдன၁ಞഀ̚Ď̳В۞ռѣ۞ޘטགྷ૱ߏ࠹̢ㄴЪ
࠹ֶ̢х۞Ď̙҃ߏхд̢࠹ٺ۞͵ࠧ྆Ą106

在對 20 世紀 80 年代英國私有化的分析中﹐英國經濟學家約翰‧
維克斯和喬治‧亞羅也曾提出﹐在現實中﹕
Ћຽயݡξಞᚮૻ۞˧ۋऴႾგ߆ඉड़˧۞̂̈˘ਠͧٙѣ
טયᗟώ֗၆གྷᒉຽᒻ۞ᇆᜩՀ̂ĄČČ̳ѣטᚮۋԆБΞͽ࠹
̢ࣘटĄ107

由此可見﹐
就是在美國或西方經濟學的領域中﹐
吳敬璉主張全面私
有化的觀點也不過是蒼白無力的一家之言﹐
特別是美國政府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拼命推銷的一種破綻百出﹑受到廣泛批評的意識形態。而在
中國國內﹐與吳敬璉相反的觀點和分析更是大量存在﹐且言之有理。108
105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等﹕《制度激勵與可持續發展》﹐上海三聯出版社 2000 年﹐第
25~26﹑242 頁（轉引自楊瑩﹑王小強﹕〈鄧英淘﹕為了多數人的現代化〉﹐鄧英淘﹕《新
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香港）大風出版社 2012 年）。
106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等﹕《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上海三聯出版社 2000 年﹐第
31 頁（轉引自楊瑩﹑王小強﹕〈鄧英淘﹕為了多數人的現代化〉﹐鄧英淘﹕《新發展
方式與中國的未來》）。
107
約翰‧維克斯和喬治‧亞羅﹕
《私有化的經濟學分析》﹐重慶出版社 2006 年﹐第3﹑57 頁。
108
推薦閱讀余斌﹑江三良﹑楊文錦等﹕〈質問天則 — 評天則經濟研究所“反國企”
報告〉﹐《國企》2011 年 9 期﹔楊德欽﹕〈從效率比較看公有經濟發展要義〉﹐《國企》
2011 年 10 期﹔張晨﹕〈國有企業是低效率的嗎﹖〉《國企》2012 年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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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事實上我們剛剛看到的一幕滑稽劇是﹕金融海嘯中美國和
歐洲政府救市﹐計劃經濟﹑國有化一起上。當然﹐政府偏愛金融界大
公司和銀行家貪婪是需要批判﹐但“權力攪買賣”﹑“權貴資本主義”
“官僚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也真的派上了用場﹐應當完善
運用它的方法。
而在亞洲的“四小龍”中﹐國有經濟作用也不小。其中的新加坡
更是充分發揮了國家調控市場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
如此﹐放眼世界﹐“國家迷信”﹑“權貴資本主義”等也功不可
沒﹐要一分為二。無論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一畝三分地裡﹐一刀
切的“國企無效率公理”＝經濟學謊言。而到了 2011 年下半年﹐在
歐美經濟界一片喧鬧﹑驚恐中“二次探底”風險增大﹐歐美政府最擔
心的就是缺錢救市﹐恐怕“權貴資本主義”也不給力了。“這也使得
推行第二批次的私有化成為歐洲政府面對的嚴峻挑戰”。109
當然﹐實事求是看國企﹐並不否認國企制度需要繼續完善﹐一些
國企要提高效率﹐也不否認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需要實行“公有制為
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路線圖。但是﹐
吳敬璉似乎並不是在這個角度討論問題﹐他要的是徹底“民進國
退”﹐全面否定公有制和國有經濟﹐在“嚮往”“歐美模式”時當
“超越哥”﹐置“歐美模式”等國家都存在吳氏定義的“國家迷
信”﹑“權貴資本主義”等於不顧。“閉目塞聽”﹑“掩耳盜鈴”﹑
“選擇性失明”﹑
“城內高髻﹐
城外丈餘”﹐
此之謂也﹗還有理性嗎﹖

Ğ˟ğިᆃņޙϲҋϤ۞ЋຽޘטŇĔ!
吳敬璉答﹕“國退民進”﹐110 或“主要就是要減少政府﹑國企
109

熱拉爾‧羅蘭主編﹕《私有化﹕成功與失敗》第 68 頁。
吳敬璉﹕〈政府主導重要資源配置使腐敗孳生民怨沸騰〉﹐《中國改革》2011 年 3 月
3 日。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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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的資源﹐要實現民進國退”。111 且這種“國退”的含義﹐應當是
全面覆蓋競爭性行業和壟斷性行業﹐包括覆蓋國民經濟的“關鍵性領
域”。112 再有就是﹐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實行西式“憲政民主”﹐113
以促進私有化的經濟改革。
可能是吳敬璉自己都覺得“民進國退”的政策建議廣受非議﹑在
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內部缺乏說服力﹐為了增強其影響力﹐他竟冒天下
之大不韙﹐硬將“國退民進”偽裝成中共十五大關於國有經濟佈局的
“戰略部署”。114
2011 年 3 月﹐自詡由國務院國家發改委主管的《中國改革》雜誌﹐
發表吳敬璉〈政府主導重要資源配置使腐敗孳生民怨沸騰〉的文章說﹕
1997 ѐ̚ВỊ̏̂၆઼ѣགྷᑻҶԊઇ˞઼ੜϔซ۞ጼரొ
ཌĎČČֱܕѐѣٙઃĎдѣ۞ొܝѣ۞гડĎࠤҌன
˞ņฟࣆ֘Ň۞ன෪Ą115

111

陽淼﹕〈吳敬璉﹕權貴資本主義越來越嚴重〉﹐《新京報》2010 年 11 月 12 日。
吳敬璉曾經說過﹐要“國有資本從非關國民經濟命脈的領域退出”。這時的他﹐似
乎還贊成黨中央關於國企要控制關鍵性產業領域的決定。但是﹐2011 年 7 月 4 日﹐吳
敬璉在清華大學出席國際經濟學會第 16 屆全球大會時卻說﹐中國“最與市場經濟不相
稱的便是國營部門仍然是資源分配的主導者。……吳敬璉認為﹐這主要反映在三個方
面。第一﹐儘管國有經濟並非國民經濟的主體﹐但是仍舊控制著經濟的‘關鍵性領域’﹐
國有企業依舊在石油﹑電信﹑鐵路和金融等領域具有壟斷地位。……”（〈吳敬璉﹕
國營部門主導資源分配與中國市場經濟最不相稱〉﹐鳳凰網財經訊 2011 年 7 月 4 日）
顯然﹐吳敬璉認為﹐這種“最與市場經濟不相稱”的現象應當糾正。在這裡﹐吳敬璉
又與自己原來說的要堅持十五大﹑十五屆四中全會國企改革決定自相矛盾了（推薦閱
讀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71~76 頁﹔〈吳敬璉﹕國有經濟改革仍然任重道
遠〉﹐
《21 世紀經濟報道》2011 年 1 月 1 日﹐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20110101/
03139195213.shtml）。經常變來變去﹑真真假假﹑自相矛盾﹐是吳敬璉人生的一個特
點。但是﹐他萬變不離其宗﹐搞資本主義是既定目標。
113
推薦閱讀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11 章。
114
推薦閱讀夏小林﹕〈黨中央國企改革決策不容篡改 — 兼談“十二五”時期競爭行
業國企發展〉﹐《香港傳真》No. 2011~15。
115
吳敬璉﹕
〈政府主導重要資源配置使腐敗孳生民怨沸騰〉﹐
《中國改革》2011 年3 月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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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任何人看看中共十五大報告﹐都會發現﹐其中並沒有這個
吳敬璉偽造的“國退民進的戰略部署”﹐連半個字都沒有。
相反地﹐為了落實十五大國企改革決策﹐在十五屆四中全會關於
國企改革和發展的《決定》中﹐還曾明確地指出﹕
υื̙ᕝܳซ઼ѣགྷᑻ۞൴णӴ̂ĄΒ߁઼ѣགྷᑻд̰۞̳ѣ
טགྷᑻĎߏԧ઼ۤົཌྷ۞ޘטགྷᑻૄᖂĎߏ઼छ͔ጱďଯજďአ
ଠགྷᑻົۤ൴ण۞ૄώ˧ณĎߏ၁னᇃ̂ˠϔཏிॲώӀৈВ
Тಱྈ۞ࢦࢋܲᙋĄ116

當然﹐吳敬璉還對十五大報告進行了別的嚴重歪曲﹐如說它沒有
再去區分公有和非公有。117 其實﹐如果當年真是這樣的話﹐現在還
需要吳敬璉再說什麼“國退民進”或“國進民退”嗎﹖
那麼﹐什麼是吳敬璉筆下的“民”或“民營企業”呢﹖
當然﹐在吳敬璉眼裡﹐早就應當退出﹐但現在還在“開倒車”的
全民所有制的﹑管理者和工人也屬於人民範圍的國企﹐不可能是“民
營企業”或“民營經濟”﹐不能簡稱為“民”。
在《教程》第五章〈民營經濟的發展〉中﹐按吳敬璉的定義﹐“廣
義的民營企業”是指國企之外的其它企業。“狹義的民營企業﹐則是
指私營企業”。從他這一章的主要內容看﹐他筆下的民營經濟主要指
“私營部門”和“外國投資企業”﹐民營企業主要指私營企業和外
企。118“民”主要就是指現在的中﹑外資本家。
由此可見﹐在吳敬璉的筆下﹐所謂的共產黨“國退民進的戰略部
署”﹐就是說﹐國企與“民”是對立的﹐所以﹐國企必須“退”﹐而
116

中共中央文獻室編﹕《改革開放 30 年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8
年﹐第 1036 頁。
117
吳敬璉﹕〈仇富浪潮從本質上利於腐敗分子 — 對民營經濟發展的幾點看法〉﹐人
民日報社主辦《人民論壇》2010 年 1 期。推薦閱讀夏小林﹕〈著名公眾人物接二連三杜
撰中央文件觀點 — 兼談優化所有制結構和收入分配問題〉﹐
《香港傳真》No. 2010~7。
118
推薦閱讀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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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中國人民”﹑“外國人民”的私營企業或資本家必須“進”﹐
全面取國企而代之。
進一步看﹐“十一五”期間的“國退民進”結果顯示﹐在私營企
業和外資企業都爭取“進”的競爭中﹐還是外資企業﹐特別是頗具實
力的歐美跨國公司能夠順利地佔據中國各產業的制高點或壟斷地
位。119 這種威脅到產業安全的市場結構﹐是吳敬璉主張的“國退民
進”的必然結果﹐即是他的政策建議“服務”的必然結果。
另外﹐在吳敬璉的“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中﹐萬一國企在競爭中
贏了﹐即發展壯大了﹐可以嗎﹖
吳敬璉答﹕不可以。
不僅如此。在這個有關國企發展的大問題上﹐吳敬璉再一次偽造
了中共中央的國企改革決策﹐120 並以此為據﹐對國企在改革和競爭
中發展壯大給出了根本性的否定。他對香港《鳳凰週刊》的記者說﹕
Ị̏̂ͽޢĎдٙѣטඕၹ˯೩˘࣎ᄲڱΨņѣซѣੜŇĎ
˵ಶߏ߆ࢋعੜ˘ਠᚮّۋᅳાĎߏ̚δځቁ˞۞͞੫ĄČČ
 ˞ז2004 ѐͽޢĎ̙ҭ՟ѣଯજĎᔘֽ˞࣎ņ઼ซϔੜŇĄ121

在《教程》中﹐吳敬璉也在多處杜撰了中共十五大的國企改革決
策。比如﹐
他寫道﹐
十五大關於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的主要內容包括﹕
ČČ઼ѣྤώଂܧᙯ઼ϔགྷᑻਔ۞ᅳાੜĄ122

這些也都是吳敬璉憑空捏造的內容。多年來﹐吳敬璉杜撰黨中央
119

推進閱讀夏小林﹕〈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更需國企“進而有為”〉﹐
《香港傳真》
No. 2010~30。
120
推薦閱讀夏小林﹕〈黨中央國企改革決策不容篡改 — 兼談“十二五”時期競爭行
業國企發展〉﹐附錄〈著名公眾人物接二連三杜撰中央文件觀點〉﹐《香港傳真》No.
2011~15。
121
吳敬璉﹕〈要約束政府配置資源的權力〉﹐《鳳凰週刊》2011 年 3 期。
122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71~7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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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重要決策幾乎成為了習慣性動作﹐123 就和他不斷地曲解馬克思
主義和社會主義歷史一樣﹐是抑制不住的內心衝動。
2010 年以來﹐吳敬璉接二連三杜撰十五大﹑十五屆四中全會國
企改革重大決策的錯誤行為不斷受到批評。2011 年中以來﹐他的宣
傳策略也做了相應調整﹐就是在新文章或講話中少提貫徹十五大﹑十
五屆四中全會的國企改革決策了。但舊習難改。在 2011 年第 8 期《中
國改革》裡﹐他又撰文稱﹕
д 1993 ѐ 11 ͡۞̚В̚δȈˬبα̚Бົ˯Ď఼࿅˞ᗟࠎ
Įᙯޙٺϲۤົཌྷξಞགྷᑻࡶ̒યᗟ۞ՙؠį۞ξಞ̼Լࢭᓁ
វఢထĄČČ઼̚ฟؕ࣎ఢထᖡဦซҖЧ͞ࢬ۞ԼࢭĎιࣇ
ࢋߏČČ఼࿅ņ઼ੜϔซŇĎ၆઼ѣགྷᑻҶԊซҖጼரّአ
ፋĒČČĄ124

但是﹐在這一更早期的中央文件中﹐並沒有“國退民進”的話或
意思。相反地﹐文件中明明白白地寫著這樣一段話﹕
ČČ᎕ໂܳซ઼ѣགྷᑻะវགྷᑻ൴णČČĎČČ̳ѣטགྷᑻ
পҾߏ઼ѣགྷᑻĎࢋ᎕ໂણΐξಞᚮۋĎдξಞᚮ̚ۋӴ̂൴णĄ125
126
面對黨中央歷來都表述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國企改革決策﹐

123

十五大報告和十五屆四中全會國企改革決定等﹐都非常清楚地指出﹐在有關國民經
濟命脈之外的“其它領域（主要指競爭性領域 — 引者註）﹐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
構調整﹐以加強重點﹐提高國有資產的整體質量”。在十五屆四中全會關於國企改革
和發展的《決定》中﹐更為具體地提出﹐“競爭性領域中具有一定實力的企業﹐要吸
引多方投資加快發展”。中共中央十六屆三中全會決議也講到﹐在增強國有經濟控制力
以外的其它行業和領域（主要也是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通過重組和調整﹐可以在
競爭性領域參加市場競爭﹐“提高素質”﹑“優勝劣汰”﹑“加強重點”。（中共中央
文獻室編﹕《改革開放 30 年重要文獻選編（下）》第 901﹑1039﹑1040﹑1349 頁）
124
吳敬璉﹕〈經濟學與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改革》2011 年 8 期。
12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改革開放 30 年重要文獻選編（上）》﹐第 736 頁。
126
這裡還有一個需要注意的問題是﹐
1993 年底召開的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並沒有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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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天吳敬璉才能停止篡改﹑偽造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這個退
休黨員和國家發改委的《中國改革》雜誌﹐就沒人管了﹐還有公信力
嗎﹖“從鬆治黨”＋信口開河＋“新聞自由”＝﹖答案﹐就在老百姓
的心中。“你懂的”。而中宣部﹑新聞出版和互聯網的管理部門竟然
拿不出來一個治理比一般“網絡謠言”危害更大的“政治謠言”的
方案﹐實在令人意外。是不是“撿了芝麻﹑丟西瓜”﹖“埋頭拉車﹐
不抬頭看路”﹖2012 年 2 月美國參議員麥凱恩可是說了﹐“‘阿拉
伯之春’應當進入中國。”127 而在這“春天”裡﹐一大特點就是政
治謠言滿天飛﹐迷惑人心﹐打擊執政黨的權威和公信力﹐製造思想混
亂和族群分裂﹐美利堅亂中取勝。
當然﹐如前所述﹐吳敬璉也有自說自話的時候。2011 年 7 月 4
日﹐胡錦濤“7.1 講話”話音未落﹐吳敬璉就在清華大學出席國際經
濟學會第 16 屆全球大會時說﹐國企控制國民經濟的“關鍵性領域”
“最與市場經濟不相稱”﹐必欲除之而後快。128 接著﹐《中國改革》
也發表了吳敬璉的這個觀點。129
要“對國有經濟佈局進行戰略性調整”。國有經濟佈局調整的改革思路﹐是黨中央﹑
國務院在 1996~1997 年間確定的﹐並在 1999 年 9 月十五屆四中全會才寫入了有關國企
發展與改革的《決定》（中國生產力學會﹕《2005~2006 中國生產力發展研究報告》﹐
中國統計出版社 2006 年﹐第 249 頁）。吳敬璉在這裡又把時間搞錯了。
127
〈外交部副部長﹕“中國出現阿拉伯之春”是幻想〉﹐http://www.ce.cn/xwzx/gnsz/
gdxw/201202/05/t20120205_23044319_1.shtml。
128
〈吳敬璉﹕國營部門主導資源分配與中國市場經濟最不相稱〉﹐鳳凰網財經訊 2011
年 7 月 4 日。
129
2011 年 8 期《中國改革》報道﹕吳敬璉說﹐“當我們講述中國經濟崛起的經濟學故
事的時候﹐還必須冷靜地看到﹐中國 20 世紀末初步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體制還是很不
完善的﹐主要表現為國有部門仍然在資源配置中起著主導的作用﹐表現在﹕1）雖然國
有經濟在國民生產總值中並不佔有優勢﹐但它仍然控制著國民經濟命脈﹐國有企業在
石油﹑電信﹑鐵道﹑金融等重要行業中繼續處於壟斷地位﹔2）各級政府握有支配土地﹑
資金等重要經濟資源流向的鉅大權力”。顯然﹐按照吳敬璉的邏輯去理解﹐為了完善
市場經濟體制﹐國有經濟就應當退出“國民經濟命脈”﹑“壟斷”行業﹐黨中央的有
關國企改革決策應當廢除﹐等等。
38

聯繫多年來吳敬璉關於國企改革的種種言論看﹐可以說﹐這裡吳
敬璉是在公開場合少見地直白表達出了他內心的真實觀點﹕國企不
適合市場經濟。所以﹐中國國企應當全面實行私有化。雖然﹐吳敬璉
這樣說時﹐又與 2010 年他在《教程》裡說要堅持黨的十五大﹑十五
屆四中全會國企改革決策相矛盾了。130 他準備什麼時候再修改《教
程》﹐淘心淘肺﹑竹筒倒豆子﹑亮出魚腸劍﹐把心裡話全部如實說出
來﹐以消彌因“為了打鬼﹐借助鍾馗”而形成的自相矛盾呢﹖
吳敬璉為了儘快“建立自由的企業制度”﹐還呼籲加快進行“政
治體制改革”。因為﹐目前“政治改革嚴重滯後”﹐131“妨礙了經濟
體制改革繼續向前推進”。132
吳敬璉明確地主張﹐中國的政治改革應當實行“西化”的“憲政
民主”。他唯恐讀者看不懂本意﹐畫龍點睛﹐特別地在《教程》第
11 章中高高舉起了“普世價值”的時尚旗幟﹐明確地寫道﹐政治體
制改革“它的核心……追求社會公正是一種普世價值觀”。133“這裡
需要注意到是﹐現代社會所要的民主﹐是憲政民主。……（如）1688
年英國光榮革命後逐步完善起來的憲政民主制”。134
至此﹐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取向上﹐吳敬璉要中國的政治體制步英
國“光榮革命”後塵﹐徹底“西化”的主張﹐已經是躍然紙上了。
而吳敬璉搞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辦法是﹕第一﹐以私有化促憲政
化﹐即在經濟上權力退出市場﹐135“要減少政府﹑國企控制的資源﹐
130

在《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161~162 頁中﹐吳敬璉寫道﹕“……國有經濟……
向國有經濟需要發揮控制力的戰略部門集中。根據1999 年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的決定﹐
所謂‘戰略部門’﹐主要包括‘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的行業﹐提供重要公
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幹企業’。”
131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386 頁。
132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371 頁。
133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382 頁。
134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397 頁。括號中的字為引者所加。
135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38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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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實現民進國退”。136 第二﹐以憲政化促私有化﹐即消除在政治上
“妨礙了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向前推進”的種種難以說出口的因素。137
不過﹐在《教程》裡面﹐吳敬璉畢竟還是寫下了一些露骨的話﹐如在
政治上要堅定地反對 1949 年 10 月 1 日以後中國出現的“保守的反動
的專制主義”即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建立“歐美模式”
中的“憲政民主”。138 為什麼﹖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確定的
“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制度﹐不符合“吳市場”
要求的“民主和法制”﹗139
136

陽淼﹕〈吳敬璉﹕權貴資本主義越來越嚴重〉﹐《新京報》2010 年 11 月 12 日。推
薦閱讀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2﹑11 章。
137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371 頁。
138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397 頁。
139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371~372 頁。在這裡吳敬璉寫道﹕改革以來﹐
中國“在政治體制方面﹐列寧式體制的基本架構並沒有受到觸動。……既妨礙了經濟體
制改革繼續向前推進和新經濟體制的有效運轉﹐也使政治體制難以實現它的公共服務
功能。……市場經濟要求建立民主和法制。蘇聯式的專政政權如同列寧所說﹐是‘由無
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採用暴力手段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
但是﹐2004 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工
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得到鞏
固和發展。……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
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
主義道路……”。該憲法“總綱”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
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其第五條內容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http://www.people.com.cn/GB/
shehui/1060/2391834.html）
看來﹐吳敬璉歪曲﹑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即人民民主專政﹐認為憲法的有關規定不
是“民主和法制”﹑不適合市場經濟﹐他是想“修改”這部憲法和社會主義制度了。
另外﹐這裡既然說到憲法﹐那麼﹐就再多說一點話﹐即以吳敬璉否定國有經濟的
立場﹐他也不會同意憲法“總綱”的第六條﹐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
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
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
制度﹐……”。“總綱”第七條吳敬璉也會反對﹐因其內容是﹕“國有經濟﹐即社會
40

吳敬璉的這種“政治體制改革”建議與中共中央有關決定是截
然不同的﹐140 且他幾乎一字不差地重複了 1949 年美國艾奇遜國務卿
企圖挑動中國內亂的荒唐言論。對此﹐毛澤東主席早有評論﹕不合中
國歷史和現實。141
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
憲法是完全否定吳敬璉關於“國退民進”主張的。
看來﹐在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經濟制度兩個方面﹐吳敬璉以自己的言論表
明﹐他註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一個“反對派”了。但是﹐目前他時不時還參加
國務院或一些部委級的會議。這是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民主和法治”在保障
憲法“反對派”吳敬璉的權利﹖
140
2011 年 7 月 1 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90 週年大會的講話中﹐胡錦濤指出﹐“人
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
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構成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
體系﹐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等各項具體制度﹐
符合我國國情﹐順應時代潮流﹐……”（新華網﹕《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90
週年大會上的講話》﹐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7/01/c_121612030.htm）。
胡錦濤講話中的這些觀點和價值取向﹐與吳敬璉主張的歐美“憲政民主”和私有化是
涇渭分明﹑截然不同的。
另外﹐
2011 年 3 月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吳邦國委員長已經再次明確表態﹕“從
中國國情出發﹐鄭重表明我們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
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吳邦國﹕我們不搞多黨輪流執政﹐
不搞聯邦制﹐
不搞私有化〉﹐新華網 2011 年 3 月 10 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
2011-03/10/c_121170495.htm）
2011 年 6 月﹐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也以史為鏡﹐指出如果中國實行西化政治制度﹐
就會變成政客權謀的競技場﹑個人野心的博弈機和民族分裂的樣板田﹐將回到北洋軍
閥的時代（陳中小路﹑徐燕燕﹕〈俞正聲﹕政治局會議上很多問題都是敞開討論的〉﹐
《南方週末》2011 年 6 月 24 日﹐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jiandang90nian/
content-2/detail_2011_06/24/7226720_2.shtml）。
141
1949 年 8 月 14 日﹐毛澤東主席曾在〈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文裡寫道﹕
ғ؈ᅊ̳ฟᄲĎࢋņခᐽŇ઼̚۞ϔ࣎ˠཌྷ۰ᕚ௲ٙᏜņγ઼۞ឬŇĄ
ಶߏᄲĎࢋଯᖙҹޥЕှཌྷĎଯᖙ઼̚Вயᛨᅳጱ۞ˠϔϔ߆۞ޘטĄЯࠎĎ
ፂᄲĎ࣎ཌྷߏޘט࣎ņγ઼۞ŇĎд઼̚՟ѣॲ۞Ďߏᇇ઼۞ҹޥĞѩˠ
̏Ѫ˞ 66 ѐğĎ઼ܻ۞ЕှĞѩˠ̏Ѫ˞ 25 ѐğ̂ڒĞѩˠᔘ߿ğૻΐ̚ٺ
઼ˠ۞Ď҃ͷ࣎ཌྷߏޘט࣎ᗼ˞Ď೩̦࣍ᆃล৺ۋĎχࣆ઼ޓཌྷඈඈ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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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吳敬璉否定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立場﹐其主
張的“經濟改革”﹑“政治改革”是什麼“顏色”﹐應該是“司馬昭
之心﹐路人皆知”的了。

Ğˬğ̦ᆃߏņᚮ۞ّۋξಞវրŇĔ
吳敬璉再答﹕“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歐美模式’）”。142
他將這種模式的要點表述如下﹕
ČČགྷᑻጯछــᄮࠎĎ߆ૄ۞عώᖚਕߏ೩ֻ̳Вݡۏ
ĞPublic GoodsğĎ̙҃ߏдξಞ˯೩ֻથڇݡચĒ࿅к۞߆̒ع
ົӸᘣξಞ۞ѣड़ྻү֭ͷயϠჺୀĄЯѩĎࣇՀ้Шٺለ࡚
ᙷ۞ݭξಞགྷᑻĎӈҋϤξಞགྷᑻវטĄᐌೠ೪னགྷᑻጯ۞ጯ
۰ດֽດкĎޥຐ۞ᇆᜩ˧˵ດֽດ̂Ą143

在這段話中﹐吳敬璉“改革”的“市場取向”表達得淋漓盡致﹑
一覽無餘﹑明白無誤﹕
“關鍵”是中國應當走“歐美”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體
制”道路。只有走這條道路﹐才能夠保證“真正的改革”成功。
ЯѩĎυืଯᖙĄІְĎགྷ࿅ՆጆܝᓁĎႬ၌ޢᓁΦ΄Ďғ؈ᅊ઼ચࣦĞӈ
གྷ͘൴ҶϨϩ३۞˘ҜΞຑ۞߶̂ˠğΦव൳ႋకֹ̂ࣇ˘ņခᐽŇĎፂᄲ઼̚
۞ņϔ࣎ˠཌྷົٺГព֗͘ŇĄғ؈ᅊࣇᄮࠎߏдઇņခᐽŇ̍үĎҭߏޝ
Ξਕజ઼̚۞ֱ֤ᔵ࠹઼࡚ܫҭߏإѣຑ઼͕۞ϔ࣎ˠཌྷ۰ᄮࠎߏ˘ᎄҽͪĎ
ֹࣇຏᛇϴᓚē̙۞઼̚ˠϔϔ߆۞༊ԊрргχϹĎࢋݒֱኮ̍
үĎ҃ͷ̳ฟг൴ֽܑĎϴᓚĎϴᓚĕ၆ٺѣຑ઼͕۞ˠࣇᄲֽĎғ؈ᅊ۞ྖ̙ߏ
˘ņခᐽŇĎ҃ߏ˘ܹĄ（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0190/70197/

70354/4768599.html）
由此﹐我們也看到﹐今天美國奧巴馬總統在鼓勵﹑支持吳敬璉﹑秦曉等一小撮權
貴型的中國國內“普世價值”派時（http://www.annian.net/show.aspx?id=25473&cid
=21）﹐與當年美國政府的反共政策和手段在實質上是一脈相承﹑幾無變化的。
142
吳敬璉等主編﹕《中國經濟 50 人看 30 年 — 回顧與分析》第 10 頁。
143
吳敬璉等主編﹕《中國經濟 50 人看 30 年 — 回顧與分析》第 10~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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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定義這種歐美類型的自由市場經濟﹖如前所述﹐私人企業為
主體自然不在話下。稀奇古怪的是﹐在吳敬璉的《教程》裡﹐這種“自
由市場”中﹐沒有“權力攪買賣”。144 他引用麥克米蘭的話說﹕
дхдᝋ˧ᙯܼ۞Їңଐ˭ڶĎͧт˘͞გᔑΩ˘͞Ďٕ۰
ᗕ͞ౌצΩ˘࣎Հᝋ˧፟ၹგᔑॡĎٙ൴Ϡ۞Ϲౌٽߏԛ
ё۞ϹٽĎ̙҃ߏņξಞϹٽŇĄ145

而且﹐無產階級專政制度不符合市場經濟要求建立的民主和法
制。146
2011 年 8 月 4 日﹐他自己更透徹地說法是﹕
ξಞϹೱߏϲវ̝มҋ۞ϹೱĄ受控的市場還叫市場
嗎﹖ߏ˘࣎ॲώّ۞યᗟĎࣃޝஎޥĄԧࣇࢋຣۤົཌྷξಞ
གྷᑻĎ̦ᆃΨξಞགྷᑻĔȈα̂ᄲޝĎξಞགྷᑻಶߏ˘ξ
ಞдྤ੨ཉ̚ૄᖂّүϡ۞གྷᑻĄٙᏜξಞүϡಶߏҋϤᆊ
ॾүϡĄ147

這裡﹐對吳敬璉主張的“自由市場理論”提出幾點質疑﹕
第一﹐就政府與企業﹑市場的一般關係而言﹐從重商主義時期至
今﹐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難道企業和市場不都是“在存在權力關
係的……情況下”發生交易﹖難道它們不是多少都會受到政府權力
的“管轄”﹖例如﹐在歷史上先後出現的政府徵稅﹑勞動法和最低工
資制度﹐148 是不是“管轄”﹖
144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384 頁。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371~372 頁。
146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371~372 頁。
147
吳敬璉﹕〈目前一個大問題是行政主導發展〉﹐中國改革網 2011 年 8 月 4 日。黑
體字為引者所加。
148
2011 年 7 月 1 日﹐《中國改革》發表吳敬璉〈政府過多支配資源為尋租創造鉅大空
間〉的文章。文章針對我國政府干預勞動力市場的措施（如實施勞動法﹑最低工資﹑工
資集體談判制度等）稱﹐“一些國家經驗表明﹐用對工資實施行政干預的辦法提高低收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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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經濟史和經濟學文獻證明﹐從西方到東方﹐歷史上從來沒
有一個不在國家“權力關係”和“管轄”下進行交易和發展的自由
入職工收入水平﹐較之採用完善勞動市場﹑消除就業障礙和為小企業創造更大的發展空
間和更好的經營環境的辦法來促進就業和提高工資﹐
可謂弊多利少。他們的經驗和教訓﹐
值得我們認真總結和汲取。”（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10701/4216881.shtml）
不過﹐吳敬璉沒有指出這樣“一些國家經驗”是來自哪些國家的。
事實上﹐在他“嚮往”的歐盟和美國就根本沒有這樣的“國家經驗”。因為﹐“隨
著行政事務的增多和行政權力的擴大﹐行政干預的內容﹑範圍日益廣泛﹐幾乎涉及社
會生活的一切方面。在現代國家中﹐除司法干預外﹐行政干預已成為國家干預的主要
部分。”當然﹐“行政機關實施行政干預要有法律依據或政策依據”（〈行政干預〉﹐
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491737.htm）。具體到工資決定問題﹐西方經
濟史和西方《當代勞動經濟學》的一般常識是﹕
— 政府直接決定即直接“干預”政府的雇員工資。在一些條件下﹐工會也能夠發
揮作用。在有的自由市場國家裡﹐這種政府直接干預工資的範圍還不小。如美國﹐政
府雇員人數早就超過了製造業的雇員人數。其中﹐聯邦政府雇員的工資比私人部門受
過同等教育﹑具有相同經驗的同類工人的工資高 13~20％。申請聯邦政府崗位的人比私
人部門多 25~30％。美國也有“公務員熱”。
— 政府依據最低工資法直接“干預”私營部門的最低工資標準。
— 不止於此。政府“約束勞動關係的一般法律和約束集體談判的特別法律構成了
影響工資﹑就業和資源配置的重要制度因素”。如在美國﹐“政府還承擔為整個經濟
制定法律法規的重要任務。很多法律和法規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工資……”（坎貝爾‧
R‧麥克南等著﹕《當代勞動經濟學》﹐人民郵電出版社 2004 年﹐第 363 頁）。
實行自由市場經濟的美國無疑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國家。金融危機以來﹐美國還
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而據 2007 年的數據看﹐在歐盟（EU）的 20 個國家裡﹐歐洲最
具自由經濟色彩的英國最低工資水平也排名第三。英國成年工人的法定最低工資為每
月 1361 歐元﹐僅次於盧森堡（1570 歐元）和愛爾蘭（1403 歐元）﹐幾乎是美國最低
工資水平的兩倍。就是那些所謂的已經轉軌的國家中﹐工資最低的是保加利亞﹐每月
的最低工資也為 92 歐元﹐其次是羅馬尼亞（114 歐元）和拉脫維亞（172 歐元）（〈歐
盟統計局稱﹕盧森堡最低工資標準居歐盟榜首〉
﹐
http://finance.sina.com.cn/j/20070621/
06303710479.shtml）。
在這些事實面前出現的問題是﹕
第一﹐在“歐美模式”之中或之外﹐有那些“國家經驗”不是這樣子的﹐而是吳
敬璉說的那個樣子﹖
第二﹐如果在“歐美模式”裡政府的“行政干預”和“參與”勞動力市場是“普
世價值”﹐那麼﹐吳敬璉力主在中國實行“普世價值”的“歐美模式”﹐但又反對中
國政府干預勞動力市場﹐這是不是又一次陷入了有違常識的自相矛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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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經濟。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不例外。吳敬璉“嚮往”的當代
“歐美模式”市場經濟﹐當然也是如此。而且﹐正是歐美著名的經濟
學家指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表明﹕
ҋ൴አ༼۞ξಞଂֽ՟ѣৌϒхд࿅Ēιࣇ۞ౝ — ่่̙
ಶιࣇ۞̰дྻᖼ҃֏Ď˵Β߁ιࣇ۞ڍޢĞтĎ၆ˠౄј۞ޢ
ڍğ— ߏтѩ̂ĎͽҌ̒ع߆ٺјࠎυืĒČČĄ149
˘࣎ٙᏜ۞ҋ൴አ༼ξಞགྷᑻΞਕົႊ̼ࠎโ͘ᛨྤώ
ཌྷ — ͽ̈́โ͘ᛨ߆ڼវր — ض̙ޝĎд࣎͵ࠧ۞˘ֱг͞Ď
ፉ͕ߏৌ၁̷҃࢝۞Ą150

吳敬璉還主張“法制市場經濟”。但是﹐難道相對於各種市場主
體而言﹐歐美國家的“法制”﹐就不是一種高高在上的國家權力或
“管轄”﹐就不是一種通過“一人一票”﹑多黨競爭﹑議會制的“憲
政民主”確立起來的可以干預市場的權力﹖
第二﹐就歐美的市場經濟內部關係而言﹐由於壟斷和信息不對稱
因素的存在﹐以及存在複雜的政企關係等因素﹐“在存在權力關係的
任何情況下﹐比如一方管轄著另一方﹐……所發生的交易”﹐實際上
隨時隨地也都可能出現。
例一﹐在市場橫向壟斷的關係中﹐存在少數大企業利用壟斷地位
進行不平等交易的事實。
例二﹐在大中小企業協作關係中﹐存在大企業利用“縱向壟斷地
位”﹐與中小企業進行不公平交易的事實。
例三﹐少數壟斷大企業利用“金錢政治”操控政府﹑議員﹑媒體
乃至他國政治﹑經濟等等﹐以形成有利於自己的市場交易。反過來﹐
149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前言〉﹐載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
經濟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第 1 頁。
150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前言〉﹐載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
經濟起源》第 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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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出於安全﹑產業政策﹑公共福利等等政策目的﹐也通過各種方式
影響私人企業。
例四﹐在一般消費品市場上﹐存在“買的沒有賣的精”的事實。
例五﹐在勞動力市場上﹐存在“公司給你什麼便是什麼”的壟斷
因素。151
例六﹐
歐美國家那些私有化以後的部分國有企業（包括已經 100％
私有化的企業）﹐迄今為止﹐政府仍然在微觀層面控制它們。並且﹐
歐洲主要市場經濟國家仍然保留著大量的國有股權。這些企業與那些
原汁原味的私人企業主在經營﹑交易上也是大有區別﹑市場地位是不
平等的。152
例七﹐歐美國家長期以來都實行產業政策﹐直接用政治﹑金錢手
段引導﹑支持企業發展高科技。這些企業在發展和國內外市場上可謂
是得天獨厚﹐享有特權。153
例八﹐歐美國家還在農業中實行高額補貼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
但卻要求發展中國家全面開放農產品市場。
在這八種場合中的不平等交易﹐實際上都體現了某種形式的﹑或
明或暗的“一方管轄著另一方”的權力。美國經濟學家早已經指出﹐
實際的市場體制中存在不對稱的權力結構。普通人在交易中要受到這
種權力結構施予的約束。154 如果這種交易因此而“絕不是‘市場交
易’”﹐那麼﹐世界上還能剩下多少“市場交易”呢﹖
另外﹐眾所周知﹐外部性也是政府權力干預企業交易活動的重要
151

推薦閱讀保羅‧薩繆爾森﹕《經濟學》中冊（第 10 版）﹐商務印書館 1981 年﹐第
25﹑29 章。
152
推薦閱讀熱拉爾‧羅蘭主編﹕《私有化﹕成功與失敗》第 3 頁。
153
推薦閱讀理查德‧雷恩﹕《政府與企業 — 比較視角下的美國政治經濟體制》﹐復
旦大學出版社 2007 年﹔沃爾特‧亞當斯等主編﹕《美國產業結構（第 10 版）》﹐中
國人民大學 2003 年。另外﹐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多部著作中也提到多年來美國政府
引導高科技產業發展的政策和成績。
154
轉引自姚洋﹕《租佃合約中的權力》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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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之一。
第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受控的市場就是市場。市場主體之間
的自主交換只是一種相對獨立的關係﹐而非是絕對化的獨立關係。
因為﹐西方經濟學認為﹐“市場失靈”需要政府﹑社會去控制和
彌補。換個角度看﹐市場交易的外部性無處不在。為了控制和治理這
種外部性的危害（如環境污染﹑資源浪費）﹐也不能允許交易主體擁
有“絕對”的獨立性。為此﹐歐美國家有各式各樣的政府干預﹑法律
干預﹑工會等 NGO 干預﹑輿論干預等等﹐乃至 G7 國家還不斷在國際
貿易和國際政治中顯示自己暴力機器的強大﹐干預全球貿易。哪裡有
一個不“受控的市場”﹐哪裡有一個不“權力攪買賣”的歐美國家﹖
再如﹐這些國家的貨幣發行﹑利率﹑匯率決定和關稅﹐都是政府
行為或有政府干預。這些高高在上的權力因素個個都在大規模地
“攪”動國內外的買賣。
美國的產業政策﹑科技政策和貿易保護政策﹐既保證了美國在關
鍵科技領域的世界領先地位﹐也“攪”了國內外不少買賣。如“攪”
得“堅定信仰自由貿易”的中國買不到美利堅的高科技產品乾著急﹐
大量美元只能去買風險不斷增加的美國國債和企業債﹔“攪”得中
國億萬農民工沒法兒去美國當“帝國主義建設者”﹐只能望眼欲穿﹑
望洋興嘆﹐等等。155 歐盟又何嘗不是這樣﹗而且﹐歐美兩口子就是
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這何嘗又不是一種大大的權力。歐美主
導的 WTO 機制﹐難道不更是一種帶有歧視性﹑非均衡的國際貿易權

155

再如﹐從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雖然新自由主義思想幾乎覆蓋了美國的民主黨和共
和黨﹐但是﹐沒有哪個黨有膽搞“無控市場”的改革開放﹖如果今天其中一個黨膽大
包天了﹐可以先把美國的宏觀政策﹑產業政策﹑監管體制﹑救市舉措﹑國債﹑社會福
利﹑最低工資等廢了﹐再把美國干預中國匯率和對中國極不公平的貿易保護政策廢了﹐
然後再廢除其它種種市場控制措施﹐包括美利堅的許多航空母艦和核子武器﹗但是﹐
顯然這是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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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結構﹖156
由此可見﹐“受控的市場”﹑“權力攪買賣”的市場才是真“市
場”。與此相反的那種“市場”﹐屬於美國人說的那種“黑板經濟
學”﹐
是耍嘴皮子用的﹔或者﹐
是歐美的帝國政府在國際貿易中搞“雙
重標準”時候用的。
至於西方經濟學界和社會中有關該問題大量爭論﹐著重點不是控
不控﹑攪不攪﹐而是如何平衡社會行動﹑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係。“無
控市場”和不“權力攪買賣”的偽問題太虛無縹緲了。
另外﹐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上﹐不僅古典經濟學和新﹑老凱恩斯主
義者都強調有必要控制市場﹐即使美國當年“最偉大”的新自由主義
者﹑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米爾頓‧弗里德曼教授在主張今天已經過
氣的“小政府”時﹐也為政府保留了實施產權法﹑契約法和提供國防
的政府干預權力﹐157 以防止市場徹底失控。而他設計的貨幣主義政
策﹐本身也是以承認政府有宏觀調控權力為前提的。
當然﹐現在我們還不知道﹐吳敬璉在《教程》或有關文章中說需
要政府搞宏觀調控﹑稅收﹑社會福利﹑公司法﹑反壟斷法和市場監管
等等時﹐
是不是認為這些都不是市場“受控”﹑
“權力攪買賣”﹑
“干
156

推薦閱讀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國際間的權衡貿易 — 貿易如何促進發展》﹐中
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8 年。
157
在《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中﹐米爾頓‧弗里德曼的政策建議是﹕廢除（1）公司稅。
（2）累進所得稅。（3）免費的公共教育。（4）社會保障。（5）政府對於食物藥品的
安全管制。（6）醫生的資格認證。（7）郵政行業的寡頭壟斷。（8）政府對自然災害的
救助。（9）最低工資法。（10）高利貸發放者收取利息的上限。（11）禁止販賣海洛因
的法律﹐以及除了實施產權法﹑契約法和提供國防之外的所有其他形式的政府干預。這
些政策建議和背後的極端自由市場理論﹐就是在新古典經濟學體系內部﹐也沒有得到廣
泛的認同﹐只是自成一派。如保羅‧薩繆爾森在《經濟學》中就一直主張混合經濟和福
利制度﹐並批評原教旨主義的市場調節理論。而今天的多數歐美經濟學家都認為﹐這次
金融危機與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和經濟政策是有很大關係的。這裡面可能還應當包括美
國聯邦儲備銀行的前主席格林斯潘﹐他坦率承認自由競爭並沒有形成華爾街金融企業
之間的互相監管並規範其行為﹔而今天人們看到的美國社會正日益變得“非常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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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微觀經濟”﹖如果是的話﹐他是不是又在自相矛盾了呢﹖
當然﹐
一種可能的辯解說法是﹐
這些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
不是“干預”和“管轄”。但是﹐這純粹是搞文字遊戲。如果一個進
口商不交納關稅﹐海關對他進行執法性質的“公共服務”時﹐這個進
口商立馬就能夠體會到“公共服務”和“權力管轄”是“色空無
異”的“不二法門”了。
另外﹐我們也不曉得﹐在吳敬璉看來﹐美國“重返亞洲”﹑“領
導亞洲”﹑美歐日印等政府在中國東海﹑南海採取政治﹑經濟和軍事
手段亂攪和﹐合縱連橫﹐是不是“權力攪買賣”﹖
第四﹐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更是“受控的市場”。吳敬璉
說自由市場問題﹐中共“十四大說得很清楚”。158 但是﹐恰恰是江
澤民同志在十四大報告裡說﹕
ԧࣇࢋޙϲ۞ۤົཌྷξಞགྷᑻវטĎಶߏࢋֹξಞдۤົ
ཌྷ઼छԈ៍አଠ˭၆ྤ੨ཉૄᖂّүϡĎČČֶ֭ፂ៍މఢޠ
۞ࢋՐĎྻϡрགྷᑻ߆ඉďགྷᑻڱఢďࢍထጱυࢋ۞Җ߆გநĎ
͔ጱξಞઉ൴णĄ
ۤົཌྷξಞགྷᑻវߏטТۤົཌྷૄώޘטඕЪд˘۞Ą
дٙѣטඕၹ˯Ďͽ̳ѣטΒ߁Бϔٙѣטะវٙѣࠎט
វĎČČкགྷᑻј̶ܜഇВТ൴णČČĄ159

難道吳敬璉居然認為﹐這裡江澤民同志在“十四大說得很清楚”
的國家調控的市場就是個不“受控的市場”﹐且還是他說的以“自由
企業制度”即私人企業為主體的市場經濟﹖
再追問吳敬璉一句﹐相對於真正由中共十四大提出的“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體制”而言﹐你主張的那種自由市場“還叫市場嗎﹖”﹐是
十四大那個“市場經濟體制”的意思嗎﹖
158
159

吳敬璉﹕〈目前一個大問題是行政主導發展〉﹐中國改革網 2011 年 8 月 4 日。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改革開放 30 年重要文獻選編（上）》第 659~66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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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2008 年 12 月 18 日胡錦濤同志《在紀念黨的十一屆
三中全會召開 30 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還進一步指出﹕
υืԯિۤົཌྷૄώޘטТ൴णξಞགྷᑻඕЪֽĎ൴೭
ۤົཌྷ۞ޘטᐹّξಞ੨ཉྤ۞ѣड़ّĎČČԧࣇ˧ޙ
ϲԆචۤົཌྷξಞགྷᑻវטĎ൴೭ξಞдྤ੨ཉ̚۞ૄᖂّ
үϡĎČČТॡ˫ࢦڦΐૻԆච઼छ၆གྷᑻ۞Ԉ៍አଠĎҹڇξ
ಞҋ֗хд۞ߙֱౝČČĄČČԧࣇࢋؕિۤົཌྷξಞགྷ
ᑻ۞Լࢭ͞ШĎᚶᜈԆචۤົཌྷξಞགྷᑻវטĎᚶᜈΐૻԼච
Ԉ៍አଠវրČČĄ160

“繼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繼續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體
系”﹐“克服”市場缺陷﹐這裡面就包括有國家調控市場﹐即有市場
“受控”的意思。這難道不對嗎﹖
可能﹐當時在人民大會堂左側聽眾席上的吳敬璉﹐心裡是反對黨
中央的這些決策的。如是﹐吳敬璉完全可以不再“掛靠”黨中央和國
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而是自說自話﹐直接說把政府趕出經濟﹑“自由
價格起作用”。161
當然﹐這種觀點在國外也早就被批評為華而不實了。如美國經濟
學教授斯蒂格利茨就說﹕
າҋϤཌྷරВᙊ۞ခә۰ૻአĎયᗟ۞ॲϒдع߆ٺ
۞̒Ēᖼ۞ݭᙯᔣдٺņឰᆊॾಶҜŇĎͽ఼̈́࿅ռѣ̼ҋϤ
̼ԯ߆عଂགྷᑻ̚ᅁΝĄČČࣇ۞៍ᕇܑ˞˘၆።Ϋ۞ᄱ
ĎČČĄ162

160

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 30 週年理論研討會文
集（上）》第 9~10 頁。
161
吳敬璉﹕〈目前一個大問題是行政主導發展〉﹐中國改革網 2011 年 8 月 4 日。
162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前言〉﹐載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
經濟起源》第 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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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富國陷阱》一書中﹐英國劍橋博士張夏准也說﹐發達市場
經濟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推薦的一些新自由主義藥方﹐如“把政府從經
濟中趕出去”﹑自由貿易等等﹐自己在發展過程中根本就不採用的。
這些國家的虛偽性在於﹐要求發展中國家﹕“學習我所說的﹐而不是
我所做的”。目的是“踢開梯子”﹐使後發國家的發展水平永遠達不
到發達國家的水平。163 新﹑老帝國主義一樣﹐“在天豈容比翼鳥﹐
在地剪裁連理枝”。164
吳敬璉怎麼就那麼相信發達國家說的﹐不管人家怎麼做的﹐也去
幫著它們“踢開梯子”﹑“把政府從經濟中趕出去”呢﹖
當然﹐無論哪種市場經濟體制中都會發生“政府失靈”和官員腐
敗等現象。但是﹐
我們不能夠因此跳到另外一個極端﹐
去要求一個“無
控市場”。這就同現在不能因為有“市場失靈”現象﹐有金融危機﹐
就去完全否定市場一樣。
至於吳敬璉說的“所謂市場起作用就是自由價格起作用”﹐165 這
在西方經濟學中也是一個空洞的教條﹐且在入門的經濟學教科書中被
反復地說明其嚴重的局限性。因為﹐由於市場不完全﹑信息不對稱等
原因的存在﹐這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理論模式”的表達﹐它甚至不
能反映歐美市場經濟的歷史和現實的運行狀態。166 吳敬璉是應當知
道這些基本常識的。但他就是要這麼說﹐偏好使然。看來﹐吳敬璉在
163

推薦閱讀張夏准﹕《富國陷阱 — 發達國家為何踢開梯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7 年。
164
白居易原詩文是﹕“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
165
吳敬璉在《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一篇中也是這樣說的﹐並根據這種自由市場
觀點來批判和否定“計劃經濟”（見該書第 21 頁）。顯然﹐這在理論上是一種過於簡
單化的評論。結果是﹐既不能科學地解析真正的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和它的外部性問題﹐
也採用一種極端立場來否定了國家干預市場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吳敬璉以這種理論來
指導北大和中國社科院的博士生﹐顯然是不妥的。
166
推薦閱讀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自由市場的墜落》第 7﹑8﹑9﹑10 章。其中﹐
第 7 章結合金融危機提出的新問題﹐深入評論了國家﹑政府的角色和關係﹔第 9 章則
題為“重構經濟學”。一個評論者認為﹐這本書“可以去邪敗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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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銷外國的所謂自由市場理論的時候﹐
邏輯是比較混亂的﹐
忽視了中﹑
外市場經濟的歷史和現實﹐忽視了新古典經濟學一般均衡原理的約束
條件﹐
忽視了西方經濟學的另一大半是批評“純粹自由市場”觀點的。
由此﹐這裡也可以看到﹐吳敬璉不“受控的市場”觀點﹐不僅脫
離了他一心嚮往的“歐美模式”﹐而且﹐離開所謂他“1992 年 4 月﹐
向中共中央提出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為我國經濟改革目標的建
議”是何其遙遠﹗167 因為﹐在那個建議中﹐他不可能去主張一個無
控制的市場經濟。哪裡是真﹐哪裡是假﹖“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投機取巧﹖變色龍﹖
另外﹐吳敬璉說的“政府的基本職能……不是在市場上提供商品
和服務”這段話中﹐
比較特別的一點是﹐
他通過這種精心安排的表述﹐
167

〈首屆中國經濟學獎“傑出貢獻獎”獲獎者（簡歷）〉﹐中新網 2005 年 3 月 24 日
（http://www.chinanews.com/news/2005/2005-03-24/26/554494.shtml）。
事實上﹐陳雲﹑鄧小平同志早在 1979 年就已先後提出了社會主義搞“市場經濟”
的重大命題﹐何需十多年後吳敬璉來指手畫腳﹑偷樑換柱﹑偷天換日﹐企圖引導改革
走向資本主義。
例如﹐根據權威人士介紹﹐鄧力群說﹐1979 年 3 月初﹐陳雲同志在“計劃與市場
問題的提綱”中﹐就使用了“市場經濟”這個詞。“在我們黨內﹐在馬克思主義隊伍
中很少用﹐他是第一次使用。”
其後不久﹐“1979 年 11 月 26 日上午﹐鄧小平會見了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
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林達光等人。會見中﹐鄧
小平指出﹕‘說市場經濟只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
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
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雖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資
本主義社會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間的關係﹐當然也有同集體所有制
之間的關係﹐也有同外國資本主義的關係﹐但是歸根到底是社會主義的﹐是社會主義
社會的。市場經濟不能說只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在封建社會時期就有了萌芽。
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同樣地﹐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某些好東西﹐包括經營管
理方法﹐也不等於實行資本主義。這是社會主義利用這種方法來發展社會生產力。把
這當作方法﹐不會影響整個社會主義﹐不會重新回到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可
以搞市場經濟〉﹐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09 年 2 月 17 日﹐http://cpc.people.com.cn/GB/
64162/82819/143371/8818527.html。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改革開放 30 年重要文
件選編（上）》第 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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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從一個新的側面﹐對國企的存在和發展進行了全面否定。因為﹐他
知道﹐中國政府機構本來就不提供市場化的商品和服務。如國務院辦
公廳﹐就從來不做買賣。所以﹐在這裡吳敬璉實際上是說﹐政府不應
當辦國企﹐並經過國企“在市場上提供商品和服務”。無論在競爭性
領域的市場﹐還是壟斷性領域的市場﹐國企都沒有存在的必要。黨中
央關於國企應當控制戰略性﹑關鍵性等產業領域﹐在競爭性領域有進
有退﹐並通過市場向社會“提供商品和服務”的決策﹐都是不符合自
由市場經濟要求的。
至此﹐我們回過頭來看﹐在《教程》中﹐吳敬璉之所以否定所謂的
馬克思“‘社會大工廠’模式”﹑否定所謂的“列寧的‘國家辛迪加’
模式”﹑否定所謂的“斯大林體制”﹐否定所謂的“仿效蘇聯的榜樣”
的毛澤東時期的社會主義探索性實踐﹐否定中國改革開放後國企發展
壯大的必要性﹐
都是因為他有了迷信“普世價值”的“歐美模式”資本
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先入之見。而這些迷信觀念在他的頭腦裡面
還比較亂﹐理論和實際情況之間時不時就自相矛盾﹑不能自圓其說了。
我們知道﹐包含私有化﹑自由化﹑憲政民主等內容的“普世價
值”﹐這些年在中國頗為一些著名公眾人物和主流媒體歡迎。這引發
了“歐美模式”中若干政要的密切關注和支持﹐並裁定中國“普世”
派傑出人物可獲諾貝爾和平獎。美國總統奧巴馬還特地在 2010 年 12
月 10 日發佈的一份《公告》中﹐針對中國宣稱﹕
ԧࣇ͚дЇңг͞Җֹҋ̎͵ᝋӀ۞ˠĄČČ̫͇Ď˵ߏ
д઼ᅫˠᝋ͟Ğ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DayğĎԧࣇᑕΐࢺӅ˧Ď
ଯซБˠᙷ۞͵ᆊࣃ៍Ą168
168

黃安年﹕〈奧巴馬借諾貝爾和平獎高調宣揚美式人權價值觀〉﹐
《學術交流網》2010
年 12 月 12 日（http://www.annian.net/show.aspx?id=25473&cid=21）。另外﹐據人民
網記者管克江報道﹕2012 年 2 月 4 日慕尼黑安全政策會議上﹐美國參議院麥凱恩宣揚
美國的價值觀﹐繼續要求中國走美國設定的“普世價值”道路（http://www.ce.cn/
xwzx/gnsz/gdxw/201202/05/t20120205_23044319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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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敬璉也積極宣揚“歐美模式”的“普世價值”﹐契合了美國的
政治文化戰略意圖和國家利益﹐169 是不是也被美國政府納入了“在
任何地方行使自己普世權利的人”員名單中﹐並予以“支持”﹖
這種說教就能救中國﹖真行的話﹐一度考慮在大陸使用原子彈實
現“普世價值”的美國總統哈利‧斯‧杜魯門諸公早就救中國了﹐還
要等到今天﹖

αďņ߆عŇ͛߉ࣘڠଯҖྤώཌྷĔ
吳敬璉在充分自由地應用“批判的武器”即“筆桿子”攪和社
會主義改革之後﹐按照歐美的普世價值要求﹐還“嚮往”用其它批判
形式來解決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嗎﹖
對此﹐吳敬璉在《教程》中直言不諱地寫道﹕
дଂ็ۤົཌྷזனۤົଂ΄གྷᑻזξಞགྷᑻ۞ᗕࢦ
ᖼݭഇมĎ߆۞عϒࢬүϡᅮࢋΐૻ̙҃ߏ݇ऴĄٙᏜ߆۞عϒࢬ
үϡĎࢋΒ߁ͽ˭ೀ࣎͞ࢬĄ
ČČঐੵ၆Լࢭ۞ܡᘣͅԩČČߊࢋѣૻ۞ّטĎ˵ࢋΒ߁
˘ֱᄵጱّ۞ĄČČ170
169

2011 年 3 月 23 日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書記﹑院長陳奎元就美國推行“普世價值”
的戰略意圖指出﹕
ČČ͐߆عԯଯҖ͵ᆊࣃ೩זາ۞ጼரޘĎ2010 ѐ 5 ͡ 27 ઼࡚͟߆ع
Ш઼ົ೩Ϲ۞Į઼઼࡚छщБጼரįĎ઼࡚۞˳Ӏৈѣαีē˘ߏ઼࡚ď઼࡚
̳ϔͽ઼࡚̈́۞༖̓ူҡ۞щБĒ˟ߏ઼࡚ܲགྷᑻ۞ૻ̂౹າᆧܜĒˬߏд઼
̰Б͵ࠧࢦ͵ᆊࣃ៍Ēαߏд઼࡚۞ᅳጱ˭Ď఼࿅ღЪүޙϲܳซπďщ
Б፟࿃۞઼ᅫ৩ԔĄТ˘ಡӘ̚ᛚځēņ၆͵ᆊࣃ۞િ͚ؠĎߏԧࣇડҾٺ
ᇲˠďᇲ၆߆عሕд၆͘۞ࣧЯĄŇಡӘ̚ྎႽгᛚ˞ଯซ͵ᆊࣃ៍ࢋଳ۞פ
̱࣎͞ࢬ۞ጼரନ߉Ą
Ğ陳奎元﹕〈關於當前科研工作的任務和實施創新工程的意見〉﹐
《中國社會科學報》
2011 年 4 月 2 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4305493.html）

170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374 頁。
54

看來﹐在吳敬璉的“改革頂層設計”中﹐為了在中國推行“歐美
模式”資本主義制度﹐是需要準備上演文武之道了。第一位的是使用
“強制性”國家力量﹐說白了就是準備使用“武器的批判”即“槍桿
子”為標誌的“強制”。吳敬璉所謂“打破‘兩暴怪圈’”﹐名曰反
暴君﹑暴民﹐171 但是﹐一旦誰要妨礙他“嚮往”資本主義“歐美模
式”﹐“兩暴怪圈”就為我所用。這可真是悟透了美利堅“雙重標
準”的神髓。
以史為鏡﹐這也不足為怪。中國的右翼知識界不乏這種“暴力迷
信”或“國家迷信”的老傳統。今天的吳敬璉又不過是拾人牙慧爾。
例如﹐
2010 年底﹐
王小強研究員撰文再揭中國知識界普世價值派老底﹕
1927 ѐΔ̂ች̮ૈࠎჯ઼᜕̰γྤயล৺઼̰гล৺۞Ӏ
ৈĎ઼֏ޙϔᛨᗉᑅВயᛨ̂ྺ̍ிďୈਨੵॲĎଯજ˞ņα˘˟
̂ૠ୭ŇĄ༊ॡĎņВயᛨˠҕ߹јګĎ̍ྺཏிގ᎕т̋Ďች̮ૈ
ຍ൘ϏႽĎГତГᐽďୈਨੵॲŇĎරᚊᖼ֗ĎјࠎЩ۞߆ڼछĄ172

當時直接推動“四一二大屠殺”的力量還有上海資本家的商會
和外商。官﹑商﹑學一體化﹐這就是 1927 年讓中國共產黨人和工農
大眾拋頭顱﹑灑熱血的“鐵三角”﹗
吳敬璉“嚮往”這位至今還在北大以銅像彰顯萬世師表的“中
產階級”前輩嗎﹖答案呢﹐就在他“為維護國內外資產階級和國內地
主階級的利益”的“強制性”的政策建議中。
除此之外﹐僅就西方經濟學中的暴力傳統而言﹐吳敬璉這裡也是
步人後塵。按下早期的案例不表﹐173“一戰”結束不久﹐由於約翰‧

171

吳敬璉﹕〈極左極右都危險 — 現在的中國中等階層自身還有很大的弱點﹕一是利
益自覺不夠﹐二是公民意識缺乏〉﹐《中國改革》2010年11期。
172
王小強﹕〈無喱頭《大話西遊》﹖—“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之三〉﹐《香港
傳真》No. 2010~53。
173
推薦閱讀夏小林﹕〈為什麼人服務是經濟學的大本大源〉﹐
《香港傳真》No. 200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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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納德‧凱恩斯建議恢復德國實力﹐遏制俄國布爾什維克主義﹐列寧
就說他是﹕
˘࣎ˠٙВۢ۞ྤய۰ĎοႬ̦ჯҹཌྷ۞ѪᇲĄ174

後來的情況似乎更為嚴重。2002 年美國經濟學家 E‧K‧亨特教
授指出﹐美國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學家們﹐曾幾乎都支持採用國家暴力
摧毀社會主義制度。175 另外﹐這位美國教授還指出了一個著名的經
典案例﹕
઼࡚Щ۞ܲчཌྷ൴णགྷᑻጯछ WĆܠ༃ĆᘲћٚĎ
၆Вயཌྷ۞ޥຐԽᑝഅགྷ઼࡚̚זδଐಡԊੑ˧˯۞͚Ąᘲ
ћᄮࠎēņࡶࢋͤܡ̙טᕝᎶණ۞Вயཌྷ˧ณ۞ଯซĎᇹ
۞ۋߏܜഇ۞Ď֭ͷᅮࢋາ۞៍ֽهዮ۞઼࡚γϹ߆ඉŇĄ176

由此可見﹐國內外的一些經濟學家﹐特別是有的著名經濟學家﹐
為了實現自己的新古典經濟學理想和對現實世界的影響力﹐為了竊取
名利﹐進入“權貴”行列﹐在利用“富人經濟學”為資本服務時是不
擇手段的。這不僅是中國一些表面上豁達民主﹑溫文爾雅﹑聲稱“兼
收並蓄”的右翼知識分子的歷史傳統﹐也是“國際經濟學界”早有的
“國際慣例”之一。而在這些大都屬於中產階級的知識界人士的背
後﹐
則是國內外的大資產階級特別是歐美政府策劃於密室﹑
上下其手﹑
174

轉引自朱彤書主編﹕《西方經濟學名著介紹》﹐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1 年﹐第
294~295 頁。
175
E‧K‧亨特﹕《經濟思想史 — 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 2 版）﹐上海財經大學
出版社 2007 年﹐第 384 頁。原文如下﹕
дௐ˟Ѩ͵ࠧ̂ጼ̝ ۞ޢ20 ѐ྆ĎາΟཌྷ۞̶͚࣎Ğ̰ొ۞ܲчཌྷ
ҋϤཌྷ߹ࠁ — ͔۰ොğдခәߙ߆ඉ͞ࢬܑன˞Тᇹ۞ሤଐĄ߆ඉ
˧ٺၨ໑Їңг͞хд۞ВயཌྷĎͤܡௐˬ͵ࠧ۞གྷᑻវซҖЇңԛё۞ۤົཌྷ
ྏរĄЯѩĎӈֹߏጾ᜕ҋϤٸЇ߆ඉ۞ܲч۞ˠĎౌ͚ଳ̂פఢሀ۞ְҖજ
ଯҖܬரّ۞γϹ߆ඉĄ
176

E‧K‧亨特﹕《經濟思想史 — 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 383~38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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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金如土﹐收買﹑操縱“強制性”力量和“誘導性”力量﹐興風作怪。
這些經濟學家﹐實乃富人和政客之區區工具爾。
吳敬璉提倡“政府”採取“強制性”手段“消除對改革的阻礙
和反抗”﹐直截了當地說﹐就是企圖蠱惑“政府”採取“強制性”手
段消除對他一心嚮往的“國退民進”﹑自由市場和“憲政改革”的
“阻礙和反抗”﹐簡言之﹐就是“消除”對“普世價值”和“歐美模
式”的“阻礙和反抗”。
吳敬璉心念如此﹐真如吹捧《教程》的日本教授青木昌彥評價﹕
“前所未有”﹔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評價﹕“不能忽視”﹔中
國銀監會首席顧問沈聯濤評價﹕“指導我們繼續前進的燈塔”﹔媒
體人胡舒立評價﹕“學術界廣泛接受”﹔177“中國青年領袖”﹑《吳
敬璉傳》作者吳曉波評價﹕“從外貌到靈魂都乾乾淨淨的人”﹐“由
他的思想演進出發﹐可以勾勒出中國經濟變革理念的大致曲線。”178
登峰造極的是﹐2011 年 1 月﹐國務院新聞辦籌辦﹐中央人民電視臺
全球宣傳﹐首站美利堅﹕“歐美模式”迷信者吳敬璉＝中國智庫的
“國家形象”﹐— 負形象﹖
國內外一些知識分子﹑
新聞人士﹑
“權貴”和機構“突出政治”﹑
利益結盟﹑言不及義﹑自己給自己挖坑﹐179 由此可見一斑。
在《教程》裡﹐吳敬璉深揭狠批社會主義者搞國企是“國家迷
信”﹐當他要搞“私進國退”時怎麼也“國家迷信”﹐且訴諸國家
“強制性”力量了﹖如上所述﹐他已然克隆了美利堅自相矛盾的“雙
重標準”手段﹐且運用自如。

177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封底。
相反的評論﹐參見陸城東﹕〈柳紅 VS 吳曉波們﹐卵與石的較量〉
（http://www.tianya.
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428239.shtml）﹔柳紅﹕〈一年前致吳敬璉先生的信〉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f0fd320100z5ef.html）。
179
有消息報道﹐原蘇東國家被顛覆後﹐不少原公務員﹑國立大學和政府媒體公職人員
失業﹐一些人成為出租車司機。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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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下面我們將會看到﹐一旦美﹑中有利益矛盾﹐美利堅總統
為了美國“1％”富人 PK 吳敬璉要在中國搞的那個“歐美模式”
時﹐還是毫不留情﹑棋高一籌的。2011 年利比亞卡扎菲一家的厄運
也是例證。雖然﹐大家都是為富人服務﹑為窮人吆喝﹐DV 鏡頭中親
如一家﹐180 但畢竟是美利堅富人第一﹕該拉就拉﹐該殺就殺。以帝
國的反革命兩手對付虎頭蛇尾的“綠色反革命”﹐181 理所當然。對
中國或吳敬璉要例外﹖

̣ď઼̚࠲ֶņለ࡚ሀёŇĔ
如吳敬璉所倡導﹐
不僅搞資本主義改革﹐
且還是按照“歐美模式”
走資本主義道路﹐“能夠救中國”嗎﹖
答案﹕不能。因為它們是為歐美“1％”服務的。
這方面的有關權威評論已經比較多了﹐本文不再重複。我在《為
誰作嫁﹖— 經濟學﹑市場和改革》中﹐182 也從西方經濟學角度結合馬
克思主義經濟學分析過這種問題。這裡根據新情況﹑
新文獻再說一說。

Ğ˘ğņለ࡚ሀёŇΐᆐ̙̳π
“歐美模式”是為“1％”即少數人富人服務的經濟體制“模
式”﹐不能實現“共同富裕”﹐不能複製來為中國的“99％”即大多
數人服務﹐不能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價值取向和“模式”。
“歐美模式”對中國多數老百姓有什麼好處﹖吳敬璉認為﹐由
“嚮往”而採用“歐美模式”市場經濟﹐
政府權力﹑
國企等退出經濟﹐
180

卡扎菲還是在利比亞實行了一部分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公共福利政策。美國不斷地減
少窮人福利的做法不可與之同日而語。
181
卡扎菲皈依歐美國家﹑自廢武功以後﹐是反對中國的。
182
推薦閱讀夏小林﹕《為誰作嫁﹖— 經濟學﹑市場和改革》第 2 章和第 10 章﹐（香
港）大風出版社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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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實行機會均等﹑發展中產階級等政策﹐就
能夠解決中國的收入分配問題﹐即解決多數人認為的收入不公平問
題﹐從而“能夠實現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的市場經濟”。183 但
是﹐僅僅從西方經濟學和歐美社會現實的角度評論﹐這些話幾乎＝
“網絡謠言”﹐是一種精心製造的規避性表述和在故意蒙蔽公眾。
美國著名經濟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薩繆爾森在
與威廉‧諾得豪斯合作發表的《經濟學》（第 17 版）教科書中﹐就
給出了與吳敬璉完全相反的經典答案。按照這兩位美國教授的觀點﹐
即使在私人企業為主﹑政府干預經濟範圍較小的“歐美模式”市場經
濟中﹐亦即吳敬璉要中國複製的歐美資本主義體制中﹐也根本不可能
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吳敬璉的有關言論是信口開河﹑一廂情願
的“賣拐”大忽悠。這兩位反對共產主義的教授在《經濟學》（第
17 版）中老老實實﹑認認真真地寫道﹕
ԧࣇ۞གྷᑻߏ˘ҽᅖଐ۞གྷᑻĄČČ઼࡚ˠќˢम۞ᕖ
̂Ďధкˠٺྮ۞̍үӧٺሑࣆ۞νዐΠ۽Ď̙࿅ߏ市場
經濟加劇不公平۞˘֭۞ૺྒܧᆷĄѩγĎΔ࡚ďҘለďֲڌ
˘ֱಱ઼Ďᔘѣ͵ࠧ˯ι˘઼ֱछ۞̶੨˵ໂ̙̳πĄ184
ҋϤཌྷ۞ᚮֽົۋᚑࢦ۞̙πඈĄČČಱˠֽಱĎ
ˠֽĄČČԧࣇ՟ѣநϤᄮࠎдҋϤཌྷ۞ྤώཌྷགྷᑻ˭Ď
ќˢົ̳זπ۞̶੨ĕ185

他們還進一步分析了資本主義制度下財富分佈與收入分配不公
平的關係﹐認為財富分佈的不公平加重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因為﹐更
多的財富能夠帶來更多的利潤﹑利息﹑股息﹑紅利和地租等。繼承權
183

〈吳敬璉﹕尋租膨脹無以復加﹐改革需要頂頂層設計〉﹐
《中國改革》2011 年12 月1 日。
保羅‧薩繆爾森等﹕《經濟學》（第 17 版）﹐人民郵電出版社 2004 年﹐第 607 頁。
黑體字是引者所加。
185
保羅‧薩繆爾森等﹕《經濟學》（第 17 版）第 194~195 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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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能夠使少數人不勞而獲。他們指出﹐“在市場經濟中﹐財富分佈的
不公平遠遠大於收入分佈的不公平”。而且﹐其趨勢就是“財富的分
配變得越來越不公平”﹐
並加重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目前﹐
在排除“革
命”和“激進”手段後﹐這種狀況是不可治理的。186
另外﹐與今天的中國社會一樣﹐美國社會分層已經固化﹐— 在
這種分層固化下﹐窮人“向上流動”的機會少之又少﹐社會分裂的鴻
溝加深﹐機會均等效應是極度萎縮的﹐畫餅不充飢。
而在 1976 年出版的《經濟學》第 10 版中﹐薩繆爾森也曾寫道﹕
歸根到底﹐在資本主義中“收入的差別最主要是由擁有財富的多寡造
成的。……和財產差別相比﹐個人能力的差別是微不足道的”。187 在
這種財富分配格局中﹐
機會均等能夠實現共同富裕＝宗教的天國教義。
在教科書《經濟學》（第 10 版和 17 版）之前﹑之外﹐西方經濟
學界的探討和爭論更為熱烈﹐以致薩繆爾森關於“市場經濟加劇不公
平”的觀點並不新穎。這裡就不多說了。188
至此﹐一個相關的問題也就非常明白了﹐即私人資本主義自由市
場的競爭有利於勝者﹐財富和收入分配向少數勝者高度傾斜。在極端
情況下﹐還會形成勝者通吃的局面。薩繆爾森承認﹐在美國﹐“富人
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例如﹐最近 30 多年中資本主義國家調
節收入分配的作用在弱化﹐多數人工資﹑福利“向底線賽跑”189 已
經成為一種長期性的大趨勢。中產階級收入持續下降﹐並分化瓦解。
美國的基尼係數已經達到 0.47。經濟增長並沒有使中產階級和窮人從
中受益。蛋糕越大﹐兩極分化越厲害。

186

保羅‧薩繆爾森等﹕《經濟學》（第 17 版）第 313~314 頁。
保羅‧薩繆爾森﹕《經濟學》下冊（第 10 版）第 231 頁。
188
推薦閱讀傑拉爾德‧邁耶和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主編﹕《發展經濟學前沿 — 未
來展望》﹐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2004 年。
189
保羅‧薩繆爾森等﹕《經濟學》（第 17 版）第 324 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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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爆發﹐歐美（及日本）社會的兩極分化更加劇烈。190 美
國“自由市場”率先“墜落”。2011 年 8 月 6 日﹐歐洲最自由的市
場經濟國家 —“墮落的英國”191 開始被新﹑老窮人點火“燃燒”。
接著﹐歐洲最強大的工業國 — 德國也被點燃。192 美國還來不及暗
自慶倖﹐“佔領華爾街運動”就悄然興起。其他各種示威遊行也在歐
美綿密不斷。在歐美國家裡﹐既然生活質量下降的中產階級和毫無希
望的窮人是金融危機最大的﹑最沒有公平可言的“埋單”族﹐他們也
就符合政治邏輯地成為了社會動蕩﹑要求變革的主力軍（或潛在力
量）。193 用馬克思的語言說﹐就是多數人“相對貧困”狀況深化了﹐
190

這種劇烈的兩極分化甚至促使美國的一些著名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開始正視現實﹑
反思過去的自由市場主張。2011 年 7 月 28 日﹐中國社科院楊斌研究員在〈希拉里攻擊
中國與“美國模式”的危機〉中就介紹了這方面的一個典型現象﹕
઼࡚ᓑ֣ᐼ౯ᅙҖ۞݈यॾڒምĎதٚᄮ̫͇ˠࣇ࠻ົ઼࡚ۤ۞זϒ͟
ৈតņܧ૱ԮѡŇĎņ̏གྷ̙Гߏ˘࣎ፋវ҃ߏૄ࣎ώ˯̶ෘ۞ొ̶Ď۰̝ม
۞म͟ᔌᕖ̂҃ͷ႙Җ႙ᅈĎ̂ᅙҖќˢ۞ಱˠࣇֳ̏זצńགྷᑻೇ൩ŅĎ҃
၁វགྷᑻ۞ிк̈̚Ћຽ࠹༊̂˘ొ̶౻જ˧Ďݒڱᕚ௲གྷᑻӧဩ֭ͷ̪дᓞ
ᙱଲ͙ŇĄ઼࡚Į̂Ҙ߶͡Ώį۞۰ӀતᆷĎņॾڒም֗ࠎҋϤཌྷ۞િؠ
ܫवĎҋϤξಞ۞ពᄿग़۰Ďྤώཌྷ۞৺็ି̀Ďا˵ٚᄮ઼࡚̙πඈ۞͟
ৈᚑࢦ̏јࠎ઼छП፟Ďܑົ઼࡚ۤځቁ၁˞ܧ૱ďܧ૱ᚑࢦ۞યᗟŇĎņܛᏉП
፟ᘕ൴݈Ďˠࣇٕధਕૉنෛۤົੑಱޘะ̚۞ன၁ĎҭߏĎனдˠࣇֽ
гຏᛇזϠ۞ᅙҖछჟࡻࣇϒдຳ̚నԊፆᓂĎˠࣇ၆ੑᅧဿᐝ۞˭ڼགྷᑻ
߆ڼϠ߿எຏऻᛵĎಱᄹࠎ˞ᏖՐবռӀ߉ΐ˞ᑅࣆّ۞߆ڼᇆᜩĎ҃၆ࣇ̄
γ۞Їңˠౌݒ႐̙ᙯ͕ŇĎņ࿅Νૻአۤົళಱमᛳ۞ݭٺνࠁ៍ᕇĎனдౣ
јࠎ˞ॾڒም˵Ꮠ˾ٚᄮ۞មˠ̝ᄬŇĞ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7/
1853668.htmlğĄ
191

路透社倫敦 8 月 10 日電﹕〈卡梅倫誓言要修理“墮落的英國”〉。卡梅倫說﹐“我
們社會的某些部分不僅墮落而且病得不輕”（轉引自新華社《參考消息》2011 年 8 月
12 日﹐第 8 版）。
192
新華網 2011 年 8 月 21 日報道﹕〈德國漢堡街頭方式騷亂〉（http://news.xinhuanet.
com/photo/2011-08/21/c_121888772.htm）。
193
經濟觀察網記者在〈英國騷亂的原因是什麼﹖〉的綜合報道中指出﹕
ՀஎᆸѨ۞ࣧЯߏࡻ઼ᓞᙱ۞གྷᑻڶېĄεຽதďᒷᎣ۞ќˢ̶੨ďऴ۞ᅙ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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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貧困”人口增加了﹐這些人開始通過合法﹑不合法的多種形式
表達不滿或“自發的反抗”。因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首先是為勝者
和富人“作嫁”﹐為“1％”的少數人服務的。而其“法治”的基本
點就是維護這種狀態。於是﹐窮人被忽視了。中產階級在瓦解和墜落

ඕၹĎͽ̈́ซ˾۞εᏊĎឰࣖд͵ࠧགྷᑻੜࡦഀ˭൴Ϡᛢใ̙Гߏ˘࣎μЪĄ
߆ڼෞኢࣶႳᚊĆ֧ᇇႬܑϯĎԓᘷďҘͰඈ઼Ϥ̚யล৺ᅳ۞ϯރᇷใ
ѣ̙ٙТĎࡻ઼ᛢใࢋϤ˭৺ลᆸ͔൴ĄČČѣᙋፂܑځņࣇ̏གྷдࡻ઼۞གྷᑻ
જᎿ̚ଫ˭˞ᚙ૧ĄŇ
˘̶ֱژˠ̀ᄮࠎĎѩѨᛢใᔵ࠻Ҭࡎ൴ְІĎҭᚨඕᔘߏд͟ົ઼ۤࡻٺৈ
ᕖ̂۞ళಱमĄ఼࿅ѩѨᛢใĎΞͽ൴னĎለๅП፟ϒֹለ߷߆ڼϠၗᄃщБ֎๕
ी൴Ϡត̼ĄдБ̼ซ̚Ďለ߷གྷᑻౝˢП፟Ď߆عజ࢝ღᒺฟ͚Ď݇ഴӀĎ
ᆧΐඁќĎ఼ණͪπ˯چĎغᆸϔிϠ߿͟ৈᓞᙱĎۤົϬ࠼ΎពĎ၆߆̙۞ع႕ଐ
ჰព˯چĄ
ČČ˘Щдࣖొڌણᄃᛢใ۞ѐᅅˠӘ෦ྮۤ۰Ďᇷใߏкѐ᎕ީ۞ඕ
ڍĄņԧࣇ՟ѣ̍үĎ՟ѣགྷᑻֽĄѣֱˠΞͽ̙ϡ౻જಶਕ̷˘זĎࠎ̦ᆃԧ
ࣇ̙ΞͽĔŇ（http://www.eeo.com.cn/2011/0811/208566.shtml）

問題來了﹐第一﹐多年來吳敬璉們“嚮往”的就是這種“歐洲模式”嗎﹖第二﹐
金融危機以來﹐歐洲一再發生的“中產階級領軍的示威暴亂”表明﹐中國學術界的主
流意見即中產階級是天生的社會穩定器是顯得言過其實﹑自欺欺人了。世界經濟史和
社會史表明﹐在市場經濟中﹐中產階級是一種“被穩定群體”。如果能夠造就﹑擴展
和穩定中產階級的產業結構和市場經濟本身出問題了﹐中產階級也可能成為一種破壞
性或革命性的力量。就破壞性而言﹐德國的歷史表明﹐恰恰是中產階級把希特勒托上
了國家權力的最高寶座﹐並為他提供了納粹黨和軍隊的骨幹力量。而在世界歷史上﹐
歷次大規模的資產階級革命或無產階級革命中﹐他們各自的領導層中都不缺乏來自所
謂中產階級的優秀人士。
進一步看﹐中國的那些違法資本家和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和國企中的貪污腐敗分子﹐
各國“顏色革命”中的領導人和骨幹分子﹐包括在南斯拉夫﹑利比亞主導狂轟濫炸和
“代理人戰爭”的歐美政客和軍事指揮人員等﹐以及強行對中國推行“普世價值”歐美
國家的領導人等﹐有幾個人不是“中產階級”﹖個別人還是“高產階級”。而中國學術
界吳敬璉一類的退（離）休或在職的自由派們﹐也都是“中產階級”或“高產階級”。所
以﹐“中產階級穩定器”其實是一個非常誇張的“偽命題”﹐經不起歷史和現實的檢驗。
在比較客觀地描述﹑分析中產階級問題方面﹐推薦閱讀 C‧萊特‧米爾斯的《白
領﹕美國的中產階級》（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6 年）。其中﹐翻譯者周曉虹也批評了國
內學術界美化﹑神化中產階級的主流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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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感受到了生存威脅的嚴重性。所謂的“法治社會”破綻百出﹑偏
心眼。所謂的“滲透經濟”教義既“得不到歷史事實的支持”﹐194 在
歐美國家的現實中也黯然失色。

Ğ˟ğ઼࡚ሀёߏξಞၑბ෪ᇈ!
金融危機以來﹐世界已對“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
人享用”195 的“美國模式”不抱幻想﹐不再“嚮往”。
薩繆爾森教授出色的學生﹑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
格利茨在《全球化及其不滿》﹑《喧囂的 90 年代》﹑《穩定與增長 —
194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前言〉﹐載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
經濟起源》。
195
楊斌在〈希拉里攻擊中國與“美國模式”的危機〉中介紹了斯蒂格利茨批評美國模
式的最新文章﹕
2011 ѐ 5 ઼࡚͡ᒔᏚ֓Ⴌረ۞ЩགྷᑻጯछའॾӀਲĎᇤ͛எ˞ژ̶ג༊݈
઼࡚ۤົၑბயϠ۞ॲޘטĎͽņ1Ʀ۞ˠٙѣď1Ʀ۞ˠڼநď1Ʀ۞ˠֳϡŇ
ࠎᇾᗟĎᇤ͛೬ᜨ˞ੑಱ̶੨̙̳πߏ༊઼݈࡚ۤົ̙πඈ۞எᆸࣧЯĎܕȈѐֽ
ಱѣ۞ 1Ʀ۞ˠ۞ќˢᆧ ˞ܜ18ƦĎ҃̚யล৺۞၁ᅫќˢݒᜈ˭ࢫĒ̫͇ಱѣ
۞ 1Ʀ۞ˠՏѐᒔ઼ϔќˢ۞α̶̝˘Ďҫѣ઼ϔੑಱ۞ 40ƦĎۤົ̙πඈͧޘ
ྵ 25 ѐ݈ާᆐᕖ̂ĄའॾӀਲᔘĎ༊઼݈࡚̙πඈ̂ޝߏ˯ޘռˠЋຽᗽ
ᕝ۞ඕڍĎଂ˯͵ࡔ۞ࠃҹහઙछͧ۞͇̫זႬĆᄏਲౌՐᗽᕝӀማĎЋຽੑဥ
ᔘഫᄲΦ̙ܝొڱΝᚑॾેҖͅᗽᕝڱĎܛᏉ̂ੑဥഫᄲ߆ع၆ྤώԸ፟ќˢ͌ᇈඁ
ٕ̙ᇈඁĎܛᏉ̂ੑဥᔘ఼࿅Җྦ෴఼߆މԼតྼᑚఢᒔ˞̂ќৈĎᓑ֣߆ع
࡚ᓑᐼ̙ଓਈᗝৼඁˠܛ֭ᑿ൴࡚̮Ď೩ֻӀதഠၘೖ۞ାξྤॖ
ାεୀ۞̂ܛᏉੑဥĎ၆ܲ߆ّځڼఢᔖӀৈా۞ఢཉࡶۭჷĒੰڱ
ྋੵ˞߆ڼᚥטࢨ۞ܛĎֹ̳ܳ̂Φќ෴߆۞މҖࠎЪ̼ڱĎ఼࿅߆ࠧᄃથࠧ۞ˠְ
ᏉЪᖼޘטܝĎ̂кᇴણᛉࣶிᛉࣶౌड़ٺಱѣลᆸĎ઼࡚ϔሀё۞Җ
߆ďϲڱďΦڱ፟ၹĎܑࢬ˯ߏˬᝋ̶ϲט̢࠹ᏊĎ၁ኳ˯ౌݒࢋߏࠎ઼࡚ಱ
ѣลᆸ۞ӀৈڇચĎ̂ੑဥމ߆ࠎଂᚮᏴעזЇޢ೩ֻ̂ณܛďрĎт઼࡚ᅙ
ҖछߤႬĆૄԗдତצঘܛᏉᔟჷአߤॡĎ၆܅ྤќ෴ᛉࣶďߏࣶءӎѣ
ड़ү˞ؠۺаඍĄའॾӀਲٙᛚ۞઼࡚ռˠᗽᕝྤώౄјۤົПच۞ְ၁ĎϠ
જᄲ˞ځЕှᙯٺᗽᕝྤώཌྷѣϠّჺѤّĎͽ̈́ܛᏉဿᐝፆᓂ઼छ፟ጡᏖ
פռӀ۞நኢֶߏϒቁ۞（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7/1853668.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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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學﹑自由化和發展》﹑《國際間的權衡貿易 — 貿易如何促
進發展》和 2010 年出版的《自由市場的墜落》等書中﹐196 數次明確
地從不同角度否定了吳敬璉“嚮往”的兩極分化﹑投機賭博﹑官商一
體化﹑操縱國際貿易的“裙帶資本主義”的“美國模式”。他的有關
理論分析和列舉的大量新鮮事實﹐無意中也尖銳地批評了吳敬璉嚮往
的“普世價值”的私有化﹑自由化﹑“憲政民主”﹑“機會均等﹑程
序正義”﹑“中產階級”等具有的虛偽性﹐並批評了吳敬璉“嚮往”
“歐美模式”的言論﹐確屬虛無縹緲﹑“自欺欺人被人欺”﹑誤國誤
民的陳腐之談。
早在 2003 年﹐斯蒂格利茨在預言美國金融體系將發生更大危機
的《喧囂的 90 年代》一書中就認為﹐美國是有長處﹐但問題太多。
“美國式資本主義勝利”是“神話”。197 他寫道﹕
઼࡚ሀё۞ྤώཌྷјࠎξಞགྷᑻયᗟၑბ۞෪ᇈĄ198
઼࡚ฟؕШι઼छଯዚ઼࡚ё۞ξಞགྷᑻĄČČ၆઼࡚ٺሀ
ёྤώཌྷ۞̂དྷଯዚĎΐஎ˞ι઼छ۞ᇲຍĄČČԘμј٬Ą199
ι઼छČČਕૉᏴፄ˘୧ᄃϫ݈д઼઼࡚̰߹Җ۞̙ٙТ۞
ξಞགྷᑻሀёČČ၁ன˘࣎ՀΐπඈďՀΐщБͷѣՀр۞ઉ
ିֈͪπ — পҾ၆ٺˠֽᄲ — ۞ۤົĄ200

2010 年﹐他在《自由市場的墜落》一書中﹐總結美國金融危機的
經驗﹐指出﹕一方面不應當因此走得太遠去否定市場經濟本身﹐而是
196

推薦閱讀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滿》﹐機械工業出版社 2004 年﹔
《喧囂的 90 年代》﹔《國際間的權衡貿易 — 貿易如何促進發展》﹔《穩定與增長 —
宏觀經濟學﹑自由化和發展》﹐中信出版社 2008 年﹔《自由市場的墜落》。
197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喧囂的 90 年代》第 238 頁。
198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喧囂的 90 年代》第 4 頁。
199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喧囂的 90 年代》第 238~239 頁。
200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喧囂的 90 年代》序言﹐第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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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新平衡社會行動﹑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另一方面﹐必須承認﹐原教
旨主義的美國模式必須改革﹐根本不值得再繼續嚮往﹑複製。他寫道﹕
͵ࠧ̏གྷ၆઼࡚ሀё۞ྤώཌྷ̙͑ٱຐĎࠎ̦ᆃ઼࡚ˠᔘࢋ
дຍІְĔԧࣇٙଯૣ۞ຍᙊԛၗ༊̏གྷ̙֤ᆃӛ͔ˠ˞Ď
֭ͷĎຍᙊԛၗεΝЍ፨࣒ڱೇΞਕᔘߏІрְଐĄČČд
͵ࠧቑಛ̰̂छഅགྷВТܫ؇઼࡚̈́ିֈֽ۞ჟࡻٙ೩࣍۞ᆊ
ࣃᇾĎҭߏனдགྷᑻП፟̏གྷ݇ऴ˞ˠࣇ၆ֱٺჟࡻࣇ۞ܫЇĎ
ֱჟࡻࣇഅགྷခә઼࡚ሀёྤώཌྷĄ201

不過﹐文獻顯示﹐正是在這期間﹐特別是在中國紀念改革開放
30 週年的時候﹐“美國……教育出來的精英”吳敬璉在“中國經濟
50 人論壇”上仍熱情洋溢地宣傳“嚮往”“歐美模式”﹐說中國這
樣的經濟學人“愈來愈多”﹑“這種思想的影響力也愈來愈大”。202
似乎中國改革 30 年﹐竟然導致國內經濟學界“愈來愈多”的人在逆
世界潮流而動﹐乃至引起“友邦詫異”﹕中國的“精英”患熱病了﹖
需要指出的是﹐這裡吳敬璉說的“歐美模式”中的“歐洲模式”
可能僅是一個幌子。2009 年﹐我曾在〈嚮往“歐美模式”畫餅不充
飢〉中質疑他關於“歐洲模式”說法﹐指出﹕
ለ߷Ч઼मள̂Ďܻᘲ˵д̰Ąтڍᄲņৌநᓁߏវ
۞ŇĎ֤ᆃĎኡߏܑņለ߷ሀёŇ۞઼छĔ၁Ďߏ࣎ંયᗟĄ
ለ߷ֱ˘઼࡚ᐹս۞གྷᑻጯछĎߏለ߷۞˘ֱࢋ઼छ̶ј˞
ЧপҒ۞ሀёĎ֭၆̚ᇩ̷Ⴌ۞ņࡻ઼ሀёŇďܻᘲ۞ņโ
͘ᛨྤώཌྷሀёŇڌለņঽၗŮតၗŇ۞ྤώཌྷሀёԸͽ˞
Հк۞ԲෞĎඈඈĄซ˘Վ۞યᗟߏēΞѣ˘࣎វ۞ņለ࡚ሀёŇ
ߏ઼̚Ξͽϼड़۞Ĕ203
201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自由市場的墜落》第 198~200 頁。
吳敬璉等主編﹕《中國經濟 50 人看 30 年 — 回顧與分析》第 10~11 頁。吳敬璉﹕
《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407~408 頁。
203
夏小林﹕〈嚮往“歐美模式”畫餅不充飢〉﹐《中華工商時報》2009 年 2 月 26 日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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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對吳敬璉說的“歐美模式”辯析一下就可以看出﹐他實質
上並不真正“嚮往”說不清﹑道不明的“歐洲模式”﹐而是僅僅對於
“美國模式”情有獨鍾而已矣。在吳敬璉那裡﹐“歐洲模式”只是
“寄生蟲”式的“美國模式”的陪襯物。204
言歸正傳。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和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保羅‧克魯格曼還在一系列著作和文章中指出﹐在“美國模式”中﹕
— 大資產階級對美國政府和政策享有支配性權力。“金錢政
治”＋政企不分“旋轉門”。壟斷領域“公司福利制度”即“父愛主
義”大行其道。“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美
國是“腐敗”的“裙帶資本主義”典型。換個同類的說法﹐美國就是
“權貴資本主義”國家。大資本和政府情投意合“攪”在一起﹐狼狽
為奸“共濟會”﹐“攪和”買賣不商量﹐製造金融危機不犯罪﹐最受
傷的“小小老百姓”只能歎曰﹕“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這＝吳敬
璉的歐美“權利屬於人民”的“憲政民主”﹑“法制市場經濟”和
“機會均等﹑程序正義”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還是＝他筆下的
中國“越來越厲害”的“權貴資本主義”或“官僚資本主義”﹖
— 投機賭博新經濟大發展﹐經濟結構嚴重失衡。政府舉措不當﹑
市場失靈嚴重﹐資源分配錯亂﹐金融危機危害全球。目前﹐歐美經濟
復甦仍然曲里拐彎﹑困難重重﹐不斷加深的債務危機又使歐美經濟二
次探底的陰影若隱若現。這＝吳敬璉否定社會主義經濟計劃﹑產業政
（http://business.sohu.com/20090226/n262480379.shtml）。另外﹐經濟學界的一個常
識是﹐歐洲經濟學家一般對美國模式是持批判態度的﹐認為其太冷酷。所以﹐將“歐
美模式”視為一體並去“嚮往”﹐顯得囫圇吞棗﹑不倫不類。
204
據新華社報道﹐
2011 年 8 月 1 日俄羅斯政府總理普京也批評了美國模式。普京強調﹐
美國的鉅額債務說明﹐“美國沒有量入為出﹐而且將自己的一部分負擔轉嫁給世界經
濟﹔這也說明美國經濟在一定程度上寄生於世界經濟和美元的壟斷地位。”顯然﹐這
種經濟模式不僅俄羅斯“嚮往”不了﹐中國也學不了。在香港鳳凰網上﹐這個報道的
標題意味深長﹕〈普京批美﹕舉債度日﹐猶如全球經濟寄生蟲〉（http://finance.ifeng.
com/news/special/meiguozhai/20110803/434678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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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證據﹐還是＝他迷信的“市場起作用就是自由價格起作用”的
“自由市場經濟”之完美體現﹖
— 經濟增長的“滲透效應”不斷萎縮甚至消失。205 財富和收入
的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社會分層固化。美國等發達國家緊縮財政且
削減公共支出﹐福利制度加速向“底線賽跑”。中產階級（包括製造
業的許多工人）收入長期下降﹐且隊伍日益萎縮和貧困化。失業嚴重。
貧困人口增加﹐且生活更加困難。工人罷工權受到更多限制﹐中小企
業融資困難重重。資本統治下﹐“先富帶後富是妄想”。一個不穩定
的資本主義社會﹐難有一個身腰肥大的中產階級當“社會穩定器”。
這＝吳敬璉眼裡的美國人民“機會均等﹑程序正義”的幸福生活﹐還
是＝他允諾給美國化以後中國人民的美好生活和“橄欖型”社會﹖
— 政府在“雙重標準”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美國以強大的軍
事實力為依託爭搶全球戰略資源﹑操縱匯率﹑干預別國（包括中國）
主權。政府和跨國公司一體化﹐極力控制國際貿易中的主導權。在全
球經濟貿易規則的制定和實施日程中﹐“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
是”G7 國家﹐而美國是領頭羊﹗這＝吳敬璉迷信的不“權力攪買
賣”﹑WTO 和“自由貿易”﹖
以上這些問題的存在﹐有哪一條能夠證明﹐在吳敬璉嚮往的美國
模式中﹐私有化﹑“自由市場”﹑“憲政民主”和“機會均等﹑程序
正義”等能夠實現“普世價值”的美好允諾﹖
而在斯蒂格利茨批評吳敬璉奉若神明﹑內容空洞的“機會均等”
之前許多年﹐206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早已認真“解
205

2001 年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為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
起源》一書作的〈前言〉中寫道﹐“波蘭尼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廣泛流行的滲透經濟
（trickle-down economics）的教義 — 即包括窮人在內的所有人都會從增長中受益 —
得不到歷史事實的支持。”（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
第 1 頁）
206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喧囂的 90 年代》第 253~254 頁。中國社會在兩極分化中也
使得“機會均等”的口號日益空洞化﹐特別是對於窮人孩子的教育而言。例如﹐僅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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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麻雀”﹐譏諷在兩極分化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機會均等”難以在
全社會兌現﹐除非進行財富再分配的革命。207 因為﹐這裡的道理簡

生起點上的教育機會而言﹐2011 年 8 月 5 日《南方週末》就報道﹕“寒門子弟離一線高
校越來越遠窮孩子沒有春天﹖”文章說﹐“‘我國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研究’表明﹐中國重
點大學農村學生比例自 20 世紀 90 年代起不斷滑落。北大農村學生所佔比例從三成落
至一成。清華 2010 級農村生源僅佔 17％。……向上流動倍感艱難的不僅僅是農村少年。
2004 年﹐廈門大學教育學院課題組對全國 34 所高校的生源狀況進行調查後發現﹐普通
工人階級子女考入重點高校與普通高校的比例分別減少了 7.9％與 5.6％。學者廉思……
與團隊走訪的蟻族﹐
家庭狀況與所考入的學校成正比﹐
‘出身越底層﹐
上的學校越差’。”
（http://business.sohu.com/20110805/n315562914.shtml）相對應的﹐就是他們找工作越
難﹑越差。
207
阿馬蒂亞‧森﹕《理性與自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6 年﹐第 468﹑480 頁。
目前﹐“機會均等”觀點在中國政府中影響比較大。其實﹐這個觀點的現實性和實用
性非常需要進一步討論﹐以避免其可能的負面作用。
例如﹐一位高級幹部說﹐“公平的核心是在生存﹑競爭和發展的機會上人人平等﹐
而不是基於財富或其他特權的平等。”（《溫家寶同南開中學的師生們談心》﹐http://cpc.
people.com.cn/GB/64093/64094/16113200.html）但是﹐這個為美國芝加哥學派十分推崇
的觀點在國際上受到的批評並不少。我在《為誰作嫁﹖— 經濟學﹑市場和改革》第 2
章第 2 節〈市場理論中的公平解決方案〉中曾經介紹過這方面的一些情況。現將有關
部分摘錄如下﹕
д 1979 ѐ൴ܑ۞ĮҋϤᏴፄį˘३̚Ď֧ᇇતᄮࠎĎϠ߿ಶߏ̙̳π۞Ąд
Οёኢ۞ᄮᙊ˭Ď೩۞ᆧΐۤົӀ۞߆ඉᏴፄ͞ШߏĎᑕྍפঐ
ӀޘטĞΒ߁ుՎפঐۤົܲᐍğĄТॡĎԯņҋϤŇņ፟ົӮඈŇٸдࢵҜĎଂ
ֹ҃Տ࣎ˠౌֳѣՀࠎ႕ಱྈ۞Ϡ߿Ąͅ၆̍ົҲ̍ྤĎૺ౻જ˧ξಞ
ҋϤ̼Ą
ČČ!
֧ᇇત۞ҋϤཌྷ៍ᕇĎņזҜŇ۞ξಞགྷᑻ၁ன۞πඈࢋߏņ፟ົπ
ඈŇĄдҘ͞៍ᕇߏͧྵౘჺ۞˞ĄдĮநّᄃҋϤį˘३۞ௐ 17 ౢ̚ĎᏚ֓
Ⴌགྷᑻጯረܠའֲđܧ૱எגгෞኢ˞Ҙ͞็གྷᑻጯ̚ņ፟ົπඈŇд
நኢ˯۞̙ၔّغĎٕ۰Ďᄲιѣંّ۞Я̄˵ΞͽĄЯࠎĎņְ၁˯Ďధк၁
ᅫ۞̙πඈــΞͽᕩඕࠎĞ1ğќˢ̙πඈĞ2ğќˢᖼೱࠎਕ˧۞ᐹ๕̙πඈ
۰۞ВТүϡĎ࣎Я৵ВТүϡΐૻ˞፟ົҋϤ۞̙πඈયᗟŇĄซ˘Վ࠻Ďќ
ˢ̙πඈࢬޢᔘѣņྤ۞ܐ̶੨ߏޫ༊Ňᔘߏņ̙ޫ༊Ň۞̂ώ̂યᗟĎ҃ྋ
ՙ࣎યᗟņΞਕࢋՐ၆ٙѣᝋሀё۞Бࢬ۞ࢦາ੨ཉĎ̙ኢԧࣇд።Ϋ˯ତ̦˞צ
ᆃ੨ཉሀёĄŇΞਕጱņࢭ͘ΊŇ۞͞ёྋՙπඈયᗟĄԲෞߏү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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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明瞭﹐在一個財富兩極分化不斷加劇（“馬太效應”持續擴大）﹑
社會分層固化和公共福利日益加速萎縮的社會裡﹐對多數窮人來說不
可能在生存﹑教育﹑競爭和發展機會上與富人平等。否則﹐幾百年來﹐
資本主義早就解決“共同富裕”和“為人民服務”的大是大非問題
了﹐哪裡還要今天的歐美人民起來吶喊﹕“99％”不滿意“1％”﹗
當然﹐“富人經濟學”對此心知肚明﹐所以﹐拼命以所謂的“機會平
等”來掩蓋“結果不平等”和反對要求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社
會主義﹐以保護富人財產和政客的特權﹗
英國經濟學家理查德‧杜思韋特也提供了這方面堪稱經典的“撒
切爾案例”。這位婦人上臺前夕﹐曾熱情洋溢﹑滔滔不絕地宣傳“機
會平等”觀點﹐迷惑窮人拉選票。但理查德‧杜思韋特在《增長的困
惑》一書中﹐記錄下了諷刺性的歷史場景﹕
1975 ѐᇩ̷Ⴌͽņឰԧࣇ۞ආܜՀŇࠎᗟϫ൴ܑᓾႊॡ
ᄲēņՐ፟ົπඈͧՐπඈՀΐѣຍཌྷ҃ͷՀΐΞҖĄΪѣ༊
̯ధ̙πඈхдॡĎ፟ົ̖ѣຍཌྷĄŇ
ܧ૱ጹ۞ߏĎֽޢĎдсે߆ॡഇĎҋϤཌྷ߆ඉֹјˠ̝
̚۞ళӧᆧΐ˞Ď҃ͷళӧ൴Ϡ˞ᚑࢦ۞ᅫ็ጱĄආϠ߿୧І
۞̙πඈΐᆐĄࡻ઼ආ۞Ѫ˸தͧለ߷ι઼छౌࢋĄѣ
Ꮭוຍߏ۞קē20 ͵ࡔ 70 ѐͽޢĎࡻ઼ආ˘ͧ˘۞ᆧܜ
ᔌ๕ઃͤ˞ĒͭᏐεຽٕ۰ያߺ෭Ϡ߿۞छल̚۞ځࢋ̄ޅព֤ͧ

д 20 ͵ࡔ 80 ѐઇ۞Ą70 ѐĎᖠᒼႬдĮགྷᑻጯįĞௐ 10 ۍğņ̙πඈ۞ࣧ
ЯŇ˘༼̚۞ְּᄲͧྵ఼ܸĎдಱˠ۞̄̃ˠ۞̝̄̃มĎళಱमҾ̙֭פ
ՙٺņ፟ົπඈŇĎ࣎ˠਕ˧̙֖Ą၁Ďಶߏдಱˠˠ̝มĎ˵хдኜк
۞ņ̙πඈŇߏņ፟ົπඈŇٙॲώ̙ਕྋՙ۞ĄӎĎԧࣇΞਕ̏གྷ၁ன˞ņˠม͇
ૅŇĄ
ΩγĎྏဦ఼࿅ņ፟ົπඈŇܳซ۞ņ߹ۡݬજŇֽԼតۤົ̙̳πĎ၆ٺ̂
кᇴˠ˵ߏԓ୕ിਢ۞ĄᖠᒼႬٚᄮĎдྤώཌྷξಞགྷᑻ̚ņќˢੑಱ۞̙
πඈ࠹็Ň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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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ಱྈछल۞̄ޅ༣ޝкĄ208

當然﹐眼下 2012 年的美國總統競選中﹐又有大政客祭起了“機
會均等”的大旗惑眾﹐拉選票。對此﹐保羅‧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
網站發文﹐再次毫不客氣地質問道﹕
઼࡚̙̳π۞ᚮԫಞĞAmerica’s Unleuel Fieldğ
ĄČČᄲ྆זĎ
ԧ˫ࢋࢦ೩ཱིჍܫ؇፟ົӮඈ۞ᘲؒκ̝߹Ąᄲ۞ڱᙋፂдࣹ
྆Ĕ209

另外﹐其它文獻還顯示﹐在美國“程序正義”也問題多多﹕“錢權
集團”主導程序的制定﹑修改和實施。即使有一時的讓步﹐也難免“秋
後算賬”。斯蒂格利茨向奧巴馬總統提意見﹐促成美國金融危機的一些
人﹐怎麼搖身一變成了治理危機的高級公務員﹐並將納稅人的大把美
元裝進了危機中始作俑者的銀行家的口袋裡﹖應當救濟的中小企業和
中產階級怎麼得不到必要的支持﹖當然﹐政府多年來習以為常的“旋
轉門”機制沒有違反程序﹗— 這是不是美國特色的“政企不分”﹖
2007 年﹐保羅‧克魯格曼曾憑著“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
著書立說﹐力陳時弊﹐“烏鴉嘴”大聲發問《美國怎麼了﹖》210 金
融危機第一波落幕後﹐斯蒂格利茨調查研究﹐奮筆直書﹐2010 年發
表《自由市場的墜落》時﹐再次痛批“美國模式”禍國殃民﹑危害全
球﹐並予以否定。從時間先後看﹐兩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歪打正著﹑
聯成一氣﹐形成交叉火力﹐一個據實發問﹐深入批判﹐另一個總結經
驗給答案。而此時此刻﹐如上所述﹐中國經濟學界的“最高境界”吳
208

理查德‧杜思韋特﹕《增長的困惑（修訂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8 年﹐第
70~72 頁。
209
保羅‧克魯格曼﹕〈美國不公平的競技場〉﹐新華社《參考消息》2012 年 2 月 1
日﹐第 12 版。
210
推薦閱讀保羅‧克魯格曼﹕《美國怎麼了﹖— 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中信出
版社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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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璉正在大聲疾呼“嚮往”“歐美模式”。在這副滑稽的國際對比圖
片中﹐表面上看﹐時空錯亂﹑是非顛倒﹐白皮膚﹑黃皮膚一團亂麻﹐
誰對誰錯﹐莫衷一是。但在金融海嘯禍球殃民的大是大非面前﹐難道
真的沒有是非界限和責任國﹖難道美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們還
沒有“實踐出真知”﹐天底下就吳敬璉“手握王爵﹐口含天憲”﹖
當然﹐早早就掀開“美國模式”﹑“機會均等”等蠱惑人心言辭
紅蓋頭的著名專家學者﹐多是歐美和印度的經濟學家。但是﹐怎麼中
國經濟學界一些知名人物﹐在這些俯拾皆是的信息面前﹐就是充耳不
聞﹑視而不見﹑裝聾作啞﹑三緘其口呢﹖不僅如此。吳敬璉還信誓旦
旦地說﹐他提倡的這種“歐美模式”是“有利於多數人的市場經
濟”﹐211 “富裕﹑文明﹑民主﹑和諧”﹗212 真是這樣的話﹐德國《明
鏡》週刊就是在說謊了﹐因為﹐它居然以這種標題發文﹕〈1％大國〉﹐
美國貧富差距史無前例﹗213 西班牙《世界報》也胡說八道﹐竟然發
表文章污蔑說〈美國﹕只有名義上的民主〉﹗214 美國《國家利益》
也發了標題醒目的文章﹕〈美國時代的終結〉。215 至於“佔領華爾
街運動”﹐那大概是在拍電影吧﹖

211

〈吳敬璉﹕明年換屆對中國經濟有積極作用〉﹐2011 年 11 月 14 日《第一財經日報》
（http://finance.ifeng.com/news/macro/20111114/5055057.shtml）。讀者應當注意到﹐
2011 年下半年來﹐由於歐美危機的延續﹑久治不愈﹐吳敬璉也暫時不提聲名狼藉的“歐
美模式”﹐而改說“法制市場經濟”了。但這不過是他關於資本主義“歐美模式”的
另一種說法而已。因為他在《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第 371~372 頁中明確地指出﹐
無產階級專政即人民民主專政是不符合市場經濟法制要求的。當然﹐國企也不適合市
場經濟。按吳敬璉的這些標準﹐社會主義怎麼都不行﹐都不是法制市場經濟。吳敬璉
在一些關鍵詞的運用上﹐像變色龍一樣反復無常。一個很瞭解吳敬璉的人說﹐“他老
變來變去”。另一個瞭解吳敬璉的人說﹐“他說話講策略”。
212
〈吳敬璉﹕尋租膨脹無以復加﹐改革需要頂頂層設計〉﹐《中國改革》2011 年 12 月
1 日。
213
新華社《參考消息》2011 年 10 月 31 日﹐第 10 版。
214
新華社《參考消息》2011 年 11 月 15 日﹐第 10 版。
215
新華社《參考消息》2011 年 12 月 26 日﹐第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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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批評市場原教旨主義和“美國模式”中﹐斯蒂格利茨探
索的“第三條道路”的實現形式是有些虛無縹緲。因為﹐實現這種選
擇的前提﹐是大資本能夠約束自己﹑改革美國政治體制以體現大多數
民眾的訴求。而一旦發生這種情況﹐世界上還能夠存在一個以軍工∕
石油∕金融等集團和“大公司福利”即“1％”為經濟核心﹐以“金
錢政治”和“旋轉門”為政治機制的“裙帶美帝國主義”嗎﹖多少
也有些“美國夢”的斯蒂格利茨在此顯得回天乏術﹑信心不足。
這是一件好事。因為﹐
斯蒂格利茨“第三條道路”的困惑或困境﹐
恰恰反映了自由資本主義制度自我調整的局限﹐從而為新的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的探索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這也是“殷鑒不遠”。
至此﹐可以說“歐美模式”之於中國的“99％”即絕大多數人而
言﹐是不能解決他們感到鬱悶的那些國內問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需要在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和完
善國家調節市場方式中發揚成績﹑糾正錯誤﹐探索自己的成功道路。
所以﹐跟在歐美資本主義後面亦步亦趨有啥子用﹖吳敬璉非說有用。
有學者一針見血﹐乾脆說出大白話﹕
不需繞彎﹐按普世價值﹐無縫對接﹐中國“和平長入”美利堅﹐
成為美國第 X 個州﹐萬事大吉﹐皆大歡喜﹐行嗎﹖
答曰﹕美國不要。美國要的是“不當帝國的帝國主義”。216
歐美有的政治家和研究者也已指出﹐中國即使匍匐在資本主義普
世價值的旗幟下﹐也不應或不能取得歐美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生活
水平。因為﹐地球上資源有限。217 例如﹐美國總統奧巴馬心直口快﹐

216

推薦閱讀王小強﹕《“文明衝突”的背後 — 解讀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復興》﹐（香
港）大風出版社 2004 年。
217
推薦閱讀彼得‧諾蘭﹕《中國處在十字路口》﹐（香港）大風出版社 2006 年。也
有中國學者在 20 世紀 80 年代就已科學地分析了這種問題。推薦閱讀鄧英淘﹕《新發
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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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中國領導人應該想出一個新模式﹐不要讓地球無法承擔。”218 換
句話說﹐就是美國不同意中國“嚮往”和搞“歐美模式”﹗如此﹐吳
敬璉“嚮往”的“歐美模式”還能搞嗎﹖美利堅都不騙你了﹐難道你
還硬要自欺欺人不成﹖
當然﹐根據普世的自由競爭規則﹐歐美憑什麼不讓中國在競爭中
去爭取改變當今世界的資源分配格局﹐並取得歐美全體國民的“幸福
生活”水平﹐— 這難道不是歐美國家在“權力‘攪’買賣”﹐及歐美的
“權貴資本主義”蠻不講理嗎﹖如是﹐難道這也是吳敬璉信仰和宣傳
的普世價值﹖
歐美虛假的普世價值﹐讓吳敬璉對普世價值的信仰和宣傳也顯得
十足的虛假。向中國鼓吹普世價值的奧巴馬並不給中國的信徒們一絲
一毫的面子。美利堅是搞“雙重標準”老手。有人真想在中國搞“歐
美模式”﹐沒有後臺也不容易哩﹗
另外﹐歐﹑美﹑日有精英還說了﹐中國改變顏色後﹐應分裂為若
干個小國﹐如前蘇聯﹑南斯拉夫等等。219 顯然﹐如此一來﹐今天的
中國在所謂歐美式資本主義制度下能否存在也真成了問題。人家給你
私有制度﹑自由市場﹐給你國家解體﹐給你 0.47 的基尼係數﹐給你
一批敲骨吸髓的“世界工廠”﹐給你“1％”和“99％”的對立﹐但
如上所述﹐就是不能給絕大多數老百姓換回一個鏡花水月的歐美式人
均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
極而言之﹐我們再推論﹕如果哪一天在這些由“前”社會主義中
218

香港鳳凰衛視報道﹐2010 年 5 月﹐奧巴馬在白宮接受澳大利亞電視採訪時說﹕
тڍȈкᆆ઼̚ˠ˾˵࿅˯ᄃ઼࡚፫̂ӀֲТᇹ۞Ϡ߿Ď֤ߏˠᙷ۞ೌᆐ
խᙱĎгॲώٚ˞̙צĎБ͵ࠧౝˢܧ૱ೌၝ۞ဩгĄ઼࡚̙֭ຐࢨ۞઼̚ט൴
णĎҭ઼̚д൴ण۞ॡ࣏ࢋٚፉ઼ᅫ˯۞యЇĄ઼̚ˠࢋಱྈֽΞͽĎҭ઼̚ᅳ
ጱˠᑕྍຐ˘࣎າሀёĎ̙ࢋឰгڱٚፉĄ（http://www.tudou.com/program
s/view/ZVcIZGHXgS0/）

219

推薦閱讀王小強﹕《史無前例的挑戰 — 讀美國近來戰略研究》﹐（香港）大風出
版杜 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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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分裂形成的若干小國寡民的新資本主義國家中﹐“前”中國人民反
過頭來﹐再看看今天吳敬璉的一系列主張追隨“歐美模式”資本主義
的言論﹐就會發現﹐這個經濟學人不僅僅是主張為少數資本家和富人
服務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且是歐美國家在中國推行分裂政策和新
殖民主義最前衛的代言人之一。在這個意義上說﹐吳敬璉確實無愧為
新自由主義在中國“政府智庫”裡的“國家形象”。通過他的種種言
行﹐我們可以看到體制內的“反對派”們在想什麼﹑幹什麼。220
綜上所述﹐吳敬璉關於引導中國進入“歐美模式”資本主義美好
天堂的言論﹐在理論上華而不實﹐實際上是誤國誤民的壞主意。依此
亂我中華之後﹐美利堅是第一受益人﹔英德法等是第二受益人﹔國內
資產階級萬幸能夠回到那個還沒有被分裂﹑肢解的“舊社會”﹐就委
屈當產業鏈最低端的“小三”吧。如若不然﹐更慘。
再問﹕吳敬璉理論水平如何﹐政策水平如何﹐道德水平如何﹐為
誰服務﹖
讀者﹐請您說出自己的判斷。

̱ďņӓŇШņȈˣ̂ŇᚥᖃĔ221
至此﹐吳敬璉為誰作嫁﹐手段如何﹐方案如何﹐已經水落石出﹑
220

2011 年 12 月 1 日﹐據《中國改革》記者張劍荊﹑斯方吾報道﹐“最近兩個月﹐財
新《中國改革》記者在多個論壇上見到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每一次﹐他都是人氣最
高的學者。往往是不待主持人介紹完畢﹐會場上便掌聲驟起。吳先生演講的風格率直
平易﹐邏輯清晰﹐總是直指要害。在這幾次會議上﹐財新《中國改革》記者與吳先生
有過幾次深入交流。他闡述了對中國改革問題的最新思考﹐呼籲不僅要改革的‘頂層
設計’﹐更需要改革的‘頂頂層設計’﹐確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路線﹐
重啟改革議程。”（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zjgc/20111201/5179916.shtml）而
我們知道﹐就是這個自稱由國家發改委主管的《中國改革》雜誌﹐近年來不斷地發表
了吳敬璉篡改黨中央改革決策的言論﹐著力為其充當大喇叭。
221
2012 年初在鳳凰網財經頻道上可以看到。吳敬璉在“吳市場”﹑“吳法治”之外﹐
又獲得了一個新雅號“吳頂頂”。他被中國的自由派拔高為改革“頂層設計”﹑“頂
頂層設計”的代表者了（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wujing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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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大白。我們也就別再希望吳敬璉這一流派的經濟學人對社會主義
理論和實踐歷程能夠有什麼實事求是的公正態度了。漏洞百出的《教
程》一書﹐就是明鑒。幾十年來﹐中國嚮往歐美資本主義模式的經濟
學人中﹐有哪一位做到了這一點﹖從他們多年來對社會主義指手畫腳
的批判和謾罵中﹐從他們冒充黨中央聲音的各式各樣的滑稽表演中﹐
從他們捏造理論﹑歷史和歪曲國內﹑外實況的嚷嚷中﹐從他們呼籲的
“憲政改革”聲音中﹐從他們已經開始尋求採用“強制”力量支持資
改的夢囈中﹐沒有任何一個人表現出了令人欽佩的道德水平﹑學術水
平﹑民族氣節和悲天憫人的人文情懷。相反地﹐他們是一個為達目的﹐
不擇手段﹑頑固不化的特殊利益集團。
吳敬璉﹐就是這個陣營裡的重要領軍人物。多年來﹐他對社會主
義理論﹑運動和領袖人物羅織構陷﹐在有關中國改革開放的著作﹑文
章和談話中詭異多變﹐但萬變不離其宗﹐要害就是讓中國走資本主義
道路﹐做歐美資本主義的附庸﹐以為當今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富人服
務為第一要務﹐為美國作嫁。
個別政府機構中﹐響應他的聲音也時有浮現﹕
— 2009 年 11 月 5 日國家發改委體改司司長說﹐
“要大力發展民
營經濟﹐民本經濟是基礎和主體”﹐222 — 這是違反《憲法》總綱第
六條的。223
— 2010 年初國務院法制辦發表的
《政府投資條例
（徵求意見稿）
》
中說﹐應該“明確界定政府投資範圍。政府投資主要用於關係國家安
全﹑市場不能有效配置資源的經濟和社會領域”﹐224 — 這顯然是企
222

〈經濟刺激週年﹐意見領袖展望宏觀政策未來〉﹐
《第一財經日報》2009 年 11 月 6 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文）》﹐http://www.people.com.cn/GB/shehui/1060/2391834.html。
224
這是 2010 年初國務院法制辦公佈的《政府投資條例（徵求意見稿）》中的核心條
款。其中第六條規定﹐政府投資主要用於關係國家安全和市場不能有效配置資源的經
濟和社會領域。在“新 36 條”中﹐也出現了這種觀點（http://politics.people.com.cn/
GB/1026/11593136.html）
。推薦閱讀夏小林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更需國企“進
而有為”〉中對這個問題的批評性評論（《香港傳真》No. 2010~30）。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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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把一個在美歐也是非常有爭議﹑幾乎可以無限擴大私人資本發展領
域的新古典經濟學表達引入了政府的重要文件。
— 2010 年 8 月“十二五”經濟體制改革研討會﹐國家發改委體
改司司長說﹐“應分析和把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辦企業的
目的究竟是什麼﹖是以民爭利﹐還是解決外部性問題﹖……如果邊界
能夠這樣界定的話﹐國有經濟的進退機制就可以設定”﹐225 — 這在
新古典經濟學的語境中﹐也是一個從語言到邏輯都具有欺騙性﹑混亂
性的關於推進私有化的提法。
2011 年 4 月 7 日新華網報道“全國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會議”信
息﹕“‘十二五’期間﹐國家將加大推進部分行業改革力度。……對
電信﹑民航﹑石油等行業﹐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加快形成有效競爭
的市場格局”﹐226 — 按照產業經濟學來理解﹐這就是要求把壟斷行
225

國家發改委體改司﹑體管所﹕《“十二五”經濟體制改革研討會發言匯編》﹐2010
年 8 月﹐第 8 頁。這個說法表面上是把國有經濟與人民對立起來﹐其實質是主張國企
不要與個體私營經濟和外資“爭利”﹐有利益就讓給它們。其結果如何﹐有利於誰﹐
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私有化的前車之鑒一目瞭然。“外部性”就更不是一個私有化的經
濟學理由。因為﹐也可以由此反推出一個觀點﹕由於私營企業無所不在的市場活動會
產生同樣範圍的外部性﹐所以政府干預和國企也可以無所不在﹗
226
劉錚﹕〈發改委﹕進一步放寬電信﹑石油等行業的市場准入〉﹐新華網天津 2011
年 4 月 7 日電（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04/07/c_121278284.htm）。
簡短分析一下這個問題。在產業經濟學中﹐根據愛德華‧梅森的歸納﹐“有效競
爭的“市場結構基準”大致包括﹕1. 市場上存在相當多的賣者和買者﹔2. 任何賣者
和買者所佔的市場份額都不足於控制市場﹔3. 賣者集團和買者集團之間不存在“合
謀”行為﹔4. 新企業能夠在市場上出現。”顯然﹐按照愛德華‧梅森的標準﹐中國“十
二五”的上述改革將使電信﹑民航﹑石油等行業被瓦解為競爭性行業。這在各個發達
市場經濟國家中﹐是不可能的﹑外行的﹑愚蠢的決定。它們那裡壟斷行業的大企業兼
併重組一直在進行﹐並且是跨國進行的。所以﹐這個改革目標是有利於歐美跨國公司
進入中國電信﹑民航﹑石油等行業﹐並形成新的壟斷格局。在它們面前﹐中國的個體
私營企業不堪一擊。
後來﹐根據斯蒂芬‧索斯尼克的概括﹐有效競爭的結構標準又被概括為﹕“1. 不
存在進入和流動的資源限制﹔2. 存在對上市產品質量差異的價格敏感性﹔3. 交易者
的數量符合規模經濟的要求。”這實際上仍然堅持了有效競爭是競爭性行業特徵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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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肢解為競爭性行業﹐在學理﹑政策﹑國際經驗和歷史上都說不通﹐
只能有利於歐美跨國公司取得並擴大在中國戰略產業的控制權﹐形成
外資新壟斷。
2011 年 6 月 20 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的“人民網”轉
發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重要採訪報道﹕〈90 年﹕我黨
獲得馬克思主義“真經”的不尋常之路〉。其中﹐中央編譯局馬克思
主義與中國現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的發言﹐重複了吳敬璉的觀點﹐以
“假馬克思主義”來反對“農村集體經濟制度”和“經濟國有
化”。北京大學一教授接著表示贊同說﹕“確實如此。……蘇聯僵化
模式和僵化觀念﹐它實際上把國有化和社會主義劃等號。實際上﹐一
切國有化只是走向社會主義過程中緊急過渡時期臨時採取的一個非
常措施﹐不可能長期通過一切國有化來搞社會主義。列寧當年迫不得
已”﹐227 — 在紀念中共 90 週年的宣傳中﹐這些黨政學機關和媒體的
一小群人﹐是故意聯手以“假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反對發展公有制經
濟和社會主義﹐還是“以己昏昏﹐使人昭昭”﹖東漢班固《漢書‧朱
雲傳》云﹕“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228
此亦喻今之某類官員﹑教授﹑媒人所為耶﹖
歷史是一面鏡子。在列寧﹑斯大林的蘇俄﹑蘇聯時期也有過這樣
的現象。在著名的政治家活動家﹑理論家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嘴
判斷。“但由此引起的價值判斷問題﹐以及在評價公共政策時面臨的技術性問題﹐成為
該理論應用過程中難以逾越的障礙”（〈有效競爭概念及其發展〉﹐MBA 智庫百科﹐
http://wiki.mbalib.com/wiki/%E6%9C%89%E6%95%88%E7%AB%9E%E4%BA%89）。
當然﹐我們不知道﹐國家發改委有關部門是如何解決這些“價值判斷”﹑“技術性問
題”和“難以逾越的障礙”的。希望有關方面能夠公佈他們的研究成果﹐這將有利於
產業經濟學的發展和應用。
227
韋建樺﹑李惠斌﹑王東﹕〈90 年﹕我黨獲得馬克思主義“真經”的不尋常之路〉﹐
《北京日報》2011 年 6 月 20 日（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http://theory.people.com.
cn/GB/14945893.html）。有關詳細分析﹐推薦閱讀夏小林﹕〈列寧從未提出“‘國家
辛迪加’模式”— 二評吳敬璉“社會主義模式論”〉﹐《管理學刊》2011 年 6 期。
228
http://baike.baidu.com/view/323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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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中﹐各種各樣的歪理層出不窮﹐目的就是要無限制地發展資本主義
成分﹑富農﹑外商投資和自由市場﹐黨﹑政府內部和社會上也有一批
長期的擁護者。229
當然﹐有自覺或不自覺主張資本主義改革方向的異象﹐就有反對
它的強大聲音。在中國的改革史上﹐一些重要文獻記載如下﹕
— 20 世紀 80 年代﹐鄧小平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說“一個公
有制為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
則。……現在有人擔心中國會不會變成資本主義。這個擔心不能說沒
有一點道理”。230
— 90 年代﹐江澤民反對境內外敵對勢力勾結的“和平演變”﹐
說“不能搞私有化”。231
— 21 世紀紀念改革開放 30 週年﹐胡錦濤反對“西化﹑分化圖
謀”﹐說“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決不走
改旗易幟的歪門邪路”。232
列寧曾說過﹐“馬克思的學說……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
得經過戰鬥”。233 無獨有偶。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改革大業﹐
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也得“經過戰鬥”。不可否認﹐黨的幾代
領導人的講話都明確地指出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長時期中﹐中
國存在著兩條道路﹑
兩種命運﹑
兩種前途之鬥爭。我們必須“堅持……
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警惕“和平演變”﹐反對“改旗易幟”的
“西化﹑分化圖謀”。
另外﹐2008 年 4 月﹐《求是》雜誌曾發表習近平文章﹕
229

推薦閱讀夏小林﹕〈斯大林建設社會主義歷程不容篡改 — 三評吳敬璉“社會主義
模式論”〉﹐《管理學刊》2012 年 1 期將發表。
230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111 頁。
23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第 594﹑595 頁。
232
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 30 週年理論研討會文集
（上）》﹐第 5﹑7﹑8 頁
233
《列寧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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ϒтዒ̈πТԠٙ۞Ď ז21 ͵ࡔ̚ཧĎ઼̚ૄώ၁னۤົ
ཌྷன̼Ďņ̙ҭߏගҫ͵ࠧᓁˠ˾α̶̝ˬ۞ௐˬ͵ࠧ֕
˞˘୧ྮĎՀࢦࢋ۞ߏШˠᙷܑځĎۤົཌྷߏυϤ̝ྮĎۤົ
ཌྷᐹྤٺώཌྷŇĄ234

2011 年 6 月﹐人民網記者報道﹕
௫ܕπૻአĎČČ90 ѐֽĎԧࣇᛨღღဥඕֶያБ઼ЧˠϔĎ
ޙϲ˞ˠϔ༊छү۞າ઼̚Ďቁϲ˞ۤົཌྷૄώޘטĎฟ౹˞̚
઼পҒۤົཌྷྮĎଂॲώ˯Լត˞઼̚ˠϔ۞݈ྻĎՙ˞ؠ
઼̚።Ϋ൴ण۞ϒቁ͞ШĎд͵ࠧ˯யϠ˞ᇃ҃ھஎ۞גᇆᜩĄ235

社會主義是為人民服務的制度。吳敬璉欲以改頭換面的“1％的
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的“歐美模式”取而代之﹐並
在媒體上宣傳﹐要據此為中共十八大和“換屆”後的“黨政領導”提
供“新”的“頂頂層設計”。236 其實呢﹐恰如他用《教程》和其他文

234

習近平﹕〈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幾點學習體會和認識〉（http://news.
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4/01/content_7897842.htm）。
235
〈習近平﹕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http://cpc.
people.com.cn/GB/64093/64094/14953540.html。
236
2011 年 11 月 14 日《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謝雪琳報道﹕
2012 ѐ઼̚ВயᛨΡฟௐȈˣѨܑ̂ົĎكॡซҖᛨ߆ᅳጱˠೱبᏴᓝĄ
߆ڼฉഇ၆གྷᑻฉഇ۞ᇆᜩтңĎјࠎ˯ฉ̣ੑາपົ۞˘࣎ᛉᗟĄົ˯Ďགྷᑻጯछ
ӓະ⮓ᄮࠎĎѨೱب၆઼̚۞གྷᑻྻҖயϠ᎕ໂ۞үϡĄČČ11 ͡ 11 ͟Ďӓະ
⮓дੑາपົ˯ᄲĎņ߆ڼฉഇགྷᑻฉഇ۞ࢦЪົගԧࣇ̦ᆃᇹ۞ඕڍĔଂ઼̚
ଐ֏҃ڶĎԧᄮࠎځѐᛨ߆ᅳጱೱبĎ၆ٺԼซ઼̚གྷᑻྻҖົז᎕ໂ۞үϡĄŇ
ČČ҃ଂ̚Вે߆۞።Ϋֽ࠻ĎкѨೱޢ̝بĎౌഅன࿅តࢭ۞͞९Ąӓະ⮓
аᜪჍĎ2002 ѐ઼̚ВயᛨᅳጱೱبĎ2003 ѐ઼̚Вயᛨ̚δ؎ࣶົಶ఼࿅˞ĮԆ
චۤົཌྷξಞགྷᑻវ̒ࡶטયᗟ۞ՙؠįĞ˭ჍĮՙؠįğĄ
ҭӓະ⮓˵ۡ֏Ďᔵѣ˞ᇹ۞ĮՙؠįĎĮՙؠį྆ࢋՐซҖ۞Լࢭݒೀͼౌ
՟ѣઇĄտࣧЯĎੵ˞ 20 ͵ࡔϐԼࢭड़ڍрĎֹ 21 ͵ࡔ̄͟ܐр࿅γĎᄮࠎ
Ω˘࣎ࢦࢋࣧЯܮдٺϏԛјВᙊēޙغזϲ˘̦࣎ᆃᇹ۞གྷᑻĔ
ņغזԧࣇࢋ˘࣎۞ڼڱďఢቑ۞ďѣӀٺкᇴˠ۞ξಞགྷᑻĎᔘߏࢋ˘઼࣎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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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談話所證明的那樣﹐他的私有化﹑自由化﹑憲政化改革目標﹐儘
管時不時採用了黨中央文件語言來喬裝打扮﹐不斷地改頭換面﹐達蒲
松齡“畫皮”之水平﹐仍然是與黨和政府（包括“下一屆”）的基本價
值取向南轅北轍﹑水火不容。其偷天換日之私貨﹐即因朋黨援手﹐237
達於天聽﹐也會令人想起來毛澤東主席一句老話﹕
ࢋຣҹޥཌྷĎ̙ࢋຣ࣒ϒཌྷĄࢋဥඕĎ̙ࢋ̶ෘĄࢋЍ

ྤώཌྷĔ၁னдߏѣયᗟ۞ĄŇӓະ⮓ᄲĄ˘གྷᑻሀёჍࠎᆸనࢍĎ
֭ԓ୕ځѐ۞ܑ̂ົځቁ࣎ᆸనࢍĎࢦາቁؠȈ˘̚ˬبБົͽֽԼࢭ۞ϫ
ᇾ（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xzzsdcz/20111114/ 5055057.shtml）。

不久﹐在 2011 年 12 月 1 日的《中國改革》上﹐吳敬璉又通過訪談的形式﹐重申
了以上觀點（〈吳敬璉﹕尋租膨脹無以復加﹐改革需要頂頂層設計〉﹐《中國改革》2011
年 12 月 1 日）。
但是﹐難道“重新確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的目標”﹐就是樹立吳敬璉那個
私有化﹑自由化﹑憲政化﹐簡稱“歐美模式”且為“1％”服務的“目標”嗎﹖看來﹐
吳敬璉之自我膨脹程度﹐不亞於對黨中央說三道四﹑言不及義的退休幹部辛子陵。
另據互聯網信息﹐2012 年 1 月 1 日﹐吳敬璉﹑郭樹清﹑秦暉﹑陳志武﹑胡祖六﹑
任建濤﹑謝國忠等著《中國 2012》發表。這些人多是信仰普世價值﹑胡說八道的自由
派。書評者曰﹕該書對 2012 年的中國進行把脈﹐號召“萬眾一心﹐齊心協力”。幹什
麼﹖要影響“十八大”﹖中國有多少人願意聽吳敬璉們的話﹐為在中國實現虛假的
“歐美模式”而奮鬥終身﹖（http://www.chinavalue.net/BookInfo/BookInfo.aspx?Book
ID=1009547）
237
2012 年上半年開“兩會”﹐下半年中共十八大將開幕了。按照歷年慣例﹐這些重大
會議前後﹐吳敬璉﹑陳志武們和秦曉的博源基金會們將有組織地上上下下﹑內內外外
異常忙碌﹐談話﹑交心﹑拉關係﹑推新人﹑搞演說﹑發文章﹑出著作﹐“走資”﹑“西
化”的車軲轆話不斷地變換包裝﹐來回地說。那些甘心情願抬轎子﹑吹喇叭的黨﹑政
媒體和私人﹑外資控制的媒體﹐少不得跟著忙活兒﹐將這些話車軲轆式的來回發。先
人有訓﹕歪理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
當然﹐他們還會加快策劃偷樑換柱的“頂頂層設計”﹐走管道﹑遞條陳﹑上奏摺﹐
內外上下配合造勢﹐唯恐共產黨“四個基本堅持”不動搖。一個問題是﹐這些倚老賣
老﹑倚小賣小﹑倚官賣官﹑倚“民營”賣“民營”﹑倚“海龜”和美籍華人身份賣美
貨﹑倚媒體賣胡說八道的人們﹐離開了吳敬璉那個私有化﹑自由化和憲政化三位一體
的﹑舶來品的“頂層設計”外﹐真還有什麼“頂頂層”的新鮮玩意嗎﹖
80

ځϒ̂Ď̙ࢋຣౚᏖࢍĄ238

體制內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人“螞蟻緣槐誇大國”﹐我心翱翔﹑
“大話西遊”﹔不過﹐“蚍蜉撼樹”容易嗎﹖
如前所述﹐美國希拉里國務卿比較樂觀。美國前駐華大使洪培博
則是非常樂觀。2011 年 11 月﹐他在競選美國總統時說﹐美國可以扳
倒中國﹐依靠“我們在中國內部的盟友和支持者”。239 吳敬璉身為
中國共產黨黨員﹑“國家形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
主任﹐組織一批政府機構的領導幹部和博士生幫自己著書立說出《教
程》﹐鼓吹﹑“支持”為“1％”服務的美國“普世價值”和資本主
義“歐美模式”﹐
屬於美國的“盟友和支持者”之列﹐
還不時利用
《人
民日報》﹑《北京日報》等說三道四﹐可謂組織有方﹑呼風喚雨的實
力派了。240 但他真有理由如美國政客們那麼樂觀嗎﹖
2012 年 1 月 1 日﹐新年伊始﹐《求是》雜誌發表胡錦濤新文章﹕
д͵ࠧቑಛ̰Чޥຐ̼͛Ϲ߹ϹᏉϹዡՀΐᐛᓄ۞ࡦഀ˭Ď
238

〈“三要三不要”原則是識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青海民族學院學報》
1977 年 1 期（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QHMS197701013.htm）。
239
〈洪培博不慎洩露天機﹐搬倒中國依靠“我們在中國內部的盟友和支持者”〉﹐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407264.shtml。
240
另外一個相關例證是﹐2010 年 1 月 26 日下午~27 日﹐近兩百位中外學人﹑政府高
中級官員﹑企業家聚集為吳敬璉祝壽。其人在某類“精英”中是有一點影響和組織力
的。讀者可以進入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網站﹐閱讀〈“發展與轉軌中的制度暨吳敬璉教
授 80 歲生日”國際研討會在京圓滿落幕〉的報導（http://www.ceibs.edu/media_c/
archive/49386.shtml）。據說﹐當時會上送出不少吳敬璉的頗多謊言和忽悠之辭的新書
《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另外﹐香港《前哨》雜誌也不甘寂寞﹐曾報道吳敬璉“在
北京五星級酒店香格里拉慶祝 80 大壽﹐一連兩天﹐香車寶馬﹐冠蓋雲集。……這位被
渲染為反對權貴資本主義的‘學者良心’﹐川流不息前來為他賀壽的賓客﹐居然非權
即貴﹐……前來覲見拍馬屁的富人多如過江之鯽﹐須知吳敬璉既任國家證券委評審委
員﹐又任推薦公司上市業務的券商董事﹐這兩個明顯具有利益瓜葛的要津位置﹐不可
能由同一人擔任﹐吳敬璉作為經濟學家﹐更深知在西方這完全是違法的﹐但他安之若
素。……”（陸城東﹕〈柳紅 VS 吳曉波們﹐卵與石的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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ኡҫፂ˞̼͛൴णטᕇĎኡጾѣ˞ૻ̼̂͛హ၁˧Ďኡಶਕૉд
፬ধ۞઼ᅫᚮ̚ۋᛏજĄТॡĎԧࣇυืᏹг࠻זĎ઼ᅫᇲ
၆๕˧ϒдΐღ၆ԧ઼၁߉Ҙ̼ď̶̼ጼரဦᏖĎޥຐ̼͛ᅳાߏ
ࣇซҖܜഇႣ۞ࢦᕇᅳાĄԧࣇࢋஎגᄮᙊຍᙊԛၗᅳાۋ
۞ᚑࢦّኑᗔّĎᛋᛗܜᆀďᛋଖܜхĎଳפѣ˧ନ߉ΐͽ֨ቑ
ᑕ၆Ą
ČČࢋБࢬరၔᛨ۞Ȉ˛̂ჟৠĎᓝ઼̚পҒۤົཌྷઈ̂
ၮᆽĎͽҹޥЕှཌྷďͨ፨ޥڌຐďዒ̈πநኢņˬܑ࣎Ň
ࢦࢋޥຐࠎጱĎஎˢరၔར၁ࡊጯ൴ण៍ĎિۤົཌྷАซ͛
̼݈ซ͞ШČČĄ241

吳敬璉作為“西化”﹐
諸如“華盛頓共識”﹑
“普世價值”﹑
“歐
美模式”等的共識者﹐以上這些令“99％”振奮的話﹐對於“1％”
的他和美國政客們來說﹐是不祥之音。但促其改弦易轍是不可能了。
一句老話有理﹐“改也難”。
仿馬克思的親密朋友﹑德國詩人亨利希‧海涅之語結束本文﹕
ӓະ⮓Ď˘͇࣎۞ආྖĄ242

241

胡錦濤﹕〈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 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
國〉﹐《求是》2012 年 1 月 1 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16778989.html）。
242
德國著名詩人亨利希‧海涅是被吳敬璉詆毀的馬克思的朋友。亨利希‧海涅曾在《德
國﹐一個冬天的童話》（1844）的政治諷刺詩中﹐批評當時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德
國如同冬天一樣冰冷。海涅對於比自己年輕的馬克思非常尊敬﹐稱他是“革命博士”﹑
“革命的哲學家兼偉大的理論家”。1844 年﹐德國西里西亞紡織工人舉行起義。海涅
立刻寫了一首叫《西里西亞的紡織工人》的詩﹐表示聲援。
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