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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和资本都需要被关进笼子 

— 读王小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系列文章 

 

北京语言大学  谢小庆 

 

由于扭曲的教育评价体系，绝大多数中国的治学者都生活在“职

称评定”的梦魇之中。在这个体现了现代科学定量分析的评价体系中，

对待学术研究像对待糊火柴盒工作一样实现“计件管理”。于是，学

术垃圾被夜以继日地高效生产着。如果你发现一篇洋洋洒洒的学术论

文中全部是废话，如果你发现厚厚的一本书中找不到一个可以使你感

到眼睛为之一亮的亮点，完全不必感到惊奇。这不是中国学术界的偶

然现象，而是常态。 

王小强是幸运的，他几乎没有被卷入这个荒唐的学术评价体系。

于是，出现了他论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系列文章。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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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发表了“之一”到“之五”共五篇，1 总字数 51 万余字，其中一

半的篇幅是注释。这一组文章不是用于评职称的，而是为了一抒自己

的胸臆。这里，不是像挤牙膏一样勉强挤出的文字，而是一些不吐不

快的文字。例如，为了写这组文章，仅一本《商君书》作者就比较了

十几个不同版本。读这组文章，给笔者的感觉已经不仅是“不吐不快”，

简直是“不吐”则痛不欲生了。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这是“不听指挥

的异化文字”。2 

从这组文章中可以看出，小强确实认真读了一些书，且多有心得。

他阅读了包括钱穆、熊十力、梁漱溟、南怀瑾、顾颉刚、汤因比、许

倬云、余英时等人著作在内的大量经典文献，引用这些人的著述支持

自己的观点。 

在这组文章中，包含与一些不同观点的论辩。在这种论辩中，既

有关于是否要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的“主义之争”，也有是否

要推动土地私有化的“问题之争”。笔者认为，这样的思想交锋具有

重要的积极意义，可以给那些关心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的人们带

来启发，可以帮助中国在发展的道路上减少错误，从而更稳妥地向前

迈进。 

 

                                                        
1 王小强：〈问题提出：历史哲学超历史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之一〉，《香港传

真》No. 2010~3（http://www.hkstrongwind.com/pdfs/HKFax/No_HK2010-3.pdf）；〈最发达

的市场经济（之二）〉，《香港传真》No. 2010~36（http://www.hkstrongwind.com/pdfs/H

KFax/No_HK2010-36.pdf）；〈无喱头《大话西游》？（之三）〉，《香港传真》No. 2010~53

（http://www.hkstrongwind.com/pdfs/HKFax/No_HK2010-53.pdf）；〈市场经济利大＝弊大

（之四）〉，《香港传真》No. 2011~33（http://www.hkstrongwind.com/pdfs/HKFax/No_HK

2011-44.pdf）；〈“儒表法里”和千古执着大同梦（之五）〉，《参阅文稿》No.2013~25

（http://www.hkstrongwind.com/pdfs/HKFax/No_HK2013-25.pdf）。 
2 王小强：《投机赌博新经济》，（香港）大风出版社 2007 年，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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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给人印象深刻的一些观点 
 

这组文章中，涉及了广泛的话题，提出了一系列有启发意义的观

点，并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深入的论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至少有

这样一些观点： 

1.“过河”和“转轨”的目标不是资本主义。一些人在谈论“与

国际接轨”和“转轨”的时候，他们追求的目标实际上是资本主义。

中国的百年救亡历史显示，许多后发展国家的发展历程显示，资本主

义道路是走不通的。有时候，“摸石头过河”是需要的，但是，不应迷

失过河的目标。作者引述了邓小平同志的话：“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

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3 

2. 不同的国家可以有不同的发展模式。社会发展阶段不是一成不

变的，并不存在普适的社会发展规律。对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经济

发展条件，不同的文化心理传统，存在不同的社会发展过程。不应该

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原始 — 奴隶 — 封建 — 资本 — 共

产五种社会形态次第发展”的僵化公式来硬套中国历史。实际上，中

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一个明显的奴隶社会。这一公式，也解释不了

生产力曾经高度发达的中国为什么后来落在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的后面。 

3. 中国不需要“补资本主义一课”。对于某些国家，资本主义阶

段是完全可能被跨越的，资本主义并不是必须补的一课。对于一些国

家，完全可能从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经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历史发展时

期。马克思曾经明确地主张，保存大量农村公社的俄罗斯可以跨越资

                                                        
3 邓小平：〈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第 3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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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 

4. 中国历史上的市场经济很发达，中国历来不缺少市场经济。大

量的历史文献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显示，与西欧相比，与世界上的其他

国家相比，中国从先秦开始就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国历

代王朝农商并举，从微观市场到宏观调控，市场经济发达得无与伦比。

王小强引述了钱穆先生的话：“如言西方为商业社会，中国为农业社

会，不知中国社会之工商业积两三千年来，皆远胜于西方”。4 货币

是市场的伴生物。在货币的普遍使用方面，中国至少要比西欧人早一

千年。实际上，由于几千年的积累，中国人的市场交易能力远胜于西

方人，讨价还价，汇总计算，找付零钱，中国人的计算能力不是西方

人可比的。中国能够在广阔的土地上形成统一的国家，中国能够在多

次分裂以后又重归统一，与中国高度发达的市场不无关系，也受到统

一市场需求的推动。 

5. 市场经济不会自动演进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必

要条件，但远远不是充分条件。王小强引用大量的历史文献说明，从

管仲时代开始，中国的市场经济就非常发达。正是由于中国历来有“全

民经商”的传统，才出现了“童叟无欺”的商业伦理。相反，由许许

多多领主庄园构成的欧洲，由于庄园经济自给自足的特征，由于缺少

交换的需求，在 18 世纪以前，欧洲的市场经济远远没有中国发达。那

时，仅仅有十几万人口的欧洲的商业中心威尼斯，远远无法与人口上

百万的南京、开封、杭州等中国的商业中心相比。事实上，现代工业

首先出现在市场并不算发达的欧洲，出现在由于土地分封而基本没有

土地买卖的欧洲，并没有出现在市场经济非常发达的中国，并没有出

现在土地交易非常频繁的中国。中国没有在近代自发地发展出资本主

                                                        
4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年，第 2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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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并不是由于中国缺少市场经济，而是由于崇尚仁爱、悲悯的中国

人没有像欧洲列强那样凭借野蛮的屠杀、掠夺、霸权和垄断来实现原

始积累。中国近代的落后，也并不是由于中国缺乏市场。 

6. 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利多大，弊多大。王小

强通过梳理历史文献指出，先秦的管仲就已经对市场的盲目性有所认

识，汉唐以后，更是对“谷贱伤农”有清晰的认识。“谷贱”大多发

生在丰年。连续丰年之后，甚至出现了“农民盼灾年”的现象。在苏

东坡贬谪黄州的时候，连遇丰年，在他给朝廷的奏疏中描述了谷价大

跌，农民既收不回成本，也交不出税赋，苦不堪言，以致“日夜祷祠，

愿逢饥荒”。5 从古至今，在市场的作用下，农民灾年也愁，丰年也

愁。灾年愁没有东西可卖，没有粮食、棉花、苹果、大蒜、绿豆等可

以卖；丰年愁粮食、棉花、苹果、大蒜、绿豆等卖不出去，甚至烂在

地里，烂在家里。中国历朝历代的执政者都懂得以“丰年贵买储粮、

灾年贱卖放粮”来平抑粮食价格的道理。伴随着平抑价格的需要，也

发展起非常成熟的货币理论。 

7. 土地交易并未使土地流向“种粮大户”。借助自由的土地交易，

借助土地市场的调节，土地是否会集中到更勤劳、更聪明的种田人手

中呢？土地是否会向“种粮大户”手中集中呢？从文献记载的中国历

史中，我们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司马迁曾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

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依市门。”6 晁错曾以对比的方式向汉文帝

生动地描述了种田人与商人的不同境遇。种田人“春不得避风尘，夏

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勤劳如此，尚复被水

旱之灾”，为求活命，低价卖田，高息借贷。商人则“男不耕耘，女不

                                                        
5 邓力勋编：《苏东坡全集》下册，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9 年，第 463 页。 
6《史记‧货殖列传》，王雷鸣：《历代食货志注释》，农业出版社 1984 年，第 1 册第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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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乘人之危，低价收田，高息放贷。晁错

总结说：“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7 大量的历史文

献显示，土地交易导致商人兼并种田人，在放任的市场上，通过自由的

土地买卖，土地并没有向“种粮大户”集中，而是流向商人手中。 

8. 市场调节未能阻止“肥田撂荒”和“住宅楼黑灯”。尽管中国

历史上土地买卖自由且频繁，但市场的调节作用却未能阻止富庶地区

肥田被撂荒的现象。由于“租金”与“地价上涨收益”相比，微不足

道，地主为卖钱变现方便，宁荒不租。因此，宋代曾立法规定“种撂

荒地合法”。在土地自由买卖的 1922 年，中国撂荒耕地占总耕地面积

的一半以上。8 在市场不算发达的毛泽东时代，很少存在土地撂荒的

现象。今天，市场远比毛泽东时代发达，土地撂荒的现象却大量出现。

与此相仿，住房领域的市场调节也未能阻止住宅楼很高的“黑灯率”。

包括“炒房团”在内的许多房屋的投资性持有者，为变现方便，宁空

不租。北京、天津一些楼盘的调查数据显示，近四成的房屋被空置。

新华社摄影记者卢汉欣在广州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数黑灯”活动。

根据他的持久观察，入住率较高的楼盘亮灯率也不过 50％左右，大部

分在 30％左右，也有相当一部分不足 10％。9 无地的农民为了自己的

“小康梦”有买地的“刚需”，无房的屌丝为了自己的“小康梦”有

买房的“刚需”。先富一族看重的不是微薄的“地租”和“房租”，看

重的是“低买高卖”的投资收益。这才是“肥田撂荒”和“住宅楼黑

灯”的原因所在。 
 

                                                        
7《汉书‧食货志上》，王雷鸣：《历代食货志注释》第 1 册第 74 页。 
8 王小强：〈市场经济利大＝弊大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之四〉，《香港传真》

No. 2011~33，第 86 页。 
9〈新华社记者讲述广州数黑灯历程 调控后变化不大〉，《东方早报》2010 年 12 月 12 日
（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hgjj/20101212/1234909305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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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新乡七里营镇刘庄新村10        江苏江阴市夏港镇长江村村民住宅小区一角 

（谢小庆摄于 2012 年 4 月 11 日）          （谢小庆摄于 2012 年 12 月 22 日） 
 

9. 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地主和佃农之间的矛盾，存在地主和雇工

之间的矛盾。近年来，一些历史研究者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

地主、佃农和雇工，中国农民的主体是自耕农，地主与佃农、雇工之

间的矛盾并不尖锐。王小强引证了大量历史文献反驳这种观点。例如，

清初名士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讲：“吴民之中，有田者什一，为人

佃作者什九。”11 又如，桐城派大儒方苞乾隆年间上呈的《请定经制

札子》中讲：“约计州县田亩，百姓所自有者，不过十之二三，余皆

绅衿富贾之产，所居在城，或在他州异县，地亩山场皆委之佃户。”12 

                                                        
10 刘庄 364 户，家家住房都是 472 平米，地上三层，地下一层。配有中央空调、宽带网、

闭路电视、电话、集中供热、供气，设施设备齐全。住宅带车库，车库安装有滑道式遥控

自动门。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中，刘庄在全国劳动模范史来贺同志及其继任者的带领下，

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坚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把一个人多地少、贫穷落后的村庄，建

成了一个现实版的“桃花源”，使村民实现了有尊严的城镇化，使两千多年前孔子梦想的

“大道运行”、“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成为现实。 

在今日中国，像刘庄这样依靠集体经济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社区，至少有几十个。我亲

身走访过的有江苏华西村、河南南街村、河南北徐庄、山东西霞口、广东崖口、江苏夏港

长江村、江苏金港长江村、山西大寨、河北周家庄…… 
11 顾炎武：〈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日知录集释》，花山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第 466 页。 
12 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一，（台湾）文海出版社 1966 年，第 10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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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也描写了居住在“他州异县”而拥有“地

亩山场”的“绅衿富贾”。在 1949 年以前，孔圣人府在山东、河北、

江苏的许多个县拥有几十万亩出租给佃户的土地，佃租沉重，不仅存

在明显的主佃关系，而且存在严重的主佃矛盾。 

10.“小康”不属于儒家理念。根据《礼记‧礼运》记载，孔子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

是谓小康。”孔子的政治理想是恢复“大道”，是“兴灭国，继绝世”，

“小康”并不属于儒家理念。 

 

二、金融资本的膨胀既侵害公平也侵害效率 

 

这组文章给人印象深刻的观点是，金融资本的膨胀，既侵害了社

会公平，也侵害了生产效率。王小强在文章中指出：商业法则并不是

“等价交换”，而是“涨价交换”，是低买高卖。职业性商业活动的

出现，是社会化分工的产物，是必要的。市场经济中牟利性商业资本

和金融资本的出现，可以通过融资促进生产的发展，也是必要的。但

是，商业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过度膨胀，却不仅会危害到社会的公

平，也会侵害到生产的效率。 

2013 年 6 月 2 日，以“金融生态与上海战略”为主题的首届外滩

国际金融峰会在上海黄浦江畔开幕。会议的东道主是上海地产业的“巨

无霸”复星集团。复星董事长郭广昌在会上说：为何银行赚那么多钱？

老是觉得银行把那么多钱都赚走了。沪深 2000 家上市公司，一半利润

被十家银行拿走了，这样拿下去，制造业怎么办，还能拿多久？13 

                                                        
13〈郭广昌吐槽金融环境：老是觉得银行把钱都赚走了〉，新浪财经 2013 年 6 月 2 日

（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jrxw/20130602/10261566820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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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广昌的话多少反映出一个问题：由于金融资本的膨胀，劳动者，

包括工人、工程师和付出管理劳动的企业家，切得的蛋糕太小；金融

资本的拥有者，切得的蛋糕太大。这种现实，既不公平，也由于挫伤

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压缩了科技投入而影响到经济发展效率。 

俞敏洪肯定曾经为“新东方”上市而欣喜，今天，他已经悔之莫及。

如果有后悔药可以吃，如果时间可以倒流，俞不会再选择上市。14 培

训，本来是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事情。由于上市，学生与教师之间冒出

了一个股东，学生和教师之间插入了一个以牟利为目的的资本。俞敏洪

坦言，新东方上市以后他的关注点不知不觉变了。之前，他专注于如

何提升教学质量，让学生快乐地学习知识；而现在，他成天想的是用

什么办法增加收入，增加利润，让投资者高兴，让股票的价值提高。 

在老师和学生之间插入了一个以牟利为目的的资本，在通过交换

互通有无的劳动者之间也插入了一个以牟利为目的的资本。笔者曾经

是内蒙古草原牧区插队的知识青年，从 1967 年到 1978 年，曾经在蒙

古包中放牧 11 年。本来，生产肉、奶的牧民与生产粮食的农民，与生

产工业品的工人，通过交换，互通有无。后来，出现了商人，他们既

不生产肉、奶，也不生产粮食和工业品，专门从事交换。利用低买高

卖，赚取利润。结果，生产者，管理者，都变成了商人的打工仔。再

后来，生产者，管理者，商人，都变成了金融资本的打工仔。 

2013 年 12 月 29 日~2014 年 1 月 4 日，在我回到我曾经插队落户

的内蒙古锡林浩特市东乌珠穆沁旗嘎亥勒苏木（乡）额仁高比嘎查（村）

探亲访友的过程中，我与在我下乡后才出生的中年的嘎查支部书记和

在我离开草原后才出生的年轻的嘎查长深入地讨论了未来提高牧民生

活水平的可能性。嘎查书记告诉我，现在，牧民只能把牛和羊卖给中

                                                        
14 李洁言：〈俞敏洪后悔让新东方上市〉，《中国青年报》，2011 年 3 月 28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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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商，中间商把牛和羊卖给河北省一带的食品加工厂，之后，加工厂

把肉卖到城市中的超市和餐馆。中间环节获得了丰厚的利益。他希望

能够避开中间商直接把牛羊肉卖给加工厂。当然，如果嘎查或乡镇能

够自己进行加工，能够直接把牛羊肉卖给餐馆和超市，就更好了。但

是，今天集体经济已经瓦解，集体的力量非常薄弱，这已经是一个很

难实现的幻想。 

笔者感到，生产者这种直接面对消费者的愿望是合情合理的。相

关部门，应该帮助生产者尽量实现自己的愿望。首先，应该积极牵线

搭桥，帮助牧民将牛羊直接卖给加工厂。其次，在有条件的地方，也

应该扶持牧民的集体合作组织，兴办牛羊肉加工厂，提高牛羊肉的附

加价值。直接将牛羊肉卖到餐馆和超市。 

王小强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

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15 
 

 
学习南街村，建设起共同富裕农村新社区的河南北徐庄村 

(谢小庆摄于 2012 年 4 月 10 日） 

                                                        
15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第 3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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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本也需要被关进笼子里 
 

如果资本不受限制，就会在损害民生和损害生产的同时，导致社

会的动乱。在中国古代，曾经反复上演“年头欠一欠，地主圈一圈”

的戏码，曾经反复出现过“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的局面。

从秦汉到民国，史书中反复记载着一个同样的故事：灾年饥馑到来的

时候，地价大跌，豪门富贾大量收购土地。年景好转以后，大量的失

地农民沦为佃农和雇工。佃农和雇工开始做自己的“小康梦”，起早

贪黑省吃俭用购置土地，富豪低价收购的土地得以高价变现。 

今天，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际上，也出现了“资本挣钱太容易，

劳动挣钱太难”的局面。2007 年 10 月 19 日巴菲特卖出了自己所持的

全部中石油股票。其后，中石油股价大涨，让巴菲特懊悔不已。尽管

如此，他在中石油这一支股票上也赚取了 277 亿港元。16 2010 年 5 月

6 日，美国高盛公司投资的股票“海普瑞”在深交所上市。按照发行价

计算，上市时收益率达 21800％，盈利 200 多倍。如果按照上市当天

的收盘价计算，盈利高达 260 多倍。17 2007 年 12 月 25 日，美国凯雷

公司投资的股票“太平洋保险”在上交所上市。按照上市当天的收盘

价计算，盈利高达 620 亿元人民币，盈利 16 倍。18 美国银行投资建

行，高盛投资工行，瑞士银行投资中行，也都获得了不菲的收益。 

2013 年 1 月 31 日，北京市公安局专案组公布，“房姐”龚爱爱

在北京拥有 41 套房产，共计 9996.6 平米。假设这些住房于 2000 年以

每平米 6000 元人民币均价购得，2013 年以每平米三万元卖出，身为

                                                        
16 李宇：〈巴菲特清仓中石油大赚 277 亿港元〉，《中国证券报》2007 年 10 月 22 日。 
17 张锐：〈高盛的阴谋与暗算〉，《中国青年报》2010 年 5 月 31 日。 
18 桂衍民：〈太平洋保险上市凯雷账面净赚 620 亿〉，《证券时报》2007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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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副行长的龚爱爱在偿还了大约每平米 1.2 万元的本息之后，每平

米可以获利 1.8 万元，总计可以获利约二亿元。相对于那些付出劳动

的工人、设计人员和房地产商人，手握金融资本的龚爱爱是否切得的

蛋糕大了一些呢？ 
 

 
位于寸草不生的死海西岸荒漠中的以色列美羔羊公社19 

（谢小庆摄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 

 

无可否认，在 1949 年以后，权力的过度膨胀，既损害了社会的公

平，也损害了生产效率，阻塞了物质和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阻塞了

经济结构和劳动力队伍的优化机制。为了克服这种权力过度膨胀造成

的伤害，确实需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经过 30 年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之后，我们也应该看到，资本的过

度膨胀，尤其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过度膨胀，不仅会损害社会公

平，损害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会抑制购买力和内需的增长，抑

                                                        
19 公社社员们不仅依靠集体经济走上了共同富裕之路，而且在荒漠中建起美丽的植物园，

创造出“人类第 11 奇迹”。美羔羊公社与以色列的其他几百个公社一道，共同支撑了以

色列的农业，创造出人类科技含量最高的现代农业和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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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生产要素向制造业的流动，挤压生产企业的科研投入，从而影响到

生产效率。对公平和效率的损害，还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我们

不仅需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也需要把资本关进笼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