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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強推薦黃紀蘇 2004 年對吐痰改革的道德批判。國有企業改革成敗

關係中國道路的前途≠錢途。繳過學費，值得提高認識。市場迷信掛在

嘴邊的洛克、亞當·斯密和諾齊克，虔誠信仰上帝面前（至少選民範圍）

人人平等。針鋒相對霍布斯論證野蠻專制好過無政府，“洛克主張公正

意識是私有制的基礎，”1 人類社會的自然狀態是勞動開墾蠻荒~聚集

村落~契約構建政府~保護人權~產權。斯密《道德情操論》“看不見的

手”反駁《利維坦》人性貪慾導致每個人戰爭每個人，人性本善和上帝

惡有惡報的正義懲罰足以約束謀私匯總《國富論》。也就是說，市場調

節不了寡廉鮮恥。2 論戰羅爾斯《正義論》政府干預分配追求社會平等，

1《政府論》強調“只能在一種情況下才能成為獨有的財產 —‘還剩餘有足夠的且一

樣好的東西能為他人所共有。’……洛克在 1680 年代理解的民主，基礎是同時支撐財

產和人民政府的道德準則。它所蘊含的動力會最終使得無產者們重新獲得他們失去的

權利。……值得注意的是，洛克和亞當·斯密都認為，對於財產和自由市場經濟而言，

公平才是至關重要的。”（林克雷特：《世界土地所有制變遷史》257、77~80 頁，上

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16） 
2“任何信奉霍布斯人性無法擺脫私慾的理論的人，都會在《道德情操論》發現很多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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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齊克的“第一論題是持有的原初獲取，對無主物的佔有。它包含這樣

一些問題：無主物如何變成有主的，什麽樣的過程使無主物變成有主

的，”3 從不損害且有利他人的持有正義出發，通過市場調節走向“小

政府~守夜人”，私有制的自由人的聯合體和國家消亡的烏托邦。4 30

年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和工業企業不漲工資，中國建成相對完整的工業

體系，不算市區廠址的土地溢價，怎麼說也不是蠻荒無主物。吐痰改革

動員腐敗潤滑巧取豪奪，趁機信仰危機~敗壞社會道德，史無前例。 

群贤毕至  谁下手太狠？

《理财》首席记者  林伟5 

2004 年 8 月 21 日，赵晓在京“点炮”以后，“郎顾之争”这杆品

牌大旗加上诘问式“集体失语”下精彩的“品牌理念诠释”，将国内不

評，因其主張人性本善，全書開篇寫道：‘不論一個人多麼自私，他的天性中總有一些

根深蒂固的東西，這讓他關心別人的命運，並把別人的幸福看成自己的事情，雖然他並

不能從別人的幸福中獲得什麽。’……公正不僅是道德意義上的善，而且是實際的需要，

亞當·斯密始終如此建議。除非能夠說服大多數人相信政治和經濟領域的市場都是公平

的，否則它必定會枯萎和衰敗。”（林克雷特：《世界土地所有制變遷史》63、357 頁） 
3 諾齊克開篇 1 章〈爲什麽要探討自然狀態理論？〉2 章〈自然狀態〉3 章〈道德約束

和國家〉等長篇大論著名的正義三原則：“1、一個人依據獲取的正義原則獲取了一個

持有物，這個人對這個持有物是有資格的。2、一個人依據轉讓的正義原則從另外一個

有資格擁有該持有物的人那裡獲取了一個持有物，這個人對這個持有物是有資格的。3、

除非通過 1 和 2 的應用，否則任何人對一個持有物都是沒有資格的。”（原文黑體；

諾齊克：《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180~184 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8） 
4 羅克全：《最小國家的極大值 — 諾齊克國家觀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5。 
5 本文原载于《理财》2005 年第 9 期，第 12~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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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领域、不同学科、不同山头的各路学界精英啸聚到一起，并呈现出明

显的阵营派系分化趋势。 

在一片喧嚣欢呼声中，尽管各个具体精英人物的立场并非是支持或

反对那么简单，但众媒体还是乐于将这种阵营派系简单地二分为“倒郎”

与“挺郎”两个截然对立的派系。 

正因为有众精英的参与，才使得郎顾之间的恩怨纷争话题被彻底地

边缘化，取而代之是如何看待“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方向及如何置评

这一改革大潮中的众多财富英雄。 

 

郎咸平：中国不能做MBO 

 

在 20 多年改革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对于改革所产生的问题要坦

然面对。目前，国内产权改革有两大特点，第一是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性，

第二是买卖双方自定价格的交易。如此“产权制度”改革发生了方向性

错误，“所有人缺位”正在被大多数企业利用成为侵蚀国有资产的理论

武器。国内根本没有正确地认识 MBO 的本质，现在国内所谓的 MBO

是用银行的钱收购国家的资产，这是不对的。中国不能做 MBO，因为

中国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不是全流通的。郎咸平将如此产权改革归咎于拍

脑袋想出来的，并没有科学的理论依据。 

国有企业存在的最大问题不是所有者缺位，而是缺乏职业经理人的

信托责任。没有信托责任，国企老总做不好被归咎于体制问题，做好了

企业理所当然地变成他自己的，这就是国内所谓的“冰棍理论”逻辑。

我们怎么能允许国企老总做不好呢？作为国企老总，你就必须得做好。

做好是应该的，做不好就换掉。当然，国企老总也应根据其业绩表现进

行激励。同时，为了确保职业经理人有个好的经营环境，政府行政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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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退出企业的经营。 

对于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郎咸平打了两个比方。第一个是家很

脏，请了个保姆来打扫，打扫完了以后，保姆就变成家的主人了。还有

一个例子是家很脏，但家值一百万元，现在保姆来打扫。打扫完了，保

姆说，你就给我二百元你家的所有权吧。同时，整个家的价值也是由保

姆定的 — 保姆说，值两千块吧。这样，十个月后，整个家也就归保姆

了。郎咸平认为，如此“保姆理论”的逻辑是极其荒谬的。他进一步举

例说，韦尔奇在 GE 做了 20 年的“保姆”，把 GE 从 10 美元∕股搞到

84 美元∕股，将 GE 产值做到美国 GDP 的二十分之一，但他 2000 年

退休时，只带走一亿美元的报酬。最后 GE 是谁的？还是中小股民的，

并没有变成韦尔奇的。因此，如何建立起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制度，用法

制来保障其信托责任，是我们政府未来应该努力的目标。 

郎咸平尖锐地指出，我们一直忘记了一点，这个世界上是没有良心

的，只有严刑峻法才能保证有良心。而且，呼吁也是没有用的，要有严

刑峻法支持才有用。中国股市到今天的地步，不是缺钱。缺什么？缺中

小股民对上市公司的信心。严刑峻法需要政府的介入，需要政府做一个

主导，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不靠政府的力量达到富强的。基于此，郎咸平

说自己从头到尾都主张大政府主义、中央集权。 

郎咸平声称，自己的本意并不是要反对民营经济，其保护的终极目

标还是私人产权。只不过，民营经济必须在法制框架下得到约束，如果

没有约束的话，后果会不堪设想，因为民营经济具有掠夺性，它在不断

扩大、不断掠夺的同时，有可能会造成官商勾结，席卷全国财富。想

想看，如果我们容许他人任意践踏国有产权，那么他们将来也必然会

践踏民营产权。因为，一个不珍惜国有产权的民族，是不会珍惜民营产

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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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一再强调要用数据事实说话，不能一味地谈理念，认为各谈

各的理念的最后结果就是“清谈误国”。他说：“我希望经济学界的

争论回归到主流，希望用数据说服我，我不想再谈理念，理念没有任何

意义。” 

 

张维迎：不与无耻的人对话 

 

我有一个比喻，其实是从冯仑那里借来的，也就是中国企业家就

像人在黑夜里走路，光着身子没事，但是这时突然有人将灯打开了，

这时多么无奈多么尴尬，这就是中国企业面临的环境。 
 

“国退民进”和民营化的过程是 20 多年改革不断摸索出的一条道

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逼出来的，是政府部门、企业界和学界在相互

碰撞当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思路，并不是“拍脑袋”就能出来的。 

为什么现在要讲“国退民进”？因为检验一个企业所有制的标准，

就是在竞争中有没有生存能力，这是一个基本的方法。所以，我们好多

改革措施都是在寻求尽量对大家都有益的结果。在改革当中，衡量改革

有效率还是没有效率、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应该以社会总财富最大化为

标准。如果一项变革，能够使得社会总财富增加，或者说受益者所得足

以弥补部分人受到的损害（这些损害是总财富增加不得不付出的成本），

这种变革就是正确的。 

国企在收购和兼并中怎么定价，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很难

有一个非常客观的标准。现在的一个标准是净资产，但净资产衡量的是

资产过去的价值，人家买你一个企业，买的是这个企业的未来，而不是

过去。高于净资产出售不一定就没有流失，低于净资产出售也不一定就

有流失。在这种以净资产定价的买卖中，如果是一对一谈判的话，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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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的不是全部所有权，即使净资产等于企业的真实价值，其实已经是

国家占便宜了。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

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 

张维迎表示，一个健康的社会要善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让这些

人得到合理的回报，否则以后还会有谁愿意为社会作贡献？因此，在国

企出售过程中，一定要善待那些过去为企业发展作出过贡献的人。做不

到这一点，这个社会就是有问题的。诋毁甚至妖魔化企业家，更是缺乏

社会良知的表现。 

张维迎认为，讲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是说所有者没有行为能力。

没有负责任的老板，就不会有合格的员工；没有合格的主人，也难有称

职的保姆。把经理人比作保姆是一个比方，问题是，如果保姆糟蹋这个

家的话，主人哪儿去了？主人为什么不雇用一个好的保姆？不可否认，

有一些国企改制操作不规范甚至是买者和卖者相勾结造成国有资产的

流失，这是不能宽容的。但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国家政府侵害私人

的产权，侵吞私有财产。国企改制过程中造成国资流失肯定是有的，但

总体上看却是一个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过程，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这种改

革当中获得好处。 

张维迎特别强调国企改革的“时间价值”。他认为，拖延了国有企

业改革的时机，资产放在那儿看上去没有流失，本质上是在慢慢流失了。

这就如同将“冰棍”放在那儿融化了，蒸发了，化成水了。试问，如果

是自家的“冰棍”，谁愿意它化成水？这也就使得我们的国有企业越来

越不值钱。现在很多政府官员害怕承担个人责任，很多改制方案他是能

拖就拖。正由于政府部门的顾虑，很多国有企业就那么拖垮了。目前，

把所有“民进国退”的改制都说成是私人企业侵吞国家财产，这种舆论

压力本身就会导致更多的国有资产缩水、流失。事实上，很多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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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类似于糖衣炮弹，看起来好，诱惑很大，但是吃进去之后可能会

爆炸，这倒是民营企业家收购国企要注意的。 

学者在研究企业、指出企业问题的时候，应该本着建设性的态度，

而不是把它搞垮。一个学者如果只为了自己知名度的最大化，只为迎合

大众的流行舆论而讲话，那他就已经丧失了学者的独立性，也丧失了基

本的学术良知。我们不应该用妓女的心态看待所有的性关系。有人喜欢

用数据糊弄人，因为大多数普通人都没有时间或能力将数据重新算过。

但对学术研究来讲，逻辑比数字更重要。现在，“多数人的利益”、“小

股东利益”已经被某些无耻的人劫持为“人质”。 

基于以上认识，张维迎特别强调：“学者要有公信力，我不与无耻

的人论战。” 

 

吴敬琏：我不是倒郎派 

 

面对记者有关“郎顾之争”的提问，吴敬琏最早的回应是：对科龙

整个转制过程没有研究，无法评价是否出现新所有者瓜分或者侵吞国有

资产的现象；对郎咸平目前国企改制中出现蚕食和侵吞国有资产的情况

表示认同，但对其他人以偏概全的议论表示反对；不能认同郎咸平有关

“国企效率优于民企”与应该停止国有企业改制的观点。 

随着“郎顾之争”逐步升级，吴敬琏表示，这种要求经济学家“站

队”的“文革”式做法实在要不得。当经济学家就要回到你的经济学家

位置上来，知识分子最可贵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应以

人废言。同时，对郎咸平提出把一切问题归之于“新自由主义”，并主

张用“大政府主义”去加以纠正，吴敬琏表示无法接受。当然，对那种

说即便公共财产被贪官送给了私人老板，也比放在政府手里烂掉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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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一贯反对的。 

在 2005 年 3 月召开的全国“两会”期间，面对记者有关“郎顾之

争”的再次提问，吴敬琏显得有点恼火。他说：“我被（媒体）列入‘倒

郎派’，我是不同意的。”并同时强调，对于国有资产被瓜分、严重流

失这一现象，国内经济学家并没有失语。 

 

周其仁：究竟在对谁开炮？ 

 

有人高调叫阵，不出来应一句太看不起人家。……产权改革不是

什么好事之徒策划出来的。就是把主张产权改革的经济学家全部枪毙，

只要走市场经济之路，公有制企业还是要搞产权改革。……国有经济

里的所有者责任，追来追去一股烟。你追吧，像论万亿计的国有银行

不良资产，追不出个头绪来的，权当天灾处理吧。 
 

周其仁言辞激烈，在对郎咸平的学者品德进行质疑的同时，其立论

的根基就是对郎咸平炮轰格林柯尔、TCL 与海尔的论点论据进行反驳，

并在此基础上强调现有的产权制度改革方向毋庸置疑。关于格林柯尔

的问题，他是从常识的角度进行追问：“这样的好事，我怎么就遇不

到？为什么我不能坐到邻居家里，先由我掌控定价权，然后把人家的

资产‘买’走？天下真有这么一种资产转让模式而又可以频频得手，格

林柯尔的规模不会这么小。”对于 TCL，他更是为地方政府当年与李

东生为首的经营班子签订的合约击掌叫好，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

造，是吸收了多少国企垮台、行为扭曲的教训之后，逼出来的一种改制

尝试。 

周其仁对有关海尔曲线 MBO 的问题谈得比较具体详细。他认为，

海尔集团是一家集体制企业，它的资产来源非常清楚，就是政府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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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政策、市场机会以及以张瑞敏为首的海尔管理者和海尔员工的共同

贡献。在集体所有这一前提下，郎咸平有关海尔是国家所有的立论前提

就错了。前提错了，其攻击只能陷入“指鹿为马”的尴尬境地。 

周其仁特别强调说：“类似海尔这样的大集体企业，应该靠所在地

方的相关利益各方，在改制实践中摸索出界定产权的办法。海尔集团是

产权不容界定到个人的传统大集体，海尔持股会是改革中形成的个人产

权清楚的新组织。究竟哪些权利、以什么形式、多大数目、经由什么程

序完成转让，应该也只能由当事的相关各方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解

决……青岛市大集体利益如果受到损害，当事人也会失语吗？海尔职工

利益受到改制侵犯，他们真的没有行为能力吗？还有青岛市人民政府和

各界人士，靠得近、看得清，为什么非要一个连一次实地调查都没有做

过的不相干人士包打天下？” 

周其仁同时还对国有资产最后委托人无效、产权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及其路径等进行了细致分析，认为叫停改制的战略，不论主观动机如何，

实际效果只能是延长国资被攫取的时间、增加国资被攫取的机会和数

量。正确的选择，是坚持改制方针，增加改制的透明度，提升改制的程

序合理性，尽最大可能减少改制中的攫取损失。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

反问道：在国有控股的情况下，高管人员就可以将公司“合法”地做坏，

但自己拥有股权以后就立刻将公司做好，真有这回事吗？这不恰好证明

TCL 的改革改对了？因为自己拥有股权以后就立刻将公司做好，到底

对谁不好呢？没有这回事情吗？那么郎咸平究竟在对谁开炮？ 

 

崔之元：严惩向饭里吐唾沫的 

 

我亲耳听过我们国家一个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讲过多次，他教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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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的经理主动地把国有企业搞坏，这样再卖给他们。一锅饭如

果是好的政府就不会给你，他教唆经理在饭里面吐一口唾沫。政府一

看以为饭已经脏了，就同意出手了，但是，你实际上知道只有吐了唾

沫的地方是脏的，只要把吐了唾沫的地方用勺子挖出去扔掉，其他的

饭还是好的。 
 

崔之元主要是从理论上重点回应了周其仁对郎咸平的攻击。他认

为，周其仁最基本的理论观点是，企业交易各方是一个自由契约的交易

方式（只有当事人知道合理不合理），局外人没有发言权，企业本身是

自由契约的集合。周其仁这一理论观点事实上是把西方的契约交易简单

化了，忽视了自由契约必须是在相对平等的主体间才能有效这一前提条

件。如果没有一个相对平等的地位，或者信息严重的不对称，则自由契

约是无效的。很显然，在目前国企 MBO 过程中，交易主体双方的地位

并不是平等的，中国工人的地位与资本家的地位也是不平等的。在如此

不平等的前提下，是不能保证交易的公正性的。 

崔之元表示，顾雏军旗下格林柯尔系的“金字塔控股结构”，恰恰

是 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尔洛夫与迈克尔·史宾斯所

提出的“所有者掠夺”的一般模式。 

在这一模式下，企业所有者的不谨慎投资（即投资于风险过大的项

目）并非破产主因，因为许多投资是在明知项目不可行的情况下作出

的，真正的原因是所有者通过破产而掠夺本企业资产。所有者如何掠

夺本企业资产呢？这从企业资产的会计恒等式（资产＝所有者权益＋负

债＝净资产＋负债）可以看出端倪：只要所有者（包括个人和母公司）

只负“有限责任”（这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常态），并且投资要经过若干

个会计期才能完成，所有者就可以人为膨胀前期会计净资产值，从而增

加所有者权益分红，尽管后期会计将会显示整个企业的亏损。显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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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是可以掠夺本企业的总资产的，即剥夺债权人的利益。这就是所谓

“为获利而破产”。如俄罗斯“休克疗法”时期的金融大亨托塔宁，他

控制的银行以 15％的利率将从国际金融市场上贷进的美元，以高达 50％

的利率转贷给那些明知不可行的项目。这样一来，托塔宁就膨胀了前期

会计净资产，增加前一会计期里的所有者分红。等到 1998 年卢布大幅

贬值时，托塔宁及其股东已经赚够了，而最后破产却不过是有限责任的

破产。 

崔之元认为，上述分析和格林柯尔香港上市公司利用远远高于市场

价格的资金，购买在天津完全不成规模的产品是完全一样的逻辑。因此，

郎咸平炮轰格林柯尔的内在逻辑并无不当之处，错误的恰是张维迎等 

— 他们为私有资本家辩护说，因为所有者承担着风险，一旦破产就要

倾家荡产。但是在有限责任的情况下，他并不承担这个风险。 

崔之元特别强调指出，“郎顾之争”并不是主要针对顾雏军，而是

通过列举的一个例子，来探讨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这样一个相当普遍的

问题。 

在众多经济学家“坐谈立议”的话语海洋里穿梭前行，记者的力不

从心是极其自然的。不过，在众多激烈言辞交锋的过程中，对“郎顾之

争”的评价，有“中国企业股改第一人”之称的刘纪鹏堪称一针见血。

他说：“我别的不想评论，但是（认为）郎咸平下手太狠，不太了解情

况。在私有产权脆弱、大量产权不清晰的时代，他这样搞，真的可以让

一个人上天堂，也可以让一个人下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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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与资本家的性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  黄纪苏6 

 

最近回顾 1990 年代以来的产权改革，张维迎的吐痰理论7 赫然在

目。能落实到屎尿等排泄物分泌物的道理，我从来以为是值得关注的道

理；能沟通马桶和书本的学人，我也从来以为是值得关注的学人。当众

多学者在学术的焖烧锅里和公式字母炖得难解难分之际，亏得张维迎这

路经济学家能把衣服脱得这么彻底，本相亮得这么明白，从国民认识的

角度来说功不可没。我拟了几句戏文，按旧小说的套路“有诗赞曰”： 
 

当年有个包子被我 — 吸痰 

没人要了 

后来有个妞子被我 — 吐痰 

甩不掉了 

如今有个厂子被我 — 再吸痰 

进腰包了 

就凭这几口绝活 

要饭的孩子该节食了 
 

                                                        
6 本文原载于黄纪苏：《与精英保持距离》，九州出版社 2009，第 152~155 页。刊《参

阅文稿》时略做修改。 
7 所谓吐痰理论，就是请书记厂长照乞丐吐脏别人饺子包子然后收拾残局的方式，先

把国有企业搞亏损，再为国分忧，收为己有。这理论本是张氏在私人场合推出，后被

崔之元发表了出来，时间大约在 1999 年末。其实，张维迎那年岁的人，还有一种类似

的变宝为废的民间智慧。条件差点的男子在女友犹豫不决之际，瞅个冷让人家失身即

“丢了身份证”，从此只好死心塌地跟他过。如今社会进入野蛮女友阶段，处女贞操

观念荡然无存，这办法大概也就过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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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视节目里得知，张维迎当年去废都赶考，两三天的生活外加拼

搏靠的竟只是两三个烧饼，投入与产出极不成比例。说吐痰理论就诞生

在张维迎当时经过的某个小饭馆附近，应该不算“大胆的设想”。饥肠

辘辘的人琢磨一下别人的盘中餐怎样“改制”才能“转轨”到自己肚里，

这不算过分，就是真动手也都可以理解。一口痰把抢粮食变成捡破烂，

这种流氓无产者璀璨的辩证法背后，蹲着一个老实巴交的相对合理性：

人家饿。 

接下来的社会剧变，像大轮盘一样没用两圈就把张维迎等苦孩子转

出底层，转入上层。这一上一下悬隔之大，相当于从蛹到蛾子的距离。

难得蛾子不忘本，腾空时连草根土坷垃一带的求生偏方也带上了；离地

三丈后便将它献给漫天的蝗军，为它们下来扫荡底层、实行三光提供便

利。中国的流氓资产阶级跟流氓无产者本来相去不远，张式痰法无师他

们也能自通，不像黑砂掌铁裆功之类还要到少林寺武当山留学，跟科斯、

弗里德曼一招一式读博。好在张维迎们锦囊中的招数 — 从腐败次优到

经济学不用讲道德，从吐痰理论到效率等于拉大社会差距，从靓女先嫁

到社会公不公平就看穷人认不认命，从私产神圣到大赦原罪既往不咎一

究资金就外流中国就落后 — 土的、洋的、土洋结合应有尽有。在他们

的前拥后簇下，中国的流氓资产阶级已走过伸头探脑的初级阶段，走上

昂首阔步的中级阶段。他们如今看上谁的东西，只消吩咐一群满脸横肉

的家伙拿着公章去取就是了。官、商、匪虽然文字上仍写作三个，实际

上每每混为一谈。该到手的大件都已经到手，剩下的零碎儿谅也不会流

散多少。下一阶段的基本任务就是赶紧办理财产公证，勒石铭碑，完成

从强盗一世向强盗二世即贵族的转型。土匪的儿女锦衣玉食，吟风弄月，

在社会心理上就比较顺理成章；儿女们用“继承”来的财产孝敬父母，

常回家看看，就更是弘扬传统美德了。与一般知识精英不同，主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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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在这一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决不止吹拉弹唱，况且他们那些跟逻辑

拧着、跟事实对着、常常急得连裤子都穿反的“学理”，用来做包装也

不够专业。这 20 多年的历史，实践不总在先，理论每每冲在头里。我

有时纳闷，那些理论家，小时候也都是挺可爱的孩子，为什么如今怎么

看怎么像撬锁的改锥、拦路的刮刀、碎人山墙的电锤呢？ 

关于主流经济学家和资本家的关系，张维迎出于他的“食色风格”，

爱用男女来做比方，他这回就奉劝大家“不要以妓女的眼光看待所有的

性关系”。已经有人指出张维迎到“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届深圳高峰会”

上呼吁全社会善待资本家，选址就有问题：有什么话呆在北京的教学第

一线说不行么？我倒是觉得张维迎把自己定位在老板跟前相当正确，虽

然还不够精确 — 讲坛应该在老板腿上。但问题是，良家妇女也可能被

老板的人格魅力感召到腿上 — 八几年的报告文学就开始夸企业家“就

连打鼾都是第一流的”了。而且，妓女这个行业跟经济学一样，是个非

常理性的去处，认钱不认人，就是卖油郎攒了一口袋钢蹦上门，花魁点

够数也只好实施微笑服务。再有钱的嫖客在服务区外出事，窑姐都不该

管，因为那不是她的业务范围。记得有本荷兰娼妓业的调查报告提到，

个别妓女接客时哼哼了几声，便得到同行的负面评价 — 说她动哪门子

真情呀？而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他们跟资本家的关系看来有一定的感

情基础。关于瓜分国有资产的问题，据我有限的阅读，经济学家中王小

东秦晖何清涟早就在说，杨帆左大培韩德强也不断在说，说说而已，一

点也没影响瓜分的进度和力度，郎咸平一样的书生，怎么可能真对老总

们有多少不利呢？可看把主流经济学家急的，莺飞燕叫着从四面赶来鸣

不平，又是“要善待为社会做出了贡献的人士”，又是“民营资本家也

不个个都坏”，又是“没有民营资本共产党政权哪儿有这么稳固”，如

此激情赞助的场面实为中国娼妓史所无 — 群妓凑钱葬柳永那次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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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说到底，他们的“情”是装了瞄准器镜的，俏是准星，钞是靶子，爱

俏与爱钞在十环处完全重合。如果说十年前资本的神龛下还有些盲目信

徒，今天则无利不烧香，他所以讴歌“看不见的手”，是因为那只手能

送他本人看不够的钱。为流氓资产阶级驰怀纵欲“倾情服务”以换取不

菲的报酬，这是典型的买卖；折合到两性关系，就是卖淫。 

社会变迁的大轮盘把一些流氓无产者转成流氓资产阶级的优秀服

务生之后并没停下来，而是继续旋转。于是，其中最优秀的服务生沿着

那条弧线又转成上市公司顾问、“独立董事”之类。这些老板阶级的新

成员，成色或许还不足 24K，可再用挣夜班费的妓女来形容就不大贴切

了。是不是可以说，他们已从姐儿进化成了鸨儿，即从生产诸要素中的

劳动力与时俱进成了资本？鸨儿在活儿特别忙或是有贵客登门的情况

下，也是会亲自出马、既当资本又当劳动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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