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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不瞭解內情的人以為，體改所只是中國政府

的眾多機構中的一個：但是在中國改革過程中研究中

國問題的人都知道，這個研究所的作用曾經是⋯⋯提

出改革政策的主要機構和培訓改革精英的實驗中心。1

不論他們有什麼缺陷，這些年輕的經濟學家們永

遠地改變了中國經濟學家考慮問題的方式。即使保守

派經濟學家也不得不拿出更多的數據來支持自己的觀

點，而不是僅僅依靠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傳統

概念中引經據典。2

1986 年，一群來自一個名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

所（以下簡稱「體改所」）的高級研究機構的年輕改革者

來到美國，瞭解股票市場、稅收體制和企業與政府的關

係。他們試圖瞭解怎樣去改革一個相對封閉的、計劃經濟

的經濟體制，如何在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建立市場經濟的

基礎，而這在中國自己的歷史中幾乎沒有什麼經驗可供借

鑒。他們訪問的一個地方就是位於華盛頓特區的保守派

政策研究機構，美國企業研究所。那時，我正在企業研

究所做中國研究項目的研究助理，指導教師是 David M. 

Lampton。這群年輕人在提問時的開放態度和所提問題的簡

潔明快使我十分驚奇。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這是我這項

研究的起點。通過對體改所這個案例的仔細研究，我發現

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故事。這個故事反映了中國在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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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前 20 年裡研究機構的發展和經濟學專業化的過程，

也反映了中國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與一

黨制政府之間的關係的演進過程。經過了政治所帶來的無

數衝擊之後，這一代人並沒有「迷失」，而是立志於使中

國重新回到發展軌道上來。作為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成長起

來的第一代人，他們成了努力推動對這個制度進行改革的

核心力量。

從中國問題專家們開始研究「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

到現在，已經有 20 多年。他們一直在對中國 20 世紀 80 年

代極為複雜且充滿爭議的十年進行研究，企圖找到一些仍

然存在的、有助於理解中國轉型過程的東西。關於那個時

期的政治動態、體制的層級架構、改革的經濟需要以及深

深影響中國社會的毛澤東時代的遺產，我們都知道了很

多。在這本書裡，特別是在第一章，我們經常會提到的是

趙紫陽和體改所。雖然其他研究者都普遍認同體改所在這

一時期的重要性，但即使在作為趙紫陽助手的一些重要改

革者（比如鮑彤和吳國光）的近作中，也很少涉及體改所

的整個歷史以及圍繞著它的歷史所發生的許多事件。基於

對體改所原工作人員的大量訪談和對近五年來出現的關於

中國改革的豐富資料的研究，本書根據體改所原工作人員

所講的故事，重新梳理了體改所的歷史，並將這段歷史放

在一個更大的背景下來加以解讀，這個背景不僅著眼於體

改所作為其中一部分的中國精英政治，而且著眼於體改所

在推動政策研究和開放的學術討論方面所發揮的催化作

用。這將填補我們對這十年改革過程的知識的空白。這些被

稱為「年輕改革者」的體改所成員們和與這個所工作相關的

其他人，他們代表了對中國改革和轉型過程發揮了重要影響

的一代人，這種影響已經遠遠超出了他們自己的想像。

本書的目的是使我們瞭解在 20 世紀 80 年代，中國的一

黨制政府與年輕改革者們之間的互動過程。雖然這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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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於 1980 年代的故事，但它決不是一本史書。本書試圖

對關於中國的改革與轉型的學術研究有所貢獻，而中國的

改革與轉型則能為 21 世紀社會轉型的政治學研究中的一些

重要課題提供經驗。

◎  體改所的故事

在「後毛澤東時代」的合法性危機中，為了調整中國

經濟體制的不合理性，以鄧小平為首的領導人開始著手對

經濟進行根本性的改革。但是，對改革的需要與改革的藍

圖並不相符。領導層選擇了一種依靠就事論事解決問題的

策略來進行改革，經常顯得沒有最終目標，俗稱為「摸石

頭過河」。這一策略所依靠的，是國家的「經濟學家」3 和

經濟研究機構就如何將改革繼續進行下去所提供的意見。

這時，需要的是一個能夠設法銜接各種改革意見、同時又

不代表某一特定官僚利益的研究組織，向領導層提供政策

建議。為了建立一個與眾不同的政策建議機構，趙紫陽總

理指示成立體改所。當趙紫陽在 1980 年代初提出「不同

的研究」的口號時，他就在設想建立一種新型的、充滿活

力的政策研究機構，這種機構的研究應當是以現實問題為

導向，而不是以意識形態為導向。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

接觸了一批已經在農村改革中很活躍的年輕人，並在陳一

諮的領導下，將他們組成了一個隸屬於國家經濟體制改革

委員會（體改委）的研究機構。這個經常被視為趙紫陽的

「智囊」的研究所，從一開始就有別於其他研究機構。的

確，這正是建立這個機構的原因之所在。而對那些進入這

個研究所的年輕改革者來說，這種安排讓他們能夠接觸到

在當時還被視為國家機密的經濟數據，並且為他們提供了

在更為廣泛的範圍內推動改革的條件。最為重要的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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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研究所的組織安排為這些年輕改革者提供了發展自身專

業水準的機會，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以後各章中會加以闡

述。體改所提倡標準的西方經濟學概念和問卷調查方法，

就超越了當時盛行的個案研究的方法。而且，這個研究所

還極力提倡與所外年輕人的公開討論，包括那些在 1980 年

代中期剛從中國的名牌大學裡畢業的聰慧的年輕人。4

到 1989 年初，體改所已經發展到了 180 多人的規模。

它已經成為在社會不滿情緒日益加劇的形勢下堅持繼續改

革的倡導者。體改所支持那些著眼於擴大對改革研究和爭

論的參與的組織化活動，並試圖建立一個能夠將經濟改革

討論和政治改革討論加以銜接的平臺。它成功地論證了過

去所使用的那些分析理念和簡單化方法在支持一個論點時

的不足。5 體改所的這些努力終於第一次實現了「將問卷調

查分析方法和國家政策相銜接」的目標。6 但是，也就在

體改所的研究人員們開始為成為職業化研究者而努力的時

候，他們也在為其在改革運動中的政治角色而困惑。這使

得體改所內部在如何看待這個所的發展方向方面的分歧也

越來越大。但不管怎樣，在 1989 年 6 月，有關這個高級別

的、體制內的研究機構的故事就和在天安門廣場上對示威

學生的暴力鎮壓一起戛然而止。

體改所與趙紫陽以及那些深深捲入了經濟改革和政治

改革的人們的密切關係，使得體改所在政治上很容易受到

非難。在去天安門廣場看望過學生，並對他來得太遲、為

滿足學生們關於政府責任的關注和與政府對話的要求所作

的努力不夠做出道歉之後，趙紫陽這顆政治明星就黯然隕

落了。7 他被免除了職務並一直被軟禁。以李鵬為首的保守

派試圖將體改所完全關閉。但是體改所在領導層中的支持

者抵制了李鵬的企圖，最後形成了一個妥協方案，將體改

所與李鵬的一個智囊機構經濟管理研究所合併。體改所的

很多成員（有些在監獄裡度過了不少時光）離開了這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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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他們有的出國，有的經商，也有的去了其他地方繼

續他們的研究工作。就此，體改所喪失了其獨有的推動獨

立研究的研究機構的地位以及它的自主權。但是，這如我

在本書中所證明的，體改所的故事遠要比它短短五年的歷

史重要得多。它所留下的最為重要的影響，是推動了研究

者們（特別是經濟學家）作為職業研究者要求學術自主、

參與有關中國轉型過程中各種問題的爭論的權利的一個範

圍更廣的動態過程。無可置疑的是，作為最為成功的體制

內研究機構的代表，體改所在中國開啟了一個有關中國現

實研究新概念和經濟學專業化的進程，而這一進程在 20 世

紀 90 年代則表現為非政府的（民間的）、組織化的研究和

出版活動的熱潮。

體改所的案例不僅能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改革和轉型

階段中的政治 — 在一個改革中的社會主義體制內那些地位

含糊並不斷變化著的機構能夠做些什麼，而且有助於我們

理解在像中國這樣一個政府統制的、一黨制的國家裡，一

個自主的研究機構的限制因素。當我們從宏觀角度來觀察

時，我們從這個案例中不僅能看到在改革過程啟動時新的

觀點和政策取向是如何產生的，而且能夠看到在中國現在

這樣一種結構和政治的限制因素都很模糊的環境中，那些

主張變革的職業研究者和鼓吹者們是如何在繼續集結力量

以求實現中國的資本主義化的。因此，體改所的重要性不

僅在於他們在 20 世紀 80 年代將關於改革研究和政策討論推

向公開化，這個研究所以及與之共同工作過的那些人的經

驗對我們瞭解當今研究和學術出版的機會和限制也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變量。

在有關過去 20 年改革的文獻中，有各種不同的關於體

改所和在那裡工作過的年輕改革者們的描述和討論，但迄

今為止，關於體改所的內涵和使命、關於那些年輕的改革

者以及他們當年的努力和當今的改革者們之間的關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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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沒有系統的分析。本書的目的就是提供一個關於這個關

鍵的研究機構和這群年輕改革者在改革決策的核心中的活

動的綜合分析。

本書也提出了兩個相關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這些

年輕的改革者都是什麼人，他們又是怎樣在一個層級限制

的環境中組織起來去提昇自己並追求政治影響的。關於這

個問題的研究為我們理解天安門事件之後的時代提供了一

個堅實的基礎。這是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成長起來的第一代

人，同時也是受文化大革命影響最大的一代人。正如代際

理論所認為的，如果文化變革是在一場社會化經驗的變動

過程中演化而來的，則這一代人在理解他們生活在其中的

極權主義（可能還包括後共產主義）社會的起源方面就十

分重要，這也就揭示出為什麼這一代人在力求研究專業化

的同時，又對提出政策方面的成就孜孜以求。

第二個問題是，為什麼身兼國務院總理、國家經濟體

制改革委員會主任和政治局常委的趙紫陽，需要設立一個

留在層級結構之外的替代機構來尋求改革的政策觀點。這

個機構究竟在彌補什麼樣的體制特徵，他為什麼要選擇一

些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最後，20 世紀 80 年代的這些發展

又如何影響了 1990 年代的政策研究環境？我們能夠從中國

的轉型過程中學到什麼？

◎  本書的組織

本書所探究的兩個主題 — 年輕的改革者們和在官僚主

義環境下自主研究與出版的機構安排 — 被放在一起討論，

我們的重點將放在研究的機構設計這一背景下。我們在改

革過程的框架下將體改所和中國改革恰當定位之後，第二

章和第三章將集中討論這些年輕的改革者和有關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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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策爭論的機構設置。第四章和第五章將討論體改所的

發展和最終的使命衝突。而最後在第六章，則將考察 20 世

紀 80 年代的出版領域以及其在 1990 年代的發展，特別是天

則經濟研究所的創建。

第二章將從對年輕改革者這一代人的特點的分析開

始。在他們早期的社會經驗中，文革的「非組織化」和上

山下鄉的經歷，為他們奠定了共同推動改革的經驗基礎。

這一章包括對「青年」的一個簡要討論，在這裡，「青

年」只是一個代表性的符號，它代表了在研究中的方法論

的變化，而這可能是那十年中最重要的結果。這一符號的

意義在我們第六章有關年輕改革者們的出版活動的討論中

會有進一步的闡述。第三章將對組織化的經濟研究的早

期，經濟研究和討論的制度環境作一概覽。在這一章中，

我們描述了在當時的研究環境下，創新的觀念在形成和公

之於眾時所受到的官僚主義的限制。通過對國家在鼓勵研

究、提倡爭論方面的努力和那些青年改革者們的活動之間

的比較，我們可以看到正在形成的研究準則的最初輪廓和

對能夠形成政策的戰略研究的注重。這一章也討論了 1980

年代初期既有研究方法和年輕改革者們所主張的研究方法

之間的差距。這一章最後討論了 1984 年和當年的莫干山

會議。對中國改革來說，1984 年的關鍵意義在於改革的重

點轉向了城市改革。而 1984 年也被視為在中國轉型過程

中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年份，因為這一年標誌著青年改革者

們開始作為政治活動家、創造性的思想家和前沿活動家進

入了重建中國經濟的進程。簡而言之，1984 年讓年輕的改

革者們以有組織的職業化研究為基礎，取得了第一次重大

成功。第四章將仔細分析體改所的組建，著重分析體改所

是如何將自主研究的安排植入其組織結構之中的。這一章

也將介紹體改所聚焦於企業改革的研究方法。第五章記述

了體改所的組織成長和與這一成長過程密切相關的研究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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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關於研究所自身層級結構發展的描述，則向我們展示

了體改所是如何試圖通過更大程度上地綜合其各方面的研

究能力來應對越來越複雜的改革進程。在這些討論中，我

們也逐漸看到了作為一個接近權力中心的研究機構，體改

所內部關於其「使命」的認識的衝突也在逐步加大。第六

章則介紹了由年輕改革者們出版的幾種期刊的出現，並詳

細討論了在這些期刊中所表現出來的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

理念與體改所之間的聯繫。在這些分析中，我也說明瞭在

一個控制嚴格的官僚主義環境中，出版活動如何成為提昇

更年輕一代的社會科學家們的機制，以及出版活動如何變

成了擴大關於改革的討論的關鍵環節。更進一步地說，分

析改革中期出現的出版活動，讓我們看到年輕改革者們所

理解的方法論變化的實際內涵。最後，這一章指出了 1980

年代的出版活動和 1990 年代的出版活動之間的聯繫。這一

分析揭示出了中國在其後社會主義轉型的道路上，關於研

究和出版制度環境的變化及其持續性。

◎  關於方法和資料的說明

如前所說，本書主要是包括了當年的參與者們的見解

的一個深入細節的案例研究。這樣，我的研究方法主要是

訪談。在 1991 年的 11 月到 1992 年的 12 月之間、1994 年

2 月間以及 1996 年和 1997 年兩年的暑期，我訪問了 35 個

人，總共花費了幾百個小時。最早期的訪談特別有價值，

那是因為 1980 年代剛剛過去，細節仍然很鮮活。不過那

時也最為困難，因為很多資訊由於其涉及到一個和國家、

和趙紫陽有關的單位而被視為「國家機密」。每次訪談從

一小時到四小時不等，此外還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再次訪問

的時間。有些訪談是在美國做的，有一個在英國。除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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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個訪談之外，其他訪談都用中文進行，這是由於在中國訪

談的慣例是使用中文，同時也有助於使受訪者更為暢其所

言。受訪者以官方身份接受訪問這種個別情況之外，沒有

披露任何受訪者的姓名。所有採訪中，只有一次（在美國

的採訪）使用了錄音設備。大多數受訪者是體改所的工作

人員、天則所的工作人員、期刊編輯、其他社會科學家，

也有一些老一輩經濟學家。

訪談從一組問題開始，包括受訪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成長經歷、他們的教育程度和他們的黨派身份。在這組

問題之後，我將向受訪者瞭解有關他在體改所中的職位、

作用以及其他職業化活動等一系列問題。向受訪者提出的

問題中包括他對改革時代的研究機構目標的看法，如果受

訪者不隸屬於某個研究機構，則會問受訪者他認為這樣一

種研究機構應當有什麼樣的目標。其他的問題包括他們對

「青年」這個詞的含義的理解以及這個詞在 20 世紀 80 年代

中是如何使用的。他們會被問到他們是否參加了莫干山會

議或其他一些重要事件，或者他們對這些事件是否有所瞭

解。最後，他們會被要求對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的情況

作一比較。本書對訪談資料 — 尤其是圍繞著體改所的資

料 — 的大量引用的目的，是為了能夠突出那些參與者們的

聲音，因為這畢竟是以他們的故事為基礎的一項研究。為

了引證的方便，我用數字或字母標示了每一個受訪者的資

料。後續的訪談則以小數標示，比如 1 和1.1，或 D 和 D.1。

不僅如此，對一些幾乎找不到相關文字記錄的有關體改所

的情況，受訪者的口述就變得極為重要了。那些有關體改

所的組建、人事、組織結構的檔在 1989 年 6 月 4 日之後就

被封存了。甚至關於這個研究所的流水賬也是通過我的訪

談才重新梳理清楚的。

本書中的所有資料（除了註明的之外）都是由作者翻譯

的。在必要時，我會就中文詞彙的英文翻譯問題加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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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和出處：

1  Gu 和 Chang：〈體改所與中國大陸改革之爭〉，《探索》1993

年 6 月，第 37~42 頁。
2  Joseph Fewsmith：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第 138 頁。
3  正如我們在第三章將要詳細討論的，當時，任何一個願意參與改

革的人都需要有一個「經濟學家」的稱號，這就使研究者們都很

容易被稱為「經濟學家」。
4  這並不是說體改所表現出了一種追求廣大群眾參與的傾向，這是

在「後毛澤東時代」精英或知識圈擴張的一部分。例如，長期研

究中國改革中的知識分子問題的 Merle Goldman 就描述了那些年

輕改革者們（許多是從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設立的研究生院畢業的

研究生）作為第一批研究者，用科學而嚴格的方法來收集政策

的公眾反應。關於這些活動的較早的描述，見“The  intellectuals 

in  the 鄧小平 era”（Arthur Rosenbaum 編：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The consequences of reform，主要見第 205~207 頁）。

5  在第四章，我們會對體改所所實施的問卷調查分析的研究方法有

更深入的討論。
6  Stanley Rosen：“Neo-authoritarianism”（the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會議文章，第 66 頁）。
7  關於「天安門事件」的著作和文章不勝枚舉，但關於這一事件的

最好的視頻文獻之一，是 Frontline 出品的名為 Gate of heavenly 
peace（天安門）的文獻片，那裡面有趙紫陽去廣場看望學生的

內容。這部文獻片向我們展現了黨和政府與示威學生之間的互動

過程為一面、學生們之間的互動過程為另一面的整個過程。這是

一部以公正的、批評性的眼光來看待這一事件的文獻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