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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等效性原理

在前文中，我們指出了恩格爾定律可以很自然地推廣

到任何一種具體的物質產品上去。並且分析了這種推廣能夠

成立的微觀基礎 — 自然約束、技術經濟約束和合理性選擇

約束。正是這些約束的存在，保證了任何一類具體的物質

產品的生產和消費增長，不論該產品的具體特性及生產工

藝如何，都服從於 S 曲線所描述的唯象宏觀增長規律。

在本章中，我們要把這個結論推廣到整個物質需要及

其生產領域中去。這首先涉及到一個根本問題：人類的物質

需要是無限的嗎？下面我們從這個問題開始，進行討論。

◎   似是而非

迄今為止，對於任何一類具體的物質產品，其生產和

消費增長都服從 S 曲線這一結論，是得到普遍承認的。這

意味著，人對任何一類具體的物質產品的需要顯然是有限

的。但是，說到人類的整體物質需要（注意：不是需求）

是有限的，則會受到絕大多數人的反對，而且也缺乏明晰

的證據。人們一般認為人類的物質需要是無限的，其基本

邏輯是，隨著技術、經濟和文化等因素的變化，物質需要

變得越來越多樣化，有些需要消失了，而新的需要卻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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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湧現。因此，結論似乎只能是人的物質需要是無限的。

情況果真如此嗎？

自然約束  首先，對於任何一個人而言，其每天的時

間資源是有限的，最大限度不可能超過每天 24 小時；其

次在單位時間裡，任何個人的活動量是有限的。這就是我

們分析物質需要的多寡與自然約束之間關係的兩個基本前

提。而這兩個前提是以一系列的物理、化學、生物等自然

規律為基礎的，因此它們堅如磐石，牢不可破。人的物質

消費活動顯然是人類的某類活動，因此，它也就無法逾越

上述兩個前提或約束。

人們要進行滿足物質需要的消費活動，首先需要時

間，其次在單位時間的消費活動量也有極限。如果以 24 小

時為一個因子乘以人的單位時間的極限生物活動量（不妨

取從事重體力勞動的男子一小時所需能量為此極限值），

就得到一個有限的數值，我們稱此為最大外延物質消費活

動量指數，此數在 5000 千卡 � 天和 6000 千卡 � 天之間。如

果將這個數值再乘以人口總量，就得到人口最大外延物質

消費活動量指數。

這個數值的有限性表明，即使不考慮收入的限制，

那麼任何個人或有限的人口總體的實際消費能力（＝物

質消費活動指數×物質消費量 � 千卡；後一因子儘管因時

而變，但顯然也是有限的）必然是有限的。這個結論是顯

而易見的。因為，從觀念形態上說，人的物質需要儘管種

類和數量可能是無限的，但其受到實際物質消費能力有限

性的約束，所以實際物質需要必然也是有限的。要知道，

消費活動一方面要有能被消費的對象（包括物質），另一

方面還要有消費的能力。二者缺一不可。例如，喪失聽力

的人就無法進行享受音樂的消費活動。那種超出實際消費

能力限制的純粹觀念形態上的物質需要是沒有實際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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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們稱在物質消費能力約束之內的物質需要為內稟 

物質需要。

在通常的經濟分析中，對於物質需要受有效需求或實

際收入的制約是得到公認的，但對於物質需要受內稟物質

需要的約束這一點，則幾乎沒引起注意。

經濟約束  儘管任何個人的物質消費能力或內稟物質

需要是有限的，但這並不意味著這種需要在任何時期都總

能得到滿足。例如，當人口總體很大時，這類需要的總和

儘管有限，卻仍然可以大大超出一定時期內某種技術條件

下的資源約束。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技術、經濟方面的約束，消

費能力或內稟需要與實際供給或生產能力之間的矛盾就無

法得到解決。因此，通過技術、經濟方面的約束，消費能

力或內稟需要受實際收入或有效需求進一步約束，以和實

際供給或生產能力相銜接。有時還要通過非經濟的社會配

給來進一步協調個人的各種需要的滿足，以及個人需要與

社會需要的滿足之間的矛盾。

局部理性約束  在前文中，我們曾就某種具體的物質

需要在比較充分滿足後的情況作了分析，並指出在這種情

況下，技術經濟約束的有效性已基本喪失，而自然約束及

合理性選擇約束則成為主要的約束因子。在本文中我們要

把這種看法推廣到整個物質需要的討論中去（在後文中，

凡不指明的地方，所說的物質需要均指內稟物質需要）。

需要與需求
3 3 3 3 3

。首先討論合理的需要大於有效需求的情

況：非洲飢民的普遍營養不足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那裡的

人民對於各種維持基本生存的需要顯然是合理的，但由於各

種因素所導致的經濟的極不發展，這些需要遠沒有得到充分

滿足，這要通過各種途徑改進或減弱供給約束來解決。

更值得注意的是合理的物質需要小於有效需求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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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發達國家富人營養過度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例如，

美國人的全部生物量比適值超出了 2.5 億千克以上（人均

一千克以上）。如果考慮到其中尚有相當一部分人處於較

為貧困的狀況，那麼其他部分人的不合理的物質需要程度

肯定更為嚴重。

這個例子提醒我們注意：技術或經濟的約束並不能

保證人們一定能作出合理的或有效的選擇。而這對個人或

社會而言，不僅是一種浪費，也沒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益

處。對此，我們提出一個新的概念：合理的內稟物質需

要。它小於內稟物質需要。

在發達國家中，處處都可以看到過度的物質消費。這

一方面說明了僅有經濟方面的約束不足以保證人們的消費

是合理的；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在越過收入約束之後的很

多消費如何合理化，尚有很多問題可以研究，以便使人們

能做出自我節制和進行正確的社會干預。

物質需要與非物質需要
3 3 3 3 3 3 3 3 3 3

。實際上，人的合理的物質需

要（或消費）如同食品需要（或消費）一樣，不可能無限

增長。例如，人的住房、冰箱、電視機、汽車等物品的佔

有和使用並不是越多越好。相反，正像吃得過多、過好會

造成身體不適和疾病一樣，物品佔有或使用過多不僅不會

使人感到舒適，而且還要為此付出不必要的代價和煩惱。

例如，因房子過多無力打掃而積滿灰塵，使人生病和感到

孤寂。又如，西方社會流行的空調病。

因此，如同食品消費到一定水平時，人們會發現多消

費些非食品更有利於身心的健康和自身發展一樣，當人們

的物質消費或佔有達到一定水平，其不利性已變得益發明

顯時，必然開始提出新的問題：再作點什麼好呢？由於人

的活動頻率、活動量和時間是有限的，即使技術或經濟的

約束已不那麼有效，人們也會明顯地看到，更多地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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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消費」某些非物質產品有更大的相對有利性。這並

非僅僅由於價格所顯示的一定時期內資源相對稀缺性的作

用，更深的底蘊是人們對生活不同層面、不同部分的相對

豐富性的認識不斷深化的結果。

正像人的食物在達到一定的水平後，就能充分保證健

康地從事各種活動，過多反而有害一樣；與此完全類似的

是，在物質消費達到一定水平之後，就能保證人們在身體

和精神方面從事非物質的活動。例如，不同時代的很多大

科學家和傑出人物就並不是在當時物質生活水平最高的環

境下，創造出很多重大的成就的。

通過對這些不同時代的傑出人物的研究，① 不難得出

這樣一個重要結論：為了保證人能夠有充足的體力、精力和

智力，有效地從事各種積極的物質性和精神性活動，所必需

的合理的內稟物質需要（量和質）顯然是有限的。關於這一

點，在本文其餘部分中，還要從各種角度加以論述。

全局理性約束  如果說為了限制某種產品有效需求中

的不合理部分，除了上述三種約束之外，還應補充第四種

約束 — 即社會性干預，又稱全局理性約束的話，那麼對於

物質產品的總合有效需求中的不合理部分，就尤其如此。

因為具體產品有效需求的不合理部分總合起來的數額和惡

劣後果可以是十分驚人的。例如，當今世界的毒品消費額

在一千億美元以上。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吸毒王國，所消

費的各種毒品約佔世界毒品總產量的 65%。販毒、吸毒以

及由此引發的街頭槍戰和其他各種犯罪活動，已經成為美

國的頭號內政問題。在美國吸毒者中有大量遊手好閒者、

無家可歸者自不待說，更嚴重的是，有相當大一部分的學

生、教師、工人、經理、政府雇員及其他受過高等教育的

①   弗蘭克．戈布爾：《第三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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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員也加入了吸毒大軍。據美國聯邦政府 1989 年 7 月

發表的一份專門報告，一生中至少試用過一種毒品的美國

人已達 7200 萬。這就是說，在每三個美國人中間，至少有

一個人品嚐過毒品的滋味！與此同時，這種強烈的北美毒

品需求，又有力地刺激並維繫著南美的毒品生產力和源源

不斷的毒品供應。在拉美國家，如哥倫比亞、玻利維亞、

秘魯等國，毒品經濟佔了國民經濟成分的相當大的部分。②

如果按照前一章煙草之例的處理辦法來進行估算的

話，一裡一外也要在 1500~2000 億美元之間。最驚人的情

況是，當前世界軍費開支總計每年約有上萬億美元之鉅。

所有這些情況都發生在有效需求的背後。如果有朝一日，

有人能對總合有效需求中的不合理部分作一測算，相信將

有數萬億美元之鉅。節省這部分開支，儘管將降低世界人

均 GNP，但並不會降低人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反而還

會提高。從這些具體的不合理需求的例子不難看出，所謂

買的願買、賣的願賣這類經濟約束或自由市場機制，不僅

難以有效地調節合理的供求數量，而且對供求方向的調節

尤其無能為力。最為可笑的是，在西方經濟學中，竟有人

把這類事例都歸結為個人所做出的理性選擇，認為社會干

預將會扭曲個人偏好，從而導致低效率。實際上，在限制

不合理的需求、降低資源消耗、提高生活的水平和質量方

面，社會干預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

◎   需要的解析

為了更透徹地分析上述不合理需求的形成，有必要對

人類的需要進行更深入的探討。為使討論簡便起見，我們把

②   劉列勵：〈世界毒品經濟觸目驚人〉，《文匯報》1990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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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需要抽象成三種類型：基本需要、發展需要和享受需

要。下面將對這三種需要的性質及滿足形式進行討論。

三種需要的性質  基本需要的主要性質在於其維持人

類生存的性質，因此它主要或全部是通過物質消費來得到滿

足。但是，滿足這種基本需要的物質構成卻可以大不相同。

例如，對於滿足人類的基本營養需要而言，已知全部

採用植物食物是不能有效地滿足人類對蛋白質和脂肪的需要

的，因此，必須攝入一部分動物性食品。但是，攝入多少

動物性食品，不同生活方式間的差別卻很大。這裡一種方

式是採用歐美式的膳食構成，以動物性食品為主；另一種

是日本式的膳食構成，動植物食品各佔一半。據統計，日

本 1980 年和美國 1970 年的人均 GNP 是一樣的，約為五千美

元（1970 年美元）。但美國 1970 年人均動物類食物消費比

日本 1980 年的人均水平多出 164 千克（詳見後文）。

由於這種物質構成的不同，產生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

物質資料的消耗強度大不相同。以上例為依據，我們不難

看出，在滿足人類營養的基本需要方面，美國方式比日本

方式至少要多出一千斤穀物 � 人．年（植物轉化為動物性

食品按 3 比 1 算）。

由此，還會產生一系列的派生後果，即人均需增加一

畝耕地，以及化肥、機械、農藥等投入的增加，這些均會

對一個國家的生產方式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

生存本身不是人類的唯一目的，生活不僅是要健康地

活著，還要健康地工作、學習和娛樂。為此，人們必須產

生、形成某些發展的需要，這些發展需要的滿足是人們能

夠更好地運用自己的體力、精力和智力於各種目的和目標

的前提。

發展需要與基本需要的性質的主要不同之處在於：前

者的滿足方式在物質消耗強度不同的手段之間有很強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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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性。

例如，一個人用圍棋來渡過自己的閒暇，提高自己的

智力水平和反應能力等；另一個人用掌握駕駛技術來渡過

自己的閒暇，達到類似的目的。如果兩個人在各自的領域

裡都是佼佼者，從而彼此不分高低，或者說從綜合加權能

力的角度說，兩個人有同等的能力，且都達到了各自的最

大滿足程度和水平。但是，二者的明顯差異在於閒暇消費

所需的物質資料消耗強度極不相同。前者在進行活動的過

程中所需的物質資料數量和質量幾乎可以忽略，而後者在

進行活動的過程中卻對物質資料的質量和數量都有極高的

要求。

又如，就鍛煉和發展人類的體能和技巧而言，各種運

動方式除了在能量和營養上超出必需量的補充方面是共同

的，但在支持不同運動方式的物質資料消耗強度上卻可以大

不相同。例如武術和氣功，幾乎不受場地、器材的任何限

制，而馬術、摩托艇則要受場地、器材、資源的極大制約。

顯然，當我們的眼光從微觀轉向宏觀時，由上述不同

人所構成的不同的社會群體，不僅在宏觀消費方式的整體物

質資源消耗水平上有很大的不同，而且由此派生出的滿足這

種物質消費方式的整體生產供給體系也會有極大的不同。

對於享受需要而言，與發展需要的性質極為相似，

但有一點微妙的差別：這就是發展需要具有較為清楚和直

接的方向性和目的性，而享受需要則具有較為含糊和間接

的方向性和目的性。如果我們說發展需要本身（如發展體

能和技巧）並無不妥之處，只不過其選擇的問題主要發生

在滿足這種需要的具體的過程和由之而來的物質消耗強度

上。那麼，對享受需要本身而言，如無目的的消磨時間，

則有可能產生和形成很多不合理的需要。

基本需要滿足之後的選擇及實現形式  明瞭上述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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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基本性質之後，對這個問題就不難做出回答。

對於滿足基本需要的選擇而言，主要在於選擇達到同

樣生存目的和生存水平的物質構成，其實現方式主要取決

於經濟約束和自然約束的具體形式。

在基本需要滿足之後，情況有了很大的不同。這時的

關鍵之點在於，要對滿足發展需要的各種可以相互替代的

非物質手段和物質手段做出選擇，還要對享受需要中的各

種因子做出選擇。

要對滿足上述需要的手段做出合理選擇，僅靠經濟約

束是非常不夠的，例如，前文所說的經濟約束並未有效地

解決美國人均生物量超出最適值的問題。如果再仔細地觀

察一下我們周圍的人和事，當不難發現很多不合理的消費

和供給問題，儘管其仍在經濟約束之內。

例如前文所舉的例子說明，在西方國家中，越來越

多的證據證明，伴隨著大量牛肉的飲食而過量吸收飽和脂

肪，是引起心臟病、肥胖症和其他失調症的因素。實際

上，極多的事例反復表明，沒有人類理性的一定程度的發

展，缺少以一定的合理的社會消費意識為基礎的社會性干

預，至少在一定時期內，僅靠技術經濟約束是不可能在根

本上解決不合理需要的問題的。

◎   似非而是

《未來的經濟》一書的作者明確提出了下述觀點：整

個物質生產的宏觀經濟也服從 S 曲線。③  但他把這種特

性僅僅歸結於資源的有限性，這就使他的觀點有較大的 

局限性。

③   保爾．霍肯：《未來的經濟》第 9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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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由於物質資源的有限性，物質生產遲早要停

滯在使資源消耗與更新處於動態平衡的飽和水平附近。但

是，如果科學技術水平提高了，如可以更多地、更便宜地

利用太陽能，物質生產是否仍然會進一步增長呢？這是他

所無法回答的。

我們從任何一種物質生產的增長服從 S 曲線的事實

中，可以發現他的觀點的局限性。例如，對於某種物質生

產的增長而言，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資源約束和供給約

束可以被忽略（即對於任何一種具體的物質產品，當把所

有資源都用來生產它時，可近似地看為沒有資源約束），

這時需求約束是主要的；需求約束是一種非自然資源約

束，是由收入和人本身各種內在特性所決定的內部約束。

為了克服他的觀點的局限性，我們有必要對恩格爾定

律作出更為一般的推廣，並由此闡明整體物質生產增長也

服從 S 曲線的一般機制。下面首先討論廣義收入的概念，

然後對廣義恩格爾定律作出描述和分析，最後對廣義恩格

爾定律的一些有用推論進行討論。

廣義收入的概念  任何一種個人的活動都被視為是

受以下兩種限制所制約的經濟活動，即個人的貨幣收入和

個人的「時間收支」。兩者加在一起就是消費者為滿足個

人目的所擁有的社會收入總額。
④ 對社會收入總額的這個

描述，我們要做一些修正。因為，認為「時間的價值等於

個人把這段時間用於工作時，它能為之帶來的額外貨幣收

入」這種算法存在著某些問題。試問一個人能夠 24 小時都

進行工作掙得更多的收入嗎？因此，我們必須在上述個人

時間收支中扣掉部分時間 — 生存時間。

生存時間的定義：保持一定數量人類的體能、技巧、

④   亨利．勒帕日：《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第 2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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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的簡單再生產所必需佔用的時間。

發展時間的定義：使人類的體能、技巧以及智能得以

在數量上擴大和質量上提高所需佔用的時間。

純閒暇時間定義：在 24 小時中，扣除上述兩類時間之

外的時間，稱之為純閒暇時間（這個定義是很模糊的，這

是由於純閒暇時間利用的目的性和效果不是明顯的和直接

的，它既可能有利於生存和發展，也可能不利於生存和發

展。在沒做進一步具體分析之前，我們只能把它作為中性

的時間來處理，也就是說要假定至少在短時期內還看不出

它對生存和發展有何直接的意義）。

顯然，在實際生活中這種劃分絕不可能是界限分明

的。例如，工作時間既是生存所需，也可能是一種發展和享

受需要的滿足。但從觀念上說，我們不妨把它分成三種時

間，並歸入上述純粹的各類中去。現在可以給出下述定義。

廣義收入的定義：即個人的貨幣收支加上個人的純閒

暇時間收支及部分發展時間收支。

這樣定義的理由是很明顯的：第一，生存時間（如睡

眠時間）不能另計一筆價值，否則會出現重複計算，並與現

實相矛盾；第二，有一部分發展時間是人類保持一定的更新

水平所必需的，是不得不付出的，難以完全自由支配。

廣義恩格爾定律的描述  到目前為止，人類近幾百

年的發展趨勢有兩個特點：第一，貨幣收入（以不變價格

計）不斷增加；第二，工作時間（生存時間的一部分）逐

步縮短，即純閒暇時間不斷增加（見圖~16）。這當然意

味著廣義收入的增長。有了這些概念，我們可把廣義恩格

爾定律表述如下。

廣義恩格爾定律：隨著人均廣義收入的增加，遲早會

出現這樣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即物質消費佔廣義收入的

比重下降，而非物質消費所佔比重上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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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人在從事活動的結構方面的變化

資料來源：轉引自格．普．阿波斯托爾主編：《當代資本主義》。

這個一般推廣使《未來的經濟》一書作者的結論（即

物質生產總體服從 S 曲線增長規律）成為廣義恩格爾定律

的一個特例。因為這裡並不要求物質生產必須停滯，只是

說隨著人均廣義收入的增加，在達到某個臨界水平之後，

非物質消費的增長將比物質消費的增長更快。這就如同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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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爾定律並不要求食物消費的絕對水平停滯或下降一樣。

同時，這個推廣也不要求自然資源的絕對有限性。

廣義恩格爾定律的精微之處在於，它擺脫了以一定

時間內的物質資源的有限性為其唯一基礎，這就超越了樂

觀派關於人類利用物質的能力的長期無限性的詰難。這個

定律既以一定時期內物質資源的相對有限性的自然約束

（轉化為技術經濟約束）為其基礎，而且也以人們能看到

過多地進行物質消費的相對不利性，以及非物質消費的相

對有利性和豐富性，從而作出合理性選擇的社會約束為 

其基礎。

這樣一種推廣具有一定的反直觀性，但是通過前面的

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它與恩格爾定律一樣堅實可靠。

再談物質需要與非物質需要  有的學者把人類的需要

分成兩類：一類是人的肉體存在的需要；另一類是與社會

知識的積累和通過個人的、倫理的、道德的需要而獲得知

識的社會交流聯繫在一起的，並與社交、認識、戀愛、威

望等方面的強烈慾望聯繫在一起的需要，所有這些都可以

被稱為人的社會存在的需要。第二類需要的一個特徵就是

它們不是通過物質利益或條件（指肉體存在的需要），而

是通過活動過程本身而得到滿足的。
⑤

當然，在滿足社會存在需要的過程中需要有物質產

品和物質設施為之服務。但與滿足人的肉體存在需要的物

質消耗形式和強度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第一，極不相

同的物質消耗方式和強度可以提供同樣的非物質需要的滿

足，從而為人們廣泛地、合理地選擇非物質需要的形式提

供了充分的餘地；第二，由於在非物質需要滿足的過程

中，物質消費畢竟是一種輔助性手段，從而與滿足肉體存

⑤ 《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1987 年第 2 期，第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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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物質需要的本能性質有了根本的不同；第三，隨著人

均廣義收入的增加，在合理內稟物質需要逐步擺脫了技術

經濟的約束之後，人們終於有可能來更完全、更充分地考

慮合理的物質消費方式。

在人均廣義收入超過一定的臨界水平之後，純閒暇時

間的多少及其利用方式，越來越成為生活的主要內容。這

時滿足肉體存在需要的物質手段對這種生活內容的影響程

度減弱，合理性選擇約束對其影響的程度增強，這就是廣

義恩格爾定律能夠成立的內在依據。

實證材料與經驗證據  在前文中，我們已基本完成了

廣義恩格爾定律的理論推導。現在我們必須為這個定律提

供經驗證據。如果讀者認為這些證據不足以說服他自己，

那麼他無妨把這個定律看成廣義恩格爾假設。

證據一：第三產業的發展。據 1983 年統計，美國的就

業總人口為 1.008 億人，其中，農業等第一產業的就業人

口僅佔 3.5%；製造業、土木建築業等第二產業的就業人口

降到 26.8%，而第二產業中製造業的就業人口所佔比重僅

為 19.8%。其餘 69.7% 的就業人口都集中在第三產業中。

但引人注目的是，其中運輸業、零售業及批發業的就業人

口增加不大，而最近十年新增加的就業人口（約為二千萬

人）中大多數是就業於信息、廣告、式樣設計、娛樂及旅

遊事業。其中，創造「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行業佔很大

比重。
⑥ 這類實證材料（不包括發展中國家第三產業的畸

形發展）是物質需求比重下降的間接證據。

證據二：在 1980~1983 年經濟危機中，資源產業的

不景氣。在從 1980 年到 1983 年襲擊全世界的一場嚴重的

經濟危機中，受到最嚴重影響的是在帶有石油文明性質的

⑥    屋太一：《知識價值革命》第 2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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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社會中被稱為「基礎產業」的資源消耗性產業。在戰

後石油文明的經濟中，人們以「多消費物資是好事」這種

思想作為基本出發點，建立了生產設備體系。但是，近年

來人們卻開始認為「多消費物資未必是好事」，因而資

源消耗性產業的生產能力同市場需求之間產生了差距。

在 1980~1983 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中，所有資源產業、農

業、原材料產業都出現嚴重的不景氣。

1983 年夏，世界經濟以美國經濟為突破口，大大恢

復了元氣。但卻可以看到有很多現象是 20 世紀 70 年代以

前的石油文明時代不曾有過的。首先，雖然經濟恢復了，

但對資源和原材料的需求沒有相應地增加；其次，在國際

商品市場上，資源、農產品及原材料滯銷。一般說來，世

界市場景氣上昇，國際貿易中的商品價格也隨之上昇。但

這次卻絲毫沒有上漲。甚至於到市場景氣得到明顯恢復的

1984 年，出現了反常現象，大多數商品的價格不僅沒有上

漲反而下跌。⑦

如果我們再聯想到那些最發達的國家近十年來有形

（或物質）增長率一直很低這一現象，就不難得出這樣的

結論：這種物質增長的相對遲緩或停滯，並不能由資源約

束給出完全的說明（如在上例中，景氣恢復，但商品價格

沒有相應恢復，以及原材料等市場持續疲軟），它表明了

物質經濟在這些國家趨於成熟和停滯這一更深的底蘊。

證據三：對「精神生活」的需求相對增加。到 70 年代

後半期，尤其是進入 80 年代以來，情況發生了變化，隨著

環境等問題的出現，歐美各國和日本人的思想方法也發生

了變化，人們對物質財富產生了「飽和感」，而對「精神

生活」的需求卻增加了。追求過豐富多彩的生活，要求提

⑦    屋太一：《知識價值革命》第 4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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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生活的「質量」，人們所追求的已不是用數量來計算的

物質財富的多少，而是更多地追求無法用數量計算的「舒

適感」、「外形美」，以及豐富多彩的精神生活等。⑧ 這

類事例是廣義恩格爾定律的直接證據。

證據四：人類合理性選擇變化的趨勢。據斯坦福研

究所 1976 年年度報告估計，約有 400~500 萬的成年美國

人已自願地大幅度削減收入。而且，這些曾經是高熵工業

消費經濟的積極參與者已退出了原來的位置。我們可以恰

如其分地把他們信仰的生活方式稱為「自發的樸素」生活

方式。這是一種建立在節省物質消費基礎上的低熵生存形

式，它注重個性及內心世界的發展，而鄙夷物質主義，在

「自發的樸素」生活方式中，生態環境日益受到重視。據

斯坦福研究所的數字，還有 800~1000 萬的美國人已部分適

應了這種樸素的生活方式。

1977 年 5 月，哈里斯民意測驗有如下結果：美國公

眾中有 79% 的人贊同「領導人們怎樣依靠基本必需品生

活」；17% 的則偏重「達到更高的生活水平」；76% 的多

數人贊成「學會從非物質的經歷中獲得快樂」；17% 的人

則選擇「用更多的商品和勞務滿足我們的需求」；59% 的
人相信，我們應「真正作出努力，根除污染原因，」而不

是「隨著經濟發展找出清理環境的辦法」；82% 的人願意

「改進我們現有的交通方式」；而只有 11% 的人認為，

「我們應努力走得更遠更快」；77% 的人願意「花更多的

時間來增加人類之間的相互瞭解」；17% 的人願意「通過

更高級的技術增強和加快我們人際交往的能力」；最後，

近三分之二的公眾認為「從工作中尋求內心和個人慰籍」

比「提高勞動生產效率」更為重要，比「擴大規模，提高

⑧    屋太一：《知識價值革命》第 18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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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更要緊」；我們應該首先「學會欣賞人的價值而不是

物質價值」，其次才是「為生產出更多產品而創造出更多

的就業機會」。⑨ 這些事實為廣義恩格爾定律提供了具有

統計意義的證據。

◎   另闢蹊徑

根據前文所說的眾多事例，如消除煙草、毒品等廣泛

存在、規模鉅大的有害經濟活動，可以在降低人均 GNP 的

情況下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日本和西歐在達到與美

國同等人均 GNP 的條件下所耗能源只及美國的一半；不

同國家在達到相同的健康水平時人均所耗用的穀物相差懸

殊；以及不同時代傑出人物在極不相同的物質生活條件

下，所創造出的同樣重大的成就等等；我們可以抽象出下

述原理。

等效性原理：對於人類的基本需要、發展需要和享受

需要而言，當其滿足水平和質量一定時，存在著物質消耗

強度很不相同的滿足手段譜系；隨著需要層次（特別是超

越了肉體存在的需要層次之後）的提高，不僅滿足手段的

譜系會隨之擴展，而且不同手段及其譜系之間的物質消耗

強度的差別也會隨之擴大。

這個原理可用圖~17 予以形象地說明。在一定程度上

說，等效性原理比廣義恩格爾定律的普適性更強。因為前

者直接考慮了各種不同的物質約束；而後者在物質約束強

度不同時，很可能會在實現程度上被扭曲，如各種有害的

消費和生產行為仍普遍存在。

⑨   傑里米．里夫金等：《熵：一種新的世界觀》第 192~19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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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等效性原理

我們認為廣義恩格爾定律和等效性原理為新發展方式

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和哲學背景。下面我們把本章最重

要的一些結論概括如下。

第一，為了保證人能夠有充足的體力、精力和智力，

有效地從事各種積極的物質性或精神性活動，所必需的合

理的內稟物質需要（量和質）顯然是有限的。

第二，隨著人均廣義收入的增加，早晚會出現這樣

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即物質支出（或消費）佔廣義支出

（或消費）的比重下降，而非物質支出（或消費）所佔比

重上昇。

第三，在超越了基本需要滿足階段之後，滿足發展需

要和享受需要的物質消耗強度低的手段是極為豐富的，並

可在很大的範圍內提供所需要水平和質量等級的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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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等效性原理

第四，對於基本需要、發展需要的滿足手段及享受需

要的各種形式的選擇不當，是使實際的物質消費大大地超

過合理的內稟物質需要（量和質）的基本原因，同時未必

能保證提供相應的滿足感。

第五，純粹的技術經濟約束遠不能自動地保證人們做

出有效的合理選擇。

下面我們給出廣義恩格爾定律一些有意思的推論，下

述三個推論是意味深長的，它對我們現行生活觀的改變，

可能會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推論一：當物質消費或支出隨廣義收入而增加時，超

過一定的臨界點之後，這種支出的增長對於人類長期發展

的有效影響在邊際上是遞減的。

推論二：隨著廣義收入的提高，物質生產和消費的比

重降低，在這個方面投入相對少的資源，更有利於人們生

活質量的提高，同時還可降低物質消耗強度。

這點似乎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在那時，人們生活中佔

有相當比重的是旅遊、遠足、與自然融為一體 ⋯⋯ 而這需

要清新的空氣、完整而自然的景觀、澄澈的湖泊和江河、

蔚藍的海水、高聳的山林、碧綠的原野、絢麗的花朵和鳥

兒的歌唱 ⋯⋯ 這樣一種發展不僅不以破壞環境和自然為

代價，而且和恢復、保護環境相得益彰。因為在這個方向

上投入相對多的資源，不僅減少了污染源，節省了治污費

用，而且直接增加了社會財富存量，從而也就增加了人均

「收入」流量。

推論三：未來的發展將會以閒暇的有效而充分的利用

和人類豐富的精神活動為其基本特徵。

只要人們想一想歐拉、牛頓、麥克斯韋、愛因斯坦

和玻爾這樣的科學鉅匠是在遠低於現代的物質消費水平的

環境中，創造出了大大超出了我們想像力的精神財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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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大多數人對這些半個世紀以前的科學財富仍所知甚少

時，就不難想像出人類活動的真正潛力和未來在何處。

把這些推論和上述幾個結論結合起來，我們會得出

一個具有重大實用價值的結論：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

國，在超越了基本需要滿足階段之後，可以能動地選擇物

質消耗強度較低的各種滿足手段，而不會降低整個國家和

民族的發展水平和質量。這種選擇應該不限於僅僅利用技

術經濟約束，而且應盡可能地利用其他約束。

題外話  如果我們承認廣義恩格爾定律，那麼一個更

為有意思的問題就出現在我們面前：既然人類的合理內稟

物質需要是有限的，那麼人類的精神活動是否有極限呢？

全面地回答這個問題顯然不是本書所能承擔的，因而只能

就一些簡單的看法來和讀者交換一下意見。

首先，精神活動和物質活動同樣需要時間，而且在單

位時間裡，精神活動量顯然也有限。

其次，人在進行創造性精神活動之前，必須花費很長

的時間學習、吸收和消化前人的精神財富，而這種財富存

量越來越多。

再次，由於普適常數（如最大速度和最小作用量）的

存在，使得人們的觀察能力是有限的和不完全的。

最後，對於人們研究事物而言，超過了一定臨界之

後，複雜性與精確性表現出不可能兩全的特性。

從這些前提出發，看來創造性的精神活動至少在其所

面臨的研究範圍、層次等方面必定存在著極限。因此，研

究人類精神活動的形式（包括直覺形式）及其在時間和問

題上的合理分佈，無疑會提高這種活動的效能，從而促進

人類的發展。

至於是否能從中得出人類精神活動最終將趨於飽和或

停滯的結論，目前還不得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