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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落花有问处

—— 党国英教授访谈

●党国英    ○沈  敏

访 谈

● 党国英（曾用名，党国印），籍贯陕西绥德 ；1957 年出

生于陕西省子长县。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

展研究所研究员，乡村公共服务研究创新团队首席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2000-2014 年任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主

任等。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2014 年度荣获中国农村发

展研究论文奖（论文为《农民政治参与的行为逻辑》，发

表于 2011 年第 3 期《中国农村观察》，2 人合著）。出版

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译著，与刘惠合译）、《驻

足边缘》（文集）、《中国农村改革》《经济学理性》《中国

农业、农村与农民》《数字与影像——中国改革 30 年》（主

○ 党老师您好！先请您谈谈自己是如何走上学术研

究道路的？

● 走上社会科学研究这条路，应该与一些自己遇到

的偶然事件有关。1974 年冬季，我高中毕业。按当时的

情势，我不得不在第二年春季去县里的一个村庄“插队”。

差不多在半年后，县里搞了一个与政治学习有关的什么大

会，我在会上的发言大概引起官员的注意。大会散了不久，

我就被调往县里的“工农兵讲师团”，做了团员。这个工

作差不多在“四人帮”倒台后几个月才结束，历时超过

两年。这样，我在农村实际上劳动了约半年。这个经历，

对我理解人民公社制度，多少有些帮助。

因为那一段的经历，便喜欢上了那时提的所谓哲学、

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两年下来，脑子里就装了

不少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怀疑的种子也在心里开始萌

发了。这于我有某种必然性。

人的智慧，大略有三个类别。第一类的智慧，大略能

报告直观性事实，例如，能看见一股水从高处流向低处。

第二类智慧，会懂得归纳，懂得对他看到的事情做出整理，

编、主笔之一）、《变革的理性》（文集）、《城镇化战略》（与肖金成合著）等。主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国际比较研究》

《农村治理 ：社会资本与公共服务》等。完成多项农村发展领域研究的报告，发表大量经济评论。发表的主要论文有 ：

《关于社会稳定的一个理论及其在农村分析中的应用》《关于社会冲突的一个假说及其实证分析》《论农村集体产权》《文

化研究中的假命题与文化研究困境》《“村民自治”是乡村民主政治的起点吗？》《农民政治参与的行为逻辑》（与胡冰

川合作）、《农村产权改革 ：认知冲突与操作难题》《土地规划管理改革 ：权利调整与法治构建》等。

○ 沈敏，《学术月刊》副编审。



172

Academic  Monthly 第 47 卷 06 Jun   2015

即发现所谓整理性事实，例如，能看到所有的水都会从高

处往低处流。生活中多数人的智慧，大略属于这两个类别，

已足以应付一般生活难题。还有第三类智慧，它能够对观

察对象做出多重认知，并建立概念以及概念之间的一般逻

辑关联，即所谓能发现标准性事实，例如，它会分析所谓

“高”与“低”本质属性，思考包括水在内的所有物体由

高向低的运动的普遍性，并不断发现、学习这种认识框架

里的认知盲点，知道自己的无知所在 ；在可能的情况下，

它会不断丰富自己的认知框架。所以，第三类是可学习的

智慧。这类智慧的承载主体，应该常常会感到自己的无知，

应该常常有探索的欲望。从实际功用来说，很难说这三类

智慧有高下之分，虽然第三类智慧会兼有前两类智慧的基

本特性。每一类智慧都可以很强大，例如，有人就表现了

非常强大的直觉记忆。但是，通常第三类智慧有利于从事

科学研究。我自己大概属于第三类。

○ 第一次听您说这样划分智慧类型。即使按您的说

法，您走上学者之路，还是有很多偶然性因素吧？

● 是的。不是说拥有第三类智慧必然可以有很好的

科学成就。因为这种智慧往往需要工具才能透过表面去认

识复杂的世界，这决定了科学研究工作会相当耗时费力。

很多研究工作要从头开始做，终其一生也不能完成，所以，

必须学习前人已经做过的工作。科学认识越深入，需要的

工具越复杂。所以，要掌握一定的工具才能胜任科学研究

工作。社会科学研究也大体如此。毋庸讳言，在我参加家

乡县委“讲师团”时，我能接触到的“社会科学”状况，

可谓一地鸡毛。当时能读到的文献，最多的是《毛泽东

选集》，还有一些当时的政论刊物，如《红旗》《学习与

批判》。因为偶然的原因，也会弄到几样“不合时宜”的

书籍。不过，那时引我产生阅读快感的仍主要是毛泽东著

作，例如，读《论持久战》，我曾如痴如醉。那时也读过

一些历史著作，如臧克家的中国史著作。

尽管当时的阅读还不足以使我形成批判性思维，但已

经萌发了一些对流行文本的怀疑。最早的怀疑竟出现在关

于中苏关系的官方说法上，这给我带来了麻烦。因为当时

仍在批判“苏修”，就接触到一些未公开出版的东西，其

中有涉及苏联霸占中国领土的信息。1977 年开始恢复“高

考”，陕西的“史地”考试科目中有道题目，问沙皇侵占

中国领土的事情。我在回答完题目后，兴之所至，竟把斯

大林政府对华的一些不良行为也写到了试卷上。考试成绩

出来，我是全县的文科状元，但我的史地科目成绩最差，

而我本以为这个科目我回答最好。想必那阅卷老师不仅不

欣赏我的答卷，还倒扣了我的考试分数。我被陕西师大政

教系录取。母校在恢复高考后获得第一批录取考生的资格。

四年的大学生活，真正让我形成批判性思维的知识资

源，来自课外阅读。那时，一轮思想解放运动兴起。“伤痕”

文学揭幕，跟随有一些思想家批判我在“讲师团”里常

常读到的东西，加上时局的变化，就感到了一个完全不同

的思想世界。在一个学生论坛上，我发表了一个“建国

以后党内始终有一条极左路线”的观点。后来知道，一

个讲政治的大我许多岁的同学因此去学校里告我一状，并

引得学校开了一个会议加以应对。老校长李绵先生是仁厚

之人，并没有让滋事者如愿。1981 年 6 月，中共十一届

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其内容证明我的看法并非出格，只是讲得早了点。

后来在甘肃庆阳师范专科学校（后改名为陇东师院）

教过哲学课，自己阅读爱因斯坦的著作，给学生讲他的相

对论。这是超出教学大纲的行为，但自己觉得很受用。再

后来到了兰州大学经济系任教，承担了“西方经济学”“经

济思想史”等课程的教学任务。这些讲课任务都对读书

思考有很大帮助。1994 年经过考试，我成了中国社会科

学院农业经济系的博士生，毕业后留在社科院工作。多种

因素集成，使我能在社科院完成学业，又能在社科院落脚，

心下真的很感谢许多人和事。

我在社科院的导师是王贵宸先生。王先生是毕业于中

国人民大学农经系，后来在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任职，再后

来到由经济研究所分出的农村发展研究所担任副所长、所

长。王先生不大熟悉西方经济思想，但十分了解中国农村

经济体制的演变历程，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批判人民公社

制度的先驱人物。他和魏道南先生撰写的《论包产到户》

曾对农村改革产生较大影响。王先生不善看风使舵，为人

正派，对实际问题有敏锐的观察力。他提出过系统的批判

人民公社“归大堆”的观点。这种务实的政策研究态度，

自然对我有很大的鼓励。在他身边，我感到的是无所羁绊

的宅心仁厚，这对我的读书思考多有好处。我在社科院近

二十年的时间里，对农村事务的观察、报告，坚守“不

说则已，说则求真”的态度，应该与王先生的支持鼓励

有关。

○ 如果对自己的治学历程做一个自我评价，您会有

什么说法？

●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经济学者，如果不是赶上留学

欧美、并做扎实训练的机遇，多要靠自学掌握一定的当代

经济学分析工具，这不免有局限性。在 20 世纪 80 年代，

一批有过留洋背景的大学教授，只分布在少数几个大学，

且很多正在退出教学岗位。我自己在大学期间曾苦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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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后来还试图探索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与西方价格

理论做融合处理，并发表过论文，但感到并不成功。数学

是经济学的重要分析手段 ；数学的最新进步，常常首先应

用于经济学领域。我自己对数学的自修，实际上只限于对

多元微积分的了解，这妨碍了我处理很多有趣的经济学问

题。尽管如此，当代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说”“均衡（最

大化）分析”方法，仍对我思考很多经济问题提供了帮助。

我至今认为，当代经济学的范畴体系不仅建立了最好

的对现实经济分析方法，也对经济学以外的问题提供了有

益的解剖工具。当然，工具只是一种手段，运用手段去分

析问题还需要强大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与其说来自学习，

毋宁说来自天赋。而天赋的形成则可能与遗传与幼时的营

养水平有关。西方谚语讲，A man is what he eats, 是极有道

理的。对智力发育最重要的食材，可能是鸡蛋与黄豆。在

我幼时的陕北小镇，一般人家难免以多含黄曲霉素的玉米

粉、高粱粉为主食，但我却因较好的家境以及格外疼我的

外婆，能多年享有鸡蛋与黄豆。如今看到 80 后的年轻人

多有很高的智商与独立性，就常常感到他们得益于当今中

国的丰富食品。

○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看来黄豆与您讲的第

三种智慧有密切关系。我想知道这种这种智慧究竟给您带

来什么帮助？

多年来，不敢说自己对经济学或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

研究有什么贡献，但对将当代经济学应用于中国农村问题

的分析保持浓厚兴趣，并对各类老生常谈保持警觉，这却

是自己的治学、思考的特点。

对重大的、目前还没有形成标准知识的人类事物保持

探索兴趣，搭建几个网状的知识架构，在阅读中不断丰富

或强化网络的节点，抑或更新网络机构，便会有稳定的知

识积累，提高自己的心性生活品质。也许对那些问题终生

没有自己满意的答案，但这种知识积累对自己必须做的关

于农村现实问题的观察有很多好处，有助于对这些具体问

题的研究把握一个方向，建立一种信念。

我所长期关注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学术研究进展。一

是关于人类理性的意义 ；二是关于社会冲突的性质及其根

源 ；三是关于民主政治的性质及生成条件的研究。这些关

注对我做好农村问题研究的本职工作有极大帮助。

○ 您先来谈谈人类理性的意义。学术界对理性的意

义多有消极评价，您是怎么看的？

● 我以为，国内奥派学者对哈耶克有误解。哈耶克

所批评的理性主义其实是浪漫主义。哈耶克并非不相信理

性，他在《自由宪章》中写道 ：“理性无疑是人最宝贵的

财富。我们的论证仅仅在于揭示，理性并不是万能的，如

果我们相信理性可以成为自己的主宰，可以控制它自身的

发展，则恰恰可能毁灭理性。”他曾赞扬里根和撒切尔夫

人，说他们的政策“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合乎理性的

了”。哈耶克自己也在构建社会。他在《通往奴役的道路》

之前发表的文章《自由与经济制度》中说“我们可以‘计划’

一个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并宣布长期不变的普遍的规则

体系，它可以提供一个制度框架，在其中，每个人应该干

什么及维持生计的决策，交给个人自己决定。……下面

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财产权的精确内容和具体限制是什么，

国家如何及何时强制执行合同，需要对待普遍原则一样予

以深入的具体分析”。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哈耶克也是要

“建构”的，而且如果他来做议会议长，他会感到终身都

不能完成自己的建构任务。

批判“理性主义”，哈耶克不是第一个，但在经济学界，

哈耶克的批判似乎影响最大。但理性这个范畴是不应该被

一指头掐死的，因为它在人类思想与蒙昧主义或浪漫主义

的斗争中发挥过巨大作用，并推动了人类思想的进步。到

现在，我还担心中国的自由主义不能适当对待理性这个范

畴，把浪漫主义与自由主义搅和在一起，结果把理性主义

丢了，而把浪漫主义当作自由主义供奉起来。

在当今中国，既缺乏保守的自由主义，又缺乏谦卑的

理性主义。不要忘记，哈耶克反对建构理性主义的时代背

景与中国当今现实很不相同。英国从启蒙运动开始，用理

性主义反对蒙昧主义有二百年以上的历史，慢慢地理性主

义占了上风。如果说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可能出现极端理

性主义，使理性主义变成了所谓“建构理性主义”，那么，

中国的理性主义从来没有过任何辉煌。中国的计划经济与

集体所有制并不是哈耶克所反对的那种理性的产物，而是

强制基础上的浪漫主义的产物。

理性主义应该承认演化的序贯性质。制度变迁是一系

列偶然因素的连缀，但连缀的逻辑却是人的理性可以把握

的，这种逻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规律。可是历史规律

总不会把不存在的那些偶然性连缀在一起。一些事情发生

了，成了气候 ；另一些事情虽然也发生了，却终湮灭于无

形之中。演化的随机性应该是指历史事变的外观的多样性，

而不是历史趋势的任意性。物的演化的本质，是不断为自

己确立最佳的存在形态，其所载荷的能量决定了自己的竞

争优势。天体演化如此，人类社会也大抵如此。

如果不承认理性的价值，不承认演化的序贯性，科学

研究的意义岂不是要大打折扣？如果说我自己还算有思考

研究的兴趣，其定力便来自这种认识。也许这是一种信仰。

流水落花有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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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恐怕还是见仁见智，只能先谈到这里。

您再接着谈关于社会冲突与民主政治发展的认识。

● 这是一个大话题。我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论农

村社会稳定》，基本上没有分析中国农村社会冲突的案例，

几乎满篇是抽象的逻辑演绎。论文假设，一个人实施抗争

行为，其成本与他所在组织的规模呈负相关，其收益与他

所在组织的规模呈正相关，把其他影响成本与收益的因素

看作外生变量，这就有了关于个人抗争行为的一个均衡分

析的模式。再假设，抗争组织的内部交易成本与抗争组织

的规模呈正相关，而抗争组织之间的交易成本与抗争组织

的规模呈负相关。这就又建立了关于有组织抗争的一个均

衡分析模式。所有这些假设在我看来，当然是有经验观察

支撑的。这种均衡分析，可以演绎出一些有意思的结论

来，这里就不细说了。这个论文早在 1996 年发表在一个

农村研究的专业杂志上，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直到现

在，国内经济学家大多不用经济学分析工具讨论政治学问

题，而政治学家更不习惯讨论“政治市场”的均衡问题。

因为这个工作使我有了一种潜意识，尽可能地将政治问题

看成是一个关于公共品的市场供求问题。

关于社会冲突还有一个研究视角也很有学术趣味。我

提出一个观点，社会的组织程度越高，社会越稳定。我把

社会稳定或冲突定义为社会交易成本的某种状态。剧烈冲

突实际上是交易成本过高而无法达成妥协的情形。社会组

织程度高低，决定群体领袖的行为。一个群体的组织程度

越高，领袖在群体里政治活动中的风险越小，越容易与对

手达成妥协 ；反之，领袖丧失地位的风险就越大，越不得

不以激进立场维护自己的地位，结果就越不容易与对手达

成妥协。这种认识也被用在分析农村社会冲突领域，对提

高解释实际问题的力度很有好处。

对民主政治的研究起因于对村民自治问题的一个讨

论。1988 年后，中国实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建立

了“村民自治制度”，引起国际政治家与学者的关注。当

时有一种亢奋，以为民主政治发展就此会从农村起步，逐

步就要推进到全社会，中国就又要创造一个“农村包围

城市”的奇迹。我自然不大赞成这种意见。1998 年，某

大学组织讨论村民自治，我提交了一篇论文，第二年这篇

论文发表在《战略与管理》上。大概是 1999 年，据南京

大学的系统检索，此文被引用的频度在国内政治学领域排

在第二位。由此开始，我便算开始关注政治学。2014 年，

我与胡冰川博士共同撰写的论文《农民政治参与的行为

逻辑》获得了农村发展研究奖（杜润生奖）。我在这篇论

文中谈到，传统乡村社会其实不会产生对民主政治的需求。

乡村社会越发达，越容易蜕变为城市社会 ；其农业变成城

市化分工体系的一个分支，专业农户也卷入城市经济系统，

变成“城外市民”。所以，当人们说发达的乡村社会才有

对民主政治的需求时，其实是指城市社会对民主政治的需

求。换句话说，“发展乡村民主政治”这个表述其实是一

个虚假的表述，应该表述为“发展城市民主政治”。一个

区域，一旦它产生了对民主政治的需求，就意味着它已经

是城市化的社会。也许人们仍然按习惯把一个地区称为“乡

村社会”，但它在本质上其实已经是一个城市化的社会结

构了。这个文章还谈到，这样一个分析视角在理论与政策

批评上有一定颠覆性。当要求典型的传统乡村社会实现民

主自治时，其实它并不需要民主政治 ；当发现它需要民主

政治时，它已经是一个市场化的城市社会了。可以认为，“乡

村民主治理”是一个很吊诡的表述。

○ 您这个观点的确比较特别，会不会容易被误解？

● 这里的确有被误解的可能性。解除误解要严格区

分传统乡村社会与现代农村社会。关于后者，本期《学

术月刊》发表我的《城乡界定及其政策含义》一文已经

有所讨论。实际上，现代农村社会已经是城市社会的一个

延伸，当我说城市社会需要民主政治时，其实是指已经包

括了现代农村的工业化社会对民主政治的需求。

○ 您对如何做一个好学者有什么看法？希望您能谈

谈做一个学者最需要坚守的东西是什么？

● 我觉得恐怕没有一个关于“好学者”的标准能成

为人们的共识。学者的资源人人有所不同，每个人的功利

性目标也会不同，而功利性目标是无可厚非的。我以为，

一个学者还是需要坚守某种信念。若没有信念，至少会使

自己的知识系统的建立可能会从一个很低的起点开始。

信念来自学者对生活的体验，也来自读书所获得的知

识积累。积大半生的生活经验和知识领受，我以为，我们

需要具有对有序竞争的信念，对人类文化普遍意义的信念，

对简约化思考方法的信念，对人类理性的信念以及对社会

公正的信念。我相信，这几种信念对于一个从事知识传播

和知识创造的学人是很有益的。

我情愿把有没有信念与有没有高尚情操分开来看。有

信念可以增加思考的效率，可以快速地判断某种说法的真

伪。当然，我说的是正确的或真正的信念。例如，如果我

们不相信理性，而相信上帝的存在，这与个人道德无关，

虽然这与一个社会的道德的整合有关。但是，对上帝的信

念意味着一个人的一种思考逻辑，这种逻辑便是一个人可

以相信没有证据的东西，这便给这个人判断一系列事物的

真伪带来麻烦。这样说来，信念本质上是一个逻辑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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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问题。把最有价值的生活逻辑或知识固定为不去怀疑

的东西，让它们守卫在大脑的门槛，帮我们过滤一切将进

入我们心灵世界的信息，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就可以变得简

单和自信，这对我们的生活无疑是有利的。我所说的信念

就是指的有这种功能的逻辑或知识。

○ 请您对刚才提到的几种信念做个扼要的解释。

● 第一，是对自由竞争及其后果的信念。如果不是

陶醉于文化经典的说教而不能自拔，人们大抵还是不会忘

记人类固有的弱肉强食这个基因片段。触目皆是的无规矩

的利益竞争不用说了，就是那些专门供应“文明”的圣

贤和组织也不免暴露出雌雄相决的丛林霸气，这使人们想

到他们也只是一种职业人士或职业组织。孤立的圣贤是纤

尘不染、清流风范，但你会发现圣贤之间常常在激烈竞争，

其手段甚是老辣。孔子就杀过少正卯。圣贤的高超智慧令

我辈高山仰止，把他们幻化为英雄，全然忘记了他们和我

们一样也有那个丛林基因。至于宗教，它们彼此竞争中演

绎的种种历史惨案，想必是谁也掩藏不住的。因此，我们

没有忘记慈善家以及慈善业中的专业人士，他们好像生来

就是利他主义者。但有研究者发现，不同团体的慈善从业

人员之间也心存嫉妒，地盘意识甚为强烈。因此，没有谁

能摆脱那基因。竞争是普遍的，而竞争的有序性才体现文

明的意义。社会需要竞争，而且，如果有足够的时间，一

个社会总会形成竞争的规则。这个判断成为我们的信念，

不仅因为它与人类历史的经验知识相吻合，还因为它对现

实也有积极的功利意义。

第二，是对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信念。在许多学者中

间，似乎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是不重要的，而某些所谓“文

化特色”则异常重要。学者讲“特色”要十分慎重，不

小心就狐假虎威，获得了绝对的政治话语优势，而把自己

的论敌推到了“民族叛徒”“国家罪人”的帽子下面。这

种推理常常基于一种文化特殊性的论点。其实问题很简单。

国内政治冲突与国际政治冲突之间有共性。关于国内的政

治冲突，“文化论者”不拿文化说事，因为他们无法讲特

色。国际间的冲突，政治家容易找到“认同符号”来扩

大自己的力量，理论家们上当受骗，把认同符号的性质忽

略了，塞进来一堆“文化”。当然，我们要爱国，但要明

白，爱国就是爱自己 ；你不爱也不行。不是别的国家的人

民不爱你，而是别的国家在政治家的控制之下，他们无法

爱你。他们的政治家为了政治利益或政治策略，可能不会

爱你。特色是存在的，但如果这种特色是指所谓“民族性”，

那么，这种特性一点也不重要。如果是社会政治经济体制，

那么，这种特色经过努力是可以改变的。

第三，相信简单的是美好的。从某种角度，我想区分

“科学家”和“思想家”这两种学者。前者是把复杂的东

西搞简单，后者是把简单的东西搞复杂。这两个极端的人，

都可能会是大师，是令人尊敬的人。但随着时代的进步，

我们终究会告别思想家。大部分学者恐怕在这两者之间挣

扎，也许我是一个 ；但我对这种挣扎的性质是清楚的。学

者们都知道主张删烦就简的“奥卡姆剃刀”的意义，但

使用它来指导自己的思考和研究，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总有学者喜欢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把有点复杂的事情搞

得更复杂。究其原因，我怀疑除了学者自己的智慧欠缺这

个因素之外，恐怕更多的原因是态度问题 ：有的学者刻意

去迎合某种大众迷信——对朦胧的不可理解的东西的迷

信。我以为这是一种低智商的欣赏趣味。大众普遍对人的

理性有不信任的状态，反过来对那些鄙夷简单原则、崇尚

玄奥的所谓思想却顶礼膜拜。徐友渔先生在一则讨论中也

批评了中国的大众智慧，他的议论颇为精到 ：中国人从来

都有这种倾向，把难懂当成高深，把易懂当成浅薄。毋庸

讳言，维特根斯坦在中国能够大行其道，原因之一恰恰是

不少人因为他的思想难懂，难懂就显得高深，有些人偏爱

的就是神神怪怪的东西，这提供了任意言说和发挥的余地，

说错了也难以发现和判断。中国人喜欢把维特根斯坦文学

化、诗意化、神秘化，把他的论述当成禅宗偈语，引证他

的话就像打哑谜、斗机锋。祛除事物一切枝枝蔓蔓，把事

物的躯干刻画出来，是科学家的任务。科学家不是艺术家。

爱因斯坦一生坚持这个信念，成就了他的科学事业。他从

自己的理念出发，一生探求“统一场论”，要把弱相互作

用力、强相互作用力、引力和磁力统一成为一种可解释的

东西。他的相对论与经典力学看起来有很大不同，其实两

者在理论基础上是完全一致的。爱因斯坦逝世后，后来的

科学家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他们的研究成果正在证明爱

因斯坦的正确性。

第四，坚守公正的信念。纵观人类社会历史，真正的

无政府状态是比较罕见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总是倾

向于合作，倾向于建立某种秩序。更进一步看，人类社会

的秩序在不断发展，在不断接近人们心中的某种文明、公

正的目标。为什么会存在这两个基本事实？这是一个很值

得探索的问题。然而，秩序并不总是被人们认为是公正的。

什么是公正？为什么会产生公正的秩序？这也是经济学家

感兴趣的问题。不过，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能为多

数经济学家所接受的关于公正问题的理论。研究社会稳定，

离不开对社会公正问题的研究。与既定秩序进行抗争的大

型社会集团的领袖，不论他想的和实际做的怎么样，他总

流水落花有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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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建立公正社会为目标，来号召自己的追随者。政府

官员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也不得不在自己的利益允许

的范围里去考虑社会的公正问题。更进一步看，把公正

问题抛开，秩序问题实际上也得不到回答 ；因为如果一

个秩序不被多数人看作是公正的秩序，那么这个秩序是

很难持久的。鉴于这种认识，我们在这里无法回避社会

公正这个难题。对公正的认识，我得益于何怀宏等学者

翻译的罗尔斯的《正义论》。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公正问

题曾经长期主要和福利经济学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功利

主义的公正或公平理论。这一理论的学术地位至今仍没

有被真正动摇到可以否定的地步。这一理论认为，公正

可以被看作大范围里的社会福利最大化 ；而社会福利是

不同个人的效用（或福利指标）的总和。毫无疑问，这

个关于公正的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罗尔斯的理论当

然是一个“思想实验”，但他认为，作为思想实验结果的

公正宪法一旦起草，就可与实际的宪法加以对比，找出

实际宪法的不合理之处，并重新起草宪法使之符合公正

宪法的要求。对公正的认识还要借助社会心理学的成果。

我赞同 D. 弗利（Foley）从人的基本心理感受出发对公正

内涵的分析。在弗利的方法中，一个人的相对利益是用

下列标准判断的 ：他是否乐意拥有另一个人所拥有的一

组商品。这被看作“不妒嫉”的标准 ；如果他没有妒嫉，

事物的状态就被看作是平等的。如果一种状态是平等的，

且又符合帕累托效率要求，那么这种状态就被看作是公

正的。这个标准具有简单性，因而也具有普遍性。理论

的分析足以使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念 ：随着社会的日益进

步，秩序与公正将逐步趋向于人们的理想状态，虽然这

只是一个趋势。无疑，我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是一个乐观

主义者。公正与秩序的统一也不难理解。按照上述分析，

公正不仅是分配结果的公正，而且也是过程的公正 ；权

威结构的内部关系趋向公正，意味着社会基本秩序趋向

公正。社会的秩序化与公正趋向有共同的决定因素，那

就是社会走向现代化，走向繁荣。当然这个过程不会是

一帆风顺的，需要社会成员进行创造性的努力，特别需

要在制度建设中进行创造性的努力。

○ 您讲的这些方面似乎是某种价值准则，不是信念。

当然，究竟是什么不重要，只要有意义就好。最后请您

再谈谈今后治学的打算。

● 是的，刚才提到的那几个方面，对别人可能算不

上是什么信念之类，但这些东西对我很重要。我愿意将

它看作自己应该坚守的东西。

今后做什么，很难有自由的选择 ；当然最希望做自己

认为有意思的探索与思考。心里装了很多问题，就想有

个答案。人生短促，很是遗憾。我大抵是一个率性而为

之人，并不常反省自己的人生轨迹。有时候，我还怀疑

这种反省的意义。读到一篇关于鲁迅的故事，说鲁迅有

了孩子之后，才发现自己的生活观念成熟了，以为一个

人应该过一种正常的家庭生活。我相信他一定勤于反省

自己，但也不过到晚年才得以成熟。看来不停地反省自己，

想找到一个最佳的人生道路，实属徒劳无益。若要每日

三省自身，那更是苦不堪言的事情。与人为善，率性而为，

大概是最可取的生活态度，仅此而已。人一生的世俗成

就大抵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一是环境，包括投胎到谁

家，也包括降生到什么社会环境 ；教育也是环境的因素。

再一是先天禀赋，包括先天的聪明才智。常被人们看重

的性格，是这两方面因素的结果。我对诸如“三分机遇、

七分汗水”这样的成功诀窍不以为然。一个人是不是努

力工作学习，不是决定于他后天形成的所谓意志 ；他能

否努力本身也主要取决于环境和先天因素。一个人如果

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肯努力，大抵与先天禀赋的缺陷有关。

多数情况下人努力工作与生活压力有关。一个人若找到

他心之所仪的发展机会，并能有条件接受相关教育，他

的努力才是自觉的，他的工作便会显示出创造性来。一

个社会中的成功人士，大抵出自这样的人群。这个人群

的规模有多大，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基于这种人生感悟，

我不赞成什么“理想教育”，也不赞成现在的教育制度的

许多方面。一个社会如果能尽可能地给人们提供公平的

发展机会，让人们有尽可能多的选择，排除人为造成的

不确定性对人们选择的干扰，这个社会就算是一个好社

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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