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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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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苏东剧变后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困坷 。在西方 “社
,
会主义终结”
论应时而出 ,有人宣称 “
: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两种体制的竞争 ,在其正式开始后到 75 年时间里已经结束 ,
资本主义获得了最终胜利 。
”①然而 , 此论尚嚣嚣未竟 , 在以
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实践的同时 ,
国际上一些有识之士开展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的大讨论 。
许多学者结合当今世界的特点 ,特别是科技进步对人类社会
的影响 ,对社会主义的历史 、
现实和未来从理论上进行了新
的反思和探索 。在这个重新认识的过程中 ,出现了各种各样
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新观点 、
新学说 。
“市场社会主义”就是这
场大讨论中的一个重要话题 。
一、
市场社会主义源流
“市场社会主义”
作为一种经济学流派的名称 ,最早出现
于 50 —60 年代 。在此之前的二三十年里 , 就有西方和东欧
的一些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源配置方式的可行性
进行了研究 。有人提出了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相结合的设
想 ,认为中央计划机构不可能获得足够的对现代经济进行测
算所必需的巨量信息 ,因此 ,有必要通过市场的配合来实现
优化资源配置 。如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
兰格提出的著名的
“兰格建议”
主张 : 工资和消费品的价格应由市场决定 , 投资
率或积累率由中央计划机构确定 ,工业品的价格则由计划机
构和企业经反复估算 ,通过所谓“试错法”
来确定 。
50 —80 年代 ,南斯拉夫 、
匈牙利 、
波兰等东欧国家和苏
联先后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 ,受到了西方和苏东许多经济学
家的关注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此期间得到了进一步的确定
和发展 。同时 ,欧美一些国家在左翼理论家出于对资本主义
现实的理论批判和社会改良实践的需要 ,从别一个方面丰富
和发展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 。其中贡献较突出的是英国工
党成立的“社会主义哲学”研究小组 。联邦德国政府长期实
行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也普遍被视为市场社会主义实践
形式的一种 。
从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苏东剧变发生后 ,在新的社会背
景下市场社会主义的研究掀起了高潮 。无论是西方的还是
东欧和俄罗斯的学者 ,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审视角度和探索重
点发生了一定的转换 。在西方 ,有的学者将苏东社会主义制
度失败 ,与市场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研究 。如法国的博卡拉在
分析苏联长期排斥市场 ,实行中央集权的国有经济体制后 ,
指出其弊端是计划体制僵硬 、
经济结构畸形 、
价格和货币关
系扭曲 ,生产成本过高 、
劳动者创造精神被压制等 。博卡拉

进而论证市场与社会主义的相容性 ,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
实行“开放型的市场经济”
和政治民主 ,才能避免社会危机的
发生 。美国的罗默等人则认为 , 苏联的计划方式之所以失
败 ,是因为他们没有利用市场作为现代经济中大量局部的 、
微观的决策手段 。现代经济不能完全抛弃计划 ,但最有效的
计划需要利用市场 。还有些西方左翼理论家着重从理论上
论证 ,应把资源配置方式与社会制度的配制规定相分离 , 批
判了那种认为市场机制是资本主义固有特征 ,而计划机制是
社会主义固有的特征的传统观点 。如英国的市场社会主义
学派就把市场视为“中性机制”,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均可
利用的经济手段 。强调运用市场的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的
目的 ,提出“将市场与社会主义联姻在一起”②的“联姻理
论”。此外 ,还有些西方左翼学者着力于重新构建未来社会
主义的蓝图 ,提出了种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如美国经济学
家施韦卡特提出的“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就是其中之一 。
经济民主就是公民通过自治的社会主义方式 ,实行对经济的
全面管理 。在这种模式里 ,企业概由劳动者民主管理 , 投资
由公民自治的社会管理 ,工资和消费品市场配置 , 在市场运
作出现大的偏差时允许国家干预 。法国的博卡拉的“开放型
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模式则认为 ,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资本
主义已经取得的成果之上 ,包含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一
切进步 ,并扬弃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 。因此 , 社会主义国家
在实行开放型的市场经济的同时 ,应当实行马克思所设想的
“劳动者的自由联合”,劳动者只有享有了充分的民主和决策
权利 ,他们的创造性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
东欧和俄罗斯的学者在经历了社会主义的挫折之后 ,对
市场社会主义研究重点也有了新的变化 ,并且和西方学者的
同类研究有所区别 。苏东剧变之前 ,他们对市场社会主义的
认识和探索 ,都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框架内进行的 ,现在 ,制
度的变更使得学者们把研究重点转向了公有制的私有化方
面 。相当多的东欧和俄罗斯左派理论家在私有化浪潮中力
挽狂澜于既倒 ,探索实行保持国家调控的市场社会主义的途
径 ,同时反对一些右翼政党建立典型的西方自由市场 , 发展
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政策 。他们认为不能抛弃原来公有制
的基础 ,不切实际地一味彻底私有化 ,否则将由一个极端跳
入另一个极端 ,会给经济和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
二、
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价值
西方学术界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定义有很多种 ,具有代
表性的是美国《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1987 年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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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说的 “
: 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的理论概念 ( 或模
式) ,在这种体制中 ,生产资料公有或集体所有 , 而资源配置
则遵循市场 ( 包括产品市场 、
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 ) 规律 。
”英
国工党理论家的定义也很典型 ,他们认为“运用市场来实现
社会主义的目的 ,便是我们所指的市场社会主义 。
”③从这两
个定义可以看出 ,西方学者心目中的市场社会主义 , 既不同
于像美国那样的“市场资本主义”,又不同于像前苏联为代表
的“计划社会主义”,它具有生产资料公有或集体所有这一社
会主义的主要特征 , 但又利用市场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手
段 。这种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想作为他山之玉 ,无疑为
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
我国 90 年代中期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 , 在形式
上可以说与上述西方学者定义的市场社会主义是同构的 ,尽
管二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
市场社会主义关于市场 、
计划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的
论述具有重要的 、
突破性的理论价值 。这个理论的提出者们
探讨了近代社会主义思潮反市场态度的历史原因 ,进而指出
市场在现代经济中的优点和弊病 ,肯定了市场作为一种“中
性机制”
在不同所有制中都能在许多方面 ,尤其是资源配置
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 , 还是社会主义
制度 ,还是混合型制度 ,只要是工业制度 ,就必然能够运用这
种或那种市场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并不完全排斥计划 ,它反
对的是前苏联为代表的纯计划经济 ,但主张实行宏观的指示
性计划 ,作为对市场的重要补充 。但指示性计划不是强制执
行的 ,计划机构也不拥有可供配置的资源 ,计划的实施由各
个经营者在计划的框架内通过市场机制来落实 ,计划机构通
过讨论 、
说服和信息服务来工作 。市场社会主义的这些理论
贡献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突破 ,也为我国由计划
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探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
路。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经济民主或自我管理的论述 ,
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西方的一些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认为 ,
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化”
的基础之上 ,通过实行
“劳动者的自由联合”,共同占有生产资料 ,并决定它们的使
用和生产目的的这样一种“自由平等”的社会 。特别是当前
一些国家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 ,这一带根本性的转
变必定与劳动本身的组织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 ,在这里最重
要的问题是工人参与 、
自我管理 。市场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
特征 ,就是使工人参与经济决策得以真正实现 。英国工党的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还以英国当前流行的合作社为样板 ,详
细描绘了工人自我管理的形式和程序等 。法国和美国的学
者对经济民主问题也有大量的论述 。他们认为经济民主是
产生效率的源泉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内在价值 。
不仅每一个企业都必须由劳动者民主管理 ,而且公民还应通
过民主政治 ,对社会积累行使某种程度的“集体控制”。市场
社会主义的这些理论无疑是对市场资本主义制度生产管理
方式的批判和否定 ,它提醒人们在实行新的市场经济时不应
因袭旧的市场经济的管理方式 。对我国来说 ,在学习西方先
进管理经验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 , 了解这些经
济民主和自我管理理论 ,有助于全面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生产
管理方式的利弊 ,在经济管理的改革中保持社会主义制度下
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 ,坚持企业的职工民主管理 , 避免出
现“邯郸学步”
的后果 。
东欧和俄罗斯学者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对于我们也具
有启发和借鉴作用 。尤其是左派理论家对私有化的冷静分
析和对推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制度批判 ,可作为我们在向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的警示 。苏东剧变后 ,国有资产

完全私有化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纯粹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
主张 ,由理论鼓吹转入政府实施 ,已在不少国家进行 ,并带来
一系列消极的后果 。针对这种情况一些左派政党和理论家
强烈主张实行国家调控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 ,强调避免少数
特权阶层垄断权力和财富 ,防止贫富分化 ,实现充分就业 ; 强
调公有制成份占主导地位 ; 强调国家计划的调控作用 。他们
指出 ,纯粹私有化 、
自由化的市场经济之路连老牌资本主义
国家也不再走了 ,有着强大公有制基础的原社会主义国家为
什么要重蹈覆辙呢 ? 各国应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进行经济
改革和建设 。鉴于私有化措施使大部分国家经济陷入困境 ,
市场社会主义的这些主张越来越得到民众的认同 ,近年来东
欧和俄罗斯左翼政党在大选中争取到越来越多的选民 ,就是
一个明证 。
三、
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国外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构
想 ,与我们中国近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在形式上
确有许多相似 、
相近之处 。正因为如此 ,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
的一些论断和设想 ,作为思想资源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建设中确实可以为我所用 。国外就有学者仅从形式上考
察 ,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断定为市场社会主义 。如罗
斯·
吉迁斯就撰文称“中国独自进行市场社会主义试验”。④
然而深入到本质进行比较 ,就能发现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与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 ,两者之间不能划上等号 。
据上文所述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组成 , 主要有三个部
分 :一是西方左翼理论家出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和社会
改良的目的而创立的理论 ,这些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同时也属
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范畴 ; 二是西方和苏东学者对 50 —80 年
代东欧和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研究成果 ; 三是 90 年
代苏东剧变后国外学者对变制国家政治经济走向的理论探
索 。这三部分理论 ,简而言之 ,第一部分是立足于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的现实而提出的 ,这种市场社会主义实质上是民主
社会主义政党的改良主义理论 。他们虽然也谈“国有化”、
“生产资料社会化和工人的“自我管理”等等 ,但不提消灭剥
削制度这个根本问题 。因此这种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的构想
与我们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 。
第二部分理论提出的背景与时代有较大的时空距离 ,当年苏
东的经济改革与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更有着诸多质的差异 ,
因此这部分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施经验都不能与我们
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提并论 。第三部分理论是在苏
东政治制度发生了质变的背景下提出的 ,这些理论基本上是
以主动或被动接受这种变制为前提的 ,因而与我们坚持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有着根本的不同 。
我们不能把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想当作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模式 ,应当根据中国的实际 ,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为了更快更好地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系而参考借鉴包括市场社会主义在内的国外社
会主义思潮的新学说 、
新观点 。同时 , 我们透过当前国外方
兴未艾的社会主义新思潮 ,还希望看到世界社会主义的新的
前景 。
注:
①罗伯特·海尔布隆纳 《
: 资本主义凯旋》, 载《纽约客》
1989 年 1 月 23 日 。
②③索尔·
埃斯特林等主编 《市场社会主义》
:
第 1 页 ,经
济日报出版社 1993 年出版 。
④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1992 年 7 月 4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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