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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１８ 世纪末， 经济学在欧洲地区发展成为系统化的经济科学， 而此时的

中国经济思想仍然处于前科学阶段。 １９ 世纪中期以后， 中国传统生产方式与思想文

化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 随着外来学术思想的传播，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参照欧

美地区的经济科学从中国思想文化中解构出经济思想， 奠定了中国经济思想学科化

发展的基础。 这些尝试或许是初步的， 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近代的经济科学化推

动了经济学研究的本土化发展， 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早期发展的一个缩影。

探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近代的经济学学科化构建问题， 可以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提供有助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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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文作者主讲的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２０２１ 年秋季学期邀访学者报告会

上， 虞云国、 杜斗成、 李天纲、 陈少明、 李兰芬、 曹家齐、 苏杰、 刘永华、 阿依达尔·米尔

卡马力、 赵灿鹏、 姜文涛、 张浩、 张国旺、 於梅舫、 张涛、 武琼芳， 以及邓小南、 渠敬

东、 韩笑、 周建波、 张亚光、 刘群艺等学者参与了讨论， 他们除了对本文所涉内容给予评

论、 指正之外， 着重对深化该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建议。 作者谨此向以上诸位师友表

示诚挚的谢意。 同时，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意见。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计划

“中国经济思想史特殊学科” 阶段性成果， 由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学者”

项目助成。

外国经济学说在近代传入中国， 中国经济思想开始融入外来要素 （胡寄

窗， １９８８： ２）。 中国经济思想因此而衍生为两条发展线索： 一是外来经济学

说在被借鉴于解释中国社会经济现象过程中逐渐本土化； 二是通过吸收、 借

鉴外来经济学说中的理论要素， 一些学者试图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解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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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国外经济思想相互观照的中国经济思想。 其中， 原本已经学科化①的外来

经济学说本土化是近代中国经济思想演进的主流， 绝大多数既有研究也是围绕

该领域的相关议题展开的 （杨春学， ２０１９； 程霖、 张申、 陈旭东， ２０１８； 邹进

文， ２０１０）。 与之相较而言， 近代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经济学学科化

构建问题则被学界长期忽视。 除叶坦 （２００３） 和赵靖、 张鸿翼、 郑学益 （１９８４）
在学术史回顾中梳理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在近代的发展情况之外， 鲜有著述从学

理角度予以专门研究。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在数千年社会经济延续过程中形成

的具有自身文化特性的经济思想， 它可以参照外来经济科学予以整理与诠释，
说明了二者存在兼容性， 从而奠定了经济科学在中国本土化发展的学理基础。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创立是以近代学界对传统经济思想的科学化构建为肇始

的。 如今具有鲜明本土特色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地区经济学学

科门类中的子学科， 反思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近代学术中的变迁， 可以为当前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提供一些启示。

一、 本因： １８ 世纪后期中、 欧经济思想的范式分野②

１８ 世纪的欧洲经济思想已经呈现出理论架构及分析方法系统化或科学化

的发展情势， 这一点被部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研究者所关注和讨论， 如甘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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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近代著作中， 常用 “科学化” 描述经济学的学科化发展， 但 “科学化” 与 “学科化”
二者涵义并不完全相同， 前者侧重过程， 后者偏重结果。 具体到本文来说， 近代学者所

做的工作主要是借助欧美经济学说中已经 “学科化” 的 “科学” 元素将经济思想从思

想文化中爬梳、 整理出来。 因此， “科学化” 是过程， 其结果形成了 “学科化” 是发展

趋势。 不过， 为了避免二者可能造成的混乱， 本文主要使用 “学科化” 一词。
按照托马斯·库恩 （Ｔｈｏｍａｓ Ｓ. Ｋｕｈｎ） 的科学分类方法， 没有形成范式的理论处于前科

学 （ｐ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阶段。 借助库恩的 “范式” 概念不单可以把 “经济科学” 与 “前科

学” 的经济思想进行简单明了的区分， 更为重要的是也能够说明 １８ 世纪末以后中、
欧经济思想演进趋向的分野。 但 “范式” 概念也可能会造成一些对经济思想认识方面

的问题， 比如忽视处于 “前科学” 阶段的经济思想的多样性， 将 “前科学” 阶段的经

济思想等同于 “无价值” 的经济思想， 等等。 所以， “范式” 概念更适合对 “前科

学” 阶段的经济思想进行 “解构” 或 “分析”， 而不宜据此对其 “评判”。 另外， 笔

者强调， “科学化” 是 １８ 世纪末以后经济学演进的一条主要路径， 但不是唯一路径。
运用库恩 “范式” 理念分析中国经济思想阶段特点的成果可参见赵晓雷 （２００５）、 熊

金武 （２０２０）。



光曾用 “ｓｃｉｅｎｃｅ” 一词来表述经济学的系统化 （甘乃光， １９２０）。① “科学化”
仅是针对经济思想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进行的划分， 并不否认 “前科学化”
的经济思想具有的科学成分， 也不否认欧美地区之外的地区经济思想中含有

科学性要素。 事实上， １９ 世纪中期以前， 东、 西方皆产生过经济思想， 不同

地区的经济思想之间还具备一些相通的特点。 以古代中国、 希腊、 罗马经济

思想为例， 它们重视农业生产， 而对工商业持保留态度， 在商品交换、 货币、
市场、 价格等方面都有相关论述 （巫宝三， １９８２）。 １７７６ 年， 亚当·斯密

（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 在 《国富论》 中初步界定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与分析方

法， 一些中国近代学者认为， 该书的问世标志着经济思想在欧洲地区发展成

为了系统化的经济科学。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者较为一致的认识是， 以

《国富论》 为分水岭， 欧美经济思想分为有系统或科学化、 未成系统或前科学

阶段的学说。 尽管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包含大量经济思想， 但未能像欧美经济

思想那样在 １８ 世纪末以前发展为经济科学 （唐庆增， １９３５； 孔庆宗， １９２１；
王海波， １９３２）。

（一） 前科学阶段的中、 欧经济思想演进

经济思想是现实经济生活在意识上的反映， 在人类没有对经济现象进行

分析之前， 经济现象就早已存在了。 在中国近代通行的外国经济思想史著作

中， 古希腊经济思想及欧洲中世纪经院学者的经济思想是 １５ 世纪末以前经济

思想的主体部分。 古希腊经济思想至少可以追溯至公元前 ６ 世纪， 后来古希腊

有代表性的经济思想被罗马帝国所继承。 古希腊、 罗马的社会经济建立在奴

隶制度上， 其经济思想关注过财富、 价值、 效用等问题， 但并未深入。 在古

希腊、 罗马经济最繁盛之时， 也有关于财富、 分工、 货币问题的讨论。 较之

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经济思想， 古希腊的经济思想注重分析个人经济行为，
初步使用了历史分析方法， 罗马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在于制度方面 （韩讷，
１９２６： ６６—６７、 ８０—８２）。

中国的经济传说可以追溯至公元前 ３０ 世纪， 这些经济传说主要集中于农

业领域。 西周时期的经济思想重视农业生产， 对商业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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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甘乃光的这种经济思想史的划分阶段与科学哲学在理念上有相近之处。 甘乃光对未科学

化、 科学化经济思想的区分应该是受到了韩讷 （Ｌｅｗｉｓ Ｈ. Ｈａｎｅｙ） 的影响。



有一定的认识。 春秋时期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 “义利” “轻重” “黜奢崇

俭” 之类的观念、 范式或原理已经出现。 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 诸侯国之间

兼并战争不断， 各国实施变法改革， 秉持不同主张的学派陆续形成并互相争

鸣、 抨击， 各学派又衍生出不同的流派， 他们的经济主张包含了丰富的经济

思想。 秦汉时期儒家开始吸收其他学派的观点巩固自身文化地位， 中国传统

经济思想逐渐保守。 汉元帝时期， 重本抑末、 贵义贱利、 黜奢崇俭等成为封

建正统经济思想 （赵靖， ２００２： ６７３—６８１）。 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到清代中

期， 各朝代基本上采用同样的传统思想文化维持国家社会经济秩序。 正因如

此， 尽管个别时期会出现少量非正统、 反传统的经济思想， 但中国经济思想

的主流是继承此前的封建正统经济思想。 当代少数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者认

识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具有的科学性， 甚至认为先秦时期的部分著述可以媲

美欧美早期的经济科学典籍 （兰德雷斯、 柯南德尔， ２０１４： ３０—３２）。 但近代

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者的主流观点是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视为社会改造的伦

理教条。①

欧洲在中世纪发生的社会经济变化几乎皆与宗教活动有关联， 相应的经

济观念也带有宗教伦理特征。 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社会文化停滞之后， 欧洲

经济思想在 １１ 世纪随着农业和商业发展更新起来。 古希腊的一些著作通过叙

利亚语、 阿拉伯语译为拉丁语并传入西欧， 各类异端思想兴起。 为了维护基

督教信仰， 经院学者利用辩证方法阐述其观点。 经院哲学旨在确定宗教标准，
借此评判经济行为。 直至 １６—１７ 世纪经院哲学依然存在， 尽管宗教学说与经

济活动相左， 但该时期的经院哲学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经济解释， 奠

定了后来经济学的分析基础。
１５ 世纪的欧洲社会， 贸易活动日渐发达， 经济思想也在零零碎碎地进

化。 １５ 世纪末， 工商业的兴起、 美洲金银矿的发现、 民族国家的形成等因素

孕育了重商思想。 由于西欧各国由都市经济发展到了国家经济， 贵金属货币

成为国家富强的标志性要件 （李炳焕， １９３４）。 因此， 重商主义者关心民族

国家的经济， 注重海外贸易和贵金属货币的累积， 为了获取他们所认定的财

富， 他们主张政府实行经济干预政策。 尽管重商主义学说很少有抽象的理论

分析， 但重商主义学说摆脱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束缚， 是近代经济科学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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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塞利格曼 （１９３４）。



驱 （胡寄窗， １９８８： ４７５—４８０）。 １８ 世纪中期重商主义政策对法国的农业生

产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重农主义由此兴起。 重农主义者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形

成实际的生产盈余， 他们大多相信存在独立于人类意志而支配着社会经济运

行的自然秩序法则， 人类可以客观地探寻到自然秩序法则。 因此， 重农主义

者主张对经济思想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整理、 分析， 从而使得经济思想系

统化。

１９ 世纪中期以前， 中国、 欧洲地区的经济思想几乎是相对独立发展起来

的， 二者都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停滞， 但 １６—１７ 世纪日益发达的工商业贸易推

动了欧洲地区经济思想的革新。 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 政治学、 哲学、 科学

的繁荣为经济思想在欧洲地区的科学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重商主义、 重农学

派不仅将经济问题分析范围扩大到整个社会经济系统， 而且其主张的分析方

法也有一定的科学性。 让·博丹 （Ｊｅａｎ Ｂｏｄｉｎ）、 威廉·配第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ｅｔｔｙ）、

约翰·洛克 （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ｅ）、 伯纳德·曼德维尔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Ｍａｎｄｅｖｉｌｌｅ）、 亚伯拉

罕·塔克 （Ａｂｒａｈａｍ Ｔｕｃｋｅｒ）、 大卫·休谟 （Ｄａｖｉｄ Ｈｕｍｅ） 等人的思想直接被

古典经济学吸收。 反观中国， 即使是在封建正统经济思想形成后， 经济思想

在中国思想文化中也不占主要位置， 它不仅没有与其他思想文化分离， 也未

能从前人的价值观念中独立 （王海波， １９３２）。 限于社会生产方式以及自身浓

厚的世俗伦理特征，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常见于采取规范方法分析现实世界局

部的经济现象， 直到 １９ 世纪中期以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科学化进程上未发

生重大突破。

（二） ２０ 世纪中期以前经济科学在欧美地区的发展

１８ 世纪中期， 英国开始发生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改变了以往的道德观

念。① 为了适应工业革命逐渐带来的生活方式变化， 一些思想家开始思考全社

会所应该遵守的新行为规则， 即 “道德哲学”。 在此背景下， 关注市民社会问

题的社会科学逐渐形成体系。 随着社会的商业化程度提高， 斯密的道德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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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具有道德观念色彩原本是中世纪及其之前经济思想的特征， 在出版 《国富论》 之前， 斯

密曾于 １７５９ 年出版了 《道德情操论》。 有观点认为， 《国富论》 的出版显然意味着斯密

个人思想体系发生了改变， 而这个改变成为了经济思想科学化发展的重要分界线 （李森

林， １９３５）。



将政治与经济生活结合起来。 也就是说， 斯密的道德哲学不仅考虑了社会结

构及运作机理、 政治与法律等方面的问题， 还关心如何获得生活资料， 以及

怎样才能生产、 分配、 流通等经济问题 （朱绍文， ２０１０）。 建构在工厂制度基

础上的分工问题是当时学者的研究关注点之一， 《国富论》 即是由分工学说出

发， 论及社会经济诸多领域问题的。
《国富论》 出版之前， 几乎没有哪一位经济问题探讨者将经院哲学、 重商

主义、 重农主义等的理论贡献综合为一个体系。 在 《国富论》 中， 斯密继承

了重商主义关于经济学研究范围的认识， 而他作为自由放任理念的拥趸显然

受到了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 事实上， 斯密并不认为市场是完美的， 他赞同

政府在一些经济领域的行政干预， 但在当时的历史与制度结构下， 市场秩序

比重商主义主张的政策干预能产生更好的经济结果。 《国富论》 综合了当时欧

洲流行的经济学说， 不仅初步界定了经济学的基本研究范围， 而且较为系统

地使用了历史归纳、 抽象演绎等研究方法。 《国富论》 奠定了古典经济学的理

论基础， 因此被视为第一部经济科学著作 （唐庆增， １９３３）。
１８ 世纪中叶后的百余年里， 经济学者对 《国富论》 的理论体系进行了不

同角度的解读， 参考其研究方法分析社会经济问题， 并对 《国富论》 的矛盾

之处进行修正。 １９ 世纪前期， 大卫·李嘉图 （Ｄａｖｉｄ Ｒｉｃａｒｄｏ） 将经济学的研

究范围从国民财富增长问题扩展到收入分配问题， 他在抽象推理方法的运用

方面较此前的分析方法有了明显突破， 这对经济学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

响。 李嘉图之后， 古典经济学重视价值论、 分配论， 较少论及生产论和消费

论， 注重抽象方法的使用和普遍理论的演绎。 随着抽象化程度的提高， 古典

经济学理论越来越难以解释经济生活中的特殊经济现象， 因而受到了越来越

多的质疑 （张素民， １９３４）。 １８４８ 年，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 Ｊｏｈｎ Ｓｔｕａｒｔ
Ｍｉｌｌ）① 出版了 《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 该书集古

典经济学之大成， 区分了生产法则与分配法则， 并对当时对古典经济学的抨

击均有相当的解答。 约翰·穆勒强调经济学的理论演绎， 但同样倡导注重理

论与现实之间的契合。 尽管如此， 约翰·穆勒之后， 古典经济学还是不可避

免地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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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以下简称约翰·穆勒时特指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以和后文中的詹姆斯·穆勒相

区别。



《国富论》 问世不久便流传到了欧洲大陆。 １９ 世纪初， 以斯密自由贸易理

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在德国北部的港口城市十分盛行。 由于德意志严重分

裂、 工商业欠发达，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要位置， 英国的廉价工业品输入

到德国之后， 使得德国民族工业遭遇重创。 当时古典经济学的抽象化发展，
不能很好地解释德国面临的社会经济现实问题。 德国学者摒弃抽象的经济学

理论， 重视历史观念及真实世界的经济问题， 他们通过统计数据分析社会经

济问题， 扩展了经济学研究范围与方法。 受历史学派影响， 经济学者更加注

重经济史问题的研究。 在 １９ 世纪后期， 由历史学派引发的研究思潮一度震荡

西欧 （萧伟信， １９３２）， 并吸引了一批美国学生赴德学习。 然而， 由于德国历

史学派对一般化的经济学理论持排斥态度， 以致束缚了自身的发展 （甘乃光，
１９２０）。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 奥地利学派反对德国历史学派否定抽象演绎的方法，
致使二者发生了关于经济学方法的论战， 这场论战延续至 ２０ 世纪初。 德奥方

法论之争后， 德国历史学派归于沉寂 （魏建， １９９９）。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 大机器设备的使用形成了工厂制度， 家庭手工制度

逐渐崩溃。 １９ 世纪前期， 英国连续发生经济危机， 造成了生产下降， 大量工

人失业。 随着资本的集中和机器大工业的发展， 劳动阶级的数量不断增多，
经济危机带来的生活状况恶化使得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之间的摩擦日益增大。
身处贫困的劳动阶级发出反抗的呼声， 社会主义学说风靡一时。 社会主义学

说可以追溯至 １６ 世纪且后来形成了很多流派， 流行于 １９ 世纪初期的空想社会

主义学说对约翰·穆勒的经济学说产生了影响。 社会主义学说诸流派中， 影

响最大的是卡尔·马克思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 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 １９ 世纪末期，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著作广为人知。 马克思从古典经济学尤其是李嘉图的

劳动价值论中汲取了理论要素， 并融入了哲学分析与阶级分析， 使得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说超越了纯粹的经济学范畴。
１９ 世纪后期，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标志着古典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转

变。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Ｊｅｖｏｎｓ）、 卡尔·门格尔 （Ｃａｒｌ
Ｍｅｎｇｅｒ）、 莱昂·瓦尔拉斯 （Ｌéｏｎ Ｗａｌｒａｓ） 是边际效用学派中齐名的三位代表

人物， 后来秉持边际效用分析方法的经济学者衍生出一些流派。 奥地利学派

是边际效用学派的流派之一， 奥地利学派赞成经济学主流学说的演绎方法，
以效用价值论反对古典经济学的成本价值论 （张素民， １９３４）。

１８ 世纪至 １９ 世纪前期， 美国依旧是一个农业国家。 第一次工业革命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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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传播到美国后， 仰赖于广袤的国土蕴含丰富的资源， 美国工业在 １９ 世纪下

半期迅速发展。 美国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问题， 涉及税负、 交通、 托拉

斯、 劳工、 侨民、 税制、 公共财政等方面。 １８８５ 年， 美国经济学会成立， 推

动了经济学者运用经济学理论对经济问题进行系统研究， 大量的经济学著作

先后问世， 经济学研究机构也陆续出现。 受古典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濡染

的经济学者并没有照搬欧洲的经济学说， 他们对以往的经济学说加以改造，
形成了美国本土化的理论成果。 一些留德归国的学者将晚期历史学派的方法

和理论与美国实际结合起来， 形成了制度学派。 如制度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韦斯利·米切尔 （Ｗｅｓｌｅｙ Ｃ.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以统计技术作为基础， 注重从经验分析

中归纳出原理 （Ｈｏｍｅｎ， １９３４）。 ２０ 世纪中期， 随着制度学派衰落， 美国经济

学多元时代终结 （张林、 徐颖莉， ２０１０）。
１８ 世纪之后， 欧美地区的很多社会科学研究者围绕社会经济规律进行了

探索， 他们的探索方式因时、 因地而异， 如 １９ 世纪前期， 德国偏重经济史、
英国关注纯粹经济学理论、 法国注重经济学说史等 （萧纯棉， １９２５）， 但他们

却共同实现了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知识性累积。 在经济学理论与方法日臻完

善的同时， 经济学学科教育陆续步入正轨。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 欧美国家的少数

高校开始设立政治经济学教授讲席。 此后， 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性得

到更广泛的认可， 相关课程讲义也被其他国家的教育机构采用。 １９ 世纪后期，
经济学研究逐渐职业化， 经济学专业杂志也陆续创办， 这都极大地便利了经

济科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基于上述梳理可以看出， 从 １８ 世纪中叶到 ２０ 世纪前期， 经济学的基本理

论与分析方法在欧美国家逐渐系统化、 专门化， 同期的中国经济思想未曾发

生此种演进态势。 《国富论》 被部分学者视为欧美经济学说科学化发展的重要

标志之一。 后来所谓的 “正统经济学” 大多是在 《国富论》 界定的基本理论

与分析方法范畴内拓展的， 所以演绎成为 “正统经济学” 采用的重要分析方

法。 《国富论》 完成于工场手工业时期， 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 古典经济学

由西欧传播到了世界上其他地区， 但此后的 “正统经济学” 长期着重关注的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的相关经济问题。 在此期间， 历史学派、 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不仅拓展了经济学适用的社会历史情境， 还分别

为经济学引入了历史分析、 阶级分析、 制度分析等方法， 丰富了经济分析方

法。 ２０ 世纪前期， 古典经济学、 德国历史学派学说、 边际效用学说、 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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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学说、 制度学派理论等都曾被中国学者介绍， 其中斯密经济学说、 马克思

的科学社会主义、 李斯特国家主义经济学说、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 Ｊｏｈｎ
Ｍａｙｎａｒｄ Ｋｅｙｎｅｓ） 宏观经济理论等较有影响， 这些学说培养了国人的经济科学

意识， 也影响了中国学者对本土传统经济思想的学理化解构。

二、 经济科学范式下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解构概略

（一） 传统经济思想学科化构建意识的兴起

中国古代长期 “以农立国”， 农业在经济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 经济思想

主要依附的经济基础是农业经济， 因此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数千年内没有发

生重大的变迁， 关于生产、 消费、 交换、 分配等问题的讨论持续停留在前科

学阶段， 未能像西方经济思想那样在 １８ 世纪中后期演进成为经济科学。 近代

以后， 外来的工业文明冲击了本土的农业文明，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依附的经

济基础从根本上动摇了 （李大钊， １９２０）。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 西方资本主义不断从中国攫取经济利益， 中国的自

然经济日益瓦解， 并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一些士人主张学习西方的

富国强兵之术， 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并对原有的经济政策、 价值观念进行

反思， 由此形成了 “向西方学习” 的思潮。 向西方学习、 重视商业发展、 鼓

励私营等经济思想被洋务派、 改良派、 革命派等继承， 并不断被赋予新的

涵义。
外来经济科学的输入满足了中国近代对新经济思想的理论需求。 随着向

西方学习的不断深入， 个别教育机构效仿欧美高校开设了经济学课程。 不同

时期的欧美经济学说传播到中国后， 曾被译为生计学、 平准学、 计学、 经济

学等各异的名称。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早期， 京师同文馆开设课程 “富国策”， 这

是中国最早开设 “经济学” 课程的机构。 该课程教习丁韪良选用了亨利·福

西特 （ Ｈｅｎｒｙ Ｆａｗｃｅｔｔ） 的英文教材。 福西特的著作 （ Ａ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cａｌ
Ｅcｏｎｏｍｙ， 直译为 《政治经济学指南》） 汉译本于 １８８０ 年以 “富国策” 为名出

版 （叶坦， １９９８）。 后来， 更多的经济学通俗著作被译为中文。 总体上看， 当

时流传的外来经济学说多是经济学常识， 较少探讨经济学理论层面的问题。
直到 １９ 世纪末严复等知识分子关注外来经济学说以后， 传统经济思想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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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逐渐被摒弃， 中国经济思想由于外来经济学说的融入初步具备了经济分

析特征 （郑学稼， １９３５； 赵晓雷， ２０１６： １６２）。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经济学成为

中国最盛行的科学， 其时兴程度超过了 “五四运动” 时期的文学和哲学 （张

素民， １９３９）。

从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看， 新的经济思想形成过程中， 旧的经济思想通常

会受到其时思想家更多的关注。 清末士人对传统经济思想的质疑、 抨击， 从

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新经济思想的需求。 这是清末士人检讨传统经

济思想的内因。① 然而， 局限于传统经济思想条框下的 “内省” 并不能使经

济思想产生推动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范式变革， 外来经济科学为传统经济思

想转型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经济科学的输入是推动 ２０ 世纪前期知识分子关

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外因。 经济学自社会科学中分立后， 经济思想才被视

为经济科学的学术研究对象。 换句话说， 人们需要从经济思想史中了解经济

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演进历程。②

借助经济科学解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前提是中国是否存在与国外类似

的经济思想。 对于这个问题， 直到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学界仍然不乏质疑之声 （程

国勋， １９４６）。 系列带有鲜明经济科学色彩的成果问世说明了中国存在经济思

想， 只是由于民族特性、 自然环境、 历史沿革不同， 有其自身独有的呈现方

式 （唐庆增， １９３３； 高元， １９１８）。 比如，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学说

体系所用的名词术语、 分析方法有别。 近代学者认为， 一定的经济现象是中

西方社会共有的， 二者在描述客观经济问题方面有类似之处。 故而， 通行于

经济学其他方向的理论、 方法， 都可以应用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 （李鼎声，

１９３２）。 近代有相当多的中外学者认为，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学说在

学理和分析方法上具有可通约性。 该时期产生的解释中、 欧经济思想二者不

同衍革观点， 显然是在具备了比较的参照体———经济科学意识———之后才能

形成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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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即使没有外来经济学说的输入， 中国同样有可能产生新的经济思想， 但这种经济思想可

能未必具有经济科学属性。
作为经济学的子学科， 经济思想史大抵由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 一是与经济思想相关的

哲学思想， 二是关于各种经济问题的见解、 主张和政策方案， 三是对各种经济现象和问

题的理论分析 （巫宝三， １９９１）。



（二）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前中国经济思想史著述概况

自 ２０ 世纪初期开始， 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陆续问世。 ２０ 世纪上半期， 出

版中文著作 ２０ 余部， 发表中文论文愈 ２００ 篇， 它们大多发表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

代至 ４０ 年代， 见图 １。① 在这些著述中， 研究先秦时期、 民国时期、 西汉至清

代的作品分别约占三分之一、 六分之一、 六分之一， 史略类、 中西比较类的

成果各自约占四分之一、 十二分之一。

图 １　 ２０ 世纪上半期中国经济思想史论著统计

资料来源： （１） 全国报刊索引， （２） 谈敏 （１９９５）。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论述体系， 中国近代的大多研究者主张采用 “四分

法”。② 由于所持观点不同， 他们对生产、 分配、 交换、 消费的排序也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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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国外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撰写了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的不少著述， 田崎仁义的 《中国古

代经济思想及制度》、 小岛祐马的 《中国思想： 社会经济思想》 也被译为中文 （叶坦，
２００３）。
１７６７ 年， 晚期重商主义者詹姆斯·斯图尔特 （Ｊａｍｅｓ Ｄ. Ｓｔｅｕａｒｔ） 出版了 《政治经济学原

理研究》， 这本书在英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斯密并不赞同这本书中的观点， 但 《国富

论》 延续了重商主义对国民财富累积问题的关注， 界定了以国民财富为核心的经济学研

究范围。 斯密之后， 让 － 巴蒂斯特·萨伊 （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Ｓａｙ）、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

萨斯 （Ｔｈｏｍａｓ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ａｌｔｈｕｓ） 等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明确。 １８２１
年， 詹姆斯·穆勒 （Ｊａｍｅｓ Ｍｉｌｌ） 在 《政治经济学要义》 中将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分为生

产、 分配、 交换、 消费四个领域。 詹姆斯·穆勒的经济学 “四分法” 对经济学发展有着

深刻影响。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至 ４０ 年代， 中国经济学界有 “二分法” “三分法” “四分法”
等主张， 甚至也有人主张 “生产一元论”。



而中国近代学者对该问题的关注， 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学研究已然

落后于欧美经济学的现实。 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早期成果参考了经济学 “四分

法”， 不过对于近代学者而言， 经济学 “四分法” 是他们整理中国传统经济思

想的四个分类主题。 从相关著述的研究内容来看， 近代学者对生产方面的土

地思想与劳动分工思想、 分配方面的财政思想、 交换方面的货币思想进行了

着重梳理， 见表 １。 具体来说， 包括历代的财政思想、 先秦诸子谈及的分工思

想、 西汉至清代的土地与货币等方面的经济思想， 这些经济思想是对应时期

经济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

表 １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涉及的经济科学领域①

生产 分配 交换 消费

土地
劳力

分工 其他
资本 财政 其他 货币 其他

春秋

战国

孔子 √ √ √ √

孟子 √ √ √ √ √ √ √ √

荀子 √ √ √ √ √

《管子》 √ √ √ √ √ √

商鞅 √ √ √ √ √

韩非 √ √

墨子 √ √ √ √ √

许行 √ √ √

道家 √ √

西汉
司马迁 √ √

贾谊 √ √

唐代

刘晏 √ √ √ √ √

杨炎 √ √

陆贽 √ √

北宋 王安石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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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民国时期孙中山的民生经济思想融合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欧美地区经济科学的理论要

素， 涉及了生产、 分配、 交换、 消费诸领域的社会经济问题 （熊金武， ２０２０）。 孙中山

的民生经济思想是中西方经济思想融汇的理论成果， 但与本文所关注的近代学者对中国

传统经济思想的经济科学化构建不同。



续表

生产 分配 交换 消费

土地
劳力

分工 其他
资本 财政 其他 货币 其他

明末

清初

黄宗羲 √ √ √ √

顾炎武 √ √ √ √ √ √ √ √

王夫之 √ √ √ √ √

清代

孙鼎臣 √ √ √ √ √ √

龚自珍 √ √ √ √

曾国藩 √ √ √ √

严复 √ √

　 　 资料来源： 根据近代文献中关注度较高的经济思想整理得到。

从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著述的选题来看， 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

的经济思想是其研究重点领域。 如甘乃光著作了 《先秦经济思想史》， 他指出

汉代以后的经济思想只是先秦经济思想的余绪 （甘乃光， １９２６： ２）。 而唐庆

增的 《中国经济思想史》 仅付梓了先秦部分。 春秋战国时期学派林立， “九
流” “十家” 的论说是近代学者整理该时期经济思想的主要线索。①

中、 西方经济思想史中类似的观点是近代著述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 如

货币数量论。② 麦英甫认为， 《管子》 中的货币数量论早于西方国家同类经济

学说千余年， 对贾谊、 陆贽、 王夫之、 顾炎武、 黄宗羲、 王鎏、 许楣等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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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大变革， 百家争鸣而兴诸子之学。 战国至西汉时期， 诸子思想逐

渐得到概括与总结。 《荀子·非十二子》 《庄子·天下》 分别列举了部分思想家的名字。
司马谈 《论六家要旨》 中列出了儒、 道、 名、 墨、 法、 阴阳六家， 刘歆的 《七略》 在

《论六家要旨》 的基础上增加了纵横、 杂、 农、 小说四家， 计为十家， 班固在 《汉书·
艺文志》 中认为： 诸子十家， 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至此， “九流” 之说别于 “十家”。
１５７６ 年， 法国重商主义者博丹在 《国家六论》 中论及了货币数量论。 后来， 孟德斯鸠

（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ｏｕｉｓ ｄ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ｔ， Ｂａｒｏｎ ｄｅ 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 休谟、 李嘉图、 约翰·穆勒等人都提

到了类似的货币数量论观点。 ２０ 世纪初， 欧文·费雪 （Ｉｒｖｉｎｇ Ｆｉｓｈｅｒ） 以 “交易方程式”
表述货币数量说，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 Ａｌｆｒｅｄ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和阿瑟·庇古 （ Ａｒｔｈｕｒ
Ｃ. Ｐｉｇｏｕ） 二人则用 “剑桥方程式” 进行了表述。 １９５６ 年， 米尔顿·弗里德曼 （Ｍｉｌｔｏｎ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结合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以一个多元函数方程式重新表述了货币数

量说。



点产生了影响 （麦英甫， １９３７）。 相较于货币数量论在欧美经济学说中的发

展，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货币数量论虽然产生时间更早， 但其后来的延续

多是反刍式的， 并没有在理论范畴领域实现扩展， 也未能在分析方法方面产

生重大变革。

表 ２　 近代学者整理的中西方经济思想中类似的部分观点

欧美经济学说 例证

斯密分工论
“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

墙成也。” １

阿道夫·瓦格纳（Ａｄｏｌｆ Ｗａｇｎｅｒ）
的财政再分配论

“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税赋以均

贫富。” ２

价值决定价格 “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３

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 “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４

贵金属非财富
“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 ５

“倚银而富国，是恃酒而充饥也。” ６

劣币驱逐良币论
“今之钱则下而不上，伪钱之所以日售，而制钱日壅，未必

不由此也。” ７

货币数量论 “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 ８

货币功能 “古人制币，以权百货之轻重。” ９

斯密放任主张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
下者与之争。” １０

适度放任兼干涉主张
“上收铜勿令布，则民不铸钱……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

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 １１

　 　 资料来源： 根据近代部分中国经济思想文献整理得到。
注： １. 吴毓江： 《墨子校注》 卷之 １１ 《耕柱》 第 ４６，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３ 年版， 第 ６５６ 页。

２. ［清］ 王先慎： 《韩非子集解》 卷第 １８ 《六反》 第 ４６，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８ 年版， 第

４２２ 页。
３. ［清］ 阮元： 《十三经注疏》 １３ 《孟子注疏》 卷第 ５ 下，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９ 年版，

第 ５８８６ 页。
４. ［清］ 阮元： 《十三经注疏》 １３ 《孟子注疏》 卷第 ６ 上，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９ 年版，

第 ５８９７ 页。
５. ［清］ 马骕： 《绎史》 卷 ４４ 《春秋》 第 １４ 《齐桓公霸业》，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２ 年版，

第 １１２６ 页。

８０１

经济思想史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６. ［清］ 顾炎武： 《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 卷之 １ 《钱粮论上》，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
年版， 第 １９ 页。

７. ［清］ 顾炎武： 《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 卷之 ６ 《钱法论》，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 年

版， 第 １２７ 页。
８. ［明］ 刘绩： 《管子补注》 卷之 ２２ 《国蓄》 第 ７３， 凤凰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 第

４３８ 页。
９. ［清］ 顾炎武： 《日知录集释》 卷 １２ 《财用》， 中华书局 ２０２０ 年版， 第 ５３５ 页。
１０. ［清］ 马骕： 《绎史》 卷 １５７ 《外录》 第 ７ 《食货志》，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２ 年版， 第

４０７１—４０７２ 页。
１１. ［汉］ 贾谊： 《谏放民私铸疏》， 载 ［清］ 曾国藩： 《经史百家杂抄》 卷 １１ 《奏

议》 之属一，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３ 年版， 第 ４０１ 页。

欧美学界关注的相关问题也得到了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的呼应。
边际效用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曾围绕 “斯密问题” 的产生有过争论。 从 “斯
密问题” 中引申出的话题是， 斯密的经济思想是否受到了重农学派学说的影

响。 而重农学派的学说被一些学者认为受到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影响。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至 ４０ 年代， 先后有李永霖 （１９２２）、 李光忠 （１９２８）、 袁问不

（１９３０）、 李 肇 义 （ １９３７ ）、 马 寅 初 （ １９３７ ）、 朱 谦 之 （ １９４０ ）、 熊 子 骏

（１９４２） 等论证或提及了法国重农学派的重农思想源自中国的观点。① 较之

于国外学者关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对欧洲文化影响的论证， 中国近代学者对

该问题的关注从心态上来说可能更为复杂。 当然， 考察法国重农学派的中国

渊源也是近代知识分子诠释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经济科学学理关联的另一种

表现。
近代学者对传统经济思想的解读也并非全然正确。 相关误读主要分为两

种， 一是知识性的， 二是常识性的。 前者如个别学者把 《孟子·万章下》 中

“耕者之所获， 一夫百亩， 百亩之粪， 上农夫食九人， 上次食八人， 中食七

人， 中次食六人， 下食五人。 庶人在官者， 其禄以是为差” 误解为古典经济

学者提出的土地报酬递减规律 （于继平， １９３１）。 《孟子·万章下》 中的记载

实际上是通过示例说明不同务农者之间在生产水平方面存在差异。 近代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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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永霖 （１９２２） 提及的 《富之生产及分配的考察》 即谈敏 （１９９２： ９０—９８） 著作中的

《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 李肇义 （１９３７） 这篇论文系李肇义于 １９３６ 年在法国

第戎大学留学时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的节选。 马寅初 （１９３７） 此说系援引自唐庆增

（１９３６）。



对传统经济思想的经济科学化解读存在一些常识性误读， 如将老子的 “无为

论” 等同于斯密的放任主张 （丁同力， １９３０）。 事实上， 老子的 “无为论” 与

斯密放任主张的产生历史背景及思想旨趣并不相同。 春秋末期， 各诸侯国之

间相互兼并、 斗争， 造成了社会的混乱；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 恢复社会秩序，
老子提出了 “无为论”。 斯密生活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前期， 重商主义政策及封

建经济组织束缚了经济的发展， 制约了社会总福利水平的提高， 因此， 斯密

主张竞争性的市场运行方式。
欧洲中世纪的经济思想受到宗教伦理严重影响， 随着重商主义的兴起，

欧洲经济思想的经济伦理色彩趋于浓厚。 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多

带有社会伦理色彩， 在先秦时期的经济思想中以儒家最为突出 （徐学武，
１９３５）。 儒家经济思想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影响最深， 它强调通过遵循既定

的道德准则维持社会经济秩序。 所以，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可以说规范分析特

征鲜明。 正因如此，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一度被个别国外学者诟病为缺乏分析

性。 从近代学者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经济科学化构建不难看出， 中国传统

经济思想并不缺乏分析性， 而只是在演进过程中未能形成与欧美经济科学类

似的 “科学化” 的分析手段。 事实上， 在中国古代部分经济思想文献中， 关

于租税、 富国、 分工、 交换等问题的讨论呈现出令人瞩目的经济分析特征

（巫宝三， １９９２）。 唐庆增等人试图通过科学改造传统经济思想， 实现孕育本

土经济学和指导经济建设的目的， 但事实上他们仅仅梳理出了一些具有经济

科学成分的传统经济思想， 并未能从中归纳出一般化的经济理论 （唐庆增，
１９３０； 汪育春， １９２４）。

（三） 《孔门理财学》 ———传统经济思想的学科化构建先声之作

《孔门理财学》 的作者陈焕章早年师从康有为， 受到康氏今文经学思想的

影响。 １９１１ 年， 陈焕章以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ａｎｄ Ｈｉｓ Ｓｃｈｏｏｌ” 一

文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次年， 陈焕章 （１９１２） 将其博士学位论

文名称汉译为 “孔门理财学”。 胡寄窗认为， 《孔门理财学》 准确汉译名应为

“孔子及学派的经济原理” （胡寄窗， １９８４： ４７６）。 笔者认为， 如果按照 ２０ 世

纪 ２０ 年代至 ４０ 年代通行的译法， 该著作的汉译名或许是 “孔子及其门徒的经

济原论”， 现代的译法可以为 “孔子及其拥趸的经济学原理”。 《孔门理财学》
中的 “理财” 一词来自 《周易·系辞》， 其英文的对应词是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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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于具有政治学意味的 “经济”， 陈焕章认为 “理财” 更为准确 （陈焕章，
１９１２； 陈焕章， ２０１５： ４２—４３）。

《孔门理财学》 分为 ５ 部、 １０ 篇 （含结论）， 其内容架构与当时通行的经

济学著作无甚区别。 陈焕章在该书第一部 “通论” 中分析了儒家学说对诸子

学说及后世的影响， 指出孔子首先不是一位理财家而是一位全面的哲学家，
并指出理财学是社会学、 宗教学、 政治学、 伦理学的基础。 该书第一部第三

篇 “理财通义” 是全书理论概述， 陈焕章借用社会进化论从宏观 （天下）、 微

观 （家庭） 角度梳理理财学在中国古代的发展， 展示了儒家学说中政府干预

和自由放任两种政策， 并吸收约翰·贝茨·克拉克 （Ｊｏｈｎ Ｂａｔｅｓ Ｃｌａｒｋ） 的经济

学 “二分法” 观点将儒家学说划分为生产与消费两部分论述。

表 ３　 《孔门理财学》 的内容架构

部类 篇章

部甲　 通论

第一篇　 孔子及孔门（孔子历史、孔子精义、孔子及其徒之著作、孔教源流）

第二篇　 泛论理财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泛论理财学与各科学、理财学与社会

学、理财学与政治学、理财学与伦理学）

第三篇　 理财通义（理财为进化之母、理财之机体、理财政策及理财学之分部）

部乙　 消费 第四篇　 消费（消费通义、贫富皆有乐地、乐生之道、支出之普通标准、特别支出）

部丙　 生产

第五篇　 生产要素（生产之三要素、人口、天然物及资本）

第六篇　 生产事业（泛论生产事业、论农、论工、论商）

第七篇　 分配（分配通义并论租论息及利、论庸）

第八篇　 社会政策（井田、专利、食禄者不得争利、调剂供求、谷政、借贷及赈恤）

部丁　 财政 第九篇　 财政（国用、赋税通义、直接税、间接税）

部戊　 结论 结论

　 　 资料来源： 陈焕章 （２０１５）。

《孔门理财学》 对生产思想的论述所占篇幅最多， 并将分配纳入生产领

域。 陈焕章将生产要素分为劳动力、 土地等天然生产资料、 资本三类， 并以

四民为基础将生产部门划分为农业、 手工业、 商业。 农业生产领域中 《韩诗

外传》 与叶适等提及了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理念， 手工业生产领域中 《考工

记》 《书经》 《论语》 论及了生产技术的重要性， 商品交易领域中介绍了孟子

关于价值和价格的认识、 单旗提出的货币数量论、 叶适发现的格雷欣法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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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陈焕章设专部探讨了财政问题。

在结论中， 陈焕章指出中国理财活动停滞不前的原因有： 一是孔子教导

人们的理财动机要受制于道德动机， 二是中国思想文化更关注精神层面而轻

视物质追求， 三是科举取士扭曲了教育制度， 四是社会阶层结构不合理， 五

是交通运输体制的落后及封建政府的不当经济干预， 六是经济体制方面的约

束 （陈焕章， ２０１５： ５７０—５７４）。

结合该书的序言、 全书的内容和陈焕章归国后的表现来看， 《孔门理财

学》 的著作目的不是宣传经济学， 而是呈现孔子及其拥趸的经济思想。 正如

陈焕章在结论中论及的那样， 《孔门理财学》 并非盲目吹捧中国传统文化， 而

是主张在保持自己本国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接纳外来思想。

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采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构

传统经济思想不同， 《孔门理财学》 的主体论述架构是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与方

法， 也少量使用到了社会主义学说、 新古典经济学、 阶级分析、 制度分析等

理论与方法。 陈焕章还对孔子的分析方法进行了简要的归纳。 陈氏认为， 孔

子用了推理与归纳的方法， 但孔子更倾向于归纳方法 （陈焕章， ２０１５： ２６）。

《孔门理财学》 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如陈焕章认为亨利·乔治 （Ｈｅｎｒｙ

Ｇｅｏｒｇｅ） 主张没收地主的土地、 在孔子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政体已经是帝国民

主制等等 （陈焕章， ２０１５： ４１６、 ７７）。 《孔门理财学》 中也多次使用 “社会主

义” 来概括相关的思想与政策， 只是陈焕章对社会主义学说的认识未达到科

学社会主义的深度。

尽管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乏与欧美经济科学类似的观点， 但这些思想

通常是零散的， 并未成系统化的体系。 《孔门理财学》 的问世表明， 借助经

济科学理论分析要素， 对传统经济思想中笼统的主张予以精深的研究是可

行的 （唐庆增， １９３０）。 虽然 《孔门理财学》 的英文版本可能受到了当时

中国学者的关注， 但近代时期关于 《孔门理财学》 的中文著述并不多。①

实际上， 后来关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学科化解构成果呈现的一些问题，

《孔门理财学》 已经涉及了， 可以说 《孔门理财学》 为此后同类问题的研究

开启了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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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当前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启示

近年来， 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问题， 经济学界

进行了大量论证与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经济学， 也就是形成经济学的中国学派 （洪银兴，
２０１９）。 习近平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相关讲话， 从理论和方法上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主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是构建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的三种资源 （习近平， ２０１６）。 与之相呼应的是， 部分从事现代经

济理论问题的研究者强调，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加强经济

思想史的学习， 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与西方经济学说史、 中国经济

思想史与国外经济思想史的比较 （洪永淼， ２０２０）。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也是最具有本土特色的经济理论基础要素。 从内

容构成方面说，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理所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中国经济思想的指导思想，

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推出了解构中国传统

经济思想的系列成果。 中国经济思想是不断发展的经济思想， 其演进方向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反思传统经济思想在近代的科学化探索， 对

当前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首先， 坚持以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锻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本土特色。 科学性不单是经济思想与经济学理论的分界线， 也是判断中国特

色经济理论是否具有创新价值的标准之一。 近代学者对传统经济思想的解读

与重构， 不仅采用了外来的经济学理论与方法， 还结合资料的特点采用了传

统文化观念与学术研究方法。 这些理论与方法较好地契合了传统经济思想的

特点， 涌现出了系列传统经济思想科学化的成果， 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

创立奠定了基础。 然而，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有其形成的独特环境， 这造成了

部分著述对传统经济思想的解读存在观点跳跃或逻辑矛盾 （钟祥财， ２０１０）。
为了避免此类状况的发生，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在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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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指导下， 结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

于其原本形成和发展路径中去凝练和解构， 使其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的组成部分。

其次， 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般化理论的实用性。 重商主

义、 重农主义、 斯密学说、 历史学派等经济思想皆是根植于社会经济发展现

实需求而产生的经济学说。 在西欧各国主要国家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 无产

阶级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已经登上历史舞台的历史背景下， 马克思综合

当时人类优秀成果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 中国近代

学者整理传统经济思想， 除了推动本土化经济科学的产生， 更重要的是为了

解决当时面临的社会问题 （唐庆增， １９３５）。 偏重于论述实际问题而忽视一般

化理论的总结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近代时期式微的原因。 因此，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形成实用性的一般化理论以保持其理论活力。

最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在推进经济学理论完善方面发

挥作用。 自 １８ 世纪末欧美地区经济学科学化发展以来， 各个学派秉持的范

式与方法对提高经济学解释力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经济学在近代传播

到中国后， 国人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与关注受到了外来经济学说的极大影响，

中国经济思想史从此演变为世界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 可以称得上是一种

思想的汇流 （李权时， １９２４； 熊子骏， １９４２）。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着力

将传统经济思想科学化的目的之一是为经济学的发展贡献中国元素 （胡寄

窗， １９８４： ４８４）。 解构和重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重点是在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的原则指导下， 通过具体的理论诠释形成受到更广范围认可的经

济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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