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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则”语出《诗经》“天生烝民，

有物有则”，取意为“合乎天道自然

之制度规则”，其中的“制度”既包

括企业、市场等经济制度，也包

括政治、文化制度。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由经济学家

茅于轼、张曙光、盛洪、樊纲、

唐寿宁与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

共同发起，于 1993年 7月创立。

茅于轼为荣誉理事长，现任理事

天则观点 

盛洪：哈耶克传统和儒家“野人”——天则经济研究所盛洪教授采访录音实录 

 

多维：百度百科介绍你的时候，给你加了自由主义者和新儒家两个标签。 

盛洪：我自己从来不想给自己加标签，加标签容易产生误解。因为我的主张和那个标签代表

的主张，可能有很多细微的不同。标签可以让大众很简单地了解一个人，但如果再进一步，

拿这些标签去讨论问题、去判断一个人的话，问题恐怕比较大。 

多维：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次采访把你对自由主义、对时下中国的看法能够完整地呈现

给大家。 

盛洪：对，不要用标签来判断，不要用标签来打架。 

多维：在讨论自由主义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尝试厘清一下自由主义的内涵和外延。一般意义

上，中国语境里的自由主义是指认同普世价值、追求自由民主的一种思想，是五四以来中国

学人追求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精神余绪，包括新儒家、新左派、新自由主义等等思想流派。请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DreamMail/20142804132846343/26514140/1631184122/20170905163119333.htm%23天则观点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DreamMail/20142804132846343/26514140/1631184122/20170905163119333.htm%23天则活动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DreamMail/20142804132846343/26514140/1631184122/20170905163119333.htm%23天则消息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DreamMail/20142804132846343/26514140/1631184122/20170905163119333.htm%23天则二十周年专辑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DreamMail/20142804132846343/26514140/1631184122/20170905163119333.htm%23即将举办的活动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DreamMail/20142804132846343/26514140/1631184122/20170905163119333.htm%23天则图书
http://www.unirule.org.cn/
http://www.china-review.com/index.asp
http://www.ccppp.org/Index.html


长为吴思，所长为盛洪，副所长

为高岩。 

天则经济研究所作为中国最有影

响力的民间智库，其宗旨是支持

和推进经济学理论和前沿性社会

经济问题的高质量研究，为中国

的改革实践提供制度创新的解决

方案。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大

街 9号正仁大厦 6层  

电话: 8610-52988126 

传真: 8610-52988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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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之

省思》 

姚中秋/著  

 

 

中国问题的经济学 

张曙光著 

 

问你个人怎么理解自由主义这个概念的？ 

盛洪：我认同的自由主义，如果按照西方的学术概念来讲，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传统。哈耶克传统强调的是一种消极的自由主义，是一种把强制降到最低程度的自

由。它和很多自由主义的主张不一样。我一般讲哈耶克传统的时候，会同时讲经济自由主义。

从经济学上来讲，个人的自由包括对产权的拥有、交易的自由、契约的自由、不受政府干预

正常市场行为的自由等等。 

哈耶克传统还包含了更进一步的涵义，它是从制度的形态或制度的形成过程来看的自由，这

种自由的表现或者过程就是所谓的自发秩序。自发秩序就是说人和人之间他们是自由的、平

等的，他们有自己的权利，他们之间经过长期互动之后会形成某些契约、形成某些习俗、形

成某些规则，这叫现实中的自发秩序。这种自发秩序往往不是由一个学者或者知识分子用理

性的语言描述概括的自由主义，而是经验的，有时候看起来很零碎，它并不唯一依赖于人的

理性，而更依赖于人的经验。 

哈耶克把自由主义分成两类，一类就是所谓的英国式自由主义。英国式自由主义是自发的秩

序，是经验的，看起来很琐碎、很繁杂、没有条理。还有一种自由主义叫做法国式自由主义

或者叫做欧洲大陆式的自由主义。哈耶克称之为唯理主义的建构论。唯理主义的自由主义，

它的概念是从知识精英脑子里演绎生成的，由自由的原则推演出一套自由的规则，比如说要

有一个投票选举的议会、有一部宪法、有一部民法典。 

欧陆式自由主义的特点就是忽视自发秩序，或者说是哈耶克意义上自由制度的生成过程。它

认为由自由理念建构的政治结构是一套理想的政治结构，我们要为之去努力，甚至为之去流

血牺牲，推翻暴政之后建立这么一套体系，人类的乌托邦或者人类的理想世界就实现了。 

其实，任何现代宪政政治结构所具备的要素，实际上是从历史中、从传统中、从人的互动中

逐渐生成的。这种生成过程在英国历史中是能看到的，到现在也能看到，虽然英国现在有一

点偏离过去的传统。人们公认英国是第一个宪政国家，唯理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肯定英国这种

宪政原则是好的，但他们为了实现这种宪政结构却忽略了本国传统中所包含宪政原则的文化

基因，不重视在本民族传统中发现这些东西，以这些东西为基础不断提炼，最终生成宪政结

构，而希望是一种通过人为的操作，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来实现。 

这种自由主义是哈耶克批判的。哈耶克认为这样的一种做法是对自发秩序的一种破坏、一种

否定，实际上是达不到自由主义所欲达到的目的。我们为了实现某种自由，我们要强制实施

和使用暴力，就跟法国大革命一样的。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有批判法国大革命的强烈意识，

他们一般张嘴就是“英法自由主义”，这在哈耶克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不可能有英法自由主义，

只有英式自由主义和法式自由主义，这两者是不同的。而很多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这点上有

误区。 

多维：你刚才讲到自由的自发秩序。美国汉学家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曾尝

试从中国宋代的理学中发掘自由传统。在他看来，专制并不等于中国，中国有自由传统。你

认为从中国传统里能不能生发出一种自由秩序？ 

盛洪：我去年有一篇文章叫做《天道之法》，你们可以参考一下。自发秩序在现实中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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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志于道(从经济价值到道德

价值) 

盛洪著  

 

 

规则与繁荣 

冯兴元 /著  

 

 

国史纲目 

姚中秋著  

 

 

漫说哈耶克 

姚中秋 /著  

形态，叫做习俗，叫做传统。实际上，英国的法律秩序或者说整个社会秩序就来源于习俗。

英国人的普通法实际上就是从习俗收集吸纳和提炼出来的。为什么哈耶克肯定英国的普通法

体系，而且他喜欢英国普通法的思维？就是因为这种普通法体系特别接近哈耶克所说的自发

秩序。 

习俗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老百姓长期互动形成的东西。这个互动不是一天两天，可能是十年

二十年，可能是一百年两百年，甚至是一千年两千年。有一些很古老的习俗。这些习俗是经

过时间大浪淘沙最后生成的一种规则。这种规则按照自发秩序的逻辑来讲，那就是最好的规

则。因为平等的人之间互动，假如有一些规则是其中一些人不喜欢的话他们可以不遵循，这

些规则就无法形成习俗。 

中国传统思想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礼，礼是儒家一直强调的。礼其实就是中国老百姓之间

长期互动形成的习俗。只不过中国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领错了路，对礼进行了全面的

围剿，对礼进行了全面的否定。尤其像鲁迅一些比较过激的文章，其实是文学的、夸张的描

述，但这种描述因鲁迅在中国文学界独大过一段时间而影响了一代人。所以一谈到礼，很多

人认为是很糟的东西。但事实上礼就是习俗。 

而中国的先人非常重视这一点，他们的思维和英国的普通法思维很类似。而礼比普通法体系

要早得多。普通法体系是在 12世纪（亨利二世时期）才发展起来的，是很晚近的事情，而

中国的礼在公元前五世纪孔子那个时期就已经相当成熟了。我们中国经典中有三礼，《礼记》、

《仪礼》和《周礼》。尤其是《礼记》，《礼记》是个非常好的经典，是对习俗的收集，只

不过在中国用礼这个词。当然，有些礼是比较精致的，有规范的动作、规范的语言、甚至有

表演的意味，但是总体来说它是习俗的概念。 

《礼记》一开始的记载，都是琐事。比如在大街上迎面看见一个人，不能横跨街去说话；两

个人坐在这儿，不能从他们中间穿过去等等。非常非常的琐碎，但这都是行为规范的经验总

结。这些可能是很小的事情，如果不遵循，但别人会认为对他们很不尊敬，会产生人和人之

间的冲突，甚至导致不必要的互相伤害。当然，“三礼”也包括那种比较大型的礼仪，比如《仪

礼》这个文献记录很多礼仪，士昏礼、士冠礼、乡饮礼等等，比较成套的仪式的东西。《周

礼》实际上是政府制度，这也可以看出政府制度是民间的礼不断发展衍生的。 

在中国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后来形成了以礼为核心的民间秩序，这对应于欧陆的民法体系。

这个“中国的民法体系”基本就是把礼给搬过来，把礼吸纳过来，这跟普通法的形成是一样的。

普通法的形成实际上也是，普通法的法官找一些老百姓，组成后来我们说的十二人陪审团，

问他们意见。并不仅是像我们看到的讨论有罪还是无罪，而是问这些人这块地到底是谁的，

过去出现这种纠纷本地是怎么解决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把当地习俗纳入到普通法体系。 

中国的”三礼”，其实是个习俗大全式的文献。儒家把习俗收集起来，然后对习俗大全进行思

考提炼，总结出一些基本的道德价值和行为规范，他们再把这些东西纳入法律中。儒家有一

个词叫做“春秋决狱”。就是用《春秋》经的道理判决司法诉讼。汉代的儒家宗师董仲舒告老

还乡之后，朝庭遇到疑难案件不知道怎么判，就把案子拿给董仲舒，董仲舒就根据《春秋》

的原则来判案。董仲舒判的案子现在保留下来六个案例。 

这些案例有各种各样的具体情况，但是都是按照《春秋》经的精神和原则去判案。比如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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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红线是市场 

盛 洪 /著  

 

 

2011年中国 

企业资本自由研究报告 

冯兴元、毛寿龙/ 著  

 

 

科斯与中国 

张曙光、盛洪/ 主编  

 

一个人小时候被父亲送给别人，后来这个人长大了，生父有一天碰到他，说我是你父亲。这

个人不知道，就很生气，把生父给打了。按照当时的法律条文，打父亲是大罪，这案子怎么

判呢？董仲舒认为，生了没有养，父子之义已断，虽然生理上是他父亲，但在道德意义上不

是他的父亲，所以打这个人不是打父亲。 

历代很多儒家都是用这样的精神来判案的。中国的法律很大程度上是被儒家经典里的礼所渗

透、所主导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民法。很多人说中国没有民法，中国人

应该感到羞愧，最近有了一个《民法总则》觉得特高兴。其实那是大错。民法只是一种表面

的形式，唯理主义的建构论者才会说必须要有一部法典。普通法体系就没有法典，英国没有

法典，但英国人从来不感到羞愧。 

中国当然没有民法，因为有礼，礼就是社会秩序的基本规则，中国不需要有一部成文的民法

典。比如传统中国的县官判案依据什么呢，就是依据礼，这方面梁治平有大量研究。一个社

会只要有它的基本规则运行就好，不要管它叫什么。唯理主义建构论者才会说，他们有法典

我们没法典。他们只是从表面现象去看，没有看到中国这么丰富的礼的资源，而这个资源在

几千年的历史中沉淀下来的。中国社会其实很大程度是侧重于自发秩序的。 

多维：但是大家一般认为中国是一个大陆法体系国家，我们的法律体系更像你刚才说的唯理

主义建构论的法律体系，而不是更像英美那种普通法体系。既然中国历史传统上是看重礼、

看重自发秩序的国家，为什么我们法律体系最后搞成了一个大陆法体系呢？ 

盛洪：因为按照现代化的标准，中国好像是一个后进国家，而且中国知识分子受欧陆知识分

子的影响较深，尽管欧陆知识分子也承认英国的宪政框架是好的，但是他们不想走英国在传

统中不断渐进的道路，而想通过革命获得议会、宪法、法典等等标志现代化的东西。中国的

知识分子和欧陆知识分子犯的是同一个毛病，很容易走向唯理主义的建构论。他们追求现代

化的心情过于急迫，操之过急，而完全无视本民族、本文明传统中蕴含的宪政文化基因，只

想直接照搬他们认为的最先进的东西。 

中国知识分子倾向于欧陆哲学的思维方法，是因为欧陆哲学有它诱惑人的地方。欧陆哲学理

性主义的表达相对来讲清晰、优美、条理清楚，有说服力。经验主义的表述方法则是比较杂

乱的，表现为很多案例。如果你想学外国的制度，往往会选择容易学的东西。欧陆哲学的表

达形式和欧陆的所谓大陆法系这样一套法典化的制度简洁优美，很容易被学习，很容易被移

植。比如《拿破仑法典》，多少条多少字，最多做点修改，就干成这件事了。普通法体系怎

么学呢？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学者为何选择学欧陆的法典就是这个道理，中国和日本有很多类

似的地方，而且近代以来日本又是中国的一个榜样。 

所以，中国法律体系搞成大陆法系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追求现代化的操之过急，一个是唯理

主义建构论的表达是征服人心的。但是它是错的。哈耶克在《法、立法与自由》一开始就讲

到这个问题，知识分子喜欢看来很漂亮的表述，其实漂亮的表述并不见得正确。马克思的东

西为什么征服人心？马克思的文字是很漂亮的，但是漂亮的东西并不见得是对的东西。中国

知识分子主流到现在为止谈到西方，暗示的是欧洲大陆而不是英美，谈到法律暗示的是大陆

法系，而不是英美的普通法系，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毛病。 

多维：也就是说，以刘晓波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陷入到了唯理主义建构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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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盛洪：我很钦佩刘晓波，也对他死于狱中表示愤慨。无论他说的是对还是错，不应该把他定

罪。他的《零八宪章》很类似欧陆自由主义的描述，所强调的原则大多是对的，不过没有把

宪政理解为一个从传统中不断发展和形成的过程。宪政不是突然蹦出来的一组原则，而是在

一定的文化传统基础上，通过一个过程形成的。 

多维：他可能误把中共宣传系统批判的自由主义和宪政，当作了真正的自由主义和宪政。 

盛洪：他的自由主义其实是欧陆自由主义或者法式自由主义。比如他说的那个“作三百年殖

民地”，就是无视中国的传统。中国是一个蛮荒之地吗？是一个从没有文明积累的地方吗？

或者中国的传统都是坏的吗？不是的。这条路是很成问题的。英国的宪政之路告诉人们，传

统是约束权力的利器之一。用反传统的方式建立宪政，是自废武功。 

多维：中国没有唯理主义传统吗？是不是因为中国本来就有唯理主义传统，所以近代知识分

子才会选择大陆式的唯理主义的建构论？比如说儒家的宋学吸收了很多佛家和道家的思想，

越来越理论化和体系化，是不是和西方唯理主义有接近的地方？ 

盛洪：还是不一样的。儒家的起源是经验的，最初是对礼的搜集。除了刚才讲的三礼，还有

《诗经》等很多东西是从民间来的。儒家的主流是比较重视自发秩序的，不是那么强调完全

脱离经验的理性。当然儒家也是有理性主义传统的。我们在讲自发秩序的时候，从来不否定

理性，哈耶克也不否定理性，他只反对唯理主义。唯理主义和理性主义要区别。唯理主义过

度夸张了理性的作用，在哈耶克看来，这是不能理性对待理性的结果。唯理主义不是真正的

理性主义，真正的理性主义是要警惕理性，知道理性是有边界的。 

儒家其实也很强调理性，也很重视对礼的思考和提炼。孔子“少而好礼”，从小就学习礼，然

后就去思考去解释礼，提炼出礼的基本精神。不要只看礼的外在形式，更要通过礼的外在形

式，看到礼的内在价值。所以孔子讲“三无”，即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无声之乐，

指没有声音的真正音乐。无体之礼，指没有动作的礼仪。无服之丧，指没穿丧服但悲悲戚戚。

孔子的意思是，礼最重要的是内在精神，而不是外在形式，而内在精神是经过理性思维提炼

的东西。 

到了宋儒这个阶段，应该是到达一个高峰。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等，确实吸收了很多

道家和佛家的东西，比如说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等等，宋儒试图更抽象

地理解世界。但是这不能理解为唯理主义，唯理主义是只强调理性而否定经验的，它认为经

验的价值是等而下之，而理性的价值是最高的。强调自发秩序，并不否定理性，但理性应依

据经验的、依据习俗，从经验对象和材料中提炼出一些基本价值。特别接近唯理主义的东西，

儒家很少。 

多维：中国思想传统中是没有类似康德、黑格尔那样的唯理主义哲学体系的？ 

盛洪：应该是没有，但这个正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自卑的地方，也是促使他们接受欧陆唯理

主义的原因。应该说康德和黑格尔还是有区别，康德其实是反对唯理主义的，而黑格尔才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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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理性放在了上帝的高度。 

多维：黑格尔曾说，中国是没有历史的，只是王朝的不断重复。这个结论好像被中国很多知

识分子接受了。 

盛洪：黑格尔、马克思对历史的分类是特别粗略的，五阶段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人

类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太粗略了。

中国王朝的更替过程中，制度一直变化演进。比如说中国非常有效的台谏制度，从汉代到宋

代就有一条清晰的演进脉络，在汉代还是比较粗略的，到了宋就非常成熟了。这其实就是哈

耶克讲的自发秩序。 

按照某些人的说法，从汉代到宋代都是毫无变化的封建王朝（这个词本来就是用错了），那

怎么去区分 13世纪之后英国君主制和 13世纪之前的君主制？13世纪的君主制发展出普通

法体系，普通法体系实际上为后来英国的宪政制度奠定了基础。13世纪之后英国君主制和

13世纪之前的君主制都是君主制，有什么变化没有？当然有变化了。 

唯理主义建构论的历史观，把历史分成几大块就完了，忽略了历史实际上是个延续的过程。

把历史分成几大块是不对的，要观察历史的细节。它可能今天前进一步，明天前进半步，后

天又退了一步，真实的历史是这样的。突然革命成功，突然实现理想社会，完全是一个幻想。 

多维：中国现在的历史教科书还是唯理主义建构论的历史观。 

盛洪：现在其实要反对大历史叙事。什么什么重要事件决定历史的方向，都是胡扯。很多人

有创造历史的幻想，搞个大事件，历史立刻就转向了，但真实的历史不是这样的。按照传统

的历史叙事，美国国父们创造了美国宪法。但据汉娜?阿伦特的《论革命》，那个宪法包含

的重要原则在革命之前就有了，殖民地时期各州都有，美国国父们只是把它稍微调整变一变

而已。但是历史学家会非常夸张地去描述，没有华盛顿、没有杰斐逊就怎么怎么样了。 

多维：儒家虽然从民间习俗中汲取了一些价值观念，但是儒家的理论是有成体系表达的，他

们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一种精英文化，与真正的民间文化还是有很大的区别。而中国的自由主

义也只是知识分子群体热衷的表述，并没有民间的土壤。 

盛洪：传统儒家并不像现在的知识分子一样。传统儒家是从民间出来的，孔子少而好礼，不

断观察大人怎么去行礼、怎么进行仪式。孔子小时候和小朋友一起玩假装在做婚礼、丧礼。

长大之后，他“入太庙，每事问”，到一个庙就问礼是怎么进行的、礼器是怎么用的。 

有一个关于儒家起源的假说，我看章太炎和胡适都说过。儒家最开始就是专司礼仪的群体，

有点类似现在的婚礼公司、丧葬公司。你有婚事了，我给你一套仪式流程，《士昏礼》上写

得很清楚。正式的典礼和仪式该怎么进行，一般的老百姓不是全能记住，就交给一些专业人

士来操办。这些不断在民间给老百姓操办礼的专业人士，就是最初的儒家。儒家为什么重视

礼？这和他们的职业有关。“三礼”中有《仪礼》，就专门记载婚丧嫁娶该怎么办。 

儒家毫无疑问是精英，儒家有自己的骄傲和优越感。但是儒家特别重视和草根的联系，从来

不会蔑视草根的。孔子有句话：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最开始的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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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1009122
http://www.amazon.cn/%E9%87%8D%E6%96%B0%E5%8F%91%E7%8E%B0%E5%84%92%E5%AE%B6-%E5%A7%9A%E4%B8%AD%E7%A7%8B/dp/B009VYE0HA/ref=sr_1_1?ie=UTF8&qid=1369014299&sr=8-1&keywords=%E9%87%8D%E6%96%B0%E5%8F%91%E7%8E%B0%E5%84%92%E5%AE%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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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经济学  

老百姓的经验和自发秩序，儒家把老百姓的礼搜集思考提炼形成了能用文字表述的道德价

值。“如用之，吾从先进”。儒家的价值是来源于民间的。 

王阳明被流放到贵州修文，就跟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王阳明说“心即理”，只要正心诚意，

端正你的心，理是能在你心里发现的。这还包含着一点，人不需要读太多的书。读了好多书

又怎么样呢？其实理就在心里。不是只有王阳明“心即理”，所有的人都“心即理”，所以“满街

都是圣人”，只是有时候被遮蔽掉了，拂掉尘土，良知就发现了。从这样一个哲学态度出发，

儒家根本不会瞧不起老百姓，愚夫愚妇心里是有良知良能的。 

我最近有一篇文章《为什么“满街都是圣人”》就是在讲这个道理，所有人都可以生而知之，

所有人只要心不偏，你一定知道道理。它有哲学的意义，甚至可以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去证明。所以儒家不会瞧不起老百姓，老百姓恰恰是儒家的价值来源。为什么陪审团找十二

个普通人去判案？中国很多法学家会说，他们哪有法学专业知识，他们怎么能判案呢？这是

知识分子的傲慢，唯理主义者好有这种傲慢，瞧不起老百姓。但是儒家从来就是瞧得起老百

姓，虽然儒家会发展士大夫自己独特的文化，但是真正的儒家不会看不起老百姓的，真正的

价值源泉来自于老百姓。你只要认为你的道德价值是从礼中提炼，从习俗中提炼，礼和习俗

都是在老百姓中产生出来的，你不可能看不起老百姓的。 

多维：西谚有云：Freedom is not free。近期，您发表一篇文章提出“自由需要捍卫”的观点。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十九大迫近当局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管控，封停了一批公号、自媒体，

不少知识分子感受到一种肃杀的气氛。请问在中国当下现实环境中，自由主义者该如何去捍

卫自由？ 

盛洪：我最近几年强调制度是从习俗中来、制度是从普通人中来，也是对唯理主义建构论、

对大历史的一种批判。现在很多人有种看法，“我为什么没有自由呢？是因为环境的约束和

限制。假如我要争取自由的话，会对我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假如生活在另一个国家，我就

会伸张我的自由。” 

但这种想法是错的，所有自由国家的自由都是他们的公民争取来的，而这个争取不依赖于一

两个伟大人物突然发动一个革命推翻暴政突然实现一个理想社会。自由的规则是每个意识到

自己的自由和权利的人在每件小事上去捍卫自己的自由和权利才能获得。美国和英国都是如

此。美国和英国并不天生就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任何一个现在看起来很平常的自由，在历史

中都是经过很多人的努力奋斗甚至流血。不看到这一点，只想享受而不想去为自由作出努力

的话，每个人都依赖于别人去为你的自由而奋斗，为你提供一个理想的自由社会，这个社会

不可能有自由。每个人在每件小事上捍卫自由，最后无数这样的小事合成社会前进的力量，

社会自由才能真正越来越得到尊重和保障。不为捍卫自己的自由而努力，就不配享有自由。 

捍卫自由并不是说，这个社会不自由我们就要推翻这个政府建立一个自由社会，不是这样的，

从来不是把暴君推翻了就会自动出现一个自由社会。推翻这个暴君可能会上来一个新的暴

君，只要用暴力推翻，必要依赖于某些有暴力优势的人，这个人一旦获得了政权就可能约束

不了他了。我们真正要做的是，每往前走一步，制度上都要增加对那些掌权者的某种约束。

不要忽视每一小步，要不断地推进。如果寄希望于有一天有一个英雄出来了推翻了暴君，那

么这个英雄就可能成为新的暴君，不要期待他们而要期待自己。 

http://www.amazon.cn/%E4%B8%AD%E5%9B%BD%E5%8F%98%E9%9D%A9%E4%B9%8B%E9%81%93-%E5%BD%93%E4%BB%A3%E4%B8%AD%E5%9B%BD%E7%9A%84%E6%B2%BB%E7%90%86%E7%A7%A9%E5%BA%8F%E5%8F%8A%E5%85%B6%E5%8F%98%E9%9D%A9%E6%96%B9%E7%95%A5-%E5%A7%9A%E4%B8%AD%E7%A7%8B/dp/B007MJ9BQQ/ref=sr_1_10?s=books&ie=UTF8&qid=1369014331&sr=1-10
http://www.amazon.cn/%E4%B8%AD%E5%9B%BD%E5%8F%98%E9%9D%A9%E4%B9%8B%E9%81%93-%E5%BD%93%E4%BB%A3%E4%B8%AD%E5%9B%BD%E7%9A%84%E6%B2%BB%E7%90%86%E7%A7%A9%E5%BA%8F%E5%8F%8A%E5%85%B6%E5%8F%98%E9%9D%A9%E6%96%B9%E7%95%A5-%E5%A7%9A%E4%B8%AD%E7%A7%8B/dp/B007MJ9BQQ/ref=sr_1_10?s=books&ie=UTF8&qid=1369014331&sr=1-10
http://www.amazon.cn/%E5%9C%A8%E4%BC%A0%E7%BB%9F%E7%9A%84%E8%BE%B9%E9%99%85%E4%B8%8A%E5%88%9B%E6%96%B0-%E7%9B%9B%E6%B4%AA/dp/B0057LEW0Q/ref=sr_1_13?ie=UTF8&qid=1368775157&sr=8-13&keywords=%E7%9B%9B%E6%B4%AA
http://www.amazon.cn/%E5%9C%A8%E4%BC%A0%E7%BB%9F%E7%9A%84%E8%BE%B9%E9%99%85%E4%B8%8A%E5%88%9B%E6%96%B0-%E7%9B%9B%E6%B4%AA/dp/B0057LEW0Q/ref=sr_1_13?ie=UTF8&qid=1368775157&sr=8-13&keywords=%E7%9B%9B%E6%B4%AA
http://www.amazon.cn/%E4%B8%AD%E5%9B%BD%E5%8F%98%E9%9D%A9%E4%B9%8B%E9%81%93-%E5%BD%93%E4%BB%A3%E4%B8%AD%E5%9B%BD%E7%9A%84%E6%B2%BB%E7%90%86%E7%A7%A9%E5%BA%8F%E5%8F%8A%E5%85%B6%E5%8F%98%E9%9D%A9%E6%96%B9%E7%95%A5-%E5%A7%9A%E4%B8%AD%E7%A7%8B/dp/B007MJ9BQQ/ref=sr_1_10?s=books&ie=UTF8&qid=1369014331&sr=1-10
http://www.amazon.cn/%E5%9C%A8%E4%BC%A0%E7%BB%9F%E7%9A%84%E8%BE%B9%E9%99%85%E4%B8%8A%E5%88%9B%E6%96%B0-%E7%9B%9B%E6%B4%AA/dp/B0057LEW0Q/ref=sr_1_13?ie=UTF8&qid=1368775157&sr=8-13&keywords=%E7%9B%9B%E6%B4%AA
http://www.amazon.cn/%E6%88%91%E6%89%80%E8%AE%A4%E8%AF%86%E7%9A%84%E7%BB%8F%E6%B5%8E%E5%AD%A6-%E8%8C%85%E4%BA%8E%E8%BD%BC/dp/B0057LEX14/ref=sr_1_4?ie=UTF8&qid=1368775189&sr=8-4&keywords=%E8%8C%85%E4%BA%8E%E8%BD%BC
http://www.amazon.cn/%E4%B8%AD%E5%9B%BD%E5%8F%98%E9%9D%A9%E4%B9%8B%E9%81%93-%E5%BD%93%E4%BB%A3%E4%B8%AD%E5%9B%BD%E7%9A%84%E6%B2%BB%E7%90%86%E7%A7%A9%E5%BA%8F%E5%8F%8A%E5%85%B6%E5%8F%98%E9%9D%A9%E6%96%B9%E7%95%A5-%E5%A7%9A%E4%B8%AD%E7%A7%8B/dp/B007MJ9BQQ/ref=sr_1_10?s=books&ie=UTF8&qid=1369014331&sr=1-10
http://www.amazon.cn/%E5%9C%A8%E4%BC%A0%E7%BB%9F%E7%9A%84%E8%BE%B9%E9%99%85%E4%B8%8A%E5%88%9B%E6%96%B0-%E7%9B%9B%E6%B4%AA/dp/B0057LEW0Q/ref=sr_1_13?ie=UTF8&qid=1368775157&sr=8-13&keywords=%E7%9B%9B%E6%B4%AA
http://www.amazon.cn/%E6%88%91%E6%89%80%E8%AE%A4%E8%AF%86%E7%9A%84%E7%BB%8F%E6%B5%8E%E5%AD%A6-%E8%8C%85%E4%BA%8E%E8%BD%BC/dp/B0057LEX14/ref=sr_1_4?ie=UTF8&qid=1368775189&sr=8-4&keywords=%E8%8C%85%E4%BA%8E%E8%BD%BC
http://www.amazon.cn/%E4%B8%AD%E5%9B%BD%E5%8F%98%E9%9D%A9%E4%B9%8B%E9%81%93-%E5%BD%93%E4%BB%A3%E4%B8%AD%E5%9B%BD%E7%9A%84%E6%B2%BB%E7%90%86%E7%A7%A9%E5%BA%8F%E5%8F%8A%E5%85%B6%E5%8F%98%E9%9D%A9%E6%96%B9%E7%95%A5-%E5%A7%9A%E4%B8%AD%E7%A7%8B/dp/B007MJ9BQQ/ref=sr_1_10?s=books&ie=UTF8&qid=1369014331&sr=1-10
http://www.amazon.cn/%E5%9C%A8%E4%BC%A0%E7%BB%9F%E7%9A%84%E8%BE%B9%E9%99%85%E4%B8%8A%E5%88%9B%E6%96%B0-%E7%9B%9B%E6%B4%AA/dp/B0057LEW0Q/ref=sr_1_13?ie=UTF8&qid=1368775157&sr=8-13&keywords=%E7%9B%9B%E6%B4%AA
http://www.amazon.cn/%E6%88%91%E6%89%80%E8%AE%A4%E8%AF%86%E7%9A%84%E7%BB%8F%E6%B5%8E%E5%AD%A6-%E8%8C%85%E4%BA%8E%E8%BD%BC/dp/B0057LEX14/ref=sr_1_4?ie=UTF8&qid=1368775189&sr=8-4&keywords=%E8%8C%85%E4%BA%8E%E8%BD%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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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 

   
  

经验主义、自发秩序、依赖习俗、相信普通人，这个社会就能前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很大

的毛病就是看不起老百姓，他们自视甚高，有些时候认为自己是拯救百姓的救世主，有些时

候又认为自己是专制制度下无法施展的愤世嫉俗之士。还不如反躬自省，做好每一件小事。

比如天津大妈气枪案的维权，徐昕教授就做得很好。不要小看一两件事，争取一个又一个案

件得到公正的对待和审判，社会的自由度就会上升。 

多维：刘晓波逝世的那一天，我们的朋友圈都被纪念刘晓波的藏头诗、蜡烛刷屏了。其实大

多数人并不认识刘晓波本人，也对刘晓波具体主张是什么也不清楚，但在那一天会发条朋友

圈作为对抗“暴政”的证明。这些人是不是你所批评的那种自由主义者？ 

盛洪：不能一概而论，有可能只是对他遭受不公对待的愤怒。不管怎么样，人不能因言获罪，

人因言获罪还死在监狱里，这是让人很愤怒的。确实，纪念刘晓波的最好方法就是认真对待

每一件事情，或者自己碰到不公要去捍卫自己的权利，周边的朋友遇到不公帮助他们去捍卫

权利。刘晓波的宪政主张，寄希望于一个自上而下的法典的实施，是不可能在一个没有民众

主动捍卫自己权利传统中得到实现的。 

多维：言论自由是自由主义的基本精神之一，中国近半年来越来越紧了，最近又封禁了 VPN。

中国现行的宪法一方面给予公民言论自由，一方面又要求你不能违背官方的话语体系，你怎

么看待中国的言论自由？ 

盛洪：言论自由是各种自由中最重要的一种自由，因为当自由受到侵犯时你不能表达出来，

别的自由就不能捍卫了，所以应该首先捍卫的就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人类社会经过几千

年总结提炼出来的最重要的原则，应该说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可能只是在这个政党统治下的

这个时候，竟然可以公然违背，这是绝大的错误。 

不要说西方了，中国历史传统一直强调让所有的人尤其是知识精英中持不同意见的人对政治

进行批评，比如台谏制度设置的谏官就是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中国传统的主流价值是，压

制批评的一定是个“昏君”，阻止别人说话就是“阻塞言路”，不许别人说话、不许批评恰恰也

会损害执政者。我最近在 FT（金融时报）中文网发文《部门僭权 宪法高悬》对九部委要全

面限制民间智库的做法进行了批判。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要站出来批判他们，捍卫言论自由，

比如李银河在微博发的呼吁就很好。 

多维：张维迎教授的北大演讲《自由是种责任》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演讲内容可以缩写

为：西方 1500年以后成就辉煌，中国 2000年历史无成就，中国现在的成就是在西方基础

上建立的小阁楼，中国想取得更大成就就要学习西方的自由民主。然而坊间对此评价不一，

其中一种论调认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似乎总有一个通病，即言必称希腊，行必效欧陆，

知识版本固化于上个世纪 80年代而不再更新。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盛洪：自由是种责任，和我刚才讲的“不为自由而努力，就不配享有自由”有相似之处。不能

期待着英雄给我们自由，自由是需要大家努力并为之付出代价的。但他对历史的评价我是不

太赞成的。轴心时代之后的几大文明都非常灿烂，各有不同，各领风骚。很难说那个文明完

全压倒了其他的文明，具有完全优势。换一个时期如中国的唐宋来看的话，可以说欧美文明

也是没什么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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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近代以来欧洲文明确实是走在前面，比如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这是应该承认的。但

是只能说是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正好是中国文明的一个低潮，西方文明的一

个高潮。很难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文明永远处于低潮，而欧美永远处于高潮。欧洲真正形成

可以辨认的欧洲文明，其实是很晚近的事情。欧洲这些民族国家的现代语言像德语、法语、

意大利语的形成都是很晚近的。路德（Martin Luther）有一个很大贡献是现代德语的创立者。

德国、意大利到了 19世纪中后期才形成一个国家的。北欧更是如此，10世纪维京人时代就

是一片黑暗，没有任何文明可言。因此中国文明两千多年没有任何贡献，西方文明在两千多

年都是领先的，是不成立的。而且言必称希腊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希腊是被罗马灭的，罗马

是被蛮族灭的。现在的欧洲人是谁的后代呢？蛮族人的后代。言必称希腊，言必称罗马，是

欧洲人为自己找根。就像假如匈奴把汉灭了之后，自称是周朝的后人一样。这是一个很复杂

的历史。 

更何况科技上中国有很多重要发明，有非常丰富的历史积累和文献，也有非常好的制度实践，

中国 2000多年的制度是比较接近自发秩序的。要仔细区分国家实施强制性法律即所谓的制

定法领域和实施所谓习俗或者自然法的领域，这是两块东西。按照这个划分的话，国家并没

有覆盖整个中国，覆盖整个中国的是礼。具体来看这些礼，有很多制度上的贡献。比如说土

地制度。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土地制度还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封建土地制度，就是国王把土地

授给领主，领主把土地授给封臣，封臣授给保有农，土地不能自由买卖。而中国的土地在汉

朝的时候就可以自由买卖了，到了明清更是非常成熟的土地制度。还有谏议制度，是比较成

熟的监督和批评制度。还有一个就是乡村自治制度。 

多维：中国也是有乡村自治传统的吗？ 

盛洪：那当然，可以参看梁启超的回忆。传统中国皇权不下县，中国是一个礼治的国家。一

般老百姓和别人有冲突了，到县里去打官司这是成本很高的事情，一般来讲乡里长老就给仲

裁了，政府管的相对非常非常少。 

还有一个就是自由迁徙制度。中国原来有时会限制一下，到了明清民国就是自由迁徙了。 

即使在英国产业革命之后，按照现在市场经济的规则来看，中国的土地制度仍然是比英国更

好的。 

谏议制度严格来讲就是一种对权力的约束。即知道统治者是个凡人，所以制度化地设立批评

者。现在能否想象共产党制度化地设一个批评的官，请刘晓波来当这个官吗？这不可能。谏

议制度其实从周就有了，宋是一个巅峰。回看宋明那些士大夫、谏官的事迹，都是非常可歌

可泣的，比如海瑞、王阳明。中国的这套制度是非常有基础的，是能够使中国走向前进的。

谏议制度的精神就是皇帝或者政治领导人是凡人，必须要有一套制度来约束他，不能任其凭

一己好恶来行赏罚。 

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矛盾就是，自由派知识分子想从西方引进自由的概念，一个做法就是贬低

中国的传统，认为学习别人就要贬低自己，就要放弃自尊，其实这是不对的。自由恰恰与自

尊相关，有自我意识、自主精神、自信才能追求自由。假如不自尊，认为自己一无是处，并

将其放大，认为一群人都一无是处，怎么能有对自由的追求呢？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还

是因为近代以来的弯路所致，就是急于实现现代化，对欧陆哲学那种极其优美的逻辑表达的



崇拜。这就造成了一种很矛盾的状态，就是我们要争取自由所以要贬低中国文化。 

如果一个人生来就不如人的话，怎么会有自尊，因为文化不如人相当于生来不如人，那么怎

么去追求自由？这也是中国现在的自由知识分子受人批评的地方。 

多维：当前中国有一部分群体以自由派自诩，但其实这些人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并不深入。他

们可能从未去过欧美，仅仅是去过港台，就对当地社会表层的文明激赏不已，进而全面否定

大陆的一切，甚至否定自己的血液。请问产生这种心态的根源是什么？ 

盛洪：这个其实很好理解，由于有唯理主义构造论的那种思维，由于有大历史的历史观，他

们首先就会贬低否定中国的传统。他们所能接受的概念就是中国现在这个社会，即由中国现

在执政党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是缺少自由的。 

自由主义者如果认识不到自由的含义是每个人的权利，而一个合法政府是每个人权利的表达

结果，而不是对自由和权力的侵犯，他们就会认为自己是政府统治下的一个人，自己的心是

不自由的，到了自由社会就会感到自卑。如果认为自己的自由权利是天经地义的，任何侵犯

自由权利的政治集团是在否定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并且愿意为捍卫自己的自由作出努力，那

就不会有自卑感。 

其实，政治结构是由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作为基础的，每个人的权利也是通过表达、通过社

会的机制生成的，它不能偏离每个人的意愿。说一个人是中国人，并不指他是中国共产党统

治下的一个人，而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下的一个人。欧洲我经常去，从来都不会有自卑感。

因为我是周汉唐宋那么多杰出人士的传人，不是某些人统治下的臣民，中国人的概念要弄清。 

有些自由派人士既无法吸纳周汉唐宋的士大夫精神，又没有根据现代宪政主义的理论为改变

中国的政治结构做出努力。徒然自卑，于事无补。 

多维：说到香港，现在当地社会似乎存在一个分构的现象，前两年以自由为名义的社会运动、

骚乱比较频繁，而如今四议员被取消资格后，社会的反应并没有预想的激烈，与以往相比香

港社会所信奉的自由主义，以及构成自由主义的要素都在发生变化，你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盛洪：如果简单把争取自由看成是街头运动的话，是比较成问题的。而且这些运动不能提出

具体的诉求，只是泛泛的争自由、争民主，就过于大而化之了。自由和民主体现为每个具体

的权利，这点可以参照英美。英国妇女的参政权利是很晚才实现，都是自己争取的，并不是

靠男人发善心。要做事情，就要做具体的事情，权利可以是一个一个来争取的。 

香港也是一样，还是争取一个一个的权利为好，有些街头政治有些时候也是不得要领，没有

具体的目标，目标又过大，反而无法达到。 

多维：作为 80后生人的一代，我们对刘晓波的印象仅限于纪录片《天安门》的惊鸿一瞥，

还有他的诺贝尔和平奖领奖演讲《我没有敌人》，但已足以让我们得出一个判断，他是一个

值得人们尊重的自由主义者。现在他的情况大家都有所了解，而自由主义在中国也日益衰微，

请问刘晓波个体生命的结束是否标志着自由主义在中国走向末路？ 



盛洪：我不太赞成这个说法。还是根据自由主义的两分法，欧陆式的自由主义会受到一些打

击，对英式或者哈耶克传统的自由主义影响不大。自由主义的希望不应该寄托在一两个人身

上，自由主义应该成为非常普遍的信念。对大众来讲，当自己的自由遭到侵犯时应该去捍卫。

而不是说就一两个旗帜倒了，就不知所措，那就太低估自己了。 

我们能不能去做事情，能不能去批评当局对言论的压制，一件事一件事地去捍卫自己的权

利？我想是可以的。那种说法低估了中国，低估了自己。 

多维：自由主义在中国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自由主义在不同时期呈现不

同状态，建国前后、80年代、90年代，十八大之前以及现在都不一样，想请你从历史和社

会的维度，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行一个梳理和分析。 

盛洪：这个问题比较大，我只能大致地讲一下。民国时期自由主义的主流是由欧陆自由主义

主导的，那时的知识分子急于要现代化，急于要学习西方政治结构的要素，同时他们的主流

是否定中国传统的，无论是左还是右。 

欧陆自由主义是唯理主义建构论的，这就很容易走向马克思主义，所以不要以为马克思主义

与自由主义、尤其是唯理主义的自由主义没有关系。从唯理主义建构论的角度，一个好的社

会，你可以说构成这个社会的要素是议会、法典，也可以说它是公有制、计划经济。当时左

右派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没有经历过那样的社会，但是轻易相信“最好社会”的宣传，甚至

为了它而流血牺牲，所以这种自由主义很有可能走向左倾。 

后来共产党成功后，自由主义面临很大问题，原来的自由主义左倾分子突然发现，他们所冀

望的自由主义理想不仅不能实现，而且他们所依赖去实现这一理想的政治团体实际上是打压

自由的，而真正的自由主义要么就跑到台湾去了，要么就被整肃掉了。 

文革以后，80年代自由主义又重新兴起，这种兴起实际上缺乏很多根基，多年以来对西方

不了解，而且对西方概念化的理解，停留在普世价值经典要素的理解，很少有对英式自由主

义的深入探讨和对英美道路更深入的研究。这些知识分子否定传统，希望一步达到理想社会，

寄托于大历史事件和英杰人物，就会产生我们上面所说的情况。 

多维：80年代邓小平时期，自由主义与中国有过一段“蜜月期”。 

盛洪：所谓自由主义的蜜月期实际上是与经济学家的蜜月期。自由主义中的一派是经济自由

主义，经济学家多少是接受哈耶克传统的，至少接受市场制度，市场制度是一种自发秩序。

邓小平的改革就是市场化的改革，这个他是同意的也是相信的，走向市场化的确有很好的效

果，所以就有了这样的蜜月期。 

但是这种经济自由主义不能完全与政治结构分开，经济自由主义要保护产权，保护产权最重

要就是约束那些容易危害产权的人，其实就是政府。经济自由主义也会走向宪政的，哈耶克

后期也是大谈宪政的。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市场制度如何受到保护。自由最大的缺点就是太

脆弱，很容易被侵犯， 所以需要一个宪政框架来限制政府的权力。 

早期改革开放，走向市场化，这与当时共产党执政目标是高度吻合的。到了 2000年以后，



市场化改革已经显现出巨大的绩效来，他们发现市场化带来的巨大财富如果以权力巧妙加以

攫取的话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比如说搞垄断、搞管制，利用所谓市场化的手段来移花接木、

瞒天过海，当然也可以用他们手中政治权力直接去掠夺，去抢民营企业家的财产，这个时候

问题就非常突出了。 

市场化要有一个宪政结构去保障，不然的话，市场化的巨大财富就会被这些人运用不受约束

的权力将其攫取，这会对市场化本身造成巨大的损害和削弱。 

多维：西方似乎有这样一个预期，在中国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中国就会建立自由社会的宪

政结构。但事实上，并没有发生。而且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在政治上愈趋保守。这个现象背

后的逻辑是什么？ 

盛洪：这个逻辑很简单，一方面市场化带来巨大财富，同时执政者不希望自己的权力受到约

束，任何人在巨大利益面前都不愿意后退。而实际上他们继承的恰恰是这样一个不存在约束

的政治制度。当然毛时代有另外一种约束，就是毛本身去约束他的下属的权力。但毛本身不

受约束。后来的分权改革把毛的这种特权也分了。 

现在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说这种巨大利益不受约束、不受老百姓的约束，但是他们

之间发生了冲突，他们利用权力去和别人去争，同时他们也在和其他政治集团在争，往前发

展很有可能出现激烈的内讧。 

他们没有与老百姓之间的规则，也没有他们之间的规则，有的就是权力。谁的权力大谁就赢，

这就没有均衡。但这并不能保证任何一方万无一失，很有可能被打败，这是下一步的问题。 

一个是他们巨大的贪腐与民众之间的紧张，另一个是集团内部的紧张，最后是要爆炸的，结

果可能会相当惨烈，到最后还是要订立规则，回到宪政。但是这个过程比较漫长，我们只是

在历史之中。 

多维：十九大可视作一个承前启后的节点，在总结习近平过去几年的执政理念时，有人推测

或许会用“习近平思想”来定义它，如果说要上升到思想的高度，就需要有一个完整的理论搭

建，这里不应绝对排斥自由主义的全部观念。你认为自由主义和这个“思想”之间是一个什么

关系，如何共处？ 

盛洪：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新的中华文化，因为现在实际上没有形成一个大家认同的主流

的中华文化，很多人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包括我个人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最重要的是开

放吸纳各种思想资源，宽容理性地思考。 

要吸纳西方好的思想资源，当然我主要讲的是哈耶克传统，当然包括欧陆自由主义的一些东

西，我们也很喜欢康德、叔本华，但不太喜欢黑格尔。同时要和中国的儒家、道家这样的传

统结合起来，儒家传统并不只是那些经典，当然经典很重要，我比较赞成挖掘、吸纳和思考

中国礼的传统，融合西方文化传统和其它文化传统，形成一个更一般化的传统，进而形成一

个基础。哈耶克传统加上儒家的重视礼、重视道德价值、重视民间资源和重视历史的传统，

两者相结合，形成中华新文化的一支。 



我不太赞成“思想”的提法，政治领导人不应该扮演思想家的角色，政治领导人要运用现有的

思想资源，需要承认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同时做好多件事情，尤其是

不应该用政治地位去树立一个思想家的形象，这个树立是没有意义的。 

这不是当下人们会不会承认你的问题，是后代人会不会承认你的问题。更聪明的做法是不是

确定“思想”，而是对现有的思想资源进行思考和采纳。 

如果真的确立为“思想”，那么在当今中国，它不会被更多人接受。因为中国人已经非常反感

以一个人名字来定义思想，就像过去学毛泽东语录一样，那反而是一个负面的东西。 

多维：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再到现在习思想这个提法，

每一任领导人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个传统是共产党传统还是中国文化自身的传统？ 

盛洪：中国的历代王朝很少有那么提的。考科举是学习儒家经典，很少提“当今圣上”怎么说。

像明太祖的《宝训》，那是为了治理国家，为了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但不是为了强调皇帝

不仅是政治家而且是最好的思想家。它只是起辅助作用，科举里仍然要讲四书五经，不会考

康熙怎么说。 

多维：多维此前关于社会思潮的采访有关注道统和政统的关系，康熙说自己是道统和政统的

合一，那是不是从这个传统发展出来的？ 

盛洪：如果是儒家正统的话，一定说是道统指导政统。余英时曾经说过，这种传统其实在春

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奠定，而且被政治统治集团所承认，就是承认道统为指导，而不是被领导。 

发展到康熙，其实中国的政治结构发生了扭曲。康熙很聪明也有很大的成就，但这种人也很

可怕，就因为他既聪明又有成就，所以他认为自己不需要别人批评和帮助，就会认为自己是

道统政统合一。这在某些时候会有可能性，但不应成为惯例，成为一个一般规则，不能因此

否定道统对政统的指导。美国有的总统实际就是政统道统合一，但并不能说那个总统就是最

好的思想家，也不能改变美国互相制衡的政治结构。 

所以要讲中国的政统就不能讲清朝，清不是正统。我刚才讲周汉唐宋是正统，连明都差得很

多了，元更是打乱了这个过程，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南宋那时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经

济制度的巅峰，元就大大倒退了。明虽有所恢复，但也被野蛮化了，它的很多制度是不如宋

的，清更不如明。所以我们讲中国正统的时候，很少讲清朝的例子，当然清朝的例子可能会

被中国后来的领导人模仿。 

多维：自由主义在中国似乎正在处于最为低谷时期。无论是它还是信奉自由主义的人在中国

当代都面临着问题，就如之前说的，自由主义者在一些人眼中仍是 80年代固有的形象，而

自由主义如何中国化问题也需要提上日程。所以，自由主义毕竟仅仅是中国一百多年来传承

的思想，在你看来当前中国最大的实际是什么，自由主义应如何与之共处？它与中国的左翼

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处理？ 

盛洪：中国最大的实际是，我们面对自己最直接的问题，来努力往前推进，然后逐渐形成一

种契约精神和自治传统。就是说每个人必须要参与进去，不能等待谁颁布了一部非常伟大的



法典。这个法典是每个人要参与制定的，是认真努力去捍卫自身利益同时兼顾别人利益的一

个结果，人民应该证明他们是努力的，应该是有自治能力的，这样也就形成了新的社会习俗、

新的礼，因为我们处在新的时代。 

新的习俗、新的礼才能成为宪政框架的基础。假如没有这个基础，天天讲宪政都是空谈，比

如自己家的地被强征了，怎么去捍卫？这就是在推进宪政，不是说上街喊口号就有宪政了，

这是实际。 

西方的自由主义资源怎么和中国的自由主义资源结合，中国的自由主义资源是儒家和道家，

不仅要读那些经典，而且要读那些历史。中国历史很丰富，有很多非常漂亮的故事，只不过

现代人早已忘掉。那么我们重新去读去体会，看与西方有没有共通的地方。 

我是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新儒家，这从来都不矛盾。我的起步是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市场

经济，但发现整个社会治理和秩序其实有自由主义的表述，就是所谓习俗的、自发的秩序。

礼或习俗及其内含的规则是覆盖整个社会的秩序，它可以被吸纳到法律当中。 

所以努力去学习理解儒家，通过对大量人物故事的阅读和思考，就会有更多理解，西方学者

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儒家学说不是博物馆里的东西，它是活生生的，就在这个社会当中。

就比如说礼，现在互联网上会有许多新的互动、新的规则，朋友圈也有很多规则，这就是老

百姓互动形成的东西。古代儒家是从狩猎社会到农业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的，到农业社会因为

定居了大家互动增多，形成了许多礼，从中发现了一些规则，儒家及时把它们记录下来，然

后再思考和提炼。现在我们是进入到互联网时代，这也是社会大变迁的过程，那么会形成新

的礼，那么对礼的观察、收集、思考，就是一种新的自由主义方法，这和普通法的方法一样，

和中国礼的方法也一样。 

与左翼的关系来说，还是要宽容。你相信自己想得很对，也要允许别人自认为也想得很对。

两者之间的互动可能会形成新的理论创新或者新的传统，所以首先是要宽容，互相能够容纳，

能够平等的讨论和辩论，然后在过程中可以吸纳对方的一些想法。我一般不喜欢说左右派，

无非是不同的观点而已。 

希望大家能够表达自己，但同样我们需要有一个共同的平台，因为有些不是派别之争，而是

是否在一个平台说话的问题。比如你与对方讨论问题，对方却骂你，这在我看来就没有讨论

基础，也就不会理。或者对方不和你讲逻辑，也不需要理。例如他认为你说的不对，他说你

说错了；他无法否认你说的对，他就说你说谎了。这样他就全对了。 

我们努力建立的是一个交流的规则，规则上大家平等的交流。各自无法说服对方的话那就各

自保留看法。 

多维：从中国放到全球来说，这些年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多，法

国的勒庞女士，掀起一股民粹主义风潮和反建制风潮。自由主义作为西方价值观受到了很大

质疑和挑战，你是否认同这样的看法。另外，整个西方都在质疑自由主义的前提下，中国是

否还要走自由主义道路。 

盛洪：首先，自由主义本身可能是对的，但不见得招人喜欢。这是人类弱点。例如萧条来了，



解雇工人，但工人未必高兴。此时工人还想加点工资行不行。在这点上，自由主义就不如干

预主义，干预主义此时可能会说，“政府救济你们来了，发救济金。”比如在德国，德国自由

党很小，而世界范围内自由党成为执政党的是很少的。 

其次，刚才提到的唯理主义建构论的自由主义，它有很多问题，坚持很多似是而非的经典要

素。比如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是自由主义很重要的要素。而很多人，如特朗普很讨厌自由贸

易。这是因为自由贸易从经济学角度是可以证明有缺陷的。如果只有自由贸易，资本的自由

流动而没有人口的自由迁徙的话，不是所有的国家都会皆大欢喜，这是经济学上得出的结论。

大的国家由于规模大而占便宜，如工厂规模、企业规模、产业规模的增大，成本将降低。而

中国是最大国家，于是非常受益，贸易顺差，财富也就流入这样的国家，有些国家也因此衰

落。 

举例来说，在中国国内，假定城市、乡村各是一个国家，城市化的过程很明显就是城市不断

有人在涌入，因为收入多机会多，而农村人口流失。在一个国家内还好，因为可以自由迁徙，

但国际上，有些国家是“农村”，有些是“城市”，财富当然会涌入城市国家。但是在国际上，

人口由于国界而不能自由流动，自由贸易带来的不平衡就不能被纠正。所以自由贸易这样的

口号下是有缺陷的，而自由主义的好多主张也是有问题的。 

比如华尔街，它会强调交易高风险的金融产品也是自由交易，但存在问题。由于竞争激烈，

出现了很多风险很大的金融产品，比如次贷。导致的结果是更少的人获得更多的钱，而更多

的人输光。于是前两年美国有种说法叫“中产阶层消失”。因此，市场本身是有缺陷的，简单

去讲自由贸易是不行的。不然怎么会有占领华尔街运动。 

所以自由主义很多经典的要素存在很多缺陷，但又大而化之地去宣传，导致很多人反感自由

主义。 

像特朗普、勒庞这些人，他们是政治家，为了上台，他们不见得这么看，但他们会利用这一

点，如特朗普利用蓝领工人对墨西哥人的不满。民粹主义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但民粹主义解

决问题的方法是错误的。因为反对自由贸易真能解决收入减少或者难以增长的问题吗？很难

解决。没有自由贸易，可能会导致更穷。 

对中国来讲，需要认清楚。第一，要追求自发秩序的自由主义，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第二，

要看到自由主义是有缺陷的，但要坚持真正的自由主义。有些仅仅是打着自由主义的大口号。

所以需要非常清楚的来讲这些问题，否则自由这个词在中国本身是受到质疑的。不过中国现

在有一个好处，就是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是获益的，反对自由主义的呼声不是很强。 

多维：所以出现了一个很吊诡的现象，全球最大的共产党国家在国际中呼吁全球化，支持自

由贸易。那么自由主义是否仍是中国改革需要走的一条路径？ 

盛洪：关键是什么是自由主义，包含目标、过程和方法。目标是经济自由、宪政民主。过程

是尊重自发的秩序。自发秩序也有演变的过程，顺应过程，其中知识分子需要搜集、思考和

提炼，形成道德价值和行为规范甚至形成宪政原则。方法就是经验的，尊重自发秩序，尊重

民众，不要小看当下每一小步的前进，一个权利一个权利地去争取，每一个人把自己放进这

个大的过程之中。 



多维：假如我是一个欧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么就会质疑你，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是一种

渐进主义，改良主义。在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亡国的情况下，改良和渐进主义不适

合中国国情。如今更面临尴尬，在没有接受自由主义药方的情况下，中国实现了现代化。怎

么去化解这样的尴尬？ 

盛洪：这种批评其实是错的。尤其是对中国现代化过程是一种误解。似乎中国没有激烈的革

命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关键在于我们对历史有多少了解。比如在 19世纪和 20世纪，中

国的一些贸易口岸，如广州这些地方，民间资本迅速发展，金融产业的现代化也在发展，并

不是政府去倡导的。而是只要有利益，就有人会去做。当时广东出口很多东西，很多都是以

西方为市场的，像墙纸、扇子、绘画等，更不用说瓷器和茶叶等。 

过去我们被灌输的是，假如没有现代化的知识分子，中国就无法现代化。这是大错。市场力

量比他们大多了，也许这些人推动的“现代化”反而是延迟了现代化。例如共产党的土地革命。

很奇怪的现象是，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眼里中国最关键的问题是土地问题，而中国现代化最需

要做的是土地革命。这不仅是中国，亚洲都是如此。但我说过，中国的土地制度，从汉到明

清，都是世界上最好的。而英国当时还是土地保有制，人身依附一直有，一直到 1925年的

《财产法》才名义上被废除。英国晚至产业革命时期也是很难买卖土地的，需要花费的是三

到五年的地租，而中国在汉朝就已经可以自由买卖。 

但中共的土地革命废除了这样的制度，建立了人民公社，是非常落后的，于是才有三年饥荒。

所以欧陆式的革命并未给中国带来现代化，而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回归传统，回归经济自由主

义、市场，这就是哈耶克传统。毛时期，中国基本上是停滞的，甚至是倒退的。我有一篇文

章叫“制度应该怎样变迁”，对中英土地制度变迁做了对比。其中提到，整个毛时代，中国农

业劳动生产率沒有超过光绪十三年，而光绪十三年还不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而是唐时期。

于是造成大饥荒，哪有什么现代化。 

多维：在你的论述中，中国的制度和自由传统不落后于西方，那为何在清朝末年遭如此惨痛

的教训，以至于得出“落后就要挨打”的结论？ 

盛洪：如果放眼历史的话，这一点不奇怪。为何希腊那么好，被罗马灭了？罗马那么好，却

被蛮族灭了？宋那么好，却被元灭了？这其中可能存在文明悖论。蛮族可能更能打仗，不奇

怪。我们之前一直有个观念，就是被打败了，是制度不好。这是有误区的。 

另外历史有兴衰和更替。文明不是一直保持在巅峰状态，可能会出现问题。其中非常复杂，

不是简单的胜败来论文明的优劣。为什么希腊罗马被灭后，这些蛮族学习希腊罗马，文艺复

兴的意思就是重新发现希腊罗马文明的好处。所以这种看法不应该成为我们强调过程、从传

统走向现代的障碍。 

[ 盛洪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转载请注明 ]  

------------------------------------------------------------------------------------------------------------- 

 



最新动态 

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高端读书会第二次研讨会在京召开  

2017年 7月 27日，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高端读书会第二次研讨会在天则经济研究

所举办。 

 

诸多学者以各自不同的学科背景，对阅读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三章和第四章作了

不同视角的解读，如自生自发秩序、习俗、原则与权宜、习俗与惯例以及对比当代与古代社

会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出席本次读书会的学者有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天则所理事长知

名学者吴思、山东大学教授冯克利、北京工业大学教授莫志宏、独立学者宁越、独立学者谷

平、天则所法律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蒋豪，天则所副所长高岩等。 

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高端读书会第三次研讨会将在三个月后举办，届时将就本书第

五章和第六章关于“内部规则”及“外部规则”等议题展开讨论。 

--------------------------------------------------------------------------------------------------------- 

名师精粹西学经典品读班课程开讲 

2017名师精粹西学经典品读班——面向现实问题的名师经典阅读第五次讨论课于 7月 8日

举办，本次讨论主题是“传统与变革”。 

本次讨论课内容主要围绕变革与革命之间有何区别、与传统的关系、社会转型时期如何对待

传统、改革应该坚持什么原则？法国大革命的教训、它为何导致了专制的结果、如何看待法

国大革命与英国“光荣革命”、美国革命之间的区别等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 



 

本次阅读参考书目为柏克《自由与传统》的第三部分“改革与传统”、第五部分“法国革命的

教训”和刘军宁教授《保守主义》第三版第七章。本次讨论课导师为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刘

军宁教授、独立学者宁越、艾字游。 

------------------------------------------------------------------------------------------------------------- 

天则活动 

天则经济研究所|第 575期双周学术论坛 

 

 

时间： 2017 年 6月 16日（星期五）下午 2 ： 00 —— 5 ： 00 。  

主题： 提振民间投资增长 必须多项重策并举——近年民间投资情况分析 

主讲：陈永杰 



评议：刘奇洪、管维立、高德步、盛洪 

------------------------------------------------------------------------------------------------------------- 

天则经济研究所|第 576期双周学术论坛 

 

时间： 2017 年 6月 30日（星期五）下午 2 ： 00 —— 5 ： 00 。  

主题： 提振民间投资增长 必须多项重策并举——近年民间投资情况分析 

主讲：杨鹏 

评议：吴思、张曙光（北师大）、刘军宁、马勇、乔木 

------------------------------------------------------------------------------------------------------------- 

天则消息 

天则所发布《我国医疗制度的理论研究、效果评价和改革方案》报告全文 

*会将人均医疗费用从人均 GDP的 5.08%降低到了 2.71%，降低幅度为 46.7%。 

*使保险覆盖的医疗费用水平从人均 GDP的 3.1%降低到 1%，降低幅度为 68.5%。 

*如果以现有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扣款来表示，保险的扣款将从原来的工资总额的共 9.5%

降低到 3%，这也大幅度降低了企业的负担。 

*尽管改革后，个人在支付医疗费用的比例上多于改革前，但由于医疗费用整体上大幅度下

降，他们实际支付的医疗费用也低于改革前，只有其 86.2%。 



《我国医疗制度的理论研究、效果评价和改革方案》报告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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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则双周学术论坛  

天则经济研究所持续近二十年的传统学术活动,它是人文社科领域学者相互交流的平台,一

个自由讨论的空间,这里可以无拘无束地发表意见,交流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而形成一种自由

的学术氛围,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价体系和学术规范,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和实践的水平。“天

则双周学术论坛”已经成为一个享誉国内外的学术品牌。 

往期双周论坛 

双周论坛第 571期  

21/04/2017 

 

主 题： 对分享经济利益关系的垄断竞争分析 

主讲人：姜奇平 

主持人： 盛洪 

评议人：杨培华、韩朝华、张曙光 

姜奇平介绍，“对分享经济利益关系的垄断竞争分析”副标题是经济学的新综合，观察互联网

现象包括分享经济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突破了我们过去理论的一些成见，发现需要把多个学

派经济学取长补短，互相融合才能有效解释分享经济，这是我们题目的来源，是社科院课题

一部分，第一年研究利益分配理论，第二年研究资源配置理论，第三年研究政策分析理论。 

http://www.unirule.cloud/xiazai/2017/20170711.pdf


他认为，理论创新在于对实践的解释力，当实践出现悖论无法解释的时候就是最好的契机，

首先我们看互联网现象免费和收费互补，越免费赚的钱越多，如何通过免费赚钱比收费还更

多，这是各个理论没有的。另外一个悖论是公平与效率，过去我们认为公平和效率是矛盾的，

互联网通过加强公平实现了效率，共富又没有耽误赚钱。 

他表示，现在研究经济学对生产力的变化不敏感，如何对传统经济学的结论造成冲击，我们

一直研究这个问题，面对实践就是平台+APP，基础业务+增值业务，可以说它会成为信息

社会经济的主流形式，由这个形式我们发现，可能对应范式会出现无差异经济和差异经济之

间的融合，由此带来了对资源配置理论的冲击，以及利益相互作用理论的冲击。他强调，所

谓“经济学新综合”的核心假定是技术假定，传统经济学隐含了技术排他性，我们认为现在非

排他性，古典均衡和新古典均衡综合，我们认为它是同一个理论，只是把某一个条件一改就

可以自动转换。资源配置框架里面是把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也就是说差异化和无差异化用

到信息生产力和不用到信息生产力形成整体架构，另外内部利益架构，区分使用和拥有，内

嵌差异化和非差异化的结构，这些就是我们新综合的结论，可以充分解释 APP使资本家分

成越低，但是资本家心甘情愿同时他赚钱比以前更多。我们把均衡整合成一个广义均衡，要

把边际方法和平均方法结合，这样实现零利润条件和正利润条件的结合，提出在垄断理论和

竞争理论的结合，把拥有和使用由过去的一个权利分成两个权利和现在的云计算理论相匹

配。其中技术上用了双层规划，特点是嵌入了古典经济学分蛋糕，我们的目标函数只有一个

X，双层规划把它的利益相关方整合进目标函数，把拥有者和使用者劳动者和资本拥有者整

合在一个目标函数，互为条件。 

------------------------------------------------------------------------------------------------------------- 

责编：李冰 

   

Comments? Questions? Email us at unirule@unirule.org 

 

 

 
 

If you no longer wish to receive these emails, please reply to this message with "Unsubscribe" in the subject line  

 

“天则”语出《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取意为“合乎天道自然之制度规则”，其中的“制度”既包括企业、市场

等经济制度，也包括政治、文化制度。天则经济研究所是一个非营利、非政府和有着独立精神的民间智库。 

北京天则所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Unirule Institute of Economics)版权所有。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街道崇外大街 9号正仁大厦 6层  邮编：100062  

电话：8610-52988126 Email:unirule@unirule.org 

 

mailto:jianghong@unirule.org.cn?subject=Comment
http://www.unirule.org.cn/SecondWeb/Article.asp?ArticleID=36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