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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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为吴思，所长为盛洪，副所长

天则观点 

盛洪：领导是一种制度 

 

每个民族都崇拜英雄。如果没有也要创造出一个。人们喜欢把豪迈壮举、超凡智慧和伟大功

绩集于英雄一身。这满足我们的想象，也符合我们的审美。因此历史中有很多伟大领袖，是

他们创造的历史。但这是不真实的。武王伐纣，并没有正史中说的那么英勇果断；诸葛亮也

没有借东风，赤壁之战是周瑜的杰作。关于英雄的故事，听听可以，但是真信，就有问题了。

这就是，真的认为一个个人能够超凡入圣，全知全能，一贯正确，料事如神，一个国家或政

府所做的决策，都是因为这个人的盖世天才而百发百中；这会导致灾难。 

实际上，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是凡人，他或她至多比别人聪明一些。而担任一个团体的领导人，

他所遇到的事务的复杂度，就远远超过作为个人面对事务的复杂度。在这时，如果仅是这个

个人，他不可能时时英明，事事正确。如果这个团体的人数非常之多，已经大到国家的规模，

则事务的复杂度更上了几个数量级。在现实中，人类早就知道，一个个人的智慧和能力是有

限的，一个国家的领导不可能单凭一个人来承担，而要由多个人组成的结构，或称“制度”

承担决策职能，才能做出接近正确的决定来。 

只是在另一方面，人以个人为单位，也以个人为思考和判断的单位，个人也是信息输出的单

位。一个团体，如果要在公共领域像一个人那样行动，而不是政出多门，就必须至少在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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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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

瑞新里小区四号楼二单元 

101/102 室  

电话 : 8610-88114520  

传真 : 8610-88114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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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问题的经济学 

张曙光著 

 

 

士志于道(从经济价值到道德

价值) 

盛洪著  

 

上由一个人来担当领导，即政令出自于他。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政令只是他一个人决定的。

然而，表面上的印象，久而久之会使人们以为，这个政令只是他一个人意志。如果这个政令

是正确的，带来了好的效果，则人们会把功劳归于他一身；当然，如果错了，也是他一个人

的错误。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但是会被人们误以为对。这是人类心理的又一个缺陷。 

在现实中，正确的决策来源于一种制度。所谓制度，就是一种多人互动的结构。这里假设，

每一个个人都是有限的。理性有限，注意力有限，能力有限，获取的信息也有限。确实有些

人比其他人更聪明，注意力更集中，能力更强，获取的信息更全面。即使如此，哲学上讲，

最聪明的人也不如多人结合起来的制度强。更何况，他还有疏忽的时候，生病的时候，衰老

的时候,等等。多人互动的制度，首先是用来弥补个人理性的局限。这种制度的具体形式，

就是多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意见交锋，其目的，是要达成一个唯一的结论、判断或意见，作

为一个立法性决定，或者司法判决，或者行政命令。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普通法国家的陪审团制度。一般由十二个人组成，他们经过听取控辩双

方的法庭辩论，经过他们内部的商讨，最后给出一个一致同意的“有罪”或“无罪”的判决。这

十二个人的身份不同，职业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不同，学历不同，他们都拥有各自局部的

知识，但通过商议，交流着不同的信息和见解，时不时地进行辩论，各自又都对不同意见进

行思考和消化，再调整自己的意见。经过一个过程，他们达成一致。这个一致就是不同局部

知识互补拼接形成的更完整的知识的结果，这个结果比其中任何一个个人的知识都更全面和

周到，结论则就更接近正确。这是陪审团制度之所以有效的道理。 

个人之间的区别，除了知识，还有立场，或利益。当涉及到利益，人的知识就可能变形，他

或她会夸大有利于自己的因素，而贬低不利于自己的知识，就会带来错误的决策。解决的办

法，就是不同利益的人之间的交流、竞争甚至对抗。一个人夸张的知识，会受到另一个人夸

张的知识的挤压，使两者同时变得不那么夸张，最后使得他们之间达成的一致更接近他们之

间的自然均衡。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市场。我们说市场是一种制度，就是说在夸张自己成

本的卖者和夸张自己不划算的买者之间，有一种讨价还价的互动过程，在两边都存在着竞争

的情况下，使卖者的夸张和买者的夸张都受到挤压，最后达成一个一致同意的价格。类似的

例子还有普通法法院中的控辩双方的辩论，以及立法机关中就某一法案的辩论等，都是挤压

夸张意见的机制。 

许多人一直有个误解，认为在君主制下，就没有多人互动形成决策的制度，总是皇帝乾纲独

断。其实，正如休谟指出的那样，“失去了人们既定原则和意见的支持，君权经不起任何风

吹草动。”远在周朝，召公在劝谏周厉王时，说出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千古名言，接着

他说，“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曚诵，百工谏，

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

悖。”即在决策之前，君主先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后“斟酌焉”。这正是一种知识互补的多

人互动结构。当然，严格来讲，这还只是一种咨询和参考机制。 

汉以后，直到唐宋，这种多人互动的决策机制逐渐强化。不同意见之间不仅是一种知识之间

的竞争和挤压，而且是一种可操作的否决、反否决机制。如一个决策，可能是由某大臣建议，

皇帝草旨，下达到中书省，由中书令拟旨；但中书令有权“封驳”，即可以扣住不发，可以提

出修改意见返还，还可以拒绝拟诏。即使通过了中书省，还有门下省专门负责审查诏书，最

后还要由宰相附署，全通过了，才能交由尚书省执行。因而在传统中国，存在着一个多人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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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进行最高决策的制度。 

即使到了现代，似乎有证据证明有一个人特别聪明，他的决策曾使某一军队百战百胜，实际

上并非如此。中共中央在总结三年饥荒和文化革命的历史教训时也说，毛泽东思想并不是毛

泽东一个人的思想，而“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只是为了树立毛泽东的个人声望，

才把功劳全都功于他一身。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是王明最先提出来的，毛泽东把这

个口号接过来变成了他自己的发明。“减租减息”是张国焘最先实施于川北根据地的政策，也

在后来被用在了中共在陕北根据地的土地政策上。 

然而，这个把集体智慧归于一人的作法，后来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大的负面作用。这就是，

不仅亿万民众真的以为中共的成功就是毛个人的功绩，中共党内也产生了个人崇拜，有人也

利用这一点逢迎毛本人，使他压制批评、拒绝改错并独断专行，才酿成大祸。林彪是中共崛

起的过来人，也曾与毛意见不合，但他罔顾历史事实，吹捧毛说，几十年来，我们的工作搞

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的思想得到遵循的时候；如果不听从毛的意见，事情就要出毛病。并

进一步说毛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就是因为认为一个人聪明得可以不听其他人

的意见，就可以废弃那个保证决策正确的制度，才会导致三年饥荒和文化革命的灾难。对毛

本人，也是最深的损害。 

当然，一个社会体，一般总应有一个主流文化，有一个社会成员之间的“重叠共识”。然而在

我们的社会中，对这种情境的追求经常被描述成是“统一思想”。但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从

领导只是一个人出发，“统一思想”就是要把别人的思想“统”到自己的思想上来。从前面的讨

论可知，这是把众多不同身份、背景和角度的局部知识否定掉，用自己的局部知识替代较全

面的制度知识，显然是一个更劣的结果。因为众多人局部知识的互补一定会优于一个哪怕最

聪明的人。因而，一个社会要想在文化和思想上达到最大的重叠共识，一个最重要的办法就

是让所有的成员自由表达意见。可能在最初，人们的意见纷繁，争论不已，但经过相当长时

间的沟通和辩论，人们会对其他人更为了解，他们之间的分歧会变小，社会上就会形成一个

大多数人普遍接受的共识。 

那么，这么说来，一切只靠制度，难道天下就没有什么“英雄”了？又不然。如果我们知道领

导就是一种制度，那么一个想建功立业的领导人应该做什么？且不说大话，什么“为了国家

民族或世界和平”，只说他想做一个世人争颂的“好领导”，应该做什么？那就是要维护好这

个制度。试想，如果你坚信个人不如制度好，就要坚持让制度起作用，如此作出的决策就会

优于自己个人作出的决策，作为一个领导人，自然也会享有正确决策带来的功绩。也许，勇

于捍卫保证决策正确的制度，才是英雄的真义。 

所谓“英雄”，首先要战胜“心中贼”。这种制度经常遇到的风险，就是人类弱点容易导致的错

误。这就是夸大自己能力的错误。这种错误会被另一种错误所利用，就是经不往阿谀奉承的

弱点。有人会赞颂领导人英明伟大，高瞻远瞩，他的聪明才智使他无需咨询别人的意见，当

别人提出批评时，一定是不能揣摩伟大胸襟。应对的方法，首先要靠自己的定力，相信在无

限宇宙面前自己的渺小和局限。但也要借助于他人。在传统中国，“远小人，近君子”是对君

王的基本要求，而什么是“小人”，什么是“君子”，虽然有各种标准，在这一维度上，可以是

非常简单。小人就是指的谄媚之辈，君子则是指直言极谏之人。 

当然，仅靠这种自律是不够的，还需要“硬”的制度。前述决策程序，台谏制度，议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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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与中国 

张曙光、盛洪/ 主编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茅于轼/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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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Security and Farm 

司法过程中的诉辩对抗，对违宪的司法审查，都可以在领导人不能自律时发挥作用。而明智

的领导人，虽然在某些时候不能控制自己，但静下心来却知道这种他律制度从长远看对自己

有好处。唐太宗一怒之下杀了张蕴古，冷静下来想到张罪不至死，非常后悔，于是将批准死

刑的程序从三覆奏改为五覆奏。所谓“覆奏”，大概就是申请批准。他认为一日之内就可以三

覆奏，而五覆奏就必须到第二天，这时人就可能清醒冷静作出判断。当然李世民的远见，不

仅是要管住自己，还要管住子孙，所以唐代才发展了自周以来的谏议制度，使之约束开国者

不谙世事的后代。 

人们多以为华盛顿对美国的功绩就是他打羸了仗，其实他更大的功绩是他主动把打羸仗的军

队置于国会之下。1783年，一些年轻军官因为国会拖延发放军饷而要发动兵变，被他劝阻

下来。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解说词形容此举是“确定了一个经久不衰的美国原则：军队服

从民选政府。”美国宪法只是在文字上描绘了一个分权制衡的政府，而这个文本既需要具体

领导人的行动奠基，又需要他以行动来维护。正因如此，他所维护的制度会使社会繁荣起来，

他自己也会愈显高大。 

对制度的珍视，会使领导人对破坏制度的行为高度敏感。而所谓“破坏制度”的最常见形式，

就是利用领导人的人类弱点，以吹捧领导人个人的方式，贬低甚至否定制度的功效与作用。

例如宋代不仅有宋太祖“不杀上书言事人”的密诏，而且还有较成熟的台谏制度，其中有制度

规定，御史即使受皇帝委派弹劾某官，也不得再直接向皇帝或宰相请示。就是要在制度中杜

绝逢迎拍马。谏官孙觉揣测宋神宗对某官不满，就提出弹劾，结果被神宗认为是“希旨言事，

夺去言职。”孙只因被怀疑逢迎，就丢了官。这种处理似乎过于苛责，但也说明宋神宗保持

了保护制度的高度警惕。 

对人性弱点的透彻把握，也许莫过于美国的国父们了。他们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指出，“防

止把某些权力逐渐集中于同一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抵制其它部门侵

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个人的主动。…… 用这种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对人性的

一种耻辱。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

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说“政

府本身就是人性的最大耻辱”，真是知耻近乎勇了。正因有了这种承认人性耻辱的制度结构，

美国才涌现出了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威尔逊和罗斯福等伟大的领导人。 

在 1978年邓小平复出以后，就着手恢复毛时代完全打碎的尚不完备的制度，包括有关决策

的制度。尽管他有优势，却不个人独断，而是经过了党政系统的正当程序或非正式协商。在

当时与邓小平有着同样权威的党内大佬陈云，经常与邓意见不合，所以邓的很多改革设想是

在吸纳了陈云意见后的妥协方案。例如，当邓小平主张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时，陈云主张“鸟

笼经济”，即放宽管制的计划经济；虽然邓的主张代表改革的方向，陈的主张却也把握了改

革的阶段性节奏。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平衡的决策机制是他们两人有意为之的。据说，是陈

云首先提出中共中央要以邓小平为“头子”；而邓小平在发现有意见分歧时，主动派人向陈云

汇报，征求意见。 

有人以为，如果要听取别人的意见，要将别人意见吸纳进自己的方案，就会显得自己不那么

强有力，就不是一个有作为、有魄力的领导人。实际上恰恰相反，把批评意见吸纳进来，就

使得批评意见所代表的反对力量转化为支持的力量，这时主导决策的一方的力量不是削弱

了，而是增强了。反过来，如果不顾批评意见，一意孤行，表面上看似乎很强势，其实在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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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著 

 

 

行过程中会遭遇消极的甚至积极的对抗，反而使得领导力受到削弱。真正的领导力就是获得

社会更多成员支持的决策，而不是徒然语气强硬、要求离谱的宣言。这恰会进一步损害领导

力，因为这更突出了语言与现实的反差。 

在有些特定时间和情境下，可能需要领导人的裁断，如在战争的紧急状态下，如在民众的争

讼时。但不要忘了，这是在整个以整合各方智慧为基础的制度结构背景下的个别制度安排，

它一定是这个制度结构中获得了自己的合法性。同时这种独断也是在整合智慧制度的基础上

做出的，如法官是在控辨双方的辩论基础上，在陪审团的裁断的基础上做出裁决；司令官是

在参谋人员的意见和情报人员的信息基础上发布的命令。最重要的是，一个领导人不能被这

样的假象所误导，而真以为自己可以替代制度。实际上，一个人为了保证自己决策的正确，

借助于其他人的意见是何乐而不为的事情，他应该唯恐不知道别人的意见。  

总体而言，“领导是一种制度”的说法，主要是说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要尽量多的和中立

地获得社会上更多成员的意见。一件事情就是要尽量让各个利益相关方参与到决策中来。关

于第一件事，中国早有传统。《毛诗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

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在这里，“风”就是贯通社会各个成员，使之联络互动的言论

或意见。谈论公共事务，倾听四面八方的意见，才能形成公正、正确的公共治理（雅）。第

二件事，就是民主制度的要义，法治的要义。民主表现为利益相关方的直接投票，真正的法

治表现为生成于民众的社会规则得到实施。 

最后，一个领导人想青史留名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心态，但若要如此，就要理解“领导是一种

制度，而不是一个个人”的道理。如果一个领导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命令社会成员执行自己

头脑中的想法，他就破坏了“领导”这种制度，反而缺乏领导力；如果一个领导人想通过宣传

来使自己青史留名，其结果更可能适得其反。因为好的领导不是宣传出来的，而借重宣传往

往是领导得不怎么好的拙劣粉饰。并且越是相信领导的好坏靠宣传而不是靠制度、靠真正的

政绩，就会更忽视制度和政绩，而实际上做得更差。从长期看，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的领导。

因此，把握领导是一种制度，依赖这个制度，维护这个制度，其结果则是社会受益，而领导

人则青史留名。 

[ 盛洪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评周刊与 FT 中文网同步首

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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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动态 

「2017天则名师精粹西学经典品读班」面向现实问题的名师经典阅读与讨论课在京举办 

2017天则名师精粹西学经典品读班——面向现实问题的名师经典阅读与讨论课于 2017年

10月 28日在京举办。 

本次讨论课讨论内容为米塞斯《人的行为》第 17章。主要学习了货币的本质与功能，了解

各种货币替代品，货币非中性的含义，金本位制，银行体系与信用创造，作为时间偏好的利

息现象，通货膨胀对生产结构的影响以及导致商业周期的机理等。学习其中知识有助于了解

中国当下的经济问题及对未来中国经济走向的判断。 

朱海就博士介绍了本次讨论课的主要观点，并对“货币，银行与经济危机”进行了专题讲座。

同时，独立学者宁越对“货币的本质与比特币问题”进行了分析和专题讲解。 课上就各种与

数字货币、法币相关的关系、财富流转、银行准备金等问题，学友们与导师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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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期名师思想精粹研讨班 10月授课 

2017年 10月 28、29日，第四期“天则?名师思想精粹研讨班”举行第五次授课。 

 

此次授课，邓晓芒教授从两个方面的主题，阐述了自己对东西方哲学问题的思考：“从黑格

尔的一个误解看卢梭的'公意'”以及“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象学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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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 

   
  

   

茅于轼教授则延续上次课程的主题，讲授“经济学的逻辑”。张曙光教授则通过“中国宏观经

济理论和运行分析 40年”的主题讲座，将中国改革后 40年的经济过程，进行了经济理论分

析。 

   

本期品茶夜话邀请的嘉宾是著名历史学家马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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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则活动 

天则经济研究所|第 581期双周学术论坛 

 

时间： 2017 年 9月 8日（星期五）下午 2 ： 00 —— 5 ： 00 。  



主题：货币政策、生产投资结构与温州区域金融危机——基于奥地利周期理论的分析视角 

主讲： 叶志鹏 

评议： 刘霞辉、邹鸿鸣、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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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则经济研究所|第 582期双周学术论坛 

 

时间： 2017 年 9月 22日（星期五）下午 2 ： 00 —— 5 ： 00 。  

主题：四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进展和问题 

主讲： 马勇 

评议： 马克锋、洪振快、章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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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则消息 

天则所办公地址迁址 

近期，天则经济研究所办公地址因故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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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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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期  

16/0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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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讲人： 陈永杰 

主持人： 秦思道 

评议人： 刘奇洪、管维立、高德步 

作为前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主任，陈永杰表示民间投资最近一两年的增长速度大幅度下滑，经

济的增长主要是靠国家投资。他强调，恢复民间投资增长必须多项重策并举，不是一般的政

策，要“重策”，中国经济的增长，主力已经是民营经济，民间投资下降，就意味着民营经济

发展速度下降，进一步意味着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下降。民间投资增幅 2015年 4.1%，2016

年 3.2%，下降了 6.9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占全国投资的比重，2015年是 64.2，2016年是

61.2，今年前五个月是 61，还下降了 0.2个百分点，2016年 7月份是负增长，6月份是 0

增长。 



造成民间投资下滑的原因，陈永杰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整体经济增速降低、民营企业财

产安全感缺乏导致投资信心不足、政策调整和完善滞后于民间对国家政策改变的需求、国家

民间投资支持政策在实际执行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阻力、境外投资的对比较优势吸引了国内

民间投资、国家的货币增量主要流向房地产和金融形成工业企业严重失序。 

他认为要扭转民间投资下滑的局面，就要用“重策”：第一，破除旧观念，完全承认私有经济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的规律，这个既是一个政策，更是一个

观念；第二，要全面树立新观念，充分肯定私人财产和企业家财富的合法性、正当性；第三，

要彻底打破垄断，破除行政垄断、规范自然垄断、打击市场垄断；第四，要下大决心、出大

政策，坚决果断解决实体经济和非实体经济利益差距极端拉大的问题；第五，平等保护私有

产权，完善财产平等保护的相关法律，为民间投资提供永久性的安全保障，公有财产不可侵

犯，非共有资金财产同样不可侵犯；第六，强化政策预期与执行，提前发现问题，及时出台

政策、监督政策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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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编：李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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