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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veloped countries, heading by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en trying to break away from the “Ricardo law”

circle, while the US financial crisis has once again declared its failure. As the biggest developing country, China is now
challenging the “Ricardo Law”. This paper has a brief rethinking on the western conflictive and harmonious thoughts of
World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probe on our ongoing harmonious socialist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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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ésumé: Les pays développés, guidés par les États-Unis, ont tenté de rompre avec le cercle de la " loi Ricardo ", tandis
que la crise financière des Etats-Unis a une fois de plus déclaré son échec. Comme le plus grand pays en développement,
la Chine est maintenant face au défi de la " loi Ricardo ". Cet article est une breve revue sur les pensées occidentales
conflictuelles et harmonieuses de développement dans le monde afin de sonder sur notre développement socialiste et
harmonieux en cours.
Mots-clés: la crise financière, l'économie occidentale; la "loi Ricardo"; les pensées conflictuelles et harmonieuses; la
société harmonieuse
摘

要： 長期以來，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一直試圖跳出“李嘉圖定律”怪圈，金融危機再次宣告了其種種理

論構思的破滅。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中國正為擊破“李嘉圖定律”怪圈做出曆史性的貢獻。本文對以“李嘉圖
定律”為代表的西方經濟學和諧與沖突思潮進行了一點新思考，借以探討金融危機下的社會主義社會和諧發展等
相關理論。
關鍵詞： 金融危機；西方經濟學；李嘉圖定律；和諧與沖突思潮；和諧社會

世界曆史發展中一個規律性的現象是其發
展往往采取對立、沖突和非和諧的形式，一般

表現形式為諸如貧富懸殊和分配不公之類的社
會不公平、不公正現象，其極端就是暴力和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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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和內容。
”(E.K.Hunt, 2002 年)

級鬥爭。
“李嘉圖定律”是對這一曆史規律的理
論總結，即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曆史的進步是
以犧牲某些階級或階層的利益為代價。與此同
時，
“資本主義和諧論”曆經巴斯夏和諧論，凱
裏調和論，瓦爾拉斯一般均衡論，帕累托最大
化原理，克拉克邊際生產力分配論和馬歇爾“四
位一體”公式，則力圖論證資本主義的社會和
諧性和公正性。金融危機又一次充分證明西方
經濟社會的發展並沒有擺脫“李嘉圖定律”的
怪圈，筆者認為，世界經濟格局大調整下的中
國能夠擺脫“李嘉圖定律”的怪圈，走一條和
諧共贏的發展道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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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融危機證明以美國為代表的

發達國家並沒有跳出“李嘉圖定律”
怪圈
二戰後的經濟發展時期，以美國為代表的
發達國家為了維護其社會正常秩序和社會制度
運行的穩定性，一直力圖跳出“李嘉圖定律”
怪圈，在某些觀念、生產關系和具體政策上也
作了局部改變、調整和變革。它們緩解社會矛
盾和非和諧的主要辦法是全球化擴展，擴充中
產階級，發展生產力，發展社會保障制度、建
立緩解勞資矛盾的勞動立法和倡導綠色發展觀
等等。美國為此開展了所謂的“次級貸款”，韓
國花費大約 1/4 世紀，社會矛盾和非和諧情況有
所緩解。日本經過半個多世紀發展，1．26 億日
本人中有 1 億中產階級，宣布進入“全民中產”
社會。可上述做法在客觀上卻又加快對資本主
義資本關系的本質和自身規定性的自我背離、
自我否定和自我揚棄的曆史過程。
盡管美國等發達國家早已出現倡導和諧的
思想取向、政治取向和政策取向，並已取得某
些成效，但是這些發達國家並沒有能夠逃出“李
嘉圖定律”的怪圈。此次波及全球的由美國次
貸危機所引發的經濟危機，是西方國家沒有逃
出“李嘉圖定律”怪圈的又一個生動寫照。對
於此次危機，有人把它歸結為金融創新所導致
的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嚴重脫節。事實上，
這僅是危機的表現而不是危機的根源。危機的
根源仍然是社會化大生產同資本主義私有制之
間的矛盾所引起。這次經濟危機首先是由次貸
危機所引起的。之所以出現次貸危機，起因是
銀行在政府支持下發放了大量住房貸款（這實
際上是政府構建和諧社會、實現居者有其屋的
一種努力），然而，普通民眾的購買力和支付能
力是有限的，稍有風吹草動，勢必出現信用危
機，這種信用危機在貪婪的華爾街金融家所制
造的各種金融杠杆的放大之下，最終演變成一
場百年不遇的金融風暴。因此，只要資本主義
私有制不改變，西方國家是不可能從根本上逃

“李嘉圖定律”的內涵

資本主義究竟是導致和諧還是導致對立與
沖突的一種社會制度，它穩定還是不穩定？這
是西方經濟學者爭論不休的一個大問題，也是
西方思想史中反複出現的主題之一。李嘉圖認
為資本主義社會各階級之間的利益是不可調和
的，工資與利潤對立，地租與利潤相對立。他
提出：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必須以犧
牲某些階級或階層的利益為代價。該命題被稱
之為“李嘉圖定律”。李嘉圖學派解體以後，一
些西方主流的經濟學家都試圖論證資本主義經
濟本質上是和諧的，各階級的利益趨於一致，
新古典經濟學本質上就是一種經濟和諧論。帕
累托最大化原理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李嘉圖
定律的完全對立，它提出使一部分人受益而另
一部分人受損的資源配置變化並非帕累托最
優。後來的庇古福利經濟學、新福利經濟學和
新新福利經濟學等等是經濟學和諧路線的現代
繼續。
Utah 大學 E·K·Hunt 教授立足於經濟學
說史的曆史大視角，對關於資本主義究竟是一
種導致和諧還是導致對立和沖突的社會制度的
大爭論作了客觀的闡釋：
“經濟思想史中一個反
複出現的主題是……資本主義究竟是導致和諧
還是導致沖突的一種社會制度。在斯密和李嘉
圖的著作中，兩種觀念都有進一步闡述。李嘉
圖之後，大多數經濟學家要麼認為資本主義是
根本和諧，要麼認為是根本沖突。此點分歧決
定了每一個經濟學家如何選擇其分析的範圍、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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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經貿發展戰略進行反思，並提出相應的對
策建議。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國經濟
的外貿依存度越來越大，外貿發展方式的轉變
是我國轉變發展方式，構建創新型和諧社會的
重要內容，特別在當前全球經濟危機的背景之
下，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非常推崇外向型
經濟，強調引進外資和 GDP 至上的經濟發展模
式。基於對外開放理念之上的外向型經濟發展
模式確實也極大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帶來
了中國經濟的繁榮，過去 7 年中，世界貿易平
均增長率是 14.3%，而中國貿易平均增長率為
27.6%，貿易出口對 GDP 的貢獻率為達 17%，
2007 年更高達標 9.7%，出口成為中國經濟的第
一拉動力。但這種經濟發展格局導致中國內外
經濟失衡，中國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尚未根
本轉變，貿易不平衡加劇使國內經濟運行和國
外經貿環境趨於緊張狀況，這已成為當前中國
對外經貿發展的突出矛盾。
全球危機背景下，與其繼續廉價出口換外
匯，以透支資源、破壞環境以及經濟的依附性
和邊緣化為代價，並且還要遭人反傾銷，成為
所謂“非中國制造”的犧牲品，中國不如立足
國內市場，擴大內需，推動產業升級，改善貿
易結構，積極應對金融危機，繼續開拓國內外
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國內外一起抓。挑戰世
界經濟發展 “李嘉圖定律”怪圈，國內和諧綠
色發展，國外繼續擴大與受危機影響較小的國
家如歐盟，特別是歐洲中小國家的合作和共贏。

出“李嘉圖定律”的怪圈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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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挑戰“李嘉圖定律”怪

圈，構建創新型和諧社會
“李嘉圖定律”的陰影長久以來也在發展
中國家如中國遊蕩。在和平崛起和民族複興的
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著許多矛盾，如不發
達的經濟同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的矛
盾，東部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不平
衡的矛盾；經濟社會發展同人口、資源和環境
壓力越來越大的矛盾。同時，中國社會主義發
展過程中，教育、就業、醫療、社會保障、扶
貧、環保和安全生產問題也非常突出。難道說，
生產力的進步和社會發展必然要犧牲某些階級
或階層的利益，一定要以沖突取代和諧嗎？社
會主義社會也一定要重蹈資本主義國家的曆史
覆轍，要采取對立、沖突和非和諧的形式來追
求“發展”嗎？
對此，我們的回答是否定的。首先，社會
主義制度的根本屬性決定了社會主義國家各階
層之間的利益從根本上講是高度一致的，盡管
各階層之間、行業之間、地區之間也存在著利
益沖突和矛盾，但是這種矛盾和沖突與資本主
義國家基於根本制度的矛盾所產生的沖突有著
本質的區別；其次，當前我國所面臨的上述矛
盾，很大程度上是發展不足以及發展方式不當
所導致的，通過深入的政治及經濟體制改革，
切實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述矛盾是可以得到
有效地解決的。事實上，我黨對於我國在發展
過程之中出現的各種矛盾已經有了深刻的認
識。黨的十六大在闡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
偉目標時，把“社會更加和諧”作為重要奮鬥
目標；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提出了構建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任務；黨的十七大把粗放
型發展方式尚未根本轉變列為我國發展中的首
要的階段性特征，把加快“兩型社會”建設確
定為新時期經濟發展的重大戰略，以實現經濟
發展方式的轉變和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關於如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構建社會主
義和諧社會，已經有大量的研究，這裏不再贅
述。本文主要基於國際經濟的視角，對我國的

4.

對策建議

4.1 進一步提高國家軟實力，樹立起負責
任的大國形象
經濟一體化中的任何國家都難以避免次貸
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中國出口導
向型經濟更難免受到沖擊，出現出口“零增長”
或“負增長”，並導致相關企業倒閉和整體經濟
不景氣，我們要正視經濟危機的長期性，積極
應對經濟危機。胡錦濤呼籲世界各國“加強政
策協調、密切合作、共同應對”金融危機的全
球性挑戰，溫家寶呼籲各國政府堅定、勇敢、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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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地擔當起責任。
產品附加值，使中國從貿易大國轉變為和
次貸危機減輕了人民幣升值壓力，緩和了
諧、自主創新型科技貿易強國
中美經貿摩擦和臺海關系，有助於中國以此為
壓力加速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的調整，加
速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調整。在世界經濟危機
的關鍵時刻，中國應該挑戰“李嘉圖定律”怪
圈，通過和諧發展以及建立創新型社會進一步
提高國家軟實力，國內建立“均質社會”和“全
面小康”社會，使中國的和諧發展同時成為世
界的和諧共贏。以十大振興產業著眼於進一步
擴大內需，加速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調整，以
和諧綠色發展提高國家軟實力，進一步樹立起
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經濟現代化一開始就是世界性過程，它從
經濟活動跨出國界開始，伴隨海上航線的發現
和國際貿易的開始而開始。歐洲成為世界最成
功地區，國際貿易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根本
則在於歐洲成功地進行了經濟調整，貿易擴張
伴隨技術創新。中國長達 3 千年的封建社會，
有一種重農抑商輕視科技創新的傳統。改革開
放後，政府制訂了許多法律法規和措施積極引
導和支持外貿，建立起有效迅速的外貿反應機
制，外貿環境得到較大改善，進出口總額已連
續幾年居世界第 3，08 年躍居第 2。
但中國尚依靠數量擴張和低成本優勢來支
撐外貿增長，在國際貿易分工中處於低端環節。
中國工業制成品出口已超過出口總額的 90%，
但高新技術出口產品僅占 27%，體現出中國是
外貿數量大國而不是質量強國。中國加工貿易
占全部出口 55%，仍以勞動密集型為主，附加
值僅為 30%，資源和環保代價較高。從可持續
發展角度，中國不應過於看重外貿總額，應改
變商業模式，深入推進“科技興貿”戰略，提
高企業技術自主創新能力，優化外貿結構，加
速外貿轉型，高新科技興國。
充分發揮政府作用中小企業高科技經貿發
展，進一步完善產權制度，政府﹣NGO﹣金融
機構一體化建立起高效率經濟。實現投資﹣消
化吸收﹣自主創新根本轉型，增強國際競爭力
並在競爭中求得更大發展，借助世界經濟格局
調整使中國從貿易大國轉變為資源節約型、環
境友好型的自主創新型科技貿易強國。構築以
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經濟建設、社會建設、文
化建設四位—體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資源節約型社會、環境友好型社會和創新型社
會。借助這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布局造就一
種和諧力即軟實力，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和環境相互協調就能可持續發展。只有這樣，
才能真正挑戰“李嘉圖定律”，團結一切可以團
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並
充分發揮人民群眾以及各方面創建社會主義和
諧社會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這是中國
走向創新型國家的必由之路。

4.2 歐洲小國集體主導中歐區域合作，擴
大中歐雙邊中小高科技企業經貿往來，變
“中國制造”為“中國創造”
目前，中國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和轉變對
外經貿增長方式的政府政策都取得了新進展，
外貿結構得到較大改善。中國經濟發展已進入
關鍵性的戰略調整時期，我們要重新思考新時
期的經濟發展戰略與增長模式，形成與新時代
中國經濟平衡發展相匹配的對外經貿政策。從
“黑色貿易”轉變為“綠色貿易”；從“黑色發
展”轉變為“綠色發展”；從“黑色崛起”轉變
為“綠色崛起”。吸收世界發展經驗，進行經濟
轉型和構建創新型國家。
金融危機根本動搖了美國世界經濟發動機
的地位，處於經濟轉型時期的中國更應拋棄大
國及大公司情結，歐洲小國集體可以主導中歐
區域合作，大力發展和擴大與歐洲眾多中小國
家及中小企業經貿合作，擴大中歐雙邊中小高
科技企業經貿往來，自主創新，科技強國，提
高中國出口產品附加值，變“中國制造”為“中
國創造”。比利時等歐洲小國依靠自主創新，外
貿立國並成功地成為世界上人均出口最高的國
家，積極推行歐洲經濟一體化，倡導和諧發展，
通過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並利用歐盟提高自己國
家的軟實力，成功地長期躋身於世界發展國家
行業。幾十年中歐貿易成功的經驗充分證明發
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可以共同發展達到“雙贏”
和“多贏”。

4.3

自主創新，科技強國，提高中國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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