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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实证主义和规范主义分歧极为深刻且互不妥协袁导致了统一理论分析框架的
难产遥 二者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对经济学学科属性界定以及经济理论构造前提存在不同看法遥 经济学有
着与自然科学迥然不同的研究对象袁以自然科学标准对待经济学是一种苛求和用错对象遥 假设前提真实
性绝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袁那种将其虚假性看作是一大优点的观点袁则更是缺乏依据的臆断和狡辩遥 经
济理论的野合理性冶不在于形式化的外表袁而在于反映真实的客观世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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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自叶国富论曳渊员苑苑远冤发表以来袁经济学历经两三百年的风雨历程袁形成了庞大的理论体系袁但在如此
长的时期里并未能发展成像自然科学那样有着统一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的学科遥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袁
但根本性的原因可能在于袁学术界对经济学学科属性界定及其检验标准存在重大分歧袁因而对经济理
论如何构造存在无休止的争论遥
关于学科标准的分歧主要集中在所获结论的科学性方面袁也就是经济理论能否具有像自然科学那
样的精准性的野科学冶标准上曰关于理论如何构造的争论则主要集中在关于理论的假设前提真实性问题
上遥 这两方面规定了经济理论最终能否称为野科学冶的内在属性袁即前者规定了在逻辑上和经验上相一
致的内容袁后者规定了那些能恰当保证理论内容野科学性冶获得的推理原则遥 同时这两个方面又是相互
关联的袁两者在逻辑上的连贯性确保了经济理论学科上的属性辩识和理论构造的一致性袁并对经济学
的适用规定了大致的范围遥 在论述中我们将认识到袁对于前者来说袁经济理论的野科学冶标准具有有别于
自然科学的特殊性曰对于后者来说袁经济理论的构造无法拒绝野真实性冶要求的渐次强约束遥 经济理论
野合理性冶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经济学野科学冶标准的理解以及经济理论构造中假设前提
的恰当处理上遥
二尧经济理论的野合理性冶院科学标准何在
长期以来袁科学哲学家们坚信袁以理性和逻辑为特征的科学方法是人类获得真理性知识的唯一可
靠的方法遥 科学方法不仅是现代自然科学研究应该遵循的唯一正确方法袁也是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
科学研究应该遵循的唯一正确方法遥 经济学从产生之日起就在不断吸取自然科学提供的营养袁经济理
论的野合理性冶始终与自然科学的学科标准纠缠在一起袁并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遥 不过袁随着经济
理论的发展及其遭遇到的对现实越来越缺乏解释力的窘迫处境袁对经济学野科学冶标准的反思也在不断
进行着遥
员援实证主义的标准
员怨 世纪西方进入了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时期袁同时在方法论上也进入了一个实证主义时
代遥 实证主义在发展中出现过早期实证主义尧马赫主义以及逻辑实证主义三代袁三者都以野实证冶作为科

远

叶江淮论坛曳圆园园远 年第 员 期

学标准的中心遥
总的来说袁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上的观点主要有院渊员冤科学是具体的袁只能提出和解决现实对象的有
限问题曰渊圆冤科学是经验的袁经验性是科学起点以及内容和检验标准所不能超越的基础曰渊猿冤科学是精确
的袁科学结论必须通过方程尧图形以及数据等量化方式来表示曰渊源冤科学是可检验的袁科学结论必须具有
可检验性遥 在这四点中袁实证主义突出了可检验性原则的中心地位袁认为可检验性是具体性的体现尧经
验性的基础和精确性的保证遥 这一标准从自然科学渗透到社会科学袁特别是经济学袁不仅引发了一场经
济学是否是科学的争论袁而且促进了经济学广泛采用定量分析和数据检验的风尚袁并最终促使计量经
济学在 圆园 世纪 源园要缘园 年代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袁数学化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明显特点遥
但正如经济学方法论发展历史过程中所争论过的那样袁数学化迄今依然不可能成功地回答和解决
过去遗留下来的疑问和难题袁数学的优势以及现代数学大规模的运用依然不足以消解经济学学科属性
上的困惑遥
首先袁严格说袁经济学是一门问题导向的学科遥 问题的唯一来源只能是现实的经济问题袁新经济理
论的产生往往是由一场经济危机催生的袁而不是一场数学革命催生的遥 数学毕竟只是手段袁不是经济理
论本身遥
其次袁尽管从表面上看袁经济学与自然科学都求助于数学模型袁但二者在理论形成的途径上存在重
大差别遥 经济学往往是先形成对某类经济现象的较全面认识并有着初步结论后才进行模型化袁其目的
在于使理论更加符合精致化的要求袁计量分析则是对这种精致化的进一步确证袁这同时意味着在模型
化之前袁一个可用语言表述的理论框架已经大致形成遥 而自然科学袁特别是数学以及理论物理学袁则完
全可以抛开经验世界袁仅从数理模型的推演中去揣测尚未触及的未知袁也就是完全可以从模型中推演
出一个庞大的理论系统来遥
第三袁经济学研究不可能寻觅到像自然科学那样容易受控制的实验对象遥 事实上袁经济学既没有物
理学或天文学的认识论结构又没有野硬科学冶的实验检验标准袁经济研究往往依靠复杂的统计技术替代
实验室来获取数据袁不可能在满足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行实验上的证实遥 因此袁满足科学性要求的
可重复性标准对于自然科学来说是理所当然的要求袁而对于经济学来说或许就是一种不合理的强加遥
最后袁或许最为重要的袁在于经济学无法做到价值判断上的超然遥 事实上袁这也是所有社会科学的
野共同特征冶遥 数学进入经济学的程度再深袁都不可能因此消解掉价值判断这一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
标界性特征袁除非经济学不是社会科学遥
圆援证伪主义的标准
证伪主义是在否定逻辑实证主义的可证实性基础上袁 认为科学只能被经验证伪而无法被经验证
实袁从而提出可证伪性的科学划界标准袁即只有那些在逻辑上具有被经验证伪可能性的理论才是科学遥
证伪主义对实证主义的否定从反归纳法入手袁认为由于归纳法对经验例举存在的不完全性以及容
易陷入循环论证所导致的野休谟难题冶的原因袁因而经验归纳是不可靠的曰有无意义是一个假问题袁意义
判断和科学划界是彼此独立的两个问题袁反对将可证实性和有意义作为科学的本质特征曰只要有一个
关键性的判决实验与理论相悖就可以否证整个理论体系曰对科学发展的建构是依靠猜想反驳机制完成
的袁理论是大胆猜测并先于观察的曰证实与证伪是不对称的袁科学的方法应该是一种尽力避免逃避证伪
的方法袁而不是企图去证实永远无法穷尽的证据遥 的确袁证伪主义的方法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袁它
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由于无法做到归纳的完全性所导致的后向逻辑缺陷的尴尬处境遥 该方法的目的性
是明确的院科学不是求对袁也不是求错袁而是求可能错遥
从问题的起源来说袁证伪主义是为弥补证实方法无法规避的天然漏洞而产生的遥 在实证主义的经
要野其他条件不变冶渊葬造造 燥贼澡藻则 贼澡蚤灶早泽 遭藻蚤灶早 藻择怎葬造冤袁 这实
济学逻辑推演中隐藏着一个至关重要的假设要要
际上是在理论与现实之间塞进了一个假想的中介实验场袁 阻塞了理论通往实际观察与经验检验的道
路袁因此在经验无法证实某一理论的情况下袁被迫向证伪某一理论转向遥 需要指出的是袁尽管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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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证伪主义方法论津津乐道袁但很少有人把证伪主义付诸实践遥有统计资料显示袁员怨苑猿要员怨苑愿 年发表在
叶美国经济评论曳上的 缘源圆 篇经验研究论文中仅有 猿 篇试图证伪受检验的假说袁其余依然是试图证实假
说遥 显然袁证伪主义的方法论在研究实践上的行动远远较之其在理论上的雄辩来得要弱得多袁绝大多数
现代经济学家往往不是尝试去反驳可检验的预测袁而是满足于证明现实世界符合他们的预测袁从而用
容易进行的证实取代难以进行的证伪渊布劳格袁员怨愿园冤遥
不过袁证伪主义和实证主义在经济学方法论上并不存在逻辑鸿沟袁事实上袁大多数证伪主义者更愿
意把证伪主义看作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经验论基础主义遥 证伪主义的方法论思想进入经济学袁是 员怨 世纪
与 圆园 世纪经济学方法论相区别的野新旧观点的分水岭冶袁并重新引发了经济学野科学性冶的争论遥 证伪主
义的方法论思想是在继承西方哲学思想中企图将科学与文化相分离的科学主义传统基础上袁进一步强
调理性和逻辑的中心作用袁以此来突出科学的独立地位和特殊功能遥 不过这种分离似乎正在使经济学
研究不恰当地局限在理性分析和逻辑演绎中袁而对社会尧文化以及观念的巨大作用缺乏足够充分的考
虑和尊重袁并正在形成一种在逻辑上令人生畏的自我循环论证系统遥
猿援野范式革命冶
如果用波普极具批判性的证伪主义标准来为科学划界袁那么科学将具有剧烈变化的特征遥 然而这
与科学发展实际历程不符曰相反袁科学发展史特别是自然科学发展史袁保持了相当大的稳定性特征袁因
此证伪主义标准得不到科学发展史的支持遥 在库恩渊员怨远圆冤看来袁科学革命其实是科学共同体推动的野范
式革命冶渊即野格式塔转换冶冤袁并不是因为出现一个野反例冶遥 理论分析首先纳入野范式冶当中袁然后根据理
论本身逻辑野内在一致性冶标准和理论与现实之间联系的野外在一致性冶标准袁来判断该理论在多大野程
度冶上是合理的袁是可以接受的遥 换句话说袁在野范式冶当中袁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容忍野反例冶曰当野反
例冶越来越多袁使该理论丧失野一般性冶的时候袁野范式革命冶就将最终发生袁该理论的野合理性冶也就自然
而然的丧失了遥 库恩渊员怨远圆冤尧拉卡托斯渊员怨苑园冤认定袁当野范式冶对野反例冶有一定的容忍力时袁证伪主义标
准由此可以用来界定理论的适用范围遥
弗里德曼就是这种观点的倡导者和实践者遥 他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袁认为在经济学中袁理论的应用
需要确定一个相应的范围遥 如果排除任何一项关于理论应用范围的任何参考袁将必然使得理论无法接
受检验袁因为每一个对理论的反驳都可能是由于理论本身被错误运用袁是无范围限度的结果遥 比如他指
出袁自由落体法则 杂越员 辕 圆 早贼圆 并不因为在实验中存在羽毛落体这个反例就否定掉这个自由落体法则袁而
应该说是羽毛落体不适用于这个法则曰当该理论频繁地被证据所反驳以至于丧失其野一般化冶的价值而
成为野特殊的冶理论时袁它就应该被抛弃遥 反之袁该理论如果多次成功地避免了证据的反驳袁其合理性则
大大提高渊弗里德曼袁员怨缘猿冤遥
三尧经济理论的野合理性冶院不相关命题
关于经济理论的野合理性冶问题袁我们前面是从经济学的学科属性上进行探讨袁下面我们将从理论
构造的角度对此作进一步的讨论遥 长期以来袁在经济理论构造中袁经常听到这样一种指责袁即理论模型
与现实相去甚远袁既无法真实地反映现实经济的实际运行情况袁更无法有效地解释和解决存在的实际
经济问题遥 这其中袁对构造理论模型的假设前提真实性问题的诟病最为激烈遥 因此袁廓清理论假说以及
假定前提真实性问题中的种种认识袁是经济学特别是实证经济学实现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环节和前提遥
员援理论构造问题与野不相关冶命题
在实证经济学看来袁由于现实经济是由大量杂乱无章的各种现象组成的袁许多现象之间潜在的关
联尧规律和属性往往并不易为感官所感知和把握袁因此袁要对经济现象的发生机理进行深刻理解袁进而
形成理论上的系统认知袁就必须在高度抽象基础上袁假定其他变量不变或者不予考虑的前提下袁通过对
相关变量统计资料的数值计算袁 采用公理化方式来确定几个主要变量之间明确的数量关系和数量含
义袁进而寻找出其中的经济规律遥 显然袁对某些变量进行的不变假定是整个理论大厦构建的极为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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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遥 实证经济学对假定前提的设定袁是在简单性原则基础上袁通过隔离法和综合法来实现的遥 前者
假设其他变量对所要考察的变量之间的关系不发生影响袁而后者假设其他变量对所要考察的变量之间
的关系的综合性质不发生影响袁它们都企图通过假设来对有关变量进行取舍袁从而达到将研究问题进
行简化的目的遥
显然袁经济理论的抽象与简化带来了两个问题院一是前提的假定与理论预示含义之间的关系是什
么袁也就是对理论进行检验的经验证据是仅仅与理论预示的含义有关还是仅仅与假定有关袁或者二者
都有关系曰二是假定的真实性或严峻性对结论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袁是否与结论质量的高低呈现高度
的相关性或因果性遥 这两个方面往往纠缠在一起袁对任何一个方面的解释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另外
一个方面的考问遥 不过后来许多对实证研究方法缺陷的攻击袁逐步集中到了后者上袁也就是假设条件的
非现实性或虚假性上遥 关于这一点有许多学者进行过激烈的争论袁其中以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的碰撞
最为瞩目遥
在萨缪尔森看来袁如果在那些可观察的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具有操作意义袁那么该函数表明在动
态上就是稳定的袁而对这种动态稳定性的检验必然形成对定性运算的需要遥 这实际上意味着相联系的
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是受到一定限制的袁并且假设前提的形成应该是具有操作意义的遥 由于这种操作
意义是被赋予了经验内容的袁因而袁假设前提在逻辑上应该袁而且在事实上能够接受经验证据的证伪遥
这实际上意味着对假设前提的检验或者证伪是可能的和有意义的遥
而弗里德曼却认为袁事实证据决不会证明一个假说袁而只能否证或无法否证袁假说本身不需要也没
必要具有现实性袁对假设的现实主义要求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遥 因此袁假说具有的虚假性特征使得直接
证伪假说失去了意义袁对理论假说有效性的唯一中肯尧恰当的检验是将它的预测与证据相比较遥 理论被
证伪的对象应该是理论假说的结论袁而不是假说本身袁因为由证据引起的矛盾在假说那里几乎是不可
能的袁对现实性的过分要求不仅可能会引起假设初始条件的简单化袁而且可能改变假说本身应该具有
的特征遥 由此他提出野不相关冶命题遥
圆援支持与反驳
弗里德曼的这一野不相关冶命题给了经济学以极大的启示袁但也给了经济学家不小的震动遥 此后袁许
多经济学家在弗里德曼的基础上对假说作了更细致的区分袁比如辅助性假说和增殖性假说尧动机假说
和行为假说尧变量范围假说和边界假说等袁并给予了更充分的理论阐述袁这些都进一步深化弗里德曼的
方法论思想遥 弗里德曼的思想引起了不少实证主义经济学家的共鸣袁比如著名宏观经济学家戴维窑罗默
对此就持肯定态度袁 他甚至附和说院野如果简化并不会引致模型对其正在强调的问题提供不正确的答
案袁那么袁缺乏现实性则是一种优点遥 冶
同时袁弗里德曼的上述思想引来众多的批评遥 在关于预测检验方面的批评是袁准确的预测并不是理
论正确的唯一恰当的检验袁即使预测是唯一恰当的检验手段袁也无法区分真正的预测和虚假的预测遥 如
果对明显含有违反事实的假定的理论进行预测检验是唯一能够做到的话袁那么就有必要对其进行更为
严厉的检验曰把检验归为预测的检验袁是很难让人信服的遥 在假定真实性方面的批评是袁关于种种假定
的直接证据并不一定比用检验预测的关于市场行为的资料更难获得袁考察种种假定的结果并不比检验
种种预测的结果更加模糊不清曰而且袁检验种种假定的企图可能会产生重要的洞察力袁帮助人们说明预
测性检验的结果袁通过两方面检验达到对理论的更有效的证伪等遥 更有甚者指出袁弗里德曼著名的野假
定不重要袁只要预测正确冶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论之所以不可取袁就在于它没有考虑到经济学研究不同于
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困难是可控实验的不可行性和用实验数据直接检验结论的有限性遥
要曲解冶的名义对弗里德曼的方法论思想进行了猛烈
萨缪尔森用描述主义的方法论并冠之以野云要要
的抨击遥 萨缪尔森认为院弗里德曼根本的错误在于认为袁即使按照在相当程度上不精确地接近事实这种
意义来说袁非现实主义也根本不是一项理论或假说的缺点曰并且袁一项理论以经验为依据的正确性是其
有价值的地方袁而它的虚妄的空洞则构成它的缺点曰声称一项理论由于它有缺点而越发高明这种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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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对科学的荒谬歪曲遥 显然袁在萨缪尔森看来袁弗里德曼及其工具主义最根本的错误在于袁不认为非
现实主义不是一项理论或假说的缺陷袁不仅如此袁还把它看作是一种优点袁这更是错上加错遥
猿援启示与缺陷
严格说来袁弗里德曼关于假设前提的真实性与理论合理性无关的命题既给经济学方法论以极大的
震撼和启示袁也暴露了其来自逻辑和经验上的不合理性遥 野不相关冶理论对经济学的启示可能集中在以
下三方面院渊员冤某些理论可能在多次对特殊问题的应用中表明袁该假说的含义与实际情况并无抵触遥 然
而如果要它直接提供佐证证实假说的真实性却又极为困难袁要抛弃这一理论假说袁则必须等到另一个
更为有力的假说出现袁否则该假说在此期间就有其存在的价值渊弗里德曼袁员怨缘猿冤曰渊圆冤假设前提有时可
以表达出理论合理性的野存在条件冶遥 也就是说袁理论的合理性尽管不需要通过假设前提来检验袁但由于
经验归纳是逻辑推理绕不开的环节袁因此给出那些野存在条件冶才可能保证理论的预测结果不容易被事
实证据所反驳曰渊猿冤 有时能够促进通过假设前提推导出可能被事实难以证伪的含义从而对假说做出间
接的检验遥 换句话说袁只要能够通过这个不真实的前提条件推导出具有可检验的含义袁那么袁只需间接
检验这些可检验含义的真实性即可判断理论的真实性遥
但是袁野不相关冶理论的不合理性也是明显的遥 首先袁如果说弗里曼德是为了克服野归纳问题冶的局限
性而采用证伪方法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野不相关冶命题的话袁那么袁或许这一命题在逻辑上是无法反驳
的遥 但如果因此而否定经验归纳袁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遥 正如著名经济学方法论家博兰渊员怨愿苑冤所认为的
那样袁虽然弗里德曼在寻求克服证实方法的缺陷上是对的袁但克服证实方法的缺陷不等于可以否定证
实方法并能够用其他方法来替代遥 事实上袁离开了归纳方法袁经济学研究必然会沉沦于纯粹的文字游
戏袁最终陷入野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冶之类疑问的中世纪经院哲学纯粹思辨的泥坑遥 另一著名的方
法论家拉卡托斯对此也曾经说野如果任何科学理论要构成一种科学知识的理论袁而不是构成任意的游
戏袁那么袁需要某种归纳原理就是不可避免的遥 冶
其次袁弗里德曼在其论文叶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曳渊员怨缘猿冤中阐述的观点前后存在矛盾遥 在论文的前
部分袁关于野理论是什么冶的阐述中袁他明确指出袁理论是一套逻辑体系袁由一系列假设构成的综合体袁旨
在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抽象出事物的本质特征袁在他看来理论渊包括许多假设前提冤是对现实事物的抽
象与简化袁是现实的野近似物冶遥 这与其论文后面部分提出的理论可以任意耶构造爷的观点明显矛盾遥 其
实袁他对这种前后矛盾是有所觉察的袁于是他在后面论述假设前提的作用时又特别作出了补充遥 可见弗
里德曼对这个任意野构造冶的怪物在界定上是心存顾虑的尧在使用上是犹豫不决的袁因而必然在逻辑上
是无法贯通的遥
第三袁现代实证经济学发展的历程表明了这样一个普遍的共识院理论在过去所实现的进步并且产
生更具现实说服力的方法袁是放松严峻的假设条件遥 一般说来袁理论假说最初的假定前提是极其严峻和
虚假的袁但这并不意味这种状况从理论的动态性来说是合意的袁它只是为下一步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了
要通过逐步放松假设前提的方法袁来达到将理论逐步向前推进的目的袁如瓦
一个好的基准点或平台要要
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尧科斯定理尧酝酝 定理等都是当作后续研究的基准点渊遭藻灶糟澡皂葬则噪泽冤来运用的遥 显然袁
极其苛刻尧严峻的假设条件并不是一件值得称颂的好事袁它只是由于最初理论认识的局限性而被迫采
取的野折中冶方法袁这与弗里德曼所认为的那样根本就不是一回事遥 至于那种将假设条件的虚假性看作
是一大优点的观点袁则更是缺乏依据的臆断和无中生有的狡辩遥
四尧小 结
显然袁归属于社会科学的经济学袁在理论合理性的判断标准尧假设前提真实性的理解方面与自然科
学是有着本质区别的遥 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绝大部分是具有可控性的袁因而只要给定相同的条件袁其结论
就具有重复性袁也就是说结论是具有相当大的规律性和稳定性的曰而对于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来说袁
研究对象几乎都不可能进行按照所谓给定条件的控制袁因此袁结论的规律性和稳定性往往就要小得多遥

城郊工业化城市化与乡村工业化城镇化比较研究
方辉振
渊中共南京市委党校袁 江苏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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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通过城郊工业化城市化与乡村工业化城镇化的比较袁剖析乡村工业化城镇化的形成与缺陷袁城郊
工业化城市化的兴起与优势遥 阐述了城郊工业化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和推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价
值取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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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取向和吸纳农民的工业化尧城市化袁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袁也是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和重
要标志遥 虽然长期以来袁由于特殊的国情和时代背景袁我国政府主要倡导乡村工业化尧城镇化的发展模
式曰然而随着人们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袁从 圆园园园 年以来袁各地普遍启动并呈现极大活力的袁恰
恰是以城市规模扩张和结构优化为特征的城郊工业化尧城市化的发展模式遥 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的研
究袁弄清我国城郊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脉络和动力机制袁无疑对推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具有重要的现
实的意义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与经济学的科学性密切相关袁并作为方法论上的一个争论焦点袁野不相关命题冶在给人们
某些启示的同时袁也存在着不少缺陷曰对假设前提条件的放松袁也就是使假设前提更趋近现实的做法袁
正是实证经济学取得成功的重要步骤遥 把预测作为检验的标准是不全面的袁事实证明也是有缺陷的遥 总
之袁经济理论的野合理性冶绝不在于数学化或形式化的外表袁而在于真实客观地反映现实世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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