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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互惠理论扩展中的核心概念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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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强互惠理论的研究表明，建立完善有效的合作秩序，是人类社会制度演化的最终原因。论文针对强互惠理论

扩展研究中相关概念以及核心问题界定不甚清晰的现状，对自愿者性质的强互惠、强互惠锻炼、职业化的强互惠以及政府

型强互惠等核心概念做了进一步阐释，完整地呈现自愿者性质的强互惠经由强互惠锻炼成为职业化的强互惠进而达到政

府型强互惠的演化路径，同时政府型强互惠经由类似生物自然选择的过程而呈现出特殊的演化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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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Santa Fe 经济学家 Gintis 于 2000 年正式提出

“强互惠”（Strong Reciprocity）概念[1]，这是在Trivers[2]

的互惠利他概念基础上的延伸，Gintis认为，与互惠

利他相联系的只是弱互惠[1]。在一个群体中，哪怕

只有一小部分强互惠主义者，就足以保持该群体内

大部分是利己的和小部分是利他的这两种策略的

演化均衡稳定[3]。Gintis指出，强互惠可以通过群体

选择在Trivers的互惠利他中自发产生[1]。Bowles和
Gintis指出，“强互惠”行为的存在是人类社群持续

合作的必要条件[4]。Sánchez和Cuesta研究表明，即

使初始整个群体都是自私的，但只要存在产生突变

的概率，强互惠者就有可能经由漫长的自然演化过

程而得以生存[5]。Fehr等的神经元经济学的实验证

明了强互惠者从惩罚背叛、卸责者的行为本身获得

满足的假说，这一结果表明，对违反公正和合作规

范的惩罚愿望应该被包含在由个人偏好所定义的

效用函数之中，这将比传统的单纯自利模型能更好

对人类的行为给予解释[6]。

强互惠理论的研究表明，建立完善有效的合作

秩序是人类行为、人类心智、人类社会包括文化与

制度共生演化的最终原因。这为解释生物、社会以

及制度演化提供了有益的工具。这一前沿研究展示

了一种打通“实然”与“应然”的现实可能与进路[7]。

目前国内学界对于强互惠理论的研究多以介

绍为主[7~13]。王覃刚[14]、张洪恩等[15]将强互惠行为的

研究推进到“社会为个人立法”的意识介入阶段，将

Santa Fe的强互惠理论扩展到政府行为的制度层

面，提出政府型强互惠（Governmental Strong Reci⁃
procity）理论。程宇将政府型强互惠模型首次运用

到中国的不完全资本市场演化的分析[16]。这一研究

方向为转型经济国家的制度演化理论探索提供了

有益的思想素材。本论文拟围绕强互惠理论的扩

展中所涉及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行细致的探究与陈

述，旨在进一步完善该理论。

二、关于强互惠的职业化

王覃刚[14]、张洪恩等[15]将Santa Fe研究的强互惠

界定为自愿者性质的强互惠者（Voluntary Strong Re⁃
ciprocator），从而将强互惠概念扩展到职业化的强

互惠者（Professional Strong Reciprocator）。Gintis[1]、

Gintis等[3]以及Bowles等 [4]的文献表明，强互惠之所

以可以被界定为自愿者性质的，是因为这样的强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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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利他惩罚完全是出自非确定性个体的自发行为冲

动，而 Sánchez等[5]及 Fehr等[6]的研究为这样的冲动

提供了可以被接受的理由。然而，没有制度保障

的纯粹个体自发行为冲动并不能为个体间交往提

供稳定的预期，除非这样的自愿者性质的强互惠

行为发生在可能达成更多的共同利益的相容性群

体中，正如Olson的结论，小群体较之大群体更容

易产生集体行动逻辑，即合作更容易在小群体内

达成。大群体、社群乃至社会的成功演化需要更

多稳定的合作。所以，当研究范围扩展至大的群

体意义的演化时，单一的自愿者性质的强互惠理

论显然是不够的。

（一）自愿者性质的强互惠

我们可以这样界定自愿者性质的强互惠概念。

定义 I：自愿者性质的强互惠，是指针对那些违

背共同遵从的行为范式的个体，群体中的不确定个

体实施的自发的、不计成本的、利他惩罚的零散性

行为。

这个定义源自对 Santa Fe研究的抽象。然而，

在这里至少有三种不确定性值得思索。

第一，个体的不确定性。由于强互惠者的行为

出于自愿，这样的个体具有不确定性，于是我们无

法对这样可能带有强烈情境特征的自愿性强互惠

行为产生持续稳定预期。首先，由于信息不完全，

这样的自愿性强互惠个体并不能充分察觉所有需

要实施强互惠行为的事件。其次，强互惠者自身具

备的质素必须显著优于其惩罚对象，才能确保利他

惩罚行为的有效性。再次，强互惠者自发性的、不

计成本的利他惩罚行为并非是必须实施的，由于自

愿特征，所以在情境理性假设下，并非所有个体都

必然将强互惠愿望付诸实际行动。

第二，对失范行为的界定不确定。强互惠者有

效实施利他惩罚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卸责、失范行

为的认定。事实上，并非所有的合作模式对群体来

说都是有效率的，从而需要强互惠者一律维护。自

愿者性质的强互惠无法保证对每一个失范行为都

做出基于某种客观标准的界定，因为他们不具备这

种客观标准的知识，同时也无法抵御源自私人情感

方面冲动的干扰，由此我们不能认为每一次利他惩

罚对于群体而言都是必须的。同时，强互惠个体具

备的认知结构必须也显著优于群体其他成员，而要

形成这样的认知结构又必须经历有别于群体内常

规个体的更广泛的社会体验。

第三，利他惩罚后果不确定。自愿者性质的强

互惠行为在多大程度上会对卸责者产生有意义的

影响是不确定的。利他惩罚的目标在于维系群体

内共识的行为准则，惩罚本身并不是目的，但是希

望卸责者回到群体合作的范式中，其惩罚力度对于

不同强互惠个体以及卸责者个体而言是不同的。

那么如何保证利他惩罚不至于仅仅是形式上的轻

描淡写甚至沦为宣泄私人情感的暴力工具，单纯依

靠零散的强互惠个体的自发行为显然是不够的。

（二）强互惠锻炼

由于存在以上不确定因素，纯粹的自愿者性质

的强互惠的逻辑指向其实更多表现为一种偶然的

情境强互惠，亦如王覃刚[14]所指出的那样，普通个体

在自身利益受到卸责者的侵害时会产生强互惠行

为冲动，或者采取偶尔的强互惠行为，或者由于行

为能力的不足而坐享其他强互惠者的利他惩罚行

为的外部性。然而，对于群体的成功演化而言，相

对稳定的强互惠行为具有不可缺失的重要意义。

这样就意味着群体内需要有特定的个体被分离出

来，在专门的社会体验中形成强互惠行为能力和知

识，从而持续地实施群体内必须的强互惠行为，这

样的过程即“强互惠锻炼”。

定义 II：强互惠锻炼，就是指那些被群体所期待

的、能持续有效地实施强互惠利他惩罚的个体形成

强互惠能力以及手段的社会体验过程。

强互惠锻炼的第一重意义在于主观上经由认

知过程形成必要的理性能力[14]。该能力的形成为强

互惠者辨识群体内达成的合作模式的意义提供了

可能，从而可望减少对拒绝合作的失范行为界定的

不确定性。经由这样的强互惠锻炼获取了被认同

的理性能力的强互惠者，其利他惩罚才可能真实地

表达群体对某种合作状态的共同诉求。显然，这样

的锻炼是一个社会体验过程，包括对业已形成的意

义体系的接纳以及对现实意义体系的认知，前者是

对传统的继承，后者是对制度的创新。显然，这将

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我们发现，那些年纪稍长的

强互惠者的利他惩罚较之年轻者仿佛更容易被群

体成员所接受，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被认为有足够的

社会体验以形成必要的理性能力。

强互惠锻炼的第二重意义在于客观上形成对

不合作者和卸责者实施惩罚的足够力度 [14]。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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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具有利他惩罚能力的强互惠者并非一定需要通

过实际的惩罚行动来使卸责者接受收益损减和成

本提升的结果，群体中的那些具有现实惩罚能力的

强互惠者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构成了对企图不

合作者的某种威慑，从而抑制了不合作现象的发

生。生物性的惩罚能力是诸如强壮的身体以及较

强的实施暴力的能力，社会性的惩罚能力是经由社

会经济地位以及某种特殊授权而形成的权威。通

过这种方式的强互惠锻炼，利他惩罚后果的不确定

性将会降低。

总之，对于强互惠者而言，强互惠锻炼无非是

获得对不合作的辨识能力和惩罚能力的社会过

程。当强互惠锻炼在群体中被共同认知以后，只有

那些经历强互惠锻炼过程的个体才是被认同的，于

是强互惠锻炼也就演化成为辨识强互惠者的一种

标志和符号。

（三）职业化的强互惠

强互惠锻炼过程以及强互惠利他惩罚的有效

实施是资源消耗性的，因此强互惠者可能会失去在

群体内谋求生计的活动机会，即没有足够的时间和

精力从事收益性生产劳动。为了保证这部分有效

实施强互惠行为的个体的生存以维持群体的演化，

群体内其他成员会倾向于选择对其进行必要的补

偿。这种补偿可以表现为一般财富形式，同时还可

以是特殊合法化权力形式。于是先前零散的偶然

性的自愿者性质的强互惠者经由必要的强互惠锻

炼和群体的认同，其身份被固定下来，便成为了职

业化的强互惠者。

定义 III：职业化的强互惠，是指基于群体内的

社会分工，某些群体成员由于通过必要的强互惠锻

炼并被群体认同，得到了群体成员的补偿，从而摆

脱生产性活动，以固定身份专门地实施利他惩罚的

行为。

基于这个界定，至少有五点需要展开说明。

第一，强互惠者经由职业化，在群体内的身份

得以固定，并由此获得了某种权威，这将有助于提

升强互惠利他惩罚的确定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强

互惠者的职业化为社会交往提供了明确的交往符

号，为群体中其他个体的“理性的无知”[17]提供了可

依赖的合理性。那些缺乏有效实施强互惠行为能

力、手段和知识的个体不再具备足够的、自愿性质

的、实施低效率的强互惠利他惩罚的合法性，而交

由职业化的强互惠者来实施，进而改善了群体内利

他惩罚的效率。同时他们也无需在掌握强互惠的

技能上继续花费成本投入，于是群体内的资源便得

以更有效的配置。

第二，强互惠者的职业化并没有改变其作为强

互惠者个体的内在性质，依然表现为不计成本的、

积极地惩罚卸责者。强互惠者得到的群体让渡的

职业化补偿并不是直接针对实施强互惠行为本身

的对应成本付出，因此与其说是补偿，不如表述为

其职业化报偿更为贴切。在逻辑上，强互惠者并不

是为了得到报偿而实施利他惩罚。同时，由于个体

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中充当特定的社会制度角色，发

挥特定的社会制度功能，而这样的社会制度功能只

能直接指向社会制度角色，而不能间接指向具体的

个体。也就是说，自愿者性质的强互惠者体现的仅

仅是个体品质，属于个体自主行为，个体本身是需

要对行为后果负责的；而职业化的强互惠者体现的

却是制度角色的品质，属于制度行为，个体本身并

不需要对行为后果负责，只需由制度安排负责。

第三，职业化的强互惠者在群体中的身份取

得，首先要求其自身应该具备强互惠特征，即他们

主观上有为群体甚至陌生人提供正外部性的心理

准备，且对现有的合作模式和制度范式的稳定维系

态度强烈[14]，后者实际上表明了强互惠者似乎更容

易从那些从现有利益格局中获益的亚群体中涌

现。其次，他们需要经历群体所认同的强互惠锻炼

这一过程，或者至少需要让群体相信他们经历了强

互惠锻炼这一过程，以此为职业化提供必要的合法

性基础。

第四，具备主观和客观条件的职业化的强互惠

者最后从群体中脱颖而出的方式大致表现为三种：

（1）武力或暴力竞争方式，这是最直接展现强互惠

的能力及其愿望的方式，表现为一种强制全体同意

模式；（2）民主的选举方式，这是一种多数同意模

式，个体的强互惠锻炼的经历记载被认为是主要指

标，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并非群体内全部成员都无

差异地享有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力和话语权；（3）世

袭方式，这是一种无须征得同意的模式，完全是基

于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可继承性的群体认同的合作

与行为模式，其合法性基础较之前两者而言是不足

的，因此继承者需要在事前或事后采取积极有效行

动以修补其合法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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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强互惠者的职业化并不意味着散落在群

体中的自愿者性质的强互惠者的消失，前者只是从

后者中分离出来的社会身份固定的一部分。自愿

者性质的强互惠者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当

前职业化的强互惠者实施强互惠行为的围观者或

者压力集团。甚至当职业化的强互惠者的合法性

基础动摇乃至崩溃时，那些自愿者性质的强互惠者

就有可能经由群体的选择取而代之成为新的职业

化的强互惠者。这是推动制度演化的基础之一。

即使强互惠对于群体演化具有重要意义，也不

意味着要求群体内每一个成员都来充当强互惠者，

如Gintis等所言，群体中只要有一小部分强互惠主

义者，就足以保持该群体稳定演化均衡，群体内其

他成员就成为强互惠正外部性的单纯受益者[3]。这

样，群体内大多数成员基于对固定身份的职业化的

强互惠者行为的确定性信念，通过让渡部分收益和

权利免除了对强互惠行为的能力的自我准备，提高

了资源配置效率，同时对卸责和不合作的预期也趋

于降低，保障了社会、经济交往的顺畅。因此，从自

愿者性质的强互惠到职业化的强互惠应该是一个

具有演化优势意义的事件。

三、关于政府型强互惠的制度演化

Bowles和Gintis[4]的模型个体间是存在差异的，

这样的差异使得群体出现三种行为取向类型的亚

群体划分，即合作者、不合作者或卸责者和强互惠

者。然而，这样的区分并不能针对某一具体个体进

行确切的类型识别，即在不同的情境下，即使是同

一个体也可能会表现出合作、强互惠甚至不合作等

多种不同的行为特征，个体是不同情境理性下的复

杂综合体。这意味着群体不能确保总是保有足够

数量的自愿者性质的强互惠者来实现群体的成功

演化，或者说群体不能简单依靠非稳定的情境理性

所致的零散性的强互惠行为来实现成功演化。所

以从群体选择的角度，群体成员就在认知上达成共

识，将强互惠者身份固定下来并使之职业化，这对

于整个群体的演化而言将是有效率的推进。

（一）政府型强互惠

随着人们的交往范围以及群体规模的不断扩

大，群体内的利益更趋多元化，于是更多的合作模

式涌现出来，并需要被群体维持，但从各种合作模

式中的获益分布却呈现分化状态，这样群体成员对

于在原有小群体状态下让渡部分财富和权利给职

业化的强互惠者的态度就可能出现分歧。同时，由

于无法精确计量群体每一个成员需要让渡财富的

数量，就只能以固定方式强制性征收来构成职业化

的强互惠者的报偿收入，这种对群体成员的强制征

收即表现为税收。另一方面，制度只代表秩序，并

不必然指向公平和效率，因此随着群体剩余的增

加，制度对剩余分配所致的财富不均则会演化出一

定数量的非合作者，并且财富不均的程度越大，非

合作者的卸责倾向的破坏性和暴力性越强。在这

样的情形下，即使是职业化的强互惠者也会缺少足

够的利他惩罚的合法性手段，他们需要运用经由群

体成员的让渡而获得的权力，来建立一定数量和规

模的专门的暴力性机构以强化惩罚力量。税收以

及对抗卸责者暴力的常规暴力性机构的出现意味

着政府的出现，于是职业化的强互惠就演化成为政

府型的强互惠。

定义 IV：政府型强互惠，是指经由某种选择机

制产生的政府在其所管辖的社会中，对不合作的卸

责者实施有效的合法的利他惩罚，以积极维护社会

制度的行为。

从这个定义来看，实施利他惩罚的主体是政

府，其特征表现为职业化的强互惠者的特征，目标

是维持现有社会制度的稳定和发展，手段具有明显

的、合法的强制性。不同的社会对政府型强互惠者

的认同构成了国家之间的界限。我们认为，对这样

一个概念的阐释，不仅对国家和政府的产生机制给

出了一个新的解释思路，同时也反过来给予了政府

一种新的功能性解构，即政府首先是被选择的功能

性强互惠者。

（二）政府型强互惠的变异

从自愿者性质的强互惠经由强互惠锻炼固定

为职业化的强互惠，最后形成政府型强互惠，这一

演化理路内在地表明政府型强互惠应该具备前三

者的基本特质。首先，政府型强互惠应该具备自愿

者性质的强互惠行为倾向，即当面临不确定未来的

交往状况时，以其强硬作风积极惩罚卸责者使合作

得以维系，这种行为是不计成本的，哪怕降低个体

的生存适应性。其次，政府型强互惠需要经历被认

同的强互惠锻炼过程，强互惠锻炼确保其固定充当

强互惠者的能力，而社会认同则为日后的利他惩罚

提供合法性，当然认同机制可以由群体选择的方式

来完成，也可以由已经具备职业化的强互惠者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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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选择的方式来完成。再次，政府型强互惠必须是

职业化的，即对待卸责者、不合作者的手段具有合

法的强制性，同时，必须摆脱创造收益的生产性活

动，以强互惠行为作为唯一职业。

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当政府型强互惠成功演

化后，也出现了区别于前者的显著的变异特征，主

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政府型强互惠表现为一种机构行为，而

其中的个体行为的作用则被相对弱化。政府之所

以被群体和社会选择，是因为其作为一个整体的纲

领和机制安排被认为是可以引导群体成功演化和

社会有效发展的，而并非必然指向某具体个体的超

凡魅力。这样，即使政府中的个体并非全然表现出

强互惠行为倾向，但由于组织机制、制度的约束，从

机构整体上也能表现出强互惠特质。因此，政府中

的个体也不被要求在非职业的个体交往场合以降

低自我适应性为代价实施强互惠利他惩罚，他们只

须按照组织制度行事，无须展现出个体的行为能

力，只要作为机构整体的机制制度健全，政府型强

互惠就能有效发挥作用，个体的进入和退出也不会

对整体强互惠性产生根本影响。当然这种演化理

路也不排除个体强互惠性存在的可能性，只是这种

可能性并不是政府型强互惠演化所必须的。

第二，政府型强互惠催生官僚体系的出现，并

倾向于自我利益化。由自愿者性质的强互惠以及

职业化的强互惠演化到政府型强互惠形态，在这一

过程中一个明显的演化优势在于机构组织在实施

强互惠行为时的效率高于个体行为。为此，强互惠

的政府需要依据一定的组织机制和制度组建有效

行事的官僚体系，并且社会范围越大，需要维护的

制度层面越多，这种官僚体系就越庞大。基于前文

的分析，官僚体系中的个体并不必然被要求表现出

强互惠特质，而只需要保证官僚体系整体的政府行

为强互惠性。正因为如此，官僚体系中的个体并不

必然具有真实的强互惠行为倾向，而仅仅是将其行

为视为一个赖以生存的职业而已。尽管政府型强

互惠是基于组织机构整体而言的，但强互惠行为的

实施却是借助具体的官僚体系中的个体来实现的，

这意味着在缺少足够制衡机制的情况下，具体经办

人可能将群体和社会成员的必要权利和财富让渡

作为诱发强互惠行为的主要原因，而倾向于利益自

我化。那些经由社会成员的让渡而形成的权力在

缺失有效约束的情形下，很可能成为获取收益的便

利手段，同时由于官僚体系拥有专门的强互惠锻炼

过程以及专门的暴力性机构作为强互惠行为的保

障，社会和群体其他成员不再需要利他惩罚的技能

和手段，并且也不再可能拥有那些技能和手段，于

是职业化的强互惠行为成为稀缺资源，强互惠者就

可能倚仗其职业化技能将社会成员的财富让渡和

社会回报作为行为的动因，甚至将货币化的权力收

入作为行为的动因。

第三，政府型强互惠者不会仅仅满足于维护群

体和社会既有的制度结构，而可能表现出更强烈的

制度理性设计的冲动。强互惠行为的收益除却利

他惩罚过程中获得的神经性快感以外，还有因为群

体的认同和赞许而实现的效用，后者同样可以反映

在个体的脑部血流峰值上，或者说，强互惠者除了

自激励机制外，还可从外界获得激励，而后者亦可

成为自激励的动力来源之一。所以，群体中的强互

惠者主观上存在较强的被认同和被关注的需要，而

适用于群体行为规范的制度的理性设计、创新则正

体现了这种被关注和被认同的需求。同时客观上，

强互惠者的职业化、政府化的强互惠锻炼过程也提

供了制度设计的认知、理性和能力，并利用特殊职

业化手段使创新得以低成本推广。于是，这种理性

设计的冲动的出现就会对制度的自发演化路径产

生影响，不管这样的影响力多么微弱，经由一个足

够长时段的不可逆过程，制度就可能演化成完全不

同的状况[14]。

（三）政府型强互惠的制度演化

虽然政府型强互惠可能表现出自我利益化倾向

以及制度的理性设计冲动，但并不能无成本如此，因

为受到了来自群体和社会的近似自然选择式的约

束。在政府型强互惠的语境中，那些散落在群体和

社会中的自愿者性质的强互惠者以及没有取得组阁

资格的职业化的强互惠者并没有消失，政府型强互

惠者的合法性需要得到群体和社会的支持，而当其

自身违背了某些共同的社会行为规范时，群体和社

会成员就会通过强互惠政府以外的那些零散的、自

愿者性质的或职业化的强互惠者来表达他们的诉求

或抵制态度，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就会被动摇。

政府作为演化的产物，为了取得了必要的合法

性，其出现与存在的程序性方式都必须契合群体和

社会的认知与理性支持的某种共享意义。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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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下的政府在强制实施强互惠利他惩罚时，实际

上是以代理人的身份表达了群体或社会对违背规

则的行为的纠正和对合作秩序的维持，这是体现了

群体对共享意义的诉求，因而政府对具体的操作规

程的设计也就获得了必要的群体理性，从而可被视

为理性的设计。然而，政府型强互惠在信息以及行

为能力上所具备的优势使得他们有可能在现实操

作中倾向于偶尔改变上述顺序，即先进行有关制度

的理性设计，再征得群体或社会的共享意义的认同

甚至是强制认知协调，从而表现出政府主导的强烈

的制度变迁冲动。

实际上，制度演化沿着两条路径在推进：其一，

源自群体和社会的自发演化，这样的路径要么得到

政府型强互惠的认同并制度化，要么没有得到其正

式认同而成为交往中的“潜规则”；其二，来自政府

的理性设计，关于这样的路径的博弈发生于事前，

政府的理性设计本身就是一个制度化的过程。这

两条路径之间亦会相互作用，因而政府型强互惠的

制度演化呈现的是一个自发演化和理性设计相互

交错的复杂系统。

四、结语

合作与利他对于人类作为生物物种在自然选

择下得以留下足够多的后代进而成功演化具有重

要意义。少量强互惠者保证了合作在群体内部得

以延续，从而使得群体成功演化，这意味着拥有强

互惠者的群体被自然选择成功演化。当作为群体

内的自发力量的自愿者性质的强互惠并不能充分

保证强互惠长期的稳定性和有效性时，经由强互惠

锻炼的强互惠者的职业化就成为改善这一状况的

选择。当人们的交往范围不断扩大时，自然要求合

作在更大的群体内达成并被维护，于是分割零散的

群体之间的结构洞不断被一些利益的共识所填补，

群体不断扩张成长，成为部落、成为社群、成为社

会，于是职业化的强互惠就演化为政府型强互惠。

政府型强互惠在维护群体和社会的自发演化

的同时，不断以理性设计的方式影响着自发秩序，

并将经由类似生物自然选择的过程而呈现出演化

的轨迹。这样的模型建构和概念厘清对于我们认

识和理解制度变迁过程、制度变革的历史与现状和

可能的运动方向，以及政府甚至具体社会个体在这

一行程中的行为，将提供一个准确的理论定位和研

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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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itions of the Key Concepts in the Extension of Strong Reciprocity

WANG Qin-gang
（School of Law and Business,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3）

　　Abstract: The study of the theory of strong reciprocity show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erfect and effective cooperation order is
the ultimate cause of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ocial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strong reciprocity expansion related concepts in
the research and the core problem define the status quo is not very clear, the volunteer nature of strong reciprocity, strong reciprocity ex⁃
ercise, occupation of the strong reciprocity and governmental strong reciprocity and other core concepts made further explanation, com⁃
plete presentation of self to nature through strong reciprocity exercise a strong reciprocity occupation of the strong reciprocity evolution
path and achieve strong reciprocity of government, and governmental strong reciprocity through the process of similar biological natural
selection and show special evolution.
　　Key words：strong reciprocity；governmental strong reciprocity；institutional evolution

Value of Commodity in Theravada Buddhism’s Meaning Discrimination

YAO Wen-jie
（Research Institute of Water Culture and Water Resourc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

Hangzhou 310018,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value orientations from human nature of various social classes made an inevitable utter chaos for the
commodity value theory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n effective way to get rid of the original crisis and plight is to explore the
theory reconstruction with a basis point of people's natural life essence. This article track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thought of com⁃
modity value connotation and the two final patterns of commodity value theory in order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different inherent con⁃
tradictions in the interior of all kinds of theories. Then with a definition of use value by the theory of Theravada Buddhism, and an inter⁃
pretation of the inner mechanism of division of labor and exchange, the commodity value theory is restructured. It is concluded that in
the category of commodity, use value is a kind of special meaning person gives with a persistent to the external world his sensory con⁃
tacts; the purpose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is to prolong person’s spending time of use value in his life cycle by exchanging; and the so⁃
cial average production time of use value constitutes the connotation of commodity value.

Key words: value；use value；division；exchange；Theravada Budd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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