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院权力(结构)是一国政治体系中的核心要素袁在一国政治体系中具有主导性的作用遥 然而袁由于视界和分析

工具的局限袁经济学长期把权力渊结构冤视为一个给定的野黑箱冶袁忽视了对权力渊结构冤的研究遥 其实权力渊结构冤对一国

长期经济绩效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遥权力不仅是人类配置资源的两种主要手段之一袁权力渊结构冤也可以通过多种作用机

制影响一国的长期经济增长袁因此应该把权力渊结构冤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袁而经济学在研究权力渊结构冤时亦具有

多方面的工具性优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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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人类活动涉及两个基本问题院一个是对权力进

行分配要要要谁拥有什么样的权力和多大的权力袁即
权力结构是怎样的曰另一个是对利益进行分配要要要
谁占有多少利益袁即利益结构是怎样的遥 而且由于

权力的主导性袁利益结构常常取决于权力结构遥 因

此袁权力结构在一国长期经济增长和政治发展中

具有决定性作用遥 于是袁它成了古今中外学术体系

讨论的主要话题之一遥 不过就文献而言袁关于权力

结构的研究主要是在政治学语境下展开的遥 在政治

学语境下袁权力结构被认为是一国政治博弈的基

本要素袁它决定了一国的政治清廉性尧民主巩固性尧[1]

政权稳定性[2][3]和自由可获得性曰[4]同时袁政治学还研

究了怎样才能构建一个比较好的权力结构以及好

的权力结构应具有的特征袁 前者如三权分立学说袁[5]

后者如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和政治权力被社会

各阶层广泛分享遥 [6]

就权力结构的经济效应而言袁从经济学正统理

论和大部分文献来看袁当野权利冶得到极大关注时袁

隐含在野权利渊Rights冤冶背后的野权力渊Power冤冶往往被

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遥 正是这种忽视导致现有理论渊如
地方政府竞争理论尧比较优势理论等冤在解释实际问

题时既缺乏内在逻辑一致性袁也只能解释部分现象袁
要解释更多的当代和历史现象袁还需要一个更宏大尧
更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视角袁而这个能解读历史尧
透视现象尧具有强大解释力的视角正是权力渊结构冤遥
研究权力渊结构冤及其变迁对人的行为和长期经济增

长的影响是经济学的必然使命袁通过这样的研究袁我
们能得到现有文献所未能得出的重要结论和对真实

世界做出更有效的解释遥
为清楚表达本文的观点袁文章的结构如下院第二

部分界定了权力渊结构冤并阐述了权力的缘起曰第三

部分论证了经济学长期以来对权力渊结果冤研究的忽

视曰第四部分论证权力和市场是人类配置资源的两

种主要方式曰第五部分则进一步分析权力渊结构冤对
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曰第六部分

则论证经济学在研究权力渊结构冤中的工具优势曰最
后一个部分是结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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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权力渊结构冤的界定和权力的缘起

权力是一个古老的词汇袁不同的人对其有着不

同的定义遥 如叶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曳将权力

定义为野一个行为者或机构影响其他行为者或机构

的态度或行为的能力冶遥 [7]叶中国大百科全书窑政治

学曳对权力的定义是院野人际关系中的特定影响力,是
根据自己的目的去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遥 在社会生

活中袁凡是依靠一定的力量使他人行为符合自己目

的的现象袁都是权力现象遥 冶[8]奥尔森将权力定义为

野这样一种能力袁它能够带来强制性的服从袁因此袁
它意味着强制性的权威以及强制力遥 冶[9]巴泽尔则把

权力定义为 野把成本强加给他人的能力冶遥 [10] 韦伯

渊Max Weber冤认为袁权力是指野一个在社会关系中处

于某个位置的行动者袁拥有可以不顾反对意见而实

现自己意愿的机会冶遥 [11] 从这些经典定义中可以看

出袁权力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能力袁而且这些经典

定义也触及权力的本质遥 然而袁为使野权力冶概念更

具有经济学的含义和更具有操作性袁我们将其定义

为一个行为者或机构强制性改变其他行为者或机

构的选择集和选择成本的能力遥 这个定义意味着院
权力是一种强制性的力量袁它与市场的平等交易不

同曰权力施予者能极大地改变权力收受者的选择集

和行为的机会成本袁从而迫使其采取合乎自己意愿

的行为遥 因此袁施行权力就会改变资源配置状况袁影
响经济绩效遥

权力一般可以分为经济权力尧政治权力尧社会

权力三大类遥 经济权力是经济主体凭借掌控的经济

资源袁为实现自己目的而影响他人渊经济客体冤的能

力遥 [12]资源在经济活动中越重要尧越稀缺尧越不可替

代袁其拥有者对其他经济主体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就

越强袁经济权力就越大遥 政治权力是政治主体为实

现某种根本利益渊包括共同的利益和原则冤袁借政治

资源支配尧制约政治客体的能力遥 社会权力是社会

主体为达到一定目的袁利用社会资源支配尧影响社

会客体行为的能力遥 社会权力通常体现在宗教尧家
庭和行业协会等各种非官方尧 非营利的社会组织

中袁一般不具有强制性遥 [13]一般来说袁处于顶层的制

度是社会的基础特征袁其很大程度上由社会成员的

政治权力渊结构冤所决定遥 换言之袁政治权力的博弈

决定了社会最基本的规范袁社会成员进一步通过社

会化学习产生社会习俗尧文化和价值遥 因此袁鉴于政

治权力渊即国家冤在人类制度尧社会形态和资源配置

中的作用袁本文主要研究政治权力及其影响遥
就政治权力而言袁可以将其分为法定政治权力

和事实政治权力遥 前者是经由政治制度(例如宪法尧
选举制度和选举结果)配置的政治权力袁后者则产生

于采取集体行动尧诉诸武力尧采取游说或贿赂等其

他渠道遥 实际上袁事实政治权力融含了经济权力和

社会权力袁因为某个群体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大

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事实政治权力的大小遥 而

均衡的制度生成和制度变迁是法定政治权力和事

实政治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遥 [14]

权力结构是指法定政治权力和事实政治权力

在不同人或群体中的配置状况遥 一般来说袁可以将

一国的权力结构划分为纵向的权力结构和横向的

权力结构遥 纵向的权力结构主要表现为中央政府和

地方政府的权力划分遥 横向的权力结构主要包括院
渊1冤立法尧司法和行政之间的权力划分和制衡状况曰
渊2冤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权力划分曰渊3冤执政党和其他

党派间的权力配置状况曰渊4冤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权

力配置状况曰渊5冤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权力配

置状况曰渊6冤城市和农村的权力划分遥 不同的国家在

不同的历史时期袁其纵向和横向的权力结构都有所

不同袁 而正是这种不同决定了一国的长期社会型

态尧[15]经济绩效袁也决定了不同国家的路径分野遥 [16]

从权力概念的定义中袁我们可以初窥权力的缘

起院一旦拥有权力袁就拥有了强制性改变其他行为

者或机构的选择集和选择成本的能力袁可以依仗权

力获取更多的收益遥 也就是说袁权力是改变人们行

为的成本要收益结构的基本决定力量遥 由此袁人们

就有了追逐权力的动机和激励遥 因此袁欲望是权力

的一个重要源泉遥 更进一步的袁威廉姆森指出袁野由
于 B 比 A 规模大袁 在两者的交换关系中袁B 拥有权

力优势曰由于 A 依赖于 B袁B 就对 A 有权力优势遥 或

者 A 与 B 初期的地位完全平等袁但出现了对 B 有力

的干扰袁 这种平等被打破了袁 此时 B 拥有了更多的

权力遥冶[17]从威廉姆森的这段表述中可以将权力的来

源归结为社会主体的资源数量尧资源的依存度以及

相应的制度或者环境因素等方面遥 加尔布雷斯指

出袁人格是补偿权力的来源袁财产是应得权力的来

源袁而组织是控制权力的来源遥 因此袁我们可以说袁
某个群体所掌握资源的多少尧克服集体行动悖论的

组织能力的强弱尧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特征是权力

的另一个重要源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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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经济学长期以来忽视了对权力的研究

由于权力既能带给人诸多物质方面的回报要要
权力所有者会因为权力而获得很大的权力租金袁也
能带来很高的精神回报要要要权力所有者会因为他

人的崇拜而自我们满足袁还能利用权力影响他人行

为甚至命运袁所以权力就和财富尧声望一样袁是人的

效用函数中至关重要的决定变量袁它具有极大的魅

力袁成为世人梦寐以求的东西袁引发个人尧家族尧王
室尧党派尧集团甚至国家之间的疯狂角逐遥 我们可以

看到袁千百年来袁权力始终在人类生活尤其是政治

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袁人类对权力的追逐从未间

断过遥
然而袁令人遗憾的是袁长期以来经济学基本上

只以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为分析对象袁把各种影响利

益的因素加入效用函数中袁通过人们在约束下的利

益追逐及其博弈来分析资源的配置状况尧经济社会

的运行效率和人的福利袁却忽视了把人们对权力的

追逐纳入其效用函数袁并分析不同权力结构下资源

的配置状况尧经济社会制度的有效性和人的福利情

况遥 进一步地袁虽然权力是人类配置资源的两种基

本手段之一袁而且是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比市场更

常见和更普通的一种资源配置手段袁 譹訛甚至权力在

一国长期经济增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袁
但是长期以来经济学的文献更多地将其研究中心

放在市场配置资源上袁而相对忽视了权力在资源配

置中的作用及其微观机理和宏观影响遥
从经济学的正统理论和大量文献来看袁主流经

济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或隐含或明确地假定了

一个和平尧有序尧按规则公平交易的市场经济环境袁
却不去追问这样一个完美的市场和制度环境是如

何实现的遥 其实权力甚至暴力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

角色袁而国家正是这些力量的最重要的拥有者和使

用者袁即国家行为尧权力冲突以及政治过程在许多

方面影响甚至决定了经济的发展和绩效遥 马克斯窑
韦伯曾经指出袁野说到底袁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样是权

力的斗争遥 因此经济政策必须为之服务的最终决定

性利益乃是民族权力的利益遥 政治经济学乃是一门

政治的科学袁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 冶[18]此语乍

看似乎有些极端袁 但任何经济过程的背景或曰前提

其实都是特定的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遥这也正是 19
世纪末期之前人们多称其野政治经济学冶而非野经济

学冶的缘故遥 Hirshleifer 也说道袁经济学家常常假定

行为个体是自利性的渊Self-interest冤袁那些掌握着更

强大力量的个体将使用暴力为自己谋利曰这就是所

谓的野力之阴暗面渊the Darkside of the Force冤冶遥 [19]

遗憾的是袁目前经济学家们对此还未给予足够的重

视袁而只是想当然地将所有自利个体的互动行为视

为非暴力尧和平的遥 正因如此袁克莱因深刻地指出院
野作为配置科学的经济学一直没有高度关注经济权

力本身袁只是关注耶不完全市场如何影响资源的配

置爷遥冶[20]野经济学一直不断地回避现有权力体系的挑

战袁不像政治学中的民主理论家袁他们认识到袁权力

集中对于符合民主理念的政治的运行是一种明显

的危险袁经济理论家要么把经济权力对竞争理念带

来的危险合理化袁要么经常简单地把问题假设掉遥冶[21]

野经济学一直陷入这种困境袁 因为不像其他社会科

学那样直接把重心放在它们的问题和范围上袁逐渐

得到它们的解决办法袁 经济学家喜欢坚持的范式譺訛

反映的是容易处理的经济形式遥 他们不是分析实际

的经济袁而是操控这个范式中的变量袁去近似地处

理实际经济问题遥 因为权力并不能很好地与这个范

式相容袁大多数经济学家通常就简单地忽略了它遥冶[21]

加尔布雷斯也指出院野经济理论忽略了权力概念袁因
此这种理论并不是中性的遥 冶[22]

即使新制度经济史学派己经开始认识到政治

制度的重要性袁但就已有研究而言袁他们大多只是

停留在院渊1冤关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遥 如温加斯特提

出了野国家悖论冶袁指出国家需要足够强大袁才能具

有足够的强制力去做它该做的事袁 即执行合同曰但
国家又不能过分强大袁 以至于它可以不受约束袁滥
用自己的强制力袁 任意侵犯公民的财产和权利遥 [23]

渊2冤国家在产权保护中和一国长期经济增长中的作

用遥如诺思认为袁野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
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遥 冶[24]渊3冤强势权力

集团的寻租影响遥 如 Tullock尧[25]Kruege尧[26]Posner[27]等
发现袁强势的权力集团可以通过政治过程尧官僚行

动来推行有利于它们自己的再分配袁而这种行为会

极大地加剧经济活动中的扭曲袁造成大量的资源耗

散遥 由此可以看出袁新制度学派虽然涉及对国家政

治的分析袁但其分析还未深入展开,也未触及政治制

度的核心问题要要要权力及权力结构遥 而后来的集体

行动理论的创始人尧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奥尔

森渊Olson冤等人虽然对国家和权力进行了经济学意

义的分析袁但其工具和方法仍然是新古典的袁具有

唐志军，姜 军，谌 莹：为什么经济学要研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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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诸多局限和不足遥
即使在今天袁虽然随着经济学研究视野的不断

拓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袁权力已不再是政治学所独

占的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袁而是越来越多地被纳入

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袁权力在资源配置和一国长期经

济增长中的作用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

视袁并且已有大量的经济学文献开始了对权力渊结
构冤在资源配置和一国长期经济绩效中的作用的研

究袁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袁只有少数文献将权力

这个关键要素放在分析的核心位置上遥
追根索源袁 有三个原因导致了经济学长期忽视

对权力结构的研究遥 一是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权力结

构是政治学的传统研究领域遥 长期以来袁一国的权力

结构状况尧权力如何才能得到有效制衡和不同历史

阶段的权力斗争等袁一直被政治学研究所主导遥 而

经济学自马歇尔[28]开始袁就将研究中心定格在资源

配置尧价格和市场方面袁即便有些制度经济学家袁如
哈耶克尧Albert.Hirschman尧[29]诺思尧[30][24][31]Weingast尧[23]

Olson[32][33][34][35][36]等人在研究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时袁将
国家作为权力的代表引入了经济分析中袁但在大多

数经济学家看来袁 权力结构还是给定的外生变量袁
属于政治学的研究领域袁除非万不得已袁没有必要

去解开这个野黑箱冶遥 二是权力结构的复杂性及其影

响一国长期经济绩效的多元性遥 就世界各国而言袁
权力结构异常复杂院既有政治上的权力配置袁又有

经济上的权力配置曰既有纵向的权力结构袁又有横

向的权力结构曰既有事实权力的分配袁又有法定权

力的分配噎噎如何构建一种权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来有效测度一国的权力结构状况袁是一件非常困难

之事遥 而且权力结构在影响一国长期经济绩效时袁
其作用渠道是多元的袁作用机理也是微妙而难以把

握的遥 三是难以用数量和计量分析工具来对权力结

构的经济绩效展开研究遥 就过去的很长时间而言袁
由于分析工具和方法上的局限袁许多人对如何将权

力结构引入现代经济学体系了无头绪尧 无从下手袁
因此望而却步袁不敢从事有关权力结构的研究遥 即

使到今天袁随着 Olson尧Acemoglu 等人的先驱性研究

和 MPE渊Markov Perfect Equilibrium冤等博弈论分析

工具的发展袁对于权力结构的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

新的境界袁得到许多富有价值的结论袁但对于大多

数经济学者来说袁要掌握这些工具并依据具体情境

而熟练运用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遥

四尧权力和市场是人类配置资源的两种主要方式

在论及人类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时袁张维迎指

出袁基于职位的权利体制和基于财产的权利体制是

人类的两种基本的资源配置体制遥 [37]张五常也指出袁
人类所知道的社会体制只有三种院第一种是私人产

权袁具有使用的排他权尧收入权以及经所有者同意

向任何人让渡财产的权利曰第二种是根据等级或层

级来界定的曰第三种既不是完全根据社会等级来排

序的袁也不是完全根据产权来排序的袁而是根据其

贪污腐化的权力来排列的遥 [38]克莱因则指出院野虽然

资源的配置与其价格有关袁但从根本上看袁资源并

非由价格来配置袁而是通过命令来配置的噎噎事实

上袁 所有的经济决策都受到财富和权力集中的影

响袁这种影响要么是直接的袁要么是间接的袁或者既

是直接的袁又是间接的遥 冶[20]

其实袁无论是张维迎还是张五常对于人类资源

配置方式的界定袁其实质是一致的袁即人类的资源

配置方式除了依仗权力尧基于等级之外袁就是依借

市场尧基于财产遥这又基于两方面原因遥一是权力天

然地依从于等级 渊职位冤袁 而且腐败也是基于权力

的遥 等级渊职位冤制的实质是权力在不同主体之间的

非平等配置袁等级渊职位冤高的人拥有的权力大袁等
级渊职位冤低的人拥有的权力小曰而且等级渊职位冤制
下袁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衡袁腐败也就成为

一种必然遥 因此袁基于等级渊职位冤和腐败的资源配

置其实质就是基于权力的配置遥 二是财产权的清晰

界定和有效保护是市场经济得以建立和运行的基

础袁缺乏对私人财产权的有效界定和保护袁市场将

由于交易成本太高而无法正常运行曰而市场要实现

其配置资源的功能袁就要求交易主体是自由尧自愿

和平等的袁即要实现交易就必须在获得所需要的财

产权利的同时让渡出一部分财产权利袁而且这个交

易的过程不能巧取豪夺遥 因此袁从这个意义上说袁基
于市场的资源配置就是基于私人产权的资源配置遥

基于权力的资源配置具有强制性尧 利益性尧公
共性尧扩张性等基本特征遥 渊1冤权力的强制性是指权

力作为一种对客体行为发生影响的支配力量具有

客体不可抗拒的强制性遥 经济学家奥尔森认为:野权
力是这样一种能力袁 它能够带来强制性的服从院因
此袁它意味着强制性的权威以及强制力遥 冶[36]也就是

说袁权力天然就具有强制性的特征袁权力的收受者

必须服从于权力的施予者袁 否则就可能受到惩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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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2冤权力的利益性是指野权力是人们实现某种利益

和目的的工具袁权力的运行袁是对各种社会价值资

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过程袁权力的产生与存在都离

不开利益的密切联系袁二者相互依赖袁互相渗透袁相
互转化冶遥 [39]渊3冤权力的公共性是指权力的产生和运

用都是通过公共领域对他人造成影响遥 权力的产生

既是个人对权力追逐的需要袁也是社会公共秩序建

立的需要曰权力的运用既是掌权者个人意志和利益

的体现袁也会对公共生活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

权力受到有效制约袁得以善用袁就会增加公共福利曰
如果权力失衡袁被滥用袁就会伤害公众权利遥 渊4冤权
力的扩张性是指野权力总有一种越出它自己的范围

而发展的本能倾向噎噎权力总倾向于增加权力冶遥 [40]

孟德斯鸠也认为院野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

力袁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规律遥 有权力的人们使用

权力袁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会休止遥 冶野在本

质上袁权力作为一种支配和控制力量袁是一种意志

的强加袁当这种强制没有外来阻力袁尤其当权力主

体有一己利益追求在其中的时候袁便极易突破合理

界限袁造成对客体合法权益的侵犯遥 冶[5]

相对于权力而言袁基于市场的资源配置之基本

特征却具有大为迥异的特征袁即自愿性尧平等性尧规
则性和开放性遥 渊1冤自愿性是指市场主体在决定是

否参与市场活动时袁 完全是基于自身价值的考量袁
当他觉得参与市场分工和交易的收益大于其成本

时袁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市场曰否则袁就选择不进入市

场遥 这个过程出于其自由意志袁完全不受强权驱策遥
渊2冤平等性既指市场各交易主体是平等的袁一方不

具有超越他方的权力袁不可以迫使他方接受其不愿

意接受的交易条款曰也指社会上各主体参与市场交

易与竞争的机会是平等的袁任何一方都不拥有高于

其他各方的机会遥 渊3冤规则性是指所有的市场交易

都是在契约精神和法治规则的约束下进行的袁没有

违背契约精神袁也没有脱离法律规则袁更没有超越

法律而不受惩罚的特权袁所有交易主体都只能在规

则所允许的范围内行动遥 渊4冤开放性是指市场是面

向所有主体的袁不存在进入障碍袁所有主体都有平

等的进入机会袁其进入和退出都是自由的袁是基于

自身利益和战略考量而作出的选择遥
基于权利的资源配置与基于市场的资源配置

两者特征的不同袁决定着两者有各自不同的作用方

式尧作用领域和作用效率遥 一般来说袁权力应更多地

作用于公共领域袁即通过政府之手来配置资源遥 而

市场应更多地作用于私人领域袁即通过价格机制来

配置资源遥 然而袁在现实生活中袁权力和市场之间常

常缺乏明晰的作用边界遥 这就带来一个严重问

题要要要权力和市场间存在着无法消除的悖论关系袁
即野权力悖论冶袁或曰野国家悖论冶遥 譻訛

纵观历史袁权力和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两种主

要手段袁 他们之间的悖论关系从来就没有消弭过遥
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形态下袁权
力和市场所起的作用有主有次遥 在原始社会尧奴隶

社会和封建社会袁由于经济不发达尧市场范围狭窄尧
权力高度集中袁导致权力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远远

高于市场袁成为主导资源配置的绝对力量曰而权力

的这种主导作用袁又会进一步弱化市场的功能和市

场机制的发育壮大袁导致市场经济迟迟无法生长起

来袁使得人类不得不在权力主导下痛苦尧贫困尧蒙昧

地爬行了数万年遥 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袁市场被人

为取缔袁权力成为主导资源配置的绝对力量袁中央

集权主导几乎一切资源的配置和使用遥 在经济欠发

达和转型经济体中袁 由于市场经济建立的时间不

长尧发育不健全袁权力也占据着资源配置的大部分

领域和大部分空间袁 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性力量曰
而且越是要素领域和关键领域袁权力所起的作用就

越大遥 而在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具有完善民主体

制的国家袁由于对权力的作用领域和作用方式有着

较严格的规定袁 而且对于权力滥用有着较强的制

衡袁因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遥
权力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大小可以通过几个

维度来进行大致测量院一是看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

重袁该比重越高袁表示权力对资源的配置作用越大曰
二是看政府控制的资源尤其是关键资源的比重袁该
比重越高袁表示权力的配置作用也越大曰三是看政

府掌握的企业其经营额所占比重袁 该比重越高袁表
示权力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大遥

五尧权力结构会通过多种机制作用于一国长期

经济增长

奥尔森在叶权力与繁荣曳一书中袁将政府权力引

入对经济增长的分析之中袁证明了国家权力与私人

权利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着一国繁

荣程度遥 他强调指出袁经济成功有两个必要条件院第
一袁存在可靠且明确界定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

执行权利曰第二袁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遥 如果

唐志军，姜 军，谌 莹：为什么经济学要研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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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了这两个条件袁 社会经济繁荣绝无可能遥 [41]然
而袁由于突然辞世袁奥尔森来不及论述如何才能确

保一个社会具备以上两个条件袁即如何才能确保一

个政府成为野强化市场型政府冶而非野掠夺性政府冶遥
而且更重要的是袁奥尔森并未深入论证权力结构影

响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遥 而权力经济学大

师 Acemoglu 等人也只是从权力结构通过影响一国

制度变迁和承诺可置信进而影响一国长期经济增

长等角度进行了论证袁而忽略了其他作用机制遥
在我们看来袁权力结构失衡主要通过以下机制

作用于一国长期经济增长遥
渊一冤影响制度好坏袁导致包容型制度难以形成

并有效执行

制度是人与人之间博弈的规则遥 诺思指出袁制
度在一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袁是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遥 国与国之间长期经

济绩效的差异就是由制度不同所引致的遥 好的制度

会形成有效而正确的激励袁使人们致力于创新和生

产性领域袁从而促进一国长期经济增长曰而坏的制

度袁则会使人们致力于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袁最终导

致一国经济陷入长期衰退中遥 也就是说袁制度的好

坏是长期经济发展的根本袁 如果一国的制度不好袁
该国经济将长期在低水平徘徊曰反之袁该国将可能

保持持久繁荣遥 继诺思之后袁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

支持了这一论断遥 如 Delong 等尧[42]Acemoglu 等尧[43]

Rodrik 等[44]证实袁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绩效差异主要

在于制度差异遥 Daron Acemoglu和 JamesA. Robinson
在叶为什么有些国家会失败钥 曳一书中更强调指出袁
国与国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野制度冶袁繁荣的国家是

那些培育了野包容性冶政治及经济制度的国家袁而那

些制度变成野萃取型冶的尧权力与机会集中在少数的

国家则注定要失败遥 他们认为包容型经济制度实施

财产保护袁创造公平的竞争场所袁鼓励新技术及技

能方面的投资袁与萃取型经济制度相比袁更能促进

经济增长遥 萃取型经济制度的结构特征体现的是少

数人从多数人手中攫取资源遥
然而袁制度的好坏是由什么决定的呢钥 为什么

有些国家形成了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 野包容型制

度冶袁有些国家却陷入由野萃取型制度冶所引起的贫

困陷阱中而无法自拔呢钥 在经济学看来袁制度的好

坏是由诸多因素在长期的历史演化中生成的袁一国

的权力结构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遥 诺思指出袁

一国的制度变迁是由强势集团所推动的袁其变迁的

方向反映了强势集团的利益和偏好袁即一国制度的

生成和变迁由强势权力集团所主导并反映其利益

和意志遥 虽然 Acemoglu 和 Robinson 未明确指出袁一
国制度是否走向野包容型冶取决于该国的权力结构袁
但他们依然表达了类似的论断院野包容型的政治制

度支持包容性型经济制度袁而包容型经济制度反过

来也支持包容型政治制度噎噎这种政治制度通过

多元的方式袁使政治权力得到广泛分配袁能够形成

一定量的政治集中袁建立法律和秩序袁而法律与秩

序又成为受到保护的产权及包容型市场的基础遥 相

反袁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萃取型政治制度为了

维持权力而加强萃取型经济制度遥 冶[16]

而在我们看来袁当一国权力结构均势并得到有

效制衡时袁参与博弈的各方是平等的尧独立的主体袁
社会制度的制定是一个包括各方利益诉求的尧包容

性的尧公正的尧程序正义的尧基于协商之上的讨价还

价过程袁这样的制度生成及其演变是一种不损害任

何一方的帕累托改进袁即最终会生成一种野包容型

制度冶而非野萃取型制度冶遥 因为当权力均势时袁任何

一方都无法将自己的偏好和利益强加于他方之上袁
只有通过平等的协商才能达成一致协议袁进而各方

的权利都能得到有效表达尧尊重和保护袁且这些制

度一旦生成就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曰 而如果权力失

衡袁主体间无法平等袁制度的生成和变迁将由强势

利益集团决定袁主要反映强势集团的利益遥 从这个

意义上来说袁这样的制度不是奥尔森意义上的野共
容性制度冶或者 Acemoglu 意义上的野包容性制度冶袁
并且它的可执行性是可疑的遥

一种制度生成之后若要得到执行和发挥作用袁
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遥 其一袁这种制度所反映和

代表的利益具有普适性袁即能体现较大多数人的利

益袁满足野自我们实施冶渊Self-euforcing冤原则袁从而使

大多数人能自觉地遵守该制度袁因此这种制度的实

施成本就不会太高遥 其二袁如果某些利益集团或个

人不遵守该制度袁就会受到其他集团的强有力的惩

罚袁使其得不偿失袁只能选择执行制度袁从而保证制

度普遍的约束力和强制力遥 其三袁当第一个条件不

满足袁即制度只体现某个集团的利益时袁其他集团

能有效地阻止该制度的出台袁从而保证制度的公正

性袁避免在执行中丧失其合法性遥 然而袁要满足以上

几个野制度不失守冶之条件袁就需要一个社会有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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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力配置结构袁即存在较为均势的不同利益集团

和权力群体遥 如果一个社会的权力失衡袁那么就会

导致野制度失守冶遥 譼訛其原因如下院一是强势利益集团

可以将其权力和利益嵌入制度的制定过程中袁使该

制度失去普遍的激励功能袁无法满足野自我们实施冶
原则袁从而导致野制度失守冶曰二是制度是一种承诺

机制袁能否发挥其承诺作用取决于不同集团间的权

力配置袁如果某个集团的权力太大袁即便其违反制

度袁不信守承诺袁其他集团也无力对其实施有效惩

罚袁这样就会导致强势权力集团可以采取机会主义

行为来突破制度的限制袁为其获取权力租金大开方

便之门袁从而导致野制度失守冶曰三是当权力配置失

衡时袁制度的改革和变迁也往往代表强势权力集团

的意志和偏好袁此时权力所有者就拥有着极大的权

力租金袁由此导致其他弱势群体不得不依附权势所

有者袁以获取庇护或换取一部分权力租金遥
渊二冤影响社会型态袁导致规则型社会无法生成

从契约实施的角度看袁可以将规约社会互动和

交往的合约分成两大类 院 一类是关系型合约

渊Relational Contract冤袁 又 叫 隐 性 合 约 渊Implicit
Contract冤曰另一类可以称为规则型合约袁又叫显性合

约渊Explicit Contract冤遥 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着这两种

合约型态遥 在某些社会的某些时期袁关系型合约起

着主导作用袁规则型合约起着辅助作用袁于是我们

把与之相对应的社会称为野关系型社会冶曰而在另一

些社会或另一些时期袁 规则型合约起着主导作用袁
关系型合约起辅助作用袁我们把与之相对应的社会

称为野规则型社会冶遥
学者们区分了基于关系的治理和基于规则的

治理这两种合约的实施方式遥 关系型合约是一种隐

性合约袁它通过固定主体之间的长期博弈来野自我

们实施冶的袁这种合约的维持仅要求双方知道合约

变量的局部信息并且对结果有着共同的预期曰这种

合约的可自我们实施性来自于如下事实院长期博弈

使得短期的欺骗得不偿失袁因为欺骗者将失去未来

所有的收益或者合作剩余遥 规则型合约则是一种显

性合约袁它是通过第三方渊如法庭冤来实施的袁这种

合约治理方式需要相关的合约信息是第三方可以

验证的公共信息袁而且需要在制度的基础设施方面

投入大量的建章立制的固定成本遥 换言之袁规则型

治理是通过法律来实施的合同曰而关系型治理是依

靠双方的长期博弈来野自我们实施冶的合同遥 因此袁

这两种合约各自有着不同的适用范围遥 相对而言袁
关系型合约的适用范围更广遥 这是因为关系型合约

的进入成本比较低袁尤其是在法律尧市场制度不健

全袁 执行成本很高并且信息不为第三方所证实时袁
关系型合约的成本优势就更为凸显遥 因此袁这两种

合约治理型态各有其比较优势院 在经济发展的初

期袁市场范围比较小尧市场不健全不完善时袁关系型

合约是一种比较好的治理结构袁因为它对合约信息

结构的要求比较低渊不需要第三方验证冤袁可以实施

大量的交易和合约集曰而且由于它几乎不需要花费

设立法律制度的固定成本袁所以可以节约大量的交

易成本遥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尧市场范围的扩大及

法律和市场制度运行成本的降低袁关系型合约的治

理成本就会逐渐凸现袁会导致边际交易成本渊如监

督成本冤越来越高袁而规则型合约治理的边际交易

成本则越来越低遥 这是因为先期的大量固定成本投

入使得规则型治理具有规模经济遥 即分工越是深

化尧市场越是广阔尧经济越是发达袁就越需要规则型

合约的治理遥 而且经济史也表明袁一个长期依赖关

系型合约来治理的国家很难走向长期经济繁荣袁只
有那些规则型社会才有可能实现经济繁荣遥

那么一个国家的社会型态是由什么决定的呢钥
为什么有些社会会走向关系型社会而另一些社会

走向了规则型社会钥 从表面的原因来看袁自古以来袁
当一个社会长期处在小农经济下袁经济一直比较落

后时袁关系型合约起到一种重要的保障功能曰而且

那些社会由于缺乏一个完善的市场和较完善的法

律袁依靠规则型合约来签订契约尧进行交易和事后

监督的成本非常高袁于是关系型合约就成为一种减

少信息不对称尧增强信任尧防范欺诈尧促进互惠的长

期博弈的治理机制遥 然而袁这样的解释不过是一种

同义反复而已遥 通过深思和考究袁我们可以发现院一
国社会型态与该国的权力配置结构息息相关袁权力

配置的失衡才是一国没有走向规则型社会而走向

关系型社会的真正决定力量遥因为根据 Acemoglu等[14]

及唐志军[15]的研究可以发现院渊1冤不同的权力结构

会引致不同的经济制度袁不同的经济制度会带来不

同的经济绩效袁并影响人们利用规则型合约或关系

型合约的成本差异遥 在分权结构下袁居民渊包括个人

和企业冤拥有更多的自由决策权和交易权袁市场更

容易生成尧拓展和繁荣曰由市场交易自发演化而来

的交易规则和交易秩序对于交易主体的机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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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有着较强的约束力袁从而使得利用市场交易的

成本比较低曰而且市场的发育会带来经济的繁荣和

持续的增长遥 而在集权结构下袁基于市场的交易规

则会由于权力的嵌入而被扭曲袁 市场难以发育袁经
济也将长期停滞遥 因此袁在集权下很难衍生规则型

合约袁 人们也很难利用规则型合约来进行交易曰而
在分权下正相反遥 渊2冤在集权下袁权力垄断会产生高

额的权力租金袁 从而激励人们利用各种关系去寻

渊权力冤租曰而在分权下袁由权力垄断所产生的租金

相对较少遥 渊3冤在集权下袁由于权力缺乏制衡袁统治

者的承诺往往是不可置信袁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诚

信基础袁 抑制规则型合约的拓展使用和市场的发

育袁关系型合约自然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遥 渊4冤在集

权下袁社会流动性尧交易的公开透明性尧意识形态等

方面都会向着抑制市场的方向发展袁从而导致社会

距离规则型方向愈行愈远遥
渊三冤使承诺不可信袁扭曲人们对未来的合理预期

发展经济需要投资袁但是投资的回报不是即时

的袁而是由未来的收入流构成袁因此人们在做投资

决策时必须预期这种收入流的高低及其是否可持

续遥 如果人们对未来不看好袁认为投资可能会因为

得不到有效保护而导致收入流的断流袁或者会因为

他人的巧取豪夺而导致这种收入流太低袁那么他们

就不会做出事前的投资决策遥 而一旦人们不选择投

资袁那么一国的经济增长就无法维系袁只能陷入野贫
困陷阱冶而无法自拔遥

人们能否对未来做出合理预期袁既与其预测能

力相关袁也与承诺是否可置信息息相关遥 如果事前

的承诺在事后不可信袁也就是说如果事前的投资在

事后会遭受机会主义行为的威胁或者掠夺袁则人们

就会预期其投资的未来收入流是不可持续的或者

没有吸引力的遥 事前的承诺是否可置信则与博弈各

方的力量对比息息相关遥 现有的博弈理论研究了长

期博弈对承诺可置信的影响袁 认为长期博弈中袁由
于惩罚尧退出和双方合作破裂所遭致的利益损失等

威胁会有效地抑制博弈中的机会主义行为袁从而使

得博弈各方不得不信守承诺遥 然而袁在现实中我们

常常可以看到袁即使是在长期博弈中也充斥着机会

主义行为遥 一些博弈方渊弱势方冤常常因为无法退出

和无力做出有效惩罚行为而不得不遭受另一方渊强
势方冤的欺骗尧掠夺甚至剥夺遥 也就是说袁由于博弈

中权力的不对称袁处于权力弱势的博弈方往往无权

选择退出袁更别说对权力强势方做出有效的惩罚了遥
根据博弈论袁 在人类的博弈中袁 以恶制恶渊Tit

for Tat冤 是防止人们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最有效博

弈策略遥 野以恶制恶冶策略即我们常说的针锋相对策

略袁 它是指一个参与者在第一个回合选择合作策

略袁而此后则选择与其对手在前一个回合所选择的

策略相同的策略遥 换言之袁如果一个参与者在第一

个回合中采取合作策略袁 而对手采取机会主义行

为袁 这个参与者随后的最佳策略就是以恶制恶袁也
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来对待其对手遥Axelrod 教授和其

他经济学家们进行的大量拓展研究表明袁为促进人

类合作袁野以恶制恶冶是最有效的博弈策略遥
野以恶制恶冶的博弈策略之所以有效袁其原因就

在于它提高了人们之间承诺的可置信程度袁促进了

人们对契约的履行遥 因为如果博弈的一方在采取机

会主义行为后不能得到有效的惩罚袁 就会继续为

恶袁反之就会信守其承诺尧履行事前契约遥 然而在我

们看来袁这个结论里面隐藏了一个假设袁即博弈各

方是权力对等的袁各方都有足够的能力对另一方的

机会主义行为作出有效的尧及时的尧有力的惩罚遥 可

是在现实中袁权力的配置常常是失衡的遥 而一旦权

力失衡袁 权力强势者所做的承诺往往是不可置信

的袁因为即使他不信守承诺袁弱势者也无力对其实

施有效的惩罚遥 此时袁野以恶制恶冶策略就成为一种

理论上存在而现实中缺乏根基的理想化的对策遥 于

是袁我们常常可以目睹在权力失衡的国家袁权势者

渊政府冤可以随意剥夺他人权利袁也可以轻易违背许

诺袁而且最重要的是袁作为显性规则渊契约冤执行的

第三方无法提供公正尧公平和有效的裁决遥 只有在

权力结构接近均势时袁博弈中各方才有可能信守承

诺袁因为如果权力均势袁博弈中任何一方违背承诺

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袁都会得到来自其他方的及时

而有效的惩罚袁即此时野以恶制恶冶策略就会成为一

种现实可行的策略遥因此袁我们可以断言袁权力结构的

失衡会导致事前的投资或交易的承诺不可信袁 从而

导致人们无法做出关于未来的稳定预期遥
渊四冤激发权力寻租袁扭曲激励机制的生产性功能

激励是任何行为的起点袁 没有合适的激励袁人
就可能采取偏离社会最优的行为袁组织就不可能取

得预期的经济绩效遥 因此袁Wllliam Easterly[45]指出袁
增长需要提供野合适的激励冶才会发生袁因为人们确

实对激励做出反应袁而影响这一激励的任何因素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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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最终影响经济增长遥 与此同时袁他尖锐地指出袁在
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中袁野头号杀手冶 便是政

府袁政府的腐败尧无能和低效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致

命性的危害遥 顺着这一逻辑袁他反思了半个世纪以

来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袁认为强调野把价

格搞对冶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袁关键是野把激励搞

对冶袁即如何赋予广大的参与人合适的激励袁而其中

政府的激励尤其重要遥 [46]一旦野把激励搞错冶袁一国陷

入寻租腐败袁则会严重扭曲人们的行为袁使人们将

努力用于寻租腐败等非生产性或再分配领域而不

是生产和创新活动中遥 而随着寻租腐败的盛行袁一
国离长期经济繁荣就会越来越远遥

那么问题随之而来院 如果一国权力结构失衡袁
这个国家能野把激励搞对冶吗钥 答案是否定的浴

在权力失衡时袁一个社会将不可避免的走向权

力寻租的不归路遥 其一袁权力结构失衡下的权力垄

断会产生巨大的权力租金遥 权力结构的失衡会使某

些群体在社会权力格局中居于权力垄断地位遥 垄断

就会带来垄断租金遥 因此袁如果一个社会其权力格

局是失衡的袁权力租金就会相伴而生遥 并且权力结

构越失衡袁这种权力租金就可能越大袁强势权力集

团由此所获取的经济和非经济利益就可能越高遥 而

失衡的权力结构又为权力租金的货币化创造了条

件遥 这是因为权势者可以将其权力嵌入到资源尧要
素和职位的配置中袁通过主导资源尧要素和职位的

配置袁将许多野黑色收入冶灰色化甚至是白色化袁从
而实现利益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输送曰而且由于

缺乏相抗衡的权力集团和透明的尧 独立的第三方

渊如媒体冤等袁权势者将权力租金货币化的风险将很

低尧成本将很小遥 其二袁权力结构的失衡又会导致权

力租金的长期化和继承化遥 权力租金的巨大诱惑会

促进当权者想方设法延续其权力遥 为此袁他们一是

会尽可能延长自己当权的时间曰二是会想方设法将

其职位传递给自己的亲人或者与自己关系密切之

人曰三是会创设出一些有助于其权力租金期权化的

游戏规则或曰制度遥 而权力失衡则为此目标的实现

创造了条件遥 在权力失衡下袁当权者可以恣意妄为袁
权力租金的长期化和继承化将无法避免遥 其三袁权
力失衡会导致管制丛生遥 管制是获取权力租金的最

佳方式之一袁有管制就有权力寻租袁而管制的多少

则与权力结构紧密相连遥 在一个市场发达尧民主法

治的国家袁 任何管制的生成都会受到来自市场尧民

众和国会党派的严密审视和制衡遥 而在权力失衡国

家袁管制则呈泛滥之势袁掌权当局和部门会为一己

之私假借各种名义来推行管制袁或者把持管制而不

思改革遥其四袁权力失衡会导致潜规则盛行遥潜规则

归根到底是一种权力与利益之间的交易遥 在交易双

方中袁一方是一定范围内对权力拥有垄断权的势力

者袁 另一方是希望通过权力达到目的的求助者袁由
于权力失衡袁交易双方就有了利用潜规则实现各自

目的的可能遥 因为在权力得到有效制衡时袁一方面

权力掌控者如何运用其权力的信息是公开的袁利用

潜规则谋私利很快就会被其竞争者和媒体公之于

众袁并受到有效惩罚曰另一方面规则的生成和执行

都是各方博弈的结果袁 能有效兼顾各方的利益袁是
一种野自我们实现冶的规则袁各方依靠显规则的成本

都比较低袁都有激励去利用显规则袁此时利用潜规

则牟利的成本则由于监督的无处不在而变得十分

高昂遥 但是袁在权力失衡时袁潜规则就会取代显规则

成为一种主导人们交往的游戏规则袁 并渗透到政

治尧经济尧社会和文化的各个领域袁而潜规则的盛行

又为权力寻租和腐败大开方便之门遥
正因为如此袁在孟德斯鸠看来袁一个国家如果

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袁那些拥有绝对国家权力

的阶层就难免受自私之心驱使袁偏离人民授权的原

意袁以公权谋求私人或团体之利袁野政治自由只在宽

和的政府里存在遥 不过袁它并不是经常存在于政治

宽和的国家袁它只有在那样的国家的权力不被滥用

的时候才存在袁但是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

力袁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遥 冶[5]

渊五冤改变组织结构袁扭曲信息尧延长委托代理

链条

组织的结构型态对于一个企业和一个国家的

经济绩效有着重要影响遥 如果一个组织的结构型态

与该组织所处的竞争环境尧 所拥有的资源禀赋尧所
追求的战略目标尧所依仗的宗教文化尧所持有的技

术能力等相适应袁 并且能较好地解决激励约束尧信
息传递尧内部协调等问题袁那么它就会带来较好的

经济绩效曰反之袁则会阻滞组织的成长壮大袁影响组

织经济绩效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袁经济学家开始注

重政治组织尧政府治理结构等因素对于解释国际间

经济绩效差异的重要性袁[43]但相关文献还比较稀少遥
其中袁钱颖一和许成纲尧[47]Qian 和 Roland[48]发表了 2
篇很有影响力的代表性文章袁指出经济的组织结构

唐志军，姜 军，谌 莹：为什么经济学要研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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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如分权程度和整个经济体的组织结构冤 的差异造

成了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改革绩效的巨大差异遥 传统

的苏联和东欧国家袁经济是 U 型组织结构袁其中层

级式的信息流动和控制根据职能方式或专业化原

则来组成单一的形式渊即野条条冶形式冤遥 企业是按工

业部门来分类的袁并在各部的直接监督之下袁地方

政府是中央的下属机构袁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体现为

一种垂直的尧纵向的计划管理体系袁而各个地区之

间的经济联系根据专业化分工的原则加以组织袁服
从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相关专业部委的垂直管

理和协调袁其作用仅限于从下面收集信息和贯彻上

面的计划袁没有充分的自主权遥 与东欧和苏联的情

况不同袁改革前的中国经济是根据管辖范围原则运

用多层次尧多地区形式组织的渊即野块块冶形式冤M 型

结构袁其中每一层次上的每个地区都可以看做是一

个运作单位袁每个地区的经济相对独立袁可以建立

相对完备和独立的工业体系袁并按职能方式控制自

己的企业遥 在 M 型组织中袁地方政府被赋予半自主

的权力袁对上级责任很小袁同时不接受上级的大量

财政支持遥 在他们看来袁U 型结构在利用规模经济尧
实行专业化方面相对 M 型结构具有优势袁但是难以

应对复杂的经济环境袁进行经济试验和改革的风险

和成本很高遥 相比之下袁M 型结构具有信息处理上

的低成本尧应对外界反应的灵活性尧获取发展的动

力以及进行制度试验和改革的可控制等优势遥 改革

之后袁中国经济在 M 型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

地方分权的力度和广度袁经济管理权和财权的下放

促进了地区之间的要素竞争袁而竞争导致了地方政

府对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的硬化袁从而奠定了中国经

济高速增长的制度基础遥 然而袁在我们看来袁不仅仅

是前苏联和中国的经济组织型态影响了其转轨的

经济绩效袁其他各国不同的经济尧政治和社会组织

型态对于一国的长期经济绩效来说都有着至关重

要的影响遥 组织结构的不同会带来不同的激励效

应尧创新效应尧信息传递和冲突协调成本以及经济

波动的倡导性袁因而会有着不同的经济绩效遥
权力结构又是怎样影响一国组织结构型态的

呢钥 一般来说袁集权统治下袁一国的组织型态会更多

地呈现出垂直型特征尧纵向层级多尧委托代理链条

长曰而分权统治下袁一国的组织型态会更多地呈现

出扁平化特征尧纵向层级相对较少尧纵向的控制力

较弱遥 因为在集权统治下袁统治者面临的统治压力

更大袁为强化其统治必须掌控更多的资源袁而垂直

型组织结构则有助于其对资源的掌控和对国民行

动的监控遥 然而袁这种垂直型为主的组织结构袁一会

增加组织层级袁 导致信息传递失真程度的增加曰二
会延长委托代理链条袁 引起更多的委托代理问题曰
三会引起组织机构的膨胀袁导致更多的财税用于非

民生和非发展的官僚消费领域遥 而在分权下袁由于

各主体有着自身的权利空间袁他们会根据自身的发

展和需要来组织经济和社会形态曰 而且分权下袁中
央与地方尧政府与企业之间都有着较大的独立性和

较好的相互制衡关系袁 因此会出现扁平化的组织遥
这种组织的扁平化袁一是有助于增加信息传递的及

时性和准确性袁以及减少信息不对称曰二是有助于

减少委托代理层级和委托代理问题曰三是有助于促

进相同层级的组织间的竞争曰四是来自下层组织的

倒逼会迫使上层组织按照宪政的原则规范权力使

用和将更多财税用于公共领域遥
渊六冤加剧社会不平等袁影响社会稳定和增加社

会对抗

社会稳定和谐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基础遥 如果一

个社会冲突不断尧动荡不安袁一是大量资源会被用

于战争等非生产性领域袁导致资源错配曰二是资本

和人力会外逃曰三是人们的生产尧交易和创新活动

无法正常运作和进行曰四是会降低人们对未来的预

期遥 如果这种动荡局面长期维持下去袁则一国不仅

不会实现长期经济繁荣袁反而会吞噬已有的经济成

果而陷入贫困的泥淖遥
一国能否实现长久的稳定和谐则与该国的平

等状况密切相关遥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院野收入不平

等原本就是政治冲突的根源冶遥 [49]当个体间的收入分

配比较平等时袁最贫困的社会阶层向富裕阶层提出

再分配要求的压力较小遥 而当一国不平等程度不断

加剧以致突破某个极限时袁忍无可忍的底层民众将

突破集体行动的障碍袁组织起来向权贵施压要求再

分配遥 此时袁如果权贵不答应而采取镇压袁一国冲突

将不可避免遥 冲突的结果可能是权贵获胜袁威权统

治继续曰也可能是民众获胜袁建立民主制度或对权

贵进行剥夺遥 然而袁依照 Acemoglu 等人的研究袁不
管谁获胜袁如果不平等状况没有得到改善袁该国最

终还将陷入阶层冲突的泥淖中遥 [50]

那么为什么一些国家的收入分配会比较平等袁
而另一些国家又会出现极度的不平等状况呢钥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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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于权力结构状况遥 实证研究表明院在全世界已

有的民主国家中袁 其收入分配状况都比较平等曰而
那些威权国家则有着较高的不平等系数遥 譽訛为什么

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钥 因为如果一国是分权的民主

国家袁民主所具有的再分配功能会使该国的收入状

况比较平等遥 Olson尧[34]McGuire[51]与 Olson[52]指出袁在
民主国家中袁多数人拥有野泛利性冶足够大的共容利

益袁 他们会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公共产品的供应袁而
不是对其他社会成员进行再分配性质的掠夺遥 换言

之袁 权力将会以和社会利益相一致的方式得到运

用遥 而且在民主制度下袁各政治集团通过长期的重

复互动博弈也会产生更多的合作与折衷动机袁而不

是诉诸直接对抗遥 [53]如果一国是非民主国家袁权力结

构失衡将会通过以下方式影响该国的收入分配状

况袁使该国走向不平等院一是权力失衡会使得权贵

们推出有利于他们的收入分配制度袁并且运用暴力

机器来保障这种制度的实施曰二是依照纳什讨价还

价博弈袁收入分配是由权力决定的袁谁握有更大的

权力袁谁占有的收入分配就多曰三是权力失衡下袁由
于管制的盛行会产生大量的权力租金和灰色收入袁
而这些收入基本上也是由权贵们瓜分曰四是权力失

衡时袁权贵们对于贫困阶层再分配的要求可以动用

国家机器进行镇压袁而且由于弱势阶层力量的分化

和集体行动的困难袁这种镇压成本并不会太高遥正因

为此袁Acemoglu 等指出院民主往往促进平等袁非民主

常常助长不平等遥 [50]

六尧经济学的工具优势

上面论证了权力渊结构冤在影响人类行为和一

国长期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遥 然而如果没有经济学

的进步和工具优势袁要深刻理解权力渊结构冤对一国

长期经济增长和对政治尧社会尧文化尧教育等方面问

题的影响是非常困难的遥 恰恰是经济学的发展为研

究权力渊结构冤提供了便利的工具和所需的理论基

础遥 相对于政治学尧社会学尧法学等学科来说袁经济

学在研究权力渊结构冤时具有以下方面的工具优势院
渊一冤经济学的公理体系为研究权力奠定了科

学性基础

科学理论是一种公理化系统袁理论语言尧基本

定理尧对应规则应该具有统一的认识论意义遥 科学

研究对知识背景尧知识结构尧理论训练有选择标准

和定向标准袁理论要明确尧可识别尧给出信息量袁这
就是范式要求和可证伪要求遥 现代经济学已经在方

法论上接受了证伪主义和科学研究纲领渊精致证伪

主义冤袁按照自然科学的规范袁建立了一套有着自己

的语言文字尧分析和评价系统的尧精确的定义和具

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公理体系袁实现了所谓野研究

框架的进步冶袁使经济学理论研究更符合公理化尧体
系化尧逻辑化特征遥 在经济学体系中袁经济学从一个

公理和三个基本假设袁用公理化的方法来研究人的

行为遥 这个公理即是指人是理性人或经济人袁个人

对每种可能性的成本和收益都加以衡量袁以追求约

束条件下的效用渊收入尧利润尧满足冤最大化遥 三个公

设是指偏好的稳定性尧稀缺性的资源尧既定的技术

及制度遥
相对经济学而言袁政治学尧社会学尧法学等社会

科学是没有公理体系的袁 其科学性远逊于经济学遥
野一切科学的理论袁 归根结底都是建立在不定义概

念和公理假设基础上的公理体系遥 欧氏几何是公理

体系袁概率论是公理体系袁牛顿力学是公理体系袁相
对论是公理体系噎噎世界上就没有不是公理体系

的科学理论遥 科学与非科学的根本区别正在于是不

是公理体系袁能不能建立成公理体系遥 平常我们讲

什么社会科学袁其实只有经济学是科学袁因为只有

经济学是公理体系噎噎经济学之外的其他社会科

学袁其实是不能叫做科学的袁那个耶科爷字是不可以随

便乱加的遥 我们不是说袁科学就比非科学重要尧崇高袁
我们只是说袁 作为科学的理论一定是公理体系袁称
得上科学的一定要是公理体系遥 冶譾訛

经济学的公理体系为研究权力提供了研究的

方法论基础袁使得对权力的研究可以纳入经济学体

系中袁在遵照经济学的公理和基本假设的基础上得

出可被经验事实验证的结论遥
渊二冤经济学的通用研究范式为研究权力奠定

方法论基础

经济学具有被业界普通接受和采用的研究范

式院渊1冤现代经济学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所

采用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是一致的遥 一个规

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有 5 个基本组成部分: 界定

经济环境曰设定行为假设曰给出制度安排曰选择均衡

结果曰进行评估比较遥 基本的研究方法包括提供研

究平台尧建立参照系尧给出度量标尺及提供分析工

具遥 [54]渊2冤经济学提供了多个野参照系冶或野基准点冶遥
野这些参照系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是否准确

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袁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让人们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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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解现实的标尺遥 比如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要
德布罗定理渊Arrow Dehreu Theorem冤尧产权理论中

的科斯定理渊Coase Theorem冤尧公司金融理论中的默

迪格利安尼要米勒定理渊Modigliani-Miller Theorem冤
都被经济学家用作他们分析的基准点遥 譿訛渊3冤经济学

都有一个求解均衡的过程和均衡结果遥 经济学的均

衡求解过程告诉人们野如果怎么样袁就会怎么样冶袁
而且在均衡的意义上会得到什么结果袁从而使经济

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预测性遥 渊4冤经济学的理论都

要经过实证的检验袁得出可被证伪的推断遥 相比较

而言袁其他社会科学则缺乏一个被本学科普通接受

的尧得到大家共同遵循的研究范式遥 因此袁较之其他

社会科学袁经济学可以为研究权力渊结构冤提供一个

更行之有效的方法论武器遥
渊三冤数学建模尧博弈论和计量学为研究权力奠

定了可行性基础

应该说袁经济学对权力研究的滞后在很大程度

上是由数理和计量分析等经济学工具在权力领域

应用的困难所造成的遥 权力不像财富等影响人的效

用的因素那样容易量化袁不像自然资源等要素那样

容易被界定和分割袁权力的使用过程也不像市场交

易那样透明公开袁权力配置资源的性质也与市场迥

异遥 因此袁要对权力渊结构冤及其影响一国经济尧政治

和社会发展的机理和作用程度进行数理化建模和

计量验证必然是十分困难的遥 正是这种困难导致许

多经济学家不敢涉足权力领域的研究遥 也因如此袁
对权力的研究长期以来被政治学者所垄断遥

然而袁经济学知识的积累和博弈论的兴起已为

研究权力渊结构冤奠定了坚实的可行性基础遥 在研究

一国的权力结构对经济尧社会和政治发展进程的影

响中袁Acemoglu 等人展示了博弈论分析工具的高超

处理能力袁在处理承诺尧革命威胁尧民主化进程尧不
平等的影响尧 军事独裁等有关权力配置的问题中袁
博弈树尧静态博弈尧动态博弈和马尔科夫完美均衡

等工具提供了进行相关分析的可行性遥 而现代计量

经济学的发展则为实证检验相关理论奠定了可证

伪的基础袁有关权力渊结构冤影响一国经济尧社会和

政治问题的实证文献越来越多袁影响也越来越大遥
七尧结论

综上所述袁权力渊结构冤是决定人类行为的基本

因素袁也是决定一国长期经济绩效和社会尧政治发

展进程的根本性决定因素遥 因此袁经济学不应再忽

视对权力渊结构冤问题的研究袁而是应该把权力渊结
构冤纳入到经济学分析框架中袁这对研究权力结构

具有重大意义遥 因为通过对权力结构的研究袁我们

不仅能透析各国历史袁而且能透析导致当前问题的

原因和逻辑袁并提出卓有成效的治疗方案袁以推动

国家更好地善用权力遥 与此同时袁由于经济学的工

具优势袁经济学者完全有可能在权力渊结构冤的研究

中做出比政治学者尧社会学者更具内在逻辑一致性

和更有分量的研究成果遥在此袁我们呼吁国内的经济

学者尽早尧尽快地展开对权力渊结构冤的规范性尧系统

性和深入性研究遥
注 释院
譹訛 因为就人类历史而言袁 市场经济出现并确立统治地位的

时间还非常短袁非市场经济时期却非常漫长袁在非市场经

济时期和社会里袁权力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更大遥
譺訛 这个范式是指经济学标准理论的竞争理论范式遥
譻訛 野国家悖论冶最早由政治学家巴里窑温加斯特提出院国家需

要足够强大袁才具有足够的强制力去做它该做的事袁即执

行合同曰 但国家又不能过分强大袁 以至于它可以不受约

束袁滥用自己的强制力袁任意侵犯公民的财产和权利遥
譼訛 制度失守指制度在执行中得不到遵从袁从而失去约束力遥
譽訛 Dollar 和 Kraay渊2002冤也认为袁越不民主的国家往往基尼

系数越高袁越不平等遥
譾訛 参见 http://www.deyi.com/thread-6454904-1-1.html遥
譿訛 除了钱颖一所列举的 3 个参照系以外袁 经济学还有多个

参照系袁如自然失业率理论尧理性预期假说尧李嘉图等价

命题等渊阿克洛夫袁2007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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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Should Economics Study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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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wer (structure) is the core factor of a country's political system, in a country's political system, it has a lead鄄
ing role. However,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vision and analysis tools, economics looked the power (structure) as a given "
black box" for a long period, ignoring the power (structure) study. This paper thinks, power (structure) has a decisive influ鄄
ence on a country's long-term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refore,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power is one of the two major
means of huma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also demonstrates that the power (structure) can affect a country's long-term econom鄄
ic growth through a variety of mechanisms. Therefore, we should put power (structure) into the economics analysis framework.
Advocating for China's economics research workers pay attention to research power (structure), Finally, we demonstrates the e鄄
conomics' instrumental advantages and feasibility basis in doing power (structure) research from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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