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院从政治经济学尧野去政治化冶的经济学尧新政治经济学再到经济政治学袁从重视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尧脱离政

治研究经济尧重新认识政治对经济的作用袁再到重视经济对政治的影响袁学科视角下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变化过程反映

了理论界对两者关系的不断探索和认识的不断深化遥 学科视角下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变化是社会生活中政治实践与经

济发展关系变动在理论上的反应袁对这一变化过程的考察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政治与经济关系发展的规律袁推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与经济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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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经济学尧野去政治化冶的经济学尧新政治

经济学再到经济政治学袁 从重视政治对经济的影

响尧脱离政治的经济尧重新认识政治对经济的作用袁
再到重视经济对政治的影响袁学科视角下的政治与

经济关系变化过程反映了理论界对两者关系的不

断探索和认识的不断深化遥
一尧政治经济学院从古典到马克思

在古代希腊袁经济学与政治学尚未成为独立的

学科袁城邦学说几乎囊括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等众多

学科领域袁其中关于城邦管理与家庭经济的论述可

以说是政治经济学的最初雏形遥
政治经济学真正萌芽于重商主义袁 公元 16-17

世纪袁在欧洲兴盛的重商主义是野对现代生产方式

的最初的理论探讨冶遥 [1]重商主义认为经济活动的目

标是增加财富袁 而国家政治的任务是保障财富袁这
时的经济和政治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遥

1615 年袁 法国重商主义者安窑德窑蒙克莱田在

叶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曳一书中提出野政
治经济学冶这一概念遥 当时袁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

流通领域的经济问题遥 17 世纪中叶以后袁英法等国

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获得很大发展袁在与封建势

力的斗争中袁新兴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从理论上说明

资本主义生产尧流通与分配的规律袁论证资本主义

政治与经济制度的优越性袁这一时期袁政治经济学

获得较快的发展遥
1662 年袁 威廉窑配第在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开山

之作叶赋税论曳中运用数量分析的统计方法研究社

会经济现象袁是野在政治经济学的几乎一切领域中

所作的最初的勇敢尝试冶袁[2]被马克思称为野政治经

济学之父冶遥 [3]

皮埃尔窑布阿吉尔贝尔被称为重农学派的先

驱袁他反对把货币当作唯一财富尧把对外贸易视为

财富来源的重商主义观点袁主张农业是创造财富的

重要源泉遥 布阿吉尔贝尔强调按自然规律办事袁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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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干预经济袁他对法国国民经济的研究涉及到

社会的生产尧交换尧分配和消费的各个领域袁是法国

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遥
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弗朗斯瓦窑魁奈的著作 叶经

济表曳虽然没有用政治经济学作为书名, 但叶经济

表曳在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试图说明社会总资

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袁被马克思誉为野毫无疑问

是政治经济学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

的思想冶遥 [4]

配第尧布阿吉尔贝尔尧魁奈等人的研究促进了

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遥 但直到 1776 年袁英国经济学家

亚当窑斯密的科学巨著叶国富论曳的出版袁古典政治

经济学的宏大理论体系才最终得以创立袁政治经济

学研究的重点开始转向生产领域和包括流通领域

在内的社会再生产过程遥 叶国富论曳为斯密赢得了政

治经济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袁野他的叶国富论曳以极高

的才智阐释了自由市场袁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定了

基石遥 冶[5]渊P30冤

此后袁 大卫窑李嘉图的 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

理曳尧约翰窑穆勒的叶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

学上的若干应用曳和弗朗茨窑李斯特的叶政治经济学

的国民体系曳等著作都采用了野政治经济学冶这一称

谓袁 在内容上基本沿袭了亚当窑斯密创立的古典政

治经济学的逻辑框架和理论体系遥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袁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逐

渐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袁无产阶级与资

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日益突出袁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

盾日益显露袁 资产阶级需要辩护资本主义制度尧美
化资产阶级统治的经济理论袁于是致力于抹煞阶级

对立尧掩盖利润真正来源尧否认经济发展客观规律

和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庸俗政治经济学产生了遥
19 世纪 40 年代初袁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继

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袁 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

命遥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庸俗政治经济学理论

进行了分析和批判袁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袁揭露了

资产阶级利润的来源袁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

人占有和产品的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

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袁资本主义的丧钟将要敲

响袁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资本主义的枷锁袁消灭资本

主义制度袁才能实现政治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和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遥

二尧经济学院野去政治化冶的困境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其深邃的历史洞察

力和透彻的理论逻辑性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和必

然灭亡的客观规律袁引起了资产阶级及其理论家的

恐惧和愤恨遥 他们有意识地用野去政治化冶的野经济

学冶 这个概念以区别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袁竭
力在经济理论中剔除政治的因素遥 野去政治化冶的实

质是肯定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永恒的尧 美好的制度袁
以市场的自由尧财富的追逐和虚拟的公正来勾起人

们的物欲袁促使人们淡忘阶级的差别尧利润的本质袁
最终导致政治经济学走上野经济要政治冶分离的道

路遥 对此袁华勒斯坦有着透彻的分析院野由于 19 世纪

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自由经济理论袁 因此到了 19 世

纪下半叶袁耶政治经济学爷 这个术语终于消失了袁取
而代之的是耶经济学爷一词遥 把形容词耶政治的爷去掉

以后袁经济学家便可以论证说袁经济行为反映的是

一种个体主义心理学袁而不是以社会的形式建构起

来的各种制度曰据此又可以进一步断定自由放任原

则是符合自然的遥 冶[6]

威廉窑杰文斯在 1879 年再版的叶政治经济学理

论曳一书中袁明确宣称要使用野经济学冶以取代野政治

经济学冶遥 拉尔夫窑佩特曼对此评论说袁政治经济学

中政治学与经济学的野分离是在 19 世纪取得的袁部
分是由于英国理论家威廉窑杰文斯的著作冶遥 [7]

1890 年袁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马歇尔在叶经
济学原理曳中首次使用野经济学冶作为标题袁正式放

弃野政治经济学冶这一术语遥 马歇尔认为袁经济可以

脱离政治和社会制度而独立运行遥 此后袁政治在经

济学研究中渐渐失去了应有位置袁 理性经济人假

设尧对自由竞争的崇拜尧价值判断的断绝以及泛滥

的计量方法充斥着经济学领域袁经济学逐渐披上了

野科学冶的外衣遥 巴里窑克拉克对经济学野科学化冶的
实质进行了分析院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分离袁使野经济

学集中研究个人在市场上对物质利益的追求遥 利用

个人理性假设及用货币作为衡量原因与结果的尺

度,使经济学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仿照 19 世纪的物

理学建立其理论大厦冶遥 [5]渊P1-2冤

政治与经济的分离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制度

的剥削本质和剩余价值的来源袁因此野不论是在马

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袁许多作者都

把耶经济爷与耶政治爷的制度性分离看作是资本主义

的主要特征遥 冶[8] 实现资本主义经济理论 野去政治

20



化冶袁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的手段遥
野去政治化冶的经济学只在资本主义的制度框

架内研究市场运行尧生产管理等经济问题遥 由于缺

乏历史视野尧道德考量和人文关怀袁经济学渐渐失

去与社会结构尧文化生活的联系袁成为表面上与政

治相分离袁实际上被资产阶级政治所奴役的野官方

经济学冶遥
三尧新政治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的野回归野
被华丽精致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所掩盖的矛盾

终究要爆发遥 1929要1933 年的经济大危机沉重打击

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袁激化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

盾袁 结束了 20 年代出现的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和繁

荣局面遥 这次大危机对以自由放任为圭臬的西方经

济学无疑是一次沉重打击袁从侧面证实了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生命力遥 以凯恩斯为代表的西

方经济学学者重新关注经济学中曾被剔除的 野政
治冶因素袁把目光转向国家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遥 凯恩

斯主张院野国家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不是涉及那些由

私人已经在完成的活动袁而是那些落在个人活动范

围之外袁如果国家不出面不会有人去做出决定的事

情遥 对政府来说袁重要的不是去干那些正在由私人

做的事情袁 或把这些事做得更好些或更坏些的问

题袁而是去做那些根本就没人去做的事遥 冶[9]

在国家政治的强力干预下袁资本主义国家克服

了这次经济大危机袁 这更让西方经济学饱受诟病遥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袁经济全球化尧政治民主化和

社会现代化不断拉近了政治与经济的距离袁甚至使

政治现象与经济现象出现了相互融合和相互重叠

的局面遥 正所谓野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袁大部

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袁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遥冶[10]

此时袁政治的经济学得以出现并受到重视遥 野政治的

经济学的重点在于试图解释总体的经济政策决策

中政治和经济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遥 冶[11]尽管野政治

的经济学冶也研究政治与经济关系袁但是它与传统

的政治经济学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袁野政治的经

济学因此可以被视为探索问题的一种方法袁它使用

现代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的技术检验有关经济和政

治组织相互作用的假设遥 鉴于它用数据来提供相互

对立的假设袁 它几乎完全摆脱了同更传统的术

语要要要政治经济学相联系的意识形态色彩遥 冶[11]

政治的经济学继承 20 世纪以前的古典政治经

济学对国家尧政府问题进行关注的传统袁而被认为

是向政治经济学的回归遥 由于他们理论观点尧研究

方法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又存在比较大的差别袁政治

的经济学被称为野新政治经济学冶遥 新政治经济学关

注制度环境和政治基础等政治因素在经济运行中

的作用袁注重政治和经济的整合研究袁主张运用经

济学理论和方法考察尧分析政治问题袁并且不排斥

对其他学科知识和方法论的借鉴和运用遥
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袁目前学术界对新政治经

济学的学科性质尧学科特点尧研究内容基本上形成

这样的观点院新政治经济学野从狭义上袁主要是经济

学的理论尧 工具和方法在传统政治学问题上的应

用曰从广义上袁还包括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尧经济对政

治的影响两个方面遥 不过袁新政治经济学从学科定

位上讲袁它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袁是现代经济

学的基本理论尧 工具和方法在政治学领域的拓展袁
但是它又不同于主流经济学袁因为它关注的是主流

经济学或者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关注或者根本不予

关注的问题遥 新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

学尧现代主流经济学以及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而言都是新的遥 狭义上的新政治经济学就

是公共选择理论曰而广义上的新政治经济学则包括

公共选择理论尧新制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遥 冶[12]

四尧经济政治学院政治的经济视角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袁由新科技革命带来的生

产力的高速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经济生活遥 与此

同时袁人类的经济活动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的影响

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遥 野我们可以从许多方

面观察到政治和经济的联系院 庞大的政府预算曰大
多数政府政策的经济实质曰 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
私有经济企业也寻求政府多方面的帮助遥冶[13]许多经

济学家也开始关注政治问题袁为了研究经济政治化

产生的许多新的政治现象袁一些学者提出建立野经
济政治学冶这一新的学科遥

对于如何界定野经济政治学冶这门学科袁刘德厚

的观点具有代表性袁野耶经济政治爷和耶经济政治学爷
是要在一国内和世界范围内袁以社会经济发展所直

接引起的社会政治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袁分析经济

的政治功能形态尧性质和特点袁揭示经济政治化和

政治经济化过程中政治发展的规律性袁探讨解决社

会经济政治问题的对策和手段的政治科学遥冶[14]刘俊

祥后来对经济政治学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提炼袁
野经济政治学是以广义的经济政治现象作为研究对

陆 昱：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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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内容的政治科学遥 冶其中的野经济政治现象冶野是指

存在于各个时代和各个政治社会的国家领域尧社会

领域和文化领域的经济性质的政治现象遥 冶[15]

经济活动是人类所有社会活动的起点和基础袁
离开对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的研究袁而仅仅停留在

国家政权等上层建筑方面的分析袁政治学的发展将

逐渐失去动力和根基遥 经济政治学对政治问题的研

究给政治学注入了新的血液袁体现了政治与经济关

系互动的新特征遥
如果说新政治经济学强调政治的经济功能袁那

么经济政治学强调的是经济的政治功能遥 在经济政

治学的理论框架中袁经济是自变量袁政治是因变量遥
经济政治学致力研究经济改革尧发展和体制变迁对

国家的政治实践和权力模式产生的影响遥
虽然政治经济学尧新政治经济学与经济政治学

都是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研究袁但政治经济学与新

政治经济学主要侧重于经济领域袁 解释经济现象袁
而经济政治学侧重于政治领域袁 解释政治现象袁抑
或是在政治学的视野中展开经济分析遥

五尧现实启示

学科视角下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变化是社会生

活中政治实践与经济发展关系变动在理论上的反

应遥 对学科视角下政治与经济关系变化过程的考

察袁 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政治与经济关系发展的规

律袁这对于我们今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

践与经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遥
第一袁政治与经济关系理论要坚持历史唯物主

义遥 政治与经济关系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关系袁在马

克思之前袁它们的关系一度是颠倒的遥 19 世纪 40 年

代袁马克思和恩格斯野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从根本

上来修改整个政治经济学袁冶[16]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

伟大革命袁也奠定了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历史唯物主

义哲学基础遥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袁野经济关系是用以

最终说明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整个上层建筑要要要法

律的和政治的设施以及宗教的尧哲学的和其他的观

念形式要要要的基础遥 冶[17]因此袁割裂或者颠倒政治与

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袁必然导致理论上的混乱和实

践上的挫折遥
第二袁政治与经济关系理论要借鉴国外优秀成

果遥 作为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变迁尧体现当代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理论产物袁西方经济学是

人类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其中一些关于经济

运行与国家调节的概念尧措施和分析方法值得学习

借鉴遥 然而袁野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尧
经济学的尧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袁不分析尧
不鉴别尧不批判袁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遥冶[18]西方经

济学毕竟有其固有的阶级性倾向和哲学基础袁所依

据的也是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遥 因此袁
在学习借鉴西方政治与经济相关理论时袁应注意鉴

别区分袁辩证扬弃遥
第三袁政治与经济关系理论要为实践提供前瞻

性的指导遥 理论不应是实践之后亦步亦趋的 野解
释冶袁而应为实践提供前瞻性的指导遥 马克思把哲学

比喻为野迎接黎明的高卢雄鸡冶袁宣称野当一切都准

备好时袁高卢雄鸡就会宣告德国的新生遥冶[19]相反袁黑
格尔将哲学看作是野密涅瓦的猫头鹰冶遥 马克思与黑

格尔对待哲学的不同态度启发我们袁 理论源于实

践袁但又要高于实践遥 政治与经济关系理论不应仅

仅是对政治实践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总结和归纳袁更
应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与经济发展

提供前瞻性理论指导遥
第四袁 政治与经济关系理论要体现中国特色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与经济发展是一项前

无古人的宏伟事业袁 在实践上需要进行艰苦的探

索袁在理论上需要进行自觉的探求遥 要破除对西方

政治与经济相关理论的盲目崇拜和不加区分的引

用袁以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袁继承尧创
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袁 关注中国现

实袁总结中国经验袁展现中国气派袁在进一步深化改

革的宏大背景下深化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实践与经济发展关系袁彰显政治与经济关系理论的

中国特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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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to the Economic Politics
要要要The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and Realistic Revelation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under Subject Perspective
LU Yu1袁2

渊1.The Ministry of School Magazine, Guangxi Party School of CPC袁Nanning Jiangsu 530021, China曰 2.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 China冤

Abstract: From the political economics尧 the "de-politicise " politics尧the new political economics to the economic politics,
The change process of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under subject perspective reflected the continuous exploration and
deepening about them袁the study about them can help us know the rul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鄄
lations.it also has the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political practi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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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昱：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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