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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陆赴台学人夏道平以主张自由经济而闻名，但其走上自由经济的思路却有一个曲折的过程。早年在武汉大

学经济学系求学时，夏道平就已了解到自由经济，不过毕业后不仅没有继续追随这种思路，相反主张对自由经济进行相当

的修正。赴台后任《自由中国》主笔期间，转而揭橥奥地利学派，转向自由经济。《自由中国》被迫停刊后，通过潜心译介奥

地利学派等得以深入探索自由经济。这种经济思路演进的原因，固然有个人的努力和自由中国社学人的影响，但更重要

的是时代环境的变化和奥地利学派的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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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道平经济思路的演进及其原因

李晓波 1，2

（1. 信阳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2.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4）

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中，随着政治制度选择问

题的出现，经济制度的选择问题逐渐呈现出来，并

且越来越重要。不同的学人有不同的选择，同一个

学人的选择可能因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但其思

路无外乎自由经济、统制经济、纳粹经济和计划经

济。本文所要讨论的就是大陆赴台学人夏道平的

经济思路①。夏道平见证了台湾政治经济转型的历

程，以主张自由经济而闻名，但其走上自由经济的

思路却有一个在上述四种类型中选择的曲折过程。

一、大陆时期经济思路的演进

夏道平1906年5月生于湖北大冶保安镇，保安

镇距离当时享有“东方芝加哥”之称的汉口很近，民

间有“金汉口，银保安”的说法。夏家历代经商，较

为富有。祖父和大伯虽是商人，但多读了一些书，

是镇上受人尊敬的好绅士。他出生的那一年，在中

国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正式废除，此后在一些

较大的城市新式学堂发展很快，还出现了留学热

潮。不过，等到他上学时，父辈仍然希望他以后继

承家业，成为一名好绅士，所以还是为他请来了家

塾老师，教授旧学。四位家塾老师中，他最难忘的

是杜星符（清末民初名儒张裕钊的再传弟子），杜星

符“虽未受过新制教育，他却知道科学新知的重要，

经常劝我父辈要让我们去考新制学校。”[1]193家塾多

年，他读的都是线装书，遍及经史子集的重要部分，

熟谙作文谨严的桐城义法。由于国文功底深厚，

1924年考取当时师资阵容强大的武昌国学馆，因缘

际会，一年半后又自作主张，以同等学力考取当时

很有名气的新制学校私立共进中学。1929年入武

汉大学文预科学习，两年后直升法学院经济学系。

（一）武汉大学求学时的自由经济熏陶

对当时武汉大学经济学系的情形，比夏道平高

一年级的张培刚回忆到：“那时法学院（包含法律、

政治、经济三系）教师阵容极强。就经济系而言，著

名教授及其开设的课程有：周鲠生（宪法、国际法、

法学院共同课程），杨端六（会计学——含成本会

计、货币银行、工商管理），皮宗石（财政学），刘秉麟

（经济学、货币银行、经济学说史），陶因（经济学），

任凯南（外国经济史、外国经济思想史），李剑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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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史、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朱祖晦（统计

学），张峻（国际贸易——含海运保险）等，可谓极一

时之盛。”[2]这些教授与当时学界整体面貌一样，经

济思路是以社会主义为主流的，如刘秉麟受李大钊

的影响，撰有《马克思传略》《分配问题发端》《苏俄

之设计经济》等文②；陶因在其自编的经济学讲义

中，“博采各家学说”，全面阐述了“《资本论》中的各

项基本观点，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尤为推崇”
[3]。朱祖晦留学美国，宣讲的是制度学派，在经济政

策方面，主张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当然其中也有

主张自由经济的，如杨端六和任凯南。杨端六早年

留学日本，后又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货币

银行专业，是一位“正统派的学者，颇有英国学者之

风”[4]。凯恩斯的《货币论》出版后，其写过书评予以

驳斥 [5]。任凯南早年官费留学日本，后又考入伦敦

政治经济学院攻读经济学，由著名的自由经济学家

埃德温·坎南（Edwin Cannan）指导，回国后延续了坎

南的自由经济主张（详后）。1927年被聘为“国立武

汉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和经济学系教授，1932年
10月任经济系主任。但相对而言，当时武汉大学经

济学系持自由经济思路的人并不多。这一时期其

他大学与之类似，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

学、复旦大学、大夏大学、湖南大学的经济学系都开

设有社会主义课程，讲授马克思学说、劳工运动史

和社会主义史等[6]。

当时夏道平并不知道老师们的经济思路有什

么不同，只是记得：“在我们经济学系一年级教经济

学的那位先生，是刚从德国回来的。他所教的，是

当时德国流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他还在三年级

教一门经济政策，那也是从铁血宰相俾斯麦以来德

国的那套玩意儿。”[7]5到了二、三年级的时候，任教的

是几位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回来的教授，这其中就

有任凯南。据其回忆：“在第三学年开始上课的某

一天，任老师以系主任的身份带来一位新来教统计

学的先生进到我们的教室，在任老师讲完几句介绍

话以后，那位留美的年轻硕士在滔滔的演讲中，扯

到当时美国时髦的制度学派而大‘盖’一阵。他讲

完后，任老师在临走时候的讲话中又简短地以他一

向结巴巴的词句，在微笑中着力点了一句：制度学

派不过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后代。这句话，我当时不

懂其中的含义。到后来念经济思想史的时候，从奥

国学派与德国历史学派的争论中，我才领悟到任老

师那句话透露了他自己的经济思路。”[7]6

任凯南在武汉大学经济学系任教期间，仅发表

了一篇长达27页的论文《百余年来国际汇兑学说之

演进》（《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 1卷第 2
号）和一些书评。不过，从这些书评中，仍可见其经

济思路，这在1934年11月发表的书评《Applied Eco⁃
nomics, By R. J. Bye and W. W. Hewett》中表现得尤

为明显。原作者在书中指出现行的经济制度已有

所改革，是一种限制的资本主义，“由纯粹之资本主

义与集产主义相合而成”，并认为将来的经济政策

“居放任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而执其中”。对此，他

评论到：“在今日通行之资本主义社会，固非单纯

者，但在昔时，何非为驳杂者乎？不过昔时资本主

义常有封建时代留遗之规范政策补其不及，而今则

有由受社会主义之影响以生之干涉政策以救其流

弊，此其别尔。又彼等执中之说亦有语病。自来经

济制度常受一种主要之主义之支配，而以它种主义

补救其穷。断无有两种主义采用势力相敌而能行

之不乱者。”他还指出：“彼等仍保存资本主义之基

础，则亦何有于树立社会主义而兴之并大。执中之

云殊滋语病，反不如一般放任派之言，保存现制而

捄其害之词旨并显也。”[8]任凯南撰写此文时，世界

各国为应对经济危机的冲击，经济思路已从自由经

济调整为统制经济，而在中国，政界、实业界和思想

界广泛讨论统制经济③，但这篇书评表明他并未受

此影响，仍然保守了自由经济思路。

大学四年，夏道平与任凯南、杨端六等老师接

触较多。这段岁月多年后他回忆道：“我在武汉大

学念书时，最敬佩的老师都是几位英国伦敦政经学

院的留学生，其中除指导我写毕业论文的任凯南先

生（教西洋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的）及杨端六先生

（教货币学的）对我有过多次单独指导以外，其他几

位虽然在每次考卷上都给我高分，对我应有不坏的

印象，但他们从未主动约见我给以鼓励和课外的启

发。”[1]176四年级时，夏道平选择了以货币学为毕业论

文研究方向，以费雪的货币数量说为具体研究内

容。费雪认为，货币数量的变动在正常状态下会使

得物价水准成比例地变动，货币流通量M，货币流

通速率V，各种待售货物价格P、P′、P″……，各种待

售货物的数量Q、Q′、Q＂……之间的关系，可用下

列方程式表示：MV=PQ+P′Q′+P″Q″+……+EPQ。如

果用P表示物价平准，用T表示Q′s的总和，则方程

李晓波：夏道平经济思路的演进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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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可简化为：MV=PT。现实经济生活中人们除了使

用现金，还将现金存于银行而签发支票，这部分存

款也影响物价，如果用M′表示可用支票提取的存

款，用V′表示其平均流通速度，则方程式又可转化

为：MV+M′V′=PT。方程式演变至此，费雪仍然认为

货币数量M的变动在正常状态下必然引起M′的变

动，结果使得物价水准成比例的变动。20世纪 30
年代初，世界各国政界和学术界仍在讨论如何解释

和应对经济危机，费雪的货币数量学说可谓当时的

前沿话题，因为其理论前提是货币的交易媒介功

能，排除了货币的价值储存功能，忽视了投机所带

来的金融风险，这个学说与美国大萧条之间存在着

一定的关联。所以夏道平的这个选题既有理论价

值，又有现实意义。

这篇论文④由五个部分组成：“绪论”、“数量说

在历史上之演进”、“费雪尔数量说之体系及其批

评”、“交换方程式之分析与批评”、“结论”。 在“绪

论”中，夏道平明确指出所要探讨的是货币价值问

题：货币价值如何发生？如何变动？然后以费雪的

理论为中心，追溯其思想渊源，依其体系检讨其内

容，不仅反思了费雪的理论适用问题，而且还以货

币数量M为主体，从M与M′的内容、M与M′的关

系、M与V、V′的关系、M与Q′s的关系、P是否是被动

的等方面深入检讨了方程式，得出结论：“数量说在

费雪尔以前多少有种弹性。……至费雪尔则以一

贯的精神，完成数量说之系统；所谓过渡时期者，在

他看来，不过是正常学说之附加条件耳。此种精

神，固有助于数量说之建树，然在另一方面，因其方

程式之硬性的解释，处处求符合其伪定之前题，似

不免有观察疏漏或故事牵强之嫌。……总之，社会

现象是人类主观的心理过程与客观的物质过程所

交织。研究社会科学当然不能同自然科学一样的

准确。即在自然科学中有机化学不能与无机化学

同样得到精确的结论，正因为前者有生理的过程渗

杂于其间。人类心理的活动较生理的过程尤为复

杂。故社会科学决非一个简单的法则所可把握其

中心。费雪尔惨淡经营的数量说体系所以不能完

整者，其原因在此。”[9]为写论文，夏道平多次请教任

凯南老师，每次任老师“以很沈浊而又口吃的湘西

口音，慢吞吞地给我的毕业论文一点一点地指教。”
⑤可见，在任凯南、杨端六的指导下，夏道平也开始

认知奥地利学派，开始了解到经济活动中人的心理

因素的重要，得以埋下自由经济的种因。

（二）武汉大学任教和参军时期的统制经济倾向

大学毕业后，夏道平因成绩优异而留校任教，

他较关注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动态，写过几篇货币学

方面的书评。接下来的几年，武汉大学经济学系经

历了一系列变动：1936年陶因任经济学系主任；

1937年 7月任凯南应邀至新成立的国立湖南大学

任教务长；彭迪先、陈家芷等左派教授来到经济学

系任教。最重要的是，正当夏道平准备公费留学考

试时全国抗战开始，1938年2月武汉大学决定西迁

至四川乐山，夏道平也来到这里。助教工作之余，

他仍坚持学习经济学，不仅精读了新古典经济学家

马歇尔的著作《经济学原理》，而且还翻译了新自由

主义经济学家霍布逊（J．A．Hobson）的《分配经济

学》，并由刘秉麟教授审正⑥，1941年 4月由商务印

书馆出版。霍布森的这本书是当时英国工业革命

的产物，在书中他一方面承袭了马歇尔的新古典经

济学，另一方面修改了庞巴维克的边际分析方法，

主张用国家垄断代替私人垄断，通过税收、工人运

动等方式促进公平分配和增进社会福利。这些表

明，在武汉大学任助教期间，夏道平并没有追随任

凯南等所启发的自由经济理论，并没有意识到经济

自由与平等、经济自由与政府干预之间的张力，思

想中的经济平等元素还相当浓。

乐山邻近成都，虽说是抗战后方，但仍常遭到

轰炸。在一次大轰炸中，夏道平险些牺牲。这件事

对他冲击很大，觉得现代战争无所谓前方后方，于

是主动请缨奔赴河南洛阳前线，任上校文职军官。

夏道平参军时，二战的国际形势并不明朗，中国抗

日战争正处在战略相持阶段，几年抗战下来有些人

已产生消极情绪，汪伪政府的成立就是明证。参军

以后，他较关注国际战争形势，用笔杆子为抗战将

士们鼓劲。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研判国际战争形

势的过程中，夏道平又清晰地表达了经济思路。

例如：苏德两国原本签订有《苏德互不侵犯条

约》，1941年6月条约还在有效期内，两国竟兵戎相

见，夏道平很快发表观感：“当日的订约与今日的宣

战，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演出。这是极权国家

行动的特点，极权国家的杰作。”[10]1941年8月，他又

撰文反思以德国为代表的纳粹经济。当时学界对

德国纳粹经济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部分人尤

其是自由主义者认为纳粹经济制度是不健全的，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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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融很快就会崩溃，汽油等原料将会缺乏，战争

因此会受到影响；一部分人表示相信纳粹经济计划

是天才的作品，德国经得起战争，能够解决任何经

济问题。对此，他指出：“这两种看法，似乎都不免

失之于偏。我们认为：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在目

前纵然不能全盘推翻，至少也应加以相当的修正。

同时，我们也认为：戈林不是天人，在他所主持下的

经济计划，也决不会是万全万能，永久不会出毛病

的东西。”[11]纳粹经济机构像汽车装置厂一样，各部

门的配合非常严密，这固然可以减少浪费和增进效

率，但由于“纳粹经济机构，就像一部大机器，可惜

这部大机器的构成部分都是有意识的人，而不是

‘机器人’。发动这部大机器的，也是有意识的人，

而不是一座蒸汽机或发电炉。人有理智，也有情

感；人有正确的思考，也有错误的判断。这是‘人’

之所以为‘人’。详言之，这是‘人’之所以异于理想

中的万全万能的‘天人’的地方，也就是‘人’之所以

异于无理智无情感无意识的木石的地方。因此，我

们不能说，各部门的经理或工程师在工作中绝对不

发生无意的错误或有意的怠忽。在一个组织特别

严密的机构中，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某一部门的

主持人在工作上一有错误，也许会严重地影响到其

他各部门，至于主持总计划的人，如果思考不正确，

计划乖谬，其影响更不易于挽救”[11]。纳粹经济制度

丝毫没有弹性，既像铁一样硬，又像玻璃一样脆，经

不起打击，所以潜伏着很大的危险。这些表明夏道

平在从军时期，调用了奥地利学派的思想资源，强

调人不是无意识的机器，而是有意识、有心理活动

的，用以反思高度计划的德意模式和苏联道路。当

然，这并不意味着此时他选择自由经济，相反，他认

为英美传统的自由经济应有所“修正”，表现出统制

经济⑦的倾向。

（三）国民政府任职期间的统制经济初步反思

抗战以前，当中国思想界和实业界还在讨论何

谓统制经济、如何实施统制经济时，国民政府已开

始实施统制经济，1933年设立了第一个统制机构棉

业统制委员会，1935年成立资源委员会，统制重工

业和工矿产业。抗战发生后，统制经济几乎成为国

人的共识，而国民政府为应对战争，逐渐确立战时

统制经济体制，统制措施又有所加强，范围逐渐扩

展到统制财政、统制金融、统制生活物资、统制外汇

等。1943年战区人事变动，夏道平转回重庆，进入

国民政府的战时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任经济建设

策进会研究室主任（顶头上司是国民参政会的副秘

书长雷震）。在审阅民间申诉文件和拟定解决方案

的过程中，“对于当时经济管制的流弊，增加了一些

实际的认知。”[7]8但对经济管制何以会带来流弊，还

没有深入的反思。这一时期，他忙于实务，所发表

的文献较少，目前所查到的仅有两篇：一篇是书评

《马著经济学概论》（《新经济》第 8卷第 11期，1943
年），还有一篇是《工业关系》（《中国工业》第 30期，

1945年）。《工业关系》是一篇译文，原刊《伦敦经济

周刊》1945年2月17日。文中所讨论的是战时英国

为发展生产而临时组织的旨在协调劳资关系的联

产会，联产会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工会与雇主的紧

张关系，促进了工业关系，战后雇主们认为应取消，

而工会认为应保留和继续存在。原文作者指出，虽

然工业关系日趋复杂，工业和政治一样，内部必须

要有一定的支配权，但工业关系还是应有所改进，

工业统制不可太多，不可固步自封、不求改进。此

文实为二战快结束时，英国反思统制经济的表现。

夏道平选择翻译此文，也表明此时他开始反思统制

经济，但是其经济思路的方向并不明确。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国民参政会不

再设立，夏道平又进入经济部任参事。在此期间，

有一次去雷震家聚餐时认识了大名鼎鼎的胡适（胡

适和雷震后来在台北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夏道

平应邀当编辑，这可能是原因之一）。抗战胜利后，

中国迎来了和平建国的契机，国共两党一度为此进

行谈判，但最终还是陷入内战局面，而随着时间的

推移，双方的力量对比逐渐发生重要变化，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国民政府接连公布了一系列方案，如

《经济紧急措施方案》《经济动员纲要》《新外汇贸易

方案》《国营事业配售民营办法》等，结果不仅未能

挽救政治经济危机，反而由于官僚资本的膨胀、政

治的腐败造成政治经济总崩溃，1949年4月国民政

府被迫迁至广州。此时，夏道平选择脱离公职，“打

算在民间做点有意义而可谋生的事情，再也不要进

政府机关任公职。”[1]138他是这样想的，后来也是这样

做的。

二、《自由中国》时期的自由经济转向

夏道平是怎样来到台湾的，至今没有详尽的资

料，但时间是 1949年。赴台后的最初一段时间，在

王云五创办的华国出版社当编辑，同时还与雷震等

李晓波：夏道平经济思路的演进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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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筹备《自由中国》半月刊。1949年 11月 20日

《自由中国》正式创刊，胡适任发行人，雷震任社长，

马之骕任经理，夏道平与雷震、殷海光、张佛泉、聂

华苓等一起任编辑。

《自由中国》的创办是自由知识分子与开明国

民党人的结合。这种结合中，自由主义者原本想用

胡适的名义来控制刊物的编辑权，可是由于当时属

于开明国民党人的雷震强势主导，也由于自由学人

的介入不够积极，更由于他们本来就意在帮闲，所

以创刊后的一年多时间，《自由中国》与官方相当亲

近[12]135。《自由中国》与当时台湾其他报刊一样，大多

站在官方的立场讲话[13]。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

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台湾由此转危为安。此后国

民党改造运动中，两蒋逐渐背离宪政承诺，日益走

向威权。《自由中国》中的自由主义者和国民党的开

明派对此皆不以为然，遂与之决裂。

在此背景下，1951年 6月《自由中国》果敢发表

了夏道平撰写的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文中讲

了一件“怪事”：有人在土地银行开立一个户头，土

地银行给这个户头发本票（本票都是见票即付的，

但土地银行开给这个户头的本票都是期票），于是

这个户头就利用这种本票作抵押，到处以高利率向

人借款，每等到借贷成交的时候，保安司令部总能

一并破获。这类案件被公开有五起，人犯达二十余

名，全部案款有台币一百一十万元，抵押品都是土

地银行的本票。社论提出三大疑点：第一，“在土地

银行开立户头的是什么人？……一个普通人怎么

会有一百多万的巨款摆在银行内？如果说该户头

可以透支，透支的限额是多少？大量的透支即是信

用放款，信用放款是须要担保的；是谁担保？是哪

个公司行号担保？或者是什么物品担保？而且在

现行的金融管制办法下，银行信用放款已严格地被

控制住，不是银行本身可随意做的”；第二，“目前银

行存款利率最高的月息不过四五分。但这五件借

贷案中，最高的月息达到二角六分，最低的也有一

角二分。我们试想想，……以存款换得的银行本票

向别人抵押借款，而承担高到好几倍的月息，天下

哪有这样的大傻瓜做出这样的大傻事？”第三，“‘保

安司令部’军事检查官提出的起诉书，叙述到‘犯罪

事实’时，无一处不提及借贷人的姓名。……但在

叙述借贷行为之发生和经过时，完全不提及借款人

的姓名，似不免有故意掩蔽之嫌。”他的最终推论

是：这是“政府诱民入罪，至少是政府中某些机关办

事人员诱民入罪”，“政府诱民入罪”的真正动机在

于套取高额办案奖金：“依照金融案件提付奖金的

办法，告密人的奖金是全部案款的百分之三十，承

办单位的奖金是百分之三十五，这样的暴利而又不

要本钱的生意，恐怕为民间任何投机生意所不及

吧！”[14]34~35

社论发表后，当时负责执行金融管制的“保安

司令部”极为愤怒，“督察处长”陈仙洲出面发表谈

话时，不仅没有直接答复社论所提出的疑点，反将

非法金融活动与匪谍联系在一起，要求新闻界合作

以维持当局威信，私下还安排陶希圣代笔写了一篇

赞同金融管制的社论在《自由中国》上发表。远在

美国的胡适知道后，致信《自由中国》：“这篇文字有

事实，有胆气，态度很严肃负责，用证据的方法也很

细密，可以说是《自由中国》出版以来数一数二的好

文字，够得上《自由中国》的招牌！”[14]37事件最后在

“台湾省主席”吴国桢的干预下平息了下来。这篇

社论标志着《自由中国》全面自由主义化 [12]137，于夏

道平本人而言，也有深刻意义，意味着他开始从一

个开明三民主义者转变为一个服膺经济自由的自

由主义者，多年来深埋的自由经济种子也在环境的

诱发下由此发芽。

“自由依赖于极为平凡的小事。”[15]《自由中国》

时期，夏道平的政论文章随着可批事象的增多而增

多，而且越来越率直、严厉和深入⑧。文字虽绵密细

致，但从不在枝节问题上作隔靴搔痒式的讨论，而

是特别注意较长远的打算和问题的根本解决。《政

府不可诱民入罪》之后，他充分发挥自己的经济学

出身优势，又撰写了多篇社论，从政治、行政、经济

和军事等方面批评当局的经济管制，阐发自由经济

主张。

经济方面。迁台初期，当局为安抚人心和恢复

发展生产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土地改革是其中之

一。土地改革分三步完成：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

和耕者有其田，进行到第三步时，由于财政不足，如

何将地主手中的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成为一大难

题。当时台湾当局拥有大量的公营企业和党营企

业（源于对日产企业的接管、迁台企业、当局独占经

营企业、国民党直接投资的企业等），这些企业大都

机关化，内部管理较乱，浪费多，效率不高，与真正

的企业相差很远。为使改革顺利进行，陈诚倾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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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的办法，当局先后通过《公营事业转移民营条

例》和《实施耕者有其田法》，具体方案是用公营企

业的股票和实物债券与地主换土地。陈诚的这种

做法引发了一场公营民营大辩论，很多民间和党政

人士都参与其中⑨。辩论中蒋介石选择支持陈诚的

做法⑩。作为试点，1955年春台湾水泥、纸业、农林、

工矿四家公营企业转为民营。这个改革得到了夏

道平的赞同：“国营事业的浪费和效率低，已是大家

熟知的事实；改归民营后，由于私人企业心的发挥，

这些缺点可以大大改进。”与此同时，他还勉励民营

事业发挥奥地利学派所倡导的企业家精神，“民营

事业的生存和发展，要靠经营者充分发挥其企业精

神，从技术与管理方面力求改进。”[14]125~126由于技术

的改进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他又希望民营企业率

先丢掉衙门习气，以推行科学管理为第一要务。

政治方面。台湾当局虽允许部分企业改为民

营，但总体上仍然固守“国营企业”思维。当时台北

大法官会议有一项法律解释认为，无论是政府投资

经营的，还是公私合营的，只要是称为“国营事业”

的公司转投资于其他事业的资金一律视为政府资

本。夏道平注意到如此辗转投资下去，政府资本在

所转投资的事业资本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将越来

越小，可能的后果就是国营的范围日益扩大，民营

则日益缩小，政府资本将以小吃大。[14]111~112从这个

具体政策中，他看出了政治与经济关系之大：“对于

政治经济问题，我们一向有些坚定不移的信念。其

中，我们认为：政治民主是要以经济自由为基础

的。生产事业的国营，只有在资源稀少以免私人垄

断的情况下，才有其必要；过了这个限度，国营事业

愈扩张，政治上的民主就愈萎缩。……我们确信，

一国的政治趋势，趋向民主或趋向极权，也可以从

国营事业的伸缩看出来。”[14]125

行政方面。两蒋治下的台湾地盘不大，但机构

庞大、庞杂，不仅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还妨

碍行政效率。以财经机构为例，原本设有“财政部”

和“经济部”管理财政和经济行政，后来又增设“经

济安定委员会”、“美援运用委员会”和“外汇贸易审

议委员会”等，把财经权力分割得乱七八糟，与这些

管理部门接触过的民间工商业主无不感到头疼。

夏道平对此批评到：“骨子里的理由，是要回避责

任。是要造成财经两部有责无权，而这些委员会有

权无责的局面。这样才好上下其手，才好便宜行

事。有利，不妨你争我夺；有过，又可你推我诿。”

“苛烦的管制政策、干涉政策，已经把民间工商业桎

梏得喘不过气来。……现在民间工商业最伤脑筋

的问题，不是如何减低成本、改良商品、在市场上争

取消费者，而是要不要鬼鬼祟祟走进官方的旁门左

道。”[14]195~196

军事方面。1957年 8月《自由中国》以“今日的

问题”为中心展开讨论，夏道平反思的是军事问

题。在他看来，军事问题对当时的台湾极为重要，

因为当时存在一个难解难分的死结：“政治害于经

济，经济害于财政，财政害于军事。……如果军事

问题有适当的解决，财政问题就比较容易着手；财

政问题减少，经济问题也比较好办；从而政治与其

他问题的讨论，才不致是废话。”[14]187这种判断绝非

虚言，当时两蒋为反攻大陆仍保持60多万人的常备

军，结果财政无力承担，庞大的军费支出大多与军

事无关，官兵薪饷所占比例较小。考虑到美国第七

舰队仍驻守台湾海峡，并无助台反攻之意，他指出

军事问题应面对现实作最有利的打算，第一步就是

大量裁军，“裁军的重心，当然是在陆军方面。现在

陆军的成分，台湾省籍的兵士，将近半数。他们退

为后备兵以后，可以回家自理其原有的生计，无须

政府负担生活；至于大陆省籍的，政府使其就业于

农工生产部门。这样一来，常备兵的人数既大为减

少，则待遇可以相当改善。同时在生产部门由于劳

力这一生产要素的增加，再配以其他条件（最重要

的如解除经济管制的重重桎梏，让民间企业得以发

展），则台湾经济的前途，就可有繁荣的希望。”[14]189

可见，在夏道平那里，自由经济对于解决台湾军事

问题有着特殊意义。

《自由中国》时期，夏道平不仅从细微处鞭策经

济自由，而且还公开揭橥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说。

武大校友詹绍启从《自由中国》的言论中早已知道

夏道平是反对经济管制，主张经济自由的，1957年
上半年寄来一本英文杂志《U．S．News and World
Report》，其中一篇题为《What＇Behind the War on
Business》的文章预告了米塞斯的新著《The Anti-
Capitalistic Mentality》（美国 D．Nostrand Company
Inc.1956年 10月出版），夏道平很快将内容摘要翻

译出来，以“反资本主义的心理”为题在《自由中国》

上连载。这本书是米塞斯多年来对美国社会亲身

观察的结果，书中“把美国知识分子、白领工作人

李晓波：夏道平经济思路的演进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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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专门职业者等反资本主义的心理，描绘得惟妙

惟肖，分析得合情合理”[16]。详细讨论了反对资本主

义的各种心理因素如平等、正义诉求等，试图澄清

被误解的资本主义，结论是市场经济、自由企业等

名词与资本主义所指的其实是同一件事，不过着眼

点不同而已。如果我们想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和享

有充分自由，那么就必须依赖市场经济（资本主义）

的运作。这本书篇幅不长，通俗易懂，出版后在美

国很畅销，每两年就会重印一次。夏道平刚开始翻

译时只是节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刊登在《自由中国》

第16卷第1~4期，后来又印有单行本。1957年秋他

又将此书全部译出，为强调原书论旨，特将书名改

为《被诬蔑了的资本主义》。他没有想到的是，“行

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工业委员会征得自由中国社

的同意，将译稿列为《经济丛刊》出版发行。他更没

有想到的是卖了不到几天，工业委员会就告之此书

受到外来干涉，将删节改版。至于如何删节改版，

他一无所知。经再三催促，直到1958年2月才拿到

删改本，发现原书已由72页删至52页，“译者的话”

不仅删去 4段，而且还在结尾擅自添加了一段话。

他对此很气愤，特刊登启事表达抗议。此后，工业

委员会托“经济部”参事高叔康向他请求原谅，《被

诬蔑了的资本主义》的全译本和删改本都没有继续

再发行。

《自由中国》时期，夏道平所写的政论文章不仅

表达了当时人们的正义呼声，而且有的还收到了实

际的政治效果，如迫使俞鸿钧及其内阁倒台等。自

由经济方面的努力也没白费，台湾当局虽然时至

1957年仍是管制经济思维，此后的事实是 1958年

历经外汇改革大讨论，财经政策悄然发生变化，主

政的尹仲容部分吸收自由经济学家的意见而开始

改革。当然，这些政论文章更多的是引起当局的不

满。从 1959年开始蒋介石为三连任“总统”费尽心

思，自由中国社多次刊文批评，夏道平也撰写了多

篇社论：《蒋“总统”不会作错了决定吧？》《好一个舞

文弄法的谬论——所谓“修改‘临时条款’并不是修

改‘宪法’本身”》《敬向蒋“总统”作一最后的忠告》

等，文中他力劝蒋介石学习华盛顿和杰斐逊所开创

的优良传统：华盛顿总统任期满两届后主动放弃续

任总统的机会，杰斐逊在总统任期内厉行民主政

治。但这些诉求终为威权所不容，1960年 9月 4日
当局指控《自由中国》“涉嫌叛乱”，将发行人雷震等

逮捕法办，《自由中国》由此停刊。为救出雷震，夏

道平与殷海光、宋文明等人联名发表《〈自由中国〉

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在台北各大报刊上刊登，说

那些“涉嫌叛乱”的文字大都是他们写的。那是一

个抓人杀人不眨眼的时代，当他们共同署名发表声

明的时候，他们都做好了被抓的准备，表现了知识

分子大义凛然的担当。

三、《自由中国》停刊后自由经济思路的深入探索

《自由中国》时期，夏道平的经济思路虽然已有

所转进，并清晰地将经济自由看成民主宪政的必要

条件，但其言论重心毕竟在民主宪政。《自由中国》

被迫停刊后，夏道平转到讲台，先后在台湾政治大

学、东海大学、辅仁大学、东吴大学和铭传商专等校

任教，用他那低沉的湖北腔调讲述《经济学英文名

著选读》等课程。由于没有了发表言论的地方，他

对当时实际政治中的一些枝节问题不再感兴趣。

不过，其自由经济思路延续了下来，如1961年12月
他翻译了 John F．Due 和 Robert W．Clower 的著作

Intermediate Economic Analysis的最后一章“福利经

济学”，在“译者的话”中他指出：“把经济学当作一

门科学来看，‘福利经济学’这个名词，译者总觉得

大有问题。尽管有许多经济学的权威使用这个名

词，我迄未被他们说服。科学就是科学，无所谓福

利非福利。我们可以应用科学来谋福利，但科学的

本身不应该冠以‘福利’这个形容词。”[17]

那时，夏道平仍住在台北和平东路的华国出版

社内，距离殷海光的家不远，课余时间常找殷海光

谈学问谈思想问题。据聂华苓回忆，夏道平找殷海

光“谈民主、谈自由、谈哈耶克、谈罗素、谈自由经

济”[18]。这一时期，夏道平还广泛阅读奥地利学派的

著作，如哈耶克的《科学的反革命》《个人主义与经

济秩序》《到奴役之路》和《自由的宪章》等，1965年
写出长篇论文《海耶克教授经济思想的简介》，指出

“海耶克经济思想的结构，是嵌合在他的自由哲学

整个体系中。个人尊严、个人自由，是他全部思想

的基设，当然也是他经济思想的基设，从而形成了

他的对于现行若干经济政策的批评”[7]107。随着时间

的流逝，《自由中国》学人逐渐远去，夏道平开始寂

寞起来。

在这段寂寞的日子里，他的思想世界其实并不

寂寞。他开始有时间埋首于奥地利学派的经典著

作中，与大师们谈心，又译有米塞斯的著作《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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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后基础》《人的行为》和哈耶克的论文集《个人

主义与经济秩序》，还译有自由经济学家洛卜克的

著作《自由社会的经济学》。米塞斯的《经济学的最

后基础》给先验论以适当的地位，强调宇宙间有些

东西是自然科学所不能描述和分析的，在自然科学

所可观察和描述的范围以外还有别的东西，那就是

人的行为；《人的行为》长达八十万言，集中展示了

鲜明的经济自由主义立场，认为经济学是人的行为

通论或行为学的一部分，经济学所处理的是实实在

在的人，市场经济的各个方面，举凡市场、竞争、自

由、价格、成本、货币、时间、储蓄、利息、利率等，在

书中都有详尽论证；哈耶克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

序》不仅讨论了社会科学的方法，而且还论述了纯

粹的经济理论和实际经济问题；洛卜克的《自由社

会的经济学》则是一本经济学教科书性质的著作，

其中肯定了奥地利学派的核心观念。译了这些书

以后，夏道平更深切、周延地理解了经济自由，“笃

定”了自由经济思路[1]197。

客观而言，夏道平当时所潜心翻译的奥地利学

派并不合时潮，因为二战后占据主流地位的是凯恩

斯主义，受此影响，台湾当局财经官员一直迷恋凯

恩斯主义的那一套，藉通货膨胀创造有效需求，促

进就业和推动经济发展；经济学界有很多人依赖计

量模型来处理经济问题，对于不能量化的复杂事象

要么强行量化，要么无视其存在；经济学教科书充

斥着凯恩斯主义的数字表、代数式、几何图形和经

济学模型，几乎看不到人的心灵活动。此外，在经

济制度方面，台湾当局则一直以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为指导，当时主持财经的李国鼎在解释时指出，民

生主义所指示的经济政策是：“‘富而均’，不是‘均

而富’。所谓‘富而均’，系着重在‘富’，而在致富的

途程中兼求其‘均’。”[19]为实现此目标，当局多次进

行赋税改革，如 1956年实行单一所得税改革，个人

所得和企业营利所得都按累进税率征收⑪。

当社会各界打着平等、贫穷、福利、公平正义、

经济成长、就业和社会安全等旗帜，主张当局干预

经济的时候，夏道平不愿沉默，经常运用奥地利学

派撰文加以批驳。

1965年 1月夏道平撰文告诫当局，不用过分依

赖所得税[20]。此后，又以个人所得税为例从理论和

事实两个层面反思累进税，指出这是多数人对少数

人给以差别待遇，而且是任意的差别待遇，有违民

主法治原则；征收复杂，不仅加重税务行政费用，而

且可能会鼓励贪赃纳贿、逃税偷税；“累进税的主张

者总以为它可以减轻经济的不平等，可是，事实上

它在这方面却保障了既存的不平等。”[7]203他推举递

减的累进税，两大要件是法定税率和有客观标准的

免税额，法定税率可参考政府在国民收入总额中拟

课税的百分数来规定，免税额则可依照一时一地的

最低生活费用来确定。这样在征税的时候，实际税

率就以递减的方式累进。

1977年 3月夏道平在《铭传学报》上发表长篇

论文《平等与经济平等》，系统地检讨了经济平等的

问题，指出平等只是在近代才成为一个社会目标或

理想，但近代人的平等观念却很模糊：“近代人所向

往的平等，大都着重于经济平等。他们似乎认为：

经济平等是其他一切平等的必要条件。如果经济

不平等，则所谓政治平等、社会平等，……都会有名

无实。这个说法是把平等问题看得过于简单。”[7]139

在他看来，经济平等既不能促进经济成长，也不能

增进经济福利，“人民经济福利的增进，不在于所得

分配的平等；恰恰相反，所得分配的不平等，反而可

以保证人民经济福利的不断增加。”经济不平等有

益而无害，“在分配不均的社会，总会有人不满的。

但‘不满’并非完全是坏事，‘不满’有时是‘希望’的

化名。希望可以促成进步。如果消除了所有的不

满（这当然是个绝对不可能的假定），也即消除了所

有可能的进步。但是，如果不满与不公平的错觉相

结合，那就会酿成社会动乱；动乱的归趋，大概就是

一个奴役的社会。”[7]169其结论是：平等是有界域的，

在平等议题上，应当坚持的是人格平等、法律平等、

原则性的机会平等，应当反对的是结果平等、实质

性的经济平等；贫穷问题不宜与一般的经济不平等

问题混为一谈。

1979 年至 1980 年间台湾出现较大的通货膨

胀，围绕通货膨胀发生的原因和应对之策，蒋硕杰

与王作荣展开笔战，是为著名的“蒋王论战”。夏道

平也发表观感，认为在讨论经济问题时理当有一些

共识，如恪守市场法则、维护货币纪律、重视长期分

析和尊重经济理论等[1]228~234。此后，他还撰文专门检

讨凯恩斯的理论，指出凯恩斯的著作缺乏必要的社

会哲学基础，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社会科

学上，只是从技术效率层面考虑社会问题，“这本书

所讲的，自始至终只讲物质的生活资源，从未讲到

李晓波：夏道平经济思路的演进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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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所以为人也要靠精神食粮。在这本书中，找不

到丝毫的‘人影’,所以这一本书是把人完全物化

了。”[1]60凯恩斯理论下的通货膨胀与以前不一样，它

是一种温和的膨胀，更是一种加速的膨胀。这种膨

胀稍一停止或减缓，接着就是更大的膨胀。这种膨

胀不仅不是促进充分就业的有效手段，而且其代价

是相当惨重的：“以通货膨胀的手段来解决失业，更

造成比原来的失业量更大的潜在失业而终会爆发

出来。”最严重的危害在于，“如果照过去一样，膨胀

稍一停止或减缓，接着就是更大的膨胀。如果继续

下去，势必膨胀到市场经济的一切机能终于全盘解

体。”[7]125

退休后，夏道平接受蒋硕杰的邀请，任台北中

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从事《经济前瞻》季刊编

辑工作。当时，台湾当局、舆论界和学术界都在高

喊经济自由化、国际化，声音虽一样，但内涵并不相

同，至于具体做法更是五花八门。为澄清观念，

1986年他撰文指出市场秩序是“经由市场供需法则

所形成的价格体系之指引，生产资源会用在最有效

率的途径”。将市场秩序和丛林法则混为一谈，甚

至漫骂市场秩序是不对的，因为“那些被指责的事

象，很多不是市场运作的结果，仅仅是在市场上浮

现出来而已；它们的根源另有所在。而且，把它们

都归咎于市场的那些说辞，其中还不免有些观念混

淆，有些情绪参杂”[7]268~269。1988年 8月时值哈耶克

所发起成立的蒙贝勒兰学会（The Mont Pelerin Soci⁃
ety）准备在台北召开特别会议之际，他特意撰文宣

传这一独特的国际民间学术团体，并突出强调学会

的一大宗旨——维护市场机能及其原创力，以鞭策

当局切实施行宪政民主和经济自由政策，其中讲

到：“对于市场机能理解愈深，对于自由民主的信念

愈是坚定；而且对于自由民主的实际运作是否得

当，也会有愈正确的辨认。”市场机能不容干扰，也

就是经济自由的另一种说法，“经济自由是政治民

主的必要条件。所以凡是志在促进自由民主的人士，

必须耐心研究市场机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7]263~264

仅仅强调“政治回归宪法”还不够，他还大声呼喊

“经济回归市场”[1]49。

1989年由于年老病痛，夏道平回家静养。1995
年 12月 23日这位致力于台湾自由民主、为自由经

济散播种子不遗余力的哲人安详辞世[21]。

四、夏道平经济思路演变的原因

综观夏道平一生经济思路的演变历程，可以发

现，虽然早在武汉大学经济学系求学期间，就已通

过业师任凯南和杨端六等人的指导而了解到古典

经济学理论，埋有自由经济的种因。但是在武汉大

学任教和参军时期，不仅没有跟随任凯南等启发的

自由经济思路，相反由于思想中的经济平等元素浓

厚，主张对自由经济进行相当的修正。在国民政府

任职期间，思想开始有所转进，但方向并不明确。

这种经济思路的断裂，显然与当时中国思想界有着

比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更为浓厚的社会主义思潮，

国民政府为应对世界经济恐慌和日本大举侵略中

国，加紧实施统制经济相关，当然也受到当时经济

学系老师变动的影响。

去台后任《自由中国》主笔期间，夏道平之所以

得以转进到自由经济思路，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

是因为“亲身体验到种种反自由的政权为害之深而

燃起的”[7]9。当时，台湾当局在政治方面严格执行戒

严，在经济方面则以经济混乱为借口而采取全面的

管制措施。《自由中国》创刊之初，自由中国社学人

在思想上继续持守经济平等的思路：“一面口头上

力争政治自由，另一面又否定经济自由，甚至歌颂

毁灭自由的计划经济，很少意识到放弃经济自由之

严重后果。”[22]面对这种情形，他不仅“燃起”政论热

情，而且还积极寻求思想资源，奥地利学派正是在

此时被发现的，多年来深埋的自由经济种子也在时

代环境的诱发下由此发芽。

需要注意的是，1950年代中后期台湾当局的经

济思路有所调整，这表现在尹仲容主持财经时，从

台湾现实考虑重新诠释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主张：

“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但不废弃私有财产制

度；主张发展国家资本，但不抹杀自由经济下的私

人企业精神。”[23]为把台湾建成一个可以和香港竞争

的自由贸易地区，采取了很多财政金融措施，如批

准《十九点财经改革计划》，颁布实施《奖励投资计

划》，将经济战略从进口替代调整为出口扩张，这些

措施促成了台湾经济的起飞。但在尹仲容逝世后，

台湾当局重回贸易保护政策，进行经济管制，经济

自由化思路不彻底。这些构成了夏道平在《自由中

国》停刊后，继续译介奥地利学派，并将奥地利学派

应用到具体经济问题上的重要时代动力。

当然，夏道平在转向自由经济的过程中，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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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由中国社学人的影响。《自由中国》创刊后，为

讨伐两蒋威权和经济管制措施，夏道平不仅积极论

政，而且还燃起钻研自由理论的炽烈热情。当时积

极钻研自由理论的还有殷海光和张佛泉，殷海光研

究哲学，长于逻辑和思想文化，张佛泉治政治学，著

有《自由与人权》。虽然所学不同，但夏道平仍以他

们为楷模：“两位努力治学的精神和其路线，在不同

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对于我有不少的激励和启

示。”[7]9夏道平是学经济学的，在他们的激励和启发

下，选择了阅读经济自由主张最为彻底的奥地利学

派。当时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这就是周德伟。周

德伟是哈耶克的亲传弟子，20世纪 30年代初学成

回国时，“已熟识海耶克之初期著作，对于其集体主

义之经济，凡反驳社会主义之论据尤为娴熟，其时

米塞斯之Gemeinwirtschaft（英文本后出，译为《社会

主义》，其实乃反对社会主义之巨制）已经出版，余

已熟读。”[24]1947 年就已得到哈耶克的著作《The
Road to Serfdom》。赴台后任“财政部”关务署署长，

但他做官不忘学问，著有《经济政策与经济学理》等

书，同时还任《自由中国》的社外撰稿人，从 1951年
底开始就在其住所尊德性斋（现改称紫藤庐）定期

主持学术聚会（后因特务干扰半年后停止），研读外

国自由主义经典，殷海光、张佛泉、徐道邻、夏道平

等经常参加。1953年殷海光译成《到奴役之路》正

是周德伟的推荐。退休后，周德伟潜心翻译哈耶克

的著作《自由的宪章》，夏道平与他交往密切，每周

面谈一两次，这种交流无疑有助于认知哈耶克和奥

地利学派。

夏道平转进到自由经济的思路，并得以深入探

索自由经济，其机缘除了武汉大学求学时埋下的自

由经济的种子、自由中国社学人的影响和台湾政治

经济形势的变化，还有国际思想大背景。这就是二

战以后苏美争霸的冷战时代的到来和欧洲实行左

翼政策弊端的呈现。二战的严峻形势将社会主义

苏联与自由主义英美暂时结合在一起，共同应对德

意日法西斯主义的挑战，战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

的矛盾迅速上升，成为世界性冲突的根源。奥地利

学派的主要代表米塞斯和哈耶克师徒，早在社会主

义经济思潮流行的20世纪上半叶就已首举义旗，与

兰格等辩论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何以可能问题，指出

国家管制经济将会使人民走上奴役之路，力证只有

自由经济才能确保政治民主。但在社会主义风潮

劲吹下，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并不为人所重。冷战时

代的开启，终使西方的思想界发现到这一学派的价

值 [12]155~156。《自由中国》敏锐感知了国际自由主义思

潮中的新动向，第2卷1期就译有米塞斯的文章《社

会主义与专制》，其“译者言”称：“密色斯教授是维

也纳经济学派的领袖，有名的海也克教授便是他的

学生。密氏早就指出，国家管制经济，早晚会造成

专制极权的警察国家。”[25]第 9卷至第 11卷分 11次

连载了殷海光译述并夹叙夹议的哈耶克作品《到奴

役之路》。

从实践看，二战前后西方一些国家先后实行了

社会福利政策，英国工党上台后更是将银行、铁路、

电力、钢铁等收归国营，但效果并不理想。《自由中

国》有作者指出：“社会主义给英国带来的并不是先

前所预期的繁荣，而是匮乏和重税。”国营的结果是

样样都赔钱，为充分就业，个人宝贵的择业自由也

被取消了。受英国的影响，法国在战后也实施国有

政策，结果发现“效率低落，生产减少，赔钱等情形，

和其他作社会主义尝试的国家，如出一辙”[26]。后

来，法国政府又将这些企业转回民营。新西兰、澳

大利亚等的情形大致与英法类似。自由中国社的其

他一些作者则注意到战后美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将这些成就归功于美国实行的自

由经济制度，驳斥那些对自由经济制度的批评[27]。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战后西德和日本由于实行

自由经济，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并走向繁荣；英美等

国战后由于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结果到 20世纪

70年代出现了凯恩斯主义不能解释和应对的滞胀

局面。在此背景下，主张自由经济最为彻底的奥地

利学派因势而起。夏道平原本就对奥地利学派的

经济思想和其相关的社会哲学有浓厚的偏好，奥地

利学派的理势变化，无疑更增加了他的信心。总

之，奥地利学派的思想资源是夏道平转向自由经

济，并得以深入探索自由经济思路的重要原因。

注 释：

① 学界相关研究成果有：何卓恩：《自由与平等：〈自由中国〉

时期殷海光、夏道平对政经关系的反思》《夏道平对自由

市场经济的证成》，参见何卓恩：《自由主义的新遗产》，九

州出版社 2013年版，第 117—143页；邓文：《夏道平对自

由的厘定与阐发》，《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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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 6期，但夏道平经济思路的演进及其原因仍需

系统讨论。

② 刘秉麟：《马克思传略》，《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
月；《分配问题发端》，《新潮》第 1卷第 4号，1919年；《苏

俄之设计经济》，《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2卷第

4号，1931年。

③ 参见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

（1923—1953）》，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44—262页；陈雷：《经济与战争——抗日战争时期的统

制经济》，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1—72页。

④ 夏道平的这篇论文完成于 1935年，经修改后发表在《四

川经济月刊》1937年第 7卷第 3、4期。本文以正式发表

的为准。

⑤ 参见夏道平：《石屋二老》，《夏道平文存》第 3册，第 124
页；夏道平：《尽早培养诚实写作的习惯》，《夏道平文存》

第3册，第214页。

⑥ 参见霍布逊：《分配经济学》，夏道平译，商务印书馆1941
年版，“译者序”，第5页。

⑦ 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不同，这种不同早在20世纪30年代

就已有学人指出，如穆青认为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的组

织单位不同：前者是国家，后者是在国家与实业团体之

间；主义不同：前者是资本主义，后者是社会主义；社会经

济制度不同：前者是私有制，后者是公有制；范围不同：统

制经济虽包括一切经济活动，但不必有统一的整个计划，

政府居指导地位，统制主体是各实业团体，计划经济注重

全国生产的整个计划，参见穆青：《统制经济之研究》，《商

学期刊》第8期，第2、3页。林艺伟说的更清楚，“这两种

政策的区别，不在于名词或实施的方法上，而是在于立场

和目的上。”参见林艺伟：《统制经济理论的检讨》，《民钟

季刊》创刊号，第129页。

⑧《自由中国》总共出刊 249期，社论 429篇，夏道平写有

116篇。此外，还有不少是以本名或笔名写的和译的以

及早期刊出的若干短评。

⑨ 参见郭岱君：《关键的年代——台湾现代化的进程与反

思》，《南方都市报》2011年 9月 25日，第AⅡ20、AⅡ22
版；郭岱君：《半个世纪前台湾改革路径选择的大辩论》，

《南方都市报》2013年3月25日，第AⅡ20、AⅡ21版。另

可参见 Kuo Tai-Chun, Ramon H．Myers: Taiwan＇Eco⁃
nomic Transformation: Leadership, Property Rights and In⁃
stitutional Change, Routledge press, 2011。

⑩ 蒋介石原本是主张计划经济的，但二二八事变促使他开

始反思计划经济，参见Kuo Tai-Chun: A Turning point for
Taiwan, Hoover Digest, 2009(2)。

⑪ 台湾当局为让税收承担起民生主义的均富任务，在1968
年进行的赋税改革中，将个人综合所得税的累进税率进

一步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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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and Causes of Xia daoping’s Economic Thought

LI Xiao-bo1，2

(1. History and Culture College,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Henan 464000,China;2. History and Culture Colleg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4,China)

Abstract: Xia daoping, who went to Taiwan from Chinese mainland in 1949, was famous for proposing free economy. However, it
was a tortuous process for him to guarantee the thought of free economy. When he was studying in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in Wu⁃
han University, Xia daoping has learned about the free economy. Instead of keeping following the train of this thought after his gradua⁃
tion, he insisted that the free economy should be considerably amended. During being the chief editor of the journal of Free China, Xia
daoping started to advocate the Austrian school and turned to insist on the free economy. After the journal of Free China was forced to
shut down, Xia daoping translated some works of the Austrian school and got a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he free economy. The cause of this
evolution could be attributed to his individual effort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colleagues of Free China Society. What’s more important,
it could be due to the changing of era environment and the provisions of the Austrian school.

Key words: Xia daoping; controlled economy; free economy;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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