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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传统经济学或西方量化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实证的知性科学，它不是研究社会生活的总

体，而只是研究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它不是把经济放到人类生活总体中进行研究，而是把经济从社会
生活总体中抽象出来；它不是按人全面发展的本性来推导，而是按人的经济性来推导，因而虽然达到了
量化的精确性，但在本质上，传统经济学是工具理性的、形而上学的，不是实践理性的、总体性的。因而
当社会生活的重心从一般物质生产转向社会和谐和共同富裕，其局限性就凸显出来，时代呼唤以人民
幸福为最高原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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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言
中共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的提出，不仅揭示
了当代社会生活的本质，而且提出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奋斗方向。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时间
内，我们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正
是民生、人民生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没有被纳入当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这正是本文
思考这一问题的初衷。
研究社会问题有两种基本的哲学立场：一种是市民社会立场，或市场经济立场，即只从经
济上看问题，维护市民社会利益；另一种是人类社会立场，即站在全体人民的立场上看问题，
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马克思坚持后一立场而批判前一立场。
传统经济学或西方量化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从市民社会立场出发的经济理论。它从理性
经济人出发，不是把经济放在社会生活中，而是把经济从社会生活中抽象出来，排除一切政
治、社会、文化的非经济影响，单纯研究经济过程和规律，虽然达到了一定的科学，但本质上是
知性科学，而不是社会科学。它的方法是工具理性的，而不是实践理性的，因而当党的中心工
作从经济转向民生时，其内在的局限性就充分地暴露出来了。
从市民社会立场出发，必然会忽视民生，忽视社会和谐和共存，只有站在人类社会的立场，
维护全体人民的利益，才可能产生真正的社会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把社会作为最高
利益的经济学，因而它不仅要研究市场经济的必然性，研究两极分化的必然性，而且要研究克
服两极分化的方法和途经，因而必然要研究国家，研究资本、国家、人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单纯
的经济学必然要上升为政治经济学，并进一步上升为社会经济学。由于以社会和谐和人民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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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目标，因此这种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条道路就是马克思设计的道路，马克思
《资本论》本来计划有六卷，即“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
改革开放40年后，走市场经济道路已成为人民的共识，此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市场经
济基础上如何坚持社会主义。传统经济学或西方主流经济学本质上为市场经济服务，当我们把
主要的任务转向坚持社会主义，即实现人民幸福和社会和谐，传统经济学的局限性就充分暴露
出来了。
本文首先描述传统经济学弊端的现实表现：从目标上讲，它只关注财富或资本的增长，不
关注人民的幸福和社会的共生；从方法上讲，传统经济学或西方量化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实证
的知性科学，它不研究社会生活的总体，只研究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总之，传统经济学在本
质上是工具理性的、形而上学的，不是实践理性的、总体性的。其次，本文从哲学的立场分析了
导致传统经济学弊端的理论根源。自近代以来，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有两种基本哲学立场，一种
是市民社会立场（即经济社会立场），另一种是人类社会立场。由此人文社会科学被劈分为两
类：一类从市民社会出发并维护市民社会利益，另一类则从人类社会立场出发并维护人类社会
的利益。由此国家治理也被劈分为两类：一类按经济原则、财富原则治理国家，从而导致财富
极大地向有产者手里集中，进而加剧两极分化；另一类则把人本原则、社会原则看作国家治理
的最高原则，发展资本是为了让资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再次，在揭示传统经济学弊端的基础
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并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能是纯粹经济学，而必然是在资本、国家、人民三者关系中，把人民、社
会当作最高原则和最终目的的政治经济学。最后，本文从马克思的文本和当代问题出发分析发
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本文从问题的提出、哲学立场的分歧、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内涵、坚持马克思的研究思路、直面时代问题六个方面探索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学
形态和哲学形态。我们认为立场问题是决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是从人类社会总体的立场出发，因此，它不仅要关心经济指标的提高，而且要关心人民的幸福
和整个社会的和谐。正是这一立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取得与时俱进
的新形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和模式才能真正
走向全世界。

二、 问题的提出：时代呼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2015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向全党全国人
民发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号召，这是十
九大前夕，面对国内外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深层次理论思考。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在经济
领域，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西方纯粹的或量化的经济学，而不是政治经济学。这在改革开放初
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全面推进社会发展的今天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们的总体任务发生了
变化。目前坚持市场经济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然而在取得经济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却面临
着三大挑战：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社会两极分化；二是前所未有的生态环境遭到破
坏；三是非常严重的官场腐败。这虽然是前进中的问题，但如果不能圆满解决，中国的模式就
不可能被世界接受。而要解决这三大问题，单靠西方经济学是不够的，这正是重提政治经济学
的根本原因。
经济学的产生有它的必然性，在前资本主义，经济往往是家庭生活的一个部分，并且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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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上从属于政治。近代以来，随着以资本为代表的市场的诞生，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并转化
为独立的科学。“一开始经济学的含义都是政治经济学，意即与城邦、共同体、国家相关的经济
活动。19世纪30年代后，古典经济学分化为两条路，一条是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通过对剩余
价值的研究来揭露社会生活的本质；另一条是以马歇尔为代表，开启了量化经济学的理路。沿
着第二条路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学也具有同样的特征，即追求量化，排除一切非经济因素。”

①

虽然，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向数量经济学的转向表明经济学作为一门知性科学越来越成
②

熟。“一门科学只有能成功地应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 但是，经济学的这种
成熟也导致不可避免的缺陷。一方面，经济学的实证化表明其越来越脱离社会生活的现实。因
为它不是研究社会生活的全体，而是经济生活这一个侧面，它研究的对象不是全面的人，而是
把 财 富 作 为 唯 一 目 的 的“理 性 经 济 人 ”， 因 而 经 济 学 的 研 究 在 本 质 上 是 工 具 理 性 的 、 形 而 上 学
的，而非实践理性的、总体性的。另一方面，就经济学量化的程度来说也是片面的。因为现代经
济学只研究资本和财富的积累，不研究贫困的积累。也就是说，工人的贫困、消灭社会的两极
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不在它的视野之内，因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政治途经也不在它的思考范围。
显然，为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必然呼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三、 根本的分歧是哲学立场的分歧
社会主义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根本分歧是哲学立场的分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
提纲》第十条说到：“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
③

会化的人类。”市民社会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经济社会， 它遵循利益原则、财富原则、资
本原则，只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而人类社会则是人类生活的总体，包括社会生活的所有方
面。主流经济学从市民社会立场出发，本质上关心的是资本的增值，而不是所有人的幸福，于
是财富向资本集中，贫困向民众集中就成为社会的正常现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从人类社
会总体的立场出发，思考的是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关系，它不仅要关心经济指标的提高，而
且要关心人民的幸福和整个社会的和谐。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人是现实的人，而不单纯是经济
人，因而除了经济的需要，还有其他各种需要，社会也不能归结为经济社会，而是有全面需求
的社会，因此不仅要研究经济，而且要研究政治和社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把增进人民的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
④

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应该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即全面思考社会进步的哲学立场。
改 革 开 放 40年 来 ， 由 于 我 们 坚 持 了 市 场 经 济 的 发 展 方 向 ， 因 而 在 经 济 上 取 得 了 巨 大 的 成
①参见孙承叔：《资本逻辑下的经济学与经济哲学》，《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3年第12期。
②[苏]保尔·拉法格：《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7页。
③市民社会有广义、狭义两种理解。狭义的市民社会是指16世纪以来以资本与劳动关系为基础、以市场交换为内核的资本
主义全部经济活动，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
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
级发展起来的。”广义的市民社会是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研究方法的创造性应用，从而发现了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市民社会这
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
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这里指的是“一切时代”，而不仅仅是资产阶级时代，在同一著作中，马克思还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
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因而无
论广义或狭义，市民社会都是指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或经济领域。
④习近平：《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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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但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趋势是社会的两极分化，以及必然由此延伸的生态破坏和政治腐败。
在主流经济学看来，后三大问题不是经济学研究范围，因而止步于关系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三大
最关键领域。因此，实现社会主义，必须要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四、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以社会发展为总目标的政治经济学，它与主流经济学一样，
必须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因而必然包含对市场经济最本质内容的研究，包括市场经济的产生、
运作及矛盾的全部内容。除此之外，作为人类社会立场，又包含着对民生和社会总体的思考，
因而又必须包含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包含马克思现代史观的洞见，包括劳动与人类历史的发
生、分工交换与所有制的生存论意义等深层次理论问题。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人类社会立场决定
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比主流经济学更宽更高更深的内涵、视野和抱负。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要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同时又要以社会发展为目标，基于传统
经济学又高于传统经济学，其性质和内涵是由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决定的。过去我们把苏联模
式，即计划经济加全民所有或国家所有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一模式和理念由于超越了
市场经济这一必经的历史阶段，因而在实践中导致挫折和失败。改革开放使我们走上了市场经
济发展道路，由于在经济上肯定了市场原则和财富原则，有些人又以为我们放弃了社会主义。
从今天的实践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要市场，也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
不在于要不要市场经济，而在于以什么作为社会发展的最高原则。在资本主义看来，资本是最
高原则，社会是从属于资本并为资本服务的；而在社会主义看来，社会是最高原则，市场和资
本最终是为了社会。因此我们既要在经济上承认资本、发展资本，又要在社会层面上引导资
本、驾驭资本，使资本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也就是说，我们发展市场经济，最终是为了社会的共
①

同富裕，正像马克思所说，未来社会的“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 。也正像习近平总书记
所说：“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

②

这样的任务，主流经济学是不能完成的，因为改善民生、共同富裕不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五、 坚持马克思的研究思路
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停留于一般经济学，也不是回到古典政治
经济学，而是结合中国特点进一步推进和发展。这里唯一能借鉴的是马克思的研究思路。马克
思《资本论》本来计划有六卷，即“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

③

目前我们所见到的《资本论》只是总计划的一小部分。由于多种原因，马克思并没有完成《资本
论》的全部创作，但是给我们留下了思考当代社会的总体思路。过去，我们只重视《资本论》第
一卷，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第一卷仅揭示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最本质关系，至于剩余价值如
何在全社会分配则是第三卷的任务。恩格斯认为第三卷的学术价值高于第一卷，他在致友人的
信中说：“我正在搞第三册。它是卓越的，出色的。这对整个旧经济学确实是一场闻所未闻的变
④

革”。 “这是圆满完成全著的结束部分，甚至使第一卷相形见绌。”“这个第三卷是我所读过的著
作中最惊人的著作。”“第三卷……第一次从总的联系中考察了全部资本主义生产，完全驳倒了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2页。
②习近平：《脱贫攻坚战冲锋号已经吹响全党全国咬定目标苦干实干》，载《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8日。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版，第292–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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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全部官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 当然，仅仅研究《资本论》三卷也是不够的，因为马克思思考得
更远。《资本论》总计划中的第四卷是国家问题，这在主流经济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国家
不属于经济问题，而马克思认为是核心问题。“现代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
②

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在现代社会，个人无法与资本对抗，只有人民国家才能真正引导和驾驭
资本。面对21世纪金融危机，我们更觉得研究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为资
本的当代发展已成为影响全球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能离开
马克思的，我们只有站在马克思的肩上，面对中国和世界的现实问题，并在市场经济的基础
上，在实践中解决好中国和世界面临的三大问题：两极分化、生态破坏和政治腐败，我们才能
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的模式才能真正被世界所接受，中国的道路才是世界人民所向
往的历史道路。而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高使命，其实质是经济学与哲学的
结合，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马克思现代史观的结合。

六、 直面时代问题
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在于直面时代问题。我们今天的时代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人类第二
大社会形态，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决定了经济发展的必然性，也决定了社会两极分化的必然性，
因而既要坚持市场经济，又要共同富裕，成为全世界面对的共同问题。政治经济学则以独特的
方式切入社会生活。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因而它要求我们用精确的数量关系表达世界，由于我们分析思考
问题的立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我们的视域和眼光必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即由单纯的财富
增长理论转向社会发展理论，由立足于市民社会转向立足于人类社会，由关心财富的增长转向
关心人类的发展。由于新的领域不断地进入我们的视野，因而新政治经济学必将无与伦比地发
挥它的优越性而登上社会科学的皇冠，成为推进社会发展最重要的科学。
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曾提出分析社会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
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
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
③

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政治经济学是关于前者的科学，因而与政治、法律、宗
教、艺术、哲学不同，它需要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说话。
既然传统经济学与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要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说话，那么它们的
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们的立场和服务方向。传统经济学的立场是市民社会，它关心的是
财富的增长，而不关心贫困的增长，关心的是GDP，而不是人民的幸福度，因而虽然量化精确，
但是人民的疾苦和社会的和谐不在它的思考范围。因此我们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政治经
济学除了要量化资本，是否也要量化贫困？除了要关心财富，是否也要关心民生？如果一种理
论只考虑经济的发展，而不关注民生，只关注资本的增长，而无视社会的两极分化，其结果不
仅背离社会主义，破坏社会和谐，而且最终也将阻碍经济的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共享改革开放
的成果，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开放呢？
改革开放已经近40年了，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改革
开放初的3 645亿元猛增到2016年的76万亿元，增长了208倍，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市场经济激发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版，第29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3页。
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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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所有人的积极性，使绝大多数人获得了改善自己生活的机会，但从社会总体角度进行思考，
我们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一是前所未有的两极分化，二是前所未有的生态破坏，三
是非常严重的官场腐败。站在经济或市民社会立场上，这些问题都在传统经济学视野之外，它
们是排除一切政治、社会、文化干扰而抽象地研究经济过程，而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
言，它却是题中应有之意，而且可能是最重要的方向之一，因为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了
民生，为了社会的发展。经济发展了，工人下岗了，生态破坏了，这不是我们所追求的。
政治经济学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政治国家、市民社会与社会、民生是什么关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无法与资本抗衡，只有组成真正的人民国家才可能引导资本、驾
驭资本，使资本更好地为人民和社会服务，这就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要研究国家的原
因，然而在“左”的思潮影响下，我们并没有从理论上很好地解决国家与人民、国家与民生、国
家与社会的关系。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
务，但是如果站在人类社会立场思考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思考是很狭隘的，因为它只
从市民社会立场看问题，而没有从人类社会立场看问题，或者说人类社会在它的视野之外，这
是背离社会主义研究方向的。
如果从结构上思考，现代社会好比三个同心圆，最小的圆是政治上层建筑，中间这个圆是
市民社会或经济社会，最大的圆是人类社会，人类社会不仅包括政治国家、市民社会或经济社
会，而且包括所有人的私人生活和共同生活，用哲学的语言表达，就是包括所有人的生活世
界。在这里，人类社会是总体，而政治和经济只是社会生活的一小部分。我们不能仅仅在经济、
政治两层结构中理解社会，而必须在政治国家、市民社会、人类社会三层结构中理解社会。由
于人类社会包括生活世界，因此人类社会既是政治、经济活动的基础，也是政治、经济活动围
绕的本体，更是社会生活的总体，而离开了社会生活的基础、本体和总体，政治、经济就是无本
之木。马克思曾从方法论上指出社会总体的至上性：“这种有机体自身，作为整个来看，有它的
各种前提，而它之所以能够发展为一个整体，恰恰就在于所有的种种因素都从属于社会，或把
它还缺少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这样，它就在历史上发展为一个整体了。向整体的转化构
①

成了这种有机体制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发展中的一个环节。” 由于“种种因素都从属于社会”，
“向整体的转化”并构成“有机体制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因此，整体是高于部分的，而政治、经济
归根结底是从属于社会并为社会服务的。立足于市民社会，本质上就是否定了社会本体的总体
性和至上性。
在马克思看来，不是市民社会高于人类社会，而是人类社会高于市民社会，只有人类社会
构成国家治理的最高原则，构成一切政治、经济行为的本体论基础。正是人类社会构成马克思
思考一切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基本哲学立场。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局限就在于离开了人类社
会思考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因而是很片面的。
人类社会是以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为基础的社会。“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
的本质、基础。”由于人是现实的人，而不单纯是经济人，因而人不仅要劳动，以满足吃、穿、住
的需要，而且要生儿育女，进行人的自身再生产，不仅要追求人与人之间的最佳关系，而且要
追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追求人的精神自主和独立。社会，则是人为满足自身各种需要而实
②

行的一种联合，如马克思所说：“社会，即联合起来的单个人”。 “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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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社会。”“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 因而人与社会本质上是一体的，它以社会人
为基础并包括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坚持人类社会的哲学立场，就是站在人与社会的
立场上看问题，并谋求人与社会的最大利益。
因而新政治经济学的新生就在于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全面地思考社会问题。这里包含以下
几个基本层面：第一，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为经济服务，还是经济为社会服务？谁是最终
目的和最高原则？长期以来，我们是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两层楼的角度理解社会的，因而政
治国家是为经济服务而不是为社会服务。由于它所理解的社会只是小社会，而不是大社会，其
缺失的正是社会对经济与政治的制约与决定作用。第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的主要任务
是什么？如果说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为经济服务，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为
社会服务，国家是社会的代表，国家起源于社会并凌驾于社会之上，只有社会才是国家的合法
性基础。长期以来，我们理论的最大失误就是忽视了对国家与社会基本关系的研究，这是非常
危险的。真正的国家必然肩负双重任务，一要发展经济，二要发展社会。社会主义国家的最终
目的和最高任务是发展社会，发展资本目的是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离开社会，单纯思考政治与
经济的关系是不全面的、脱离根本的。第三，在政治、经济与社会三者关系中，社会是本体、基
础和总体，政治、经济本质上是为社会服务的。但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两种明显的异化：一种是
资本主义的异化，资本、经济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唯一原则，国家、社会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
人民群众普遍地被边缘化和殖民化；另一种是极权主义的异化，政治权力异化为整个社会的唯
一主宰，财富既不流向资本，也不流向人民，而是为官僚鲸吞，官僚利益成为社会的最高利益，
人民和资本成为维护权力的工具。这种异化的极端形式就是法西斯主义，苏联政权最后解体本
质上也与政治权力长期脱离人民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追求的社会，不是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社
会，也不是政治权力异化为主宰的社会，而是人民共同幸福的社会。因此，在社会三层结构中，
国家实际上可以有三种立场，只有真正以社会为最高目的才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
本的要求就是从数量上搞清楚每年创造的财富最终是如何分配的，人民是否共享了经济发展
的成果。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要幸福是无法离开国家的，但国家是有立场的，正
是这个立场，决定了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如果国家为资本服务，其性质就是资本主义；为官
僚服务，其性质就是官僚主义；为人民服务，才是真正的人民国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把
人民和社会放在中心，就不仅要研究经济发展的规律，而且要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研究资
本、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局限于传统的以资本为中心的量化经济学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把增进人民的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
②

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政治经济学才能新生，而这个政治经济学就是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七、 结 语
综上所述，哲学立场问题本质上就是国家治理原则问题，站在市民社会立场，维护市民社
会利益，必然把社会当作经济社会，把人当作经济人，把资本原则当作社会的根本原则，其结
果必然是社会的两极分化，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人民群众被边缘化，这是一切资本主义的
建国原则。在社会主义看来，不是资本原则高于社会原则，而是社会原则高于资本原则，政治、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26页。
②习近平：《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载《人民日报》201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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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本质上是为社会服务的。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在于社会，在于人民的拥护，经济的合理性基
础也在于社会，在于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并源源不断地为人民幸福提供财富。市场经济的必
然结果是两极分化，它不可能自动地达到共同富裕，因此国家就成为人民幸福的基本条件。但
国家的立场有三种，它可以为资本服务，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为官僚服务，走官僚国家的
发展道路；但我们企盼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只有这一方向才是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不可能是纯粹经济学，而必然是在资本、国家、人民三者关系中，把人民、社会当作最
高原则和最终目的的政治经济学。由此也必然要拓展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人类社会不等于市民
社会（经济社会），而是包括人们生活世界在内的生活总体，政治、经济本质上是为社会总体服
务的。传统哲学教科书的最大缺陷就是缺少完整的人类社会理论，它认为地理环境不重要，人
口也不重要，只有生产方式最重要，因而把物质生产看作人类社会的唯一基础，其结果是退回
到市民社会，而不是马克思所坚持的人类社会。人类社会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也是高于政治、
经济的最高存在，是社会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正是这一最高存在的缺失，社会就失去了评判政
治和经济的最高标准。由于政治与经济缺失了服务社会这一目标，在客观上也就导致了政治或
经济片面发展，或经济驾驭政治，导致资本主义；或政治驾驭经济，导致法西斯主义或集权主
义。因此从理论展望而言，由马克思的哲学立场理论开启的另一重要启示是我们应该如何认识
完整的人类社会？是把社会看作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层结构，还是应该把社会整体看作政
治国家、市民社会、人类社会（包括生活世界）三层结构的统一？政治国家的职能是否仅仅为经
济基础服务？国家与社会是一个什么关系？经济基础是否是独立存在的？它与社会是什么关
系？传统的哲学教科书是否也应知识更新，重建社会存在本体论？时代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
教科书理论也必须发展，这就是坚持马克思哲学立场给我们的基本启示，既是经济学的，也是
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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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hilosophical Standpoint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Sun Chengshu
( School of Philosophy，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

Summary: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opened a new era with the goal of people’s
happiness. The viewpoint of the principal social contradi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 indicates
that the focus of the party’s work shifts from economy to people’s life. And it i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people’s life that has posed a severe challenge to traditional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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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economics or western quantitative economics is essentially an empirical intellectual
science. And it is not to study the overall social life，but to study only one aspect of social life；it is
not to put the economy into the overall human life to study，but to draw out the economy from
the overall social life；it is not derived from the human nature of all-round development，but the
economic nature of human beings. Thus although it has achieved the quantification of accuracy，
in essence，traditional economics is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metaphysics，not practical
rationality or overall. Thus，when the center of social life shifts from general material production
to social harmony and common prosperity，its limitation is highlighted. The era calls for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people’s happiness as the highest principle. Starting from the standpoint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combining with the central work of the party，this paper starts thinking
of this question through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the raise of issue，the divergence of
philosophical standpoints，the connotation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the adherence to
Marx’s research ideas，and facing age matters. The viewpoint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the
socialist road must adhere to the direction of market economy development，but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market economy is the polarization of society，therefore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is
impossible without the country，neither possible if ignoring the existence of the overall society.
Economics shall rise to become not only political economics，but also social economics；it should
quantify not only capital and wealth，but also poverty and people’s livelihood；it should adhere to
not only GDP standards，but also the standards of people’s happiness，and put the people’s wellbeing as a major standard to measure the work of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Only economics
taking people’s happiness as the theme is the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Key words: philosophical position; economy; country; people（society）;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责任编辑：倪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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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ly，by using a new overcapacity indicator to examine based on the amount of eliminated
capacity by provinces constrained by the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nclusions remain robust. In conclusion，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current overcapacity and
cutting capacity through government intervention，this paper shows that China’s audit market is
aware of and focuses on the specific risks of enterprises caused by overcapacity，and auditors
increase audit fees by increasing audit procedures and risk costs to reduce audit risks. Risk
premium of audit fees caused by overcapacity is essentially passing the risk information of excess
capacity of enterprises to the regulators and investors through audit market，thus making auditing
play a role of external governance in resolving the problem of overcapacity. This paper reveal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overcapacity at the microcosmic level，and finds out empirical
evidence of the governance role of audit market in solving overcapacity problem，which is of
great policy significance to capacity cutting，supply-side reform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the new normal economy.
Key words: overcapacity; auditing governance; audit fee; risk prem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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