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民主的两层含义

崔之元

我所 理解 的“经 济民 主”， 包括 两个层 次的 含义， 一个 是宏观 上的 ，另一 个
是 微观上 的。

在宏 观上 ，“经 济民 主”论 旨在 将现代 民主 国家的 理论 原则－ －“ 人民主 权
” －－贯 彻到 经济领 域， 使各项 经济 制度安 排依 据大多 数人 民的利 益而 建立和 调
整 。在微 观上 ，“经 济民 主”论 旨在 促进企 业内 部贯彻 后福 特主义 的民 主管理 ，
依 靠劳动 者的 创造性 来达 到经济 效率 的提高 。

我将 首先 讨论宏 观经 济的“ 经济 民主” 。为 了深刻 理解 “人民 主权 ”原则 贯
彻 到经济 领域 的意义 ，我 们有必 要简 略回顾 一下 “人民 主权 ”（Ｐ ｏｐ ｕｌａ ｒ
Ｓｏｖ ｅｒ ｅｉｇ ｎｔ ｙ）理 论的 历史渊 源。

◎从 国王 的两个 身体 到人民 的两 个身体

“人 民主 权”的 理论 最初诞 生于 １６４ ０年 至１６ ６０ 年的英 国革 命中。 它
与 英国中 世纪 后期“ 国王 的两个 身体 ”理论 有着 复杂的 牵连 。

按照 “国 王的两 个身 体”（ Ｋｉ ｎｇ＇ ｓ

ｔｗｏ

国 王具有 两个 身体， 一是 “自然 身体 ”（ｂ ｏｄ ｙ
“ 政治身 体” （ｂｏ ｄｙ

ｂ ｏｄｉ ｅｓ ）理论 ，

ｎ ａｔ ｕｒａ ｌ） ，另一 是

ｐｏ ｌｉ ｔｉｃ ）⑴ 。前者 是具 体的， 后者 是抽象 的

。 这一理 论在 当时影 响极 大。甚 至当 国王的 军队 于１６ ４２ 年开向 议会 时，议 会
方 面起初 还坚 持说国 王的 “政治 身体 ”仍与 议会 同在， 交战 双方只 是议 会与国 王
的 “自然 身体 ”。⑵ 但英 国议会 在战 争中认 识到 ，只有 以“ 人民” 的代 表自居 ，
而 不是变 通运 用“国 王的 两个身 体” 理论， 才更 有利于 使国 王就范 。

然而 ，议 会自封 的“ 人民” 代表 资格受 到了 “平等 派” （ｔｈ ｅ

Ｌｅｖ ｅ

ｌ ｌｅｒ ｓ） 的挑战 。１ ６４７ 年， 克伦威 尔军 队中和 社会 上的“ 平等 派”要 求
取 消不经 选举 产生的 上院 ，进行 下院 议员的 年度 选举， 将选 举权扩 大到 除仆人 ，
罪 犯外的 全体 男性公 民， 并将选 举制 度设计 为“ 比例代 表制 ”。

“平 等派 ”的要 求， 实际上 把“ 国王的 两个 身体” 发展 为“人 民的 两个身 体
” 。这是 因为 ，他们 借鉴 议会用 国王 的“政 治身 体”约 束国 王的“ 自然 身体” 的
经 验，采 用更 广义和 更抽 象的“ 人民 主权” 来制 约议会 。在 此，“ 人民 的两个 身
体 ”意味 着任 何具体 的人 （包括 议会 ）都不 能自 封代表 “人 民”。 政府 只是人 民
的 具体的 身体 ，而“ 人民 主权” 则是 人民的 抽象 的身体 。前 者受后 者制 约，并 随
后 者的变 化而 变化。

“人 民主 权”作 为现 代民主 国家 的理论 基础 的深刻 意义 ，本文 无力 全面论 述
。 ⑶在此 ，我 只想指 出与 “经济 民主 ”特别 有关 的一点 ，即 “人民 主权 ”是一 个
“ 动态的 理想 ”，“ 它永 远不可 能完 全实现 ，但 却值得 永远 追求” ⑷， 因为它 激
励 我们不 断改 进现状 ，使 各项现 实的 制度安 排依 据大多 数人 民的利 益而 调整和 变
革。

既然 “人 民主权 ”是 一个“ 动态 的理想 ”， 它一经 出现 于历史 舞台 ，就具 有
不 断扩张 的趋 势，必 定要 从政治 领域 走向经 济领 域。美 国著 名的政 治学 家达尔 （
Ｒ ｏｂｅ ｒｔ

Ｄａ ｈｌ ）在其 《经 济民主 绪论 》中对 这一 趋势有 很深 入的分 析

⑸ 。简言 之， 少数人 的经 济特权 必然 要体现 到政 治过程 中去 ，从而 背离 “人民 主
权 ”。我 们若 要坚持 和不 断发展 “人 民主权 ”， 就必须 使经 济制度 的安 排也依 据
大 多数人 民的 利益而 建立 和调整 。这 就是我 所谓 “宏观 层次 ”上的 “经 济民主 ”
的 意思。

◎“ 大众 主义” 对美 国经济 制度 的影响

对于 宏观 的“经 济民 主”的 一种 常见的 反对 意见， 是强 调经济 生活 有其自 身
的 “铁的 纪律 ”或“ 自然 规律” ，因 此“民 主” 不应涉 及“ 经济” 。

但是 ，经 济史研 究的 新成果 ，表 明这种 反对 意见是 站不 住的。 一个 有说服 性
的 例证是 “大 众主义 ”对 美国经 济制 度的影 响。

从托 克维 尔（Ａ ｌｅ ｘｉｓ
特 （Ｒｉ ｃｈ ａｒｄ

ｄｅ

Ｔ ｏｃ ｑｕｅ ｖｉ ｌｌｅ ）到 霍夫斯 塔

Ｈ ｏｆｓ ｔａ ｄｔｅ ｒ） ，许多 学者 指出“ 大众 主义” （

Ｐ ｏｐｕ ｌｉ ｓｍ） 是美 国民主 思想 和政治 文化 的核心 之一 。“大 众主 义”激 发
了 美国历 史上 的“平 民运 动”， “进 步运动 ”和 “新政 ”， 对美国 经济 制度的 变
化 发生了 深刻 的影响 。⑹

“大 众主 义”的 核心 内容之 一， 是主张 经济 权力的 分散 化，反 对经 济权力 过
渡 集中在 少数 人手中 。美 国“反 垄断 法”在 １８ ９４年 的出 台，就 是当 时轰轰 烈
烈 的“平 民运 动”争 取的 结果。 美国 对于银 行和 保险公 司持 有工业 公司 股票的 额
度 限制， 也是 “大众 主义 ”反对 金融 和工业 资本 紧密结 合的 产物。 只有 了解美 国
“ 大众主 义” 的深厚 传统 ，我们 才能 够理解 为什 么罗斯 福总 统１９ ３３ 年任命 的
联 邦证券 交易 委员会 第一 任主席 道格 拉斯（ Ｗｉ ｌｌｉ ａｍ

Ｄｏ ｕｇ ｌａｓ ）

著 有《民 主与 金融》 一书 。⑺

◎从 经济 自由不 能导 出经济 权利

对于 宏观 层次的 “经 济民主 ”的 另一种 反对 意见， 是认 为“民 主” 将妨碍 “
经 济自由 ”。 但是， 这种 反对意 见是 基于“ 前霍 菲尔德 ”时 期（Ｐ ｒｅ －Ｈｏ ｈ
ｆ ｅｌｄ ）的 法学观 点， 它已被 霍菲 尔德以 后的 法学发 展所 有力驳 斥。

霍菲 尔德 （Ｗｅ ｓｔ ｅｙ

Ｈｏ ｈｆｅ ｌｄ ）于１ ９１ ３年在 耶鲁 大学法 学

院 杂志上 发表 了他划 时代 的论文 《论 应用于 司法 推理的 某些 基本法 学概 念》⑻ 。
他 尖锐地 指出 ，以前 的法 学理论 犯了 一个致 命的 逻辑错 误， 即误以 为“ 自由” 逻

辑 上包含 了不 受他人 干涉 的“权 利” 。换言 之， 霍菲尔 德认 为，一 个人 有做某 件
事 的法律 自由 ，并不 逻辑 上意味 着他 （她） 做该 件事时 享有 不受他 人干 涉的“ 权
利 ”。例 如， 一个厂 主雇 佣非工 会工 人的“ 自由 ”，并 不逻 辑上意 味着 他（她 ）
有 阻止工 人组 织工会 的“ 权利” ，而 工人组 织工 会实质 上就 是干涉 厂主 雇佣非 工
会 工人的 “自 由”。 ⑼

关于 “自 由”不 能导 出“权 利” 的更一 般的 法学论 证， 是“竞 争性 损害” （
ｃ ｏｍｐ ｅｔ ｉｔｉ ｖｅ
ｍ

Ａｂ ｓｑ ｕｅ

ｉｎ ｊｕ ｒｙ） 或“ 不受补 偿的 损害” （Ｄ ａｍｎ ｕ

Ｉｎ ｊｕｒ ｉａ ）。由 于现 代市场 经济 的发展 ，竞 争经常 损

害 竞争对 手的 权益。 如果 按照“ 前霍 菲尔德 ”时 期的错 误观 点，则 市场 经济不 能
得 到充分 的发 展。我 在另 一篇论 文中 ，已论 述了 市场经 济只 有通过 打破 绝对的 财
产 权，才 能得 到发展 ⑽。

因此 ，“ 后霍菲 尔德 ”（Ｐ ｏｓ ｔ－Ｈ ｏｈ ｆｅｌ ｄ） 的法学 理论 认为， “
有 自由， 并不 一定有 不受 干涉的 权利 ”－－ 正是 现代市 场经 济的题 中之 义。当 然
， 这里的 干涉 并非任 意的 行为， 而是 通过民 主和 法制的 过程 界定并 重新 界定经 济
行 为者的 权利 。换言 之“ 权利” 并非 从“自 由” 概念中 逻辑 地导出 ，而 是由民 主
过 程去界 定的 。例如 ，美 国公司 进行 股票交 易的 “自由 ”， 并不自 动表 明它具 有
什 么样的 “权 利”， 它所 具有的 “权 利”是 １９ ３３年 民主 通过的 “联 邦证券 交
易 法”所 界定 的。由 此看 来，“ 经济 民主” 不但 不妨碍 “经 济自由 ”， 而且还 是
赋 予“经 济自 由”具 体内 含的基 础。

以上 ，我 简略地 讨论 了宏观 层次 上“经 济民 主”的 含义 ，并回 应了 两种反 对
意 见。下 面我 将讨论 微观 上的“ 经济 民主” 。

◎后 福特 主义与 固定 成本的 灵活 性

我所 说的 微观上 的“ 经济民 主” ，是指 在企 业生产 中贯 彻“后 福特 主义” 原
则 ，其核 心是 我在另 一篇 文章中 讲的 “即时 或无 库存生 产” （ｊｕ ｓｔ －ｉｎ －

ｔ ｉｍｅ ，ｏ ｒ

ｉ ｎｖ ｅｎｔ ｏｒ ｙｌｅ ｓｓ

ｐｒ ｏｄ ｕｃｔ ｉｏ ｎ）： “

无 库存的 妙处 ，不仅 在于 节约库 存成 本；更 在于 及时暴 露生 产中的 质量 问题。 在
有 库存的 情况 下，工 人可 以被动 地遵 照管理 者的 命令埋 头生 产，不 问上 、下道 工
序 的半成 品的 质量； 但是 ，一旦 库存 没有或 很少 ，工人 们就 不得不 关心 上、下 道
工 序的质 量， 积极参 与团 队协作 ，从 而及时 发现 和解决 质量 问题” 。⑾

可见 ，“ 即时或 无库 存生产 ”是 一种“ 背水 一战” 的生 产哲学 ，它 “迫使 ”
劳 动者的 创造 性、主 动性 和合作 性得 到充分 的发 挥。在 这里 ，经济 民主 与经济 效
率 达到了 统一 。

与“ 背水 一战” 相联 系的“ 后福 特主义 ”的 另一要 旨， 是使“ 固定 成本灵 活
化 ”，即 把“ 固定成 本” 变得不 那么 “固定 ”了 。这是 因为 “固定 成本 ”并不 是
由 技术设 备所 唯一决 定的 ，而和 生产 组织的 灵活 性有很 大关 系。例 如， 著名的 “
丰 田生产 方式 ”（后 福特 主义的 先行 者）， 起源 于将原 来被 视为“ 固定 成本” 的
换 模（ｄ ｉｅ －ｃｈ ａｎ ｇｅ） 时间 减少。 这样 一来， 即使 是小批 量生 产，也 是
合 算的了 ；因 为“规 模经 济”的 重要 性，原 本是 在“固 定成 本”灵 活化 ，批量 也
就 可大可 小， 依需求 而定 了。而 这里 特别值 得注 意的是 ，丰 田之所 以能 够减少 “
换 模”时 间， 是他们 取消 “换模 专家 ”（ｄ ｉｅ －ｃｈ ａｎ ｇｅ

ｓｐ ｅｃｉ ａ

ｌ ｉｓｔ ｓ） 、由一 线工 人协作 换模 的结果 ⑿。 在这里 ，经 济民主 与经 济效率 又
结 合起来 了。

◎经 济民 主对我 国当 前改革 的意 义

在简 略讨 论了宏 观和 微观两 个层 次上的 “经 济民主 ”概 念之后 ，我 想说一 下
“ 经济民 主” 对我国 当前 改革的 意义 。这也 是我 在最近 几篇 文章中 提出 “经济 民
主 ”问题 的动 机。

从客 观上 看，我 国正 处于建 立“ 社会主 义市 场经济 ”的 关键的 制度 选择与 制
度 创新时 期。 我们应 使各 项经济 制度 安排依 据大 多数人 民的 利益而 建立 和调整 ，

绝 不应使 少数 人和特 殊利 益集团 操纵 我国的 经济 制度安 排和 经济政 策。 例如， 我
国 近年金 融市 场投机 严重 ，仅以 国债 期货交 易为 例：全 国可 流通国 债面 值才４ ０
０ 多亿元 ，而 国债期 货成 交量日 最高 额却达 几千 亿元。 ⒀因 此，１ ９９ ５年５ 月
１ ７日政 府决 定暂停 国债 期货交 易。 这一决 定是 正确的 ，是 宏观的 “经 济民主 ”
的 体现之 一。 同理， “经 济民主 ”要 求我们 必须 建立股 票市 场的有 效制 度规范 ，
消 除日益 严重 的股市 “大 户”坑 害“ 小户” 的操 纵市场 行为 。总之 ，经 济改革 中
的 制度试 验和 宏观经 济政 策，应 成为 全民关 心讨 论和监 督的 对象， 这样 才符合 “
人 民主权 ”贯 彻到经 济领 域的宏 观的 “经济 民主 ”原则 。

从微 观上 看，我 国公 有制企 业目 前面临 严峻 的困难 。许 多亏损 是因 一些人 侵
吞 公有财 产而 造成的 。对 此，一 种思 路是“ 将错 就错” ，索 性进行 大规 模私有 化
。 但这种 思路 只是在 财产 再分配 上做 文章， 至多 制造成 一个 新的资 产阶 级，并 不
能 保证带 来经 济效率 的提 高。我 所提 出的微 观的 “经济 民主 ”，实 际上 代表一 种
不 同的思 路。 它反对 “将 错就错 ”的 私有化 ，而 是“知 难而 上”， 还“ 公有制 ”
的 “经济 民主 ”的本 来面 目。通 过先 进的“ 后福 特主义 ”生 产方式 和劳 动人民 广
泛 的民主 参与 和监督 ，我 国的公 有制 企业将 能够 出现“ 社会 化”、 “民 主化” 的
新 面貌， 从而 我国人 民４ ０多年 积累 起来的 财富 将能造 福于 全体人 民， 而不为 少
数 人和特 殊利 益集团 所吞 蚀。⒁

任重 而道 远。但 我对 于宏观 和微 观的“ 经济 民主” 在我 国的前 途， 是充满 信
心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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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 ｎｇ

Ｍａ ｎａｇ ｅｒ ｓ，Ｗ ｅａ ｋ

ｃ 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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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Ｏ ｗｎ ｅｒｓ ：Ｔ ｈｅ

Ａ ｍｅ ｒｉｃ ａｎ

ａ ｎｃｅ ，Ｐ ｒｉｎ ｃｅ ｔ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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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 ｌｉｔ ｉ

Ｃｏ ｒｐ ｏｒａ ｔｅ

Ｕ ｎｉｖ ｅｒ ｓｉｔ ｙ

Ｆｉ ｎ

Ｐｒｅ ｓｓ ，１９ ９

４．
⑺ Ｗｉｌ ｌｉ ａｍ

Ｄｏ ｕｇｌ ａｓ ，Ｄｅ ｍｏ ｃｒａ ｃｙ

ｎ ｃｅ， Ｙａ ｌｅ

Ｕｎ ｉｖｅ ｒｓ ｉｔｙ

ａｎ ｄ

Ｆｉｎ ａ

Ｐ ｒｅｓ ｓ， １９４ ０． 道格拉 斯

后 任美国 最高 法院法 官。
⑻ Ｗ．Ｈ ｏｈ ｆｅｌ ｄ， “Ｓｏ ｍｅ
Ｃ ｏｎｃ ｅｐ ｔｉｏ ｎｓ

ａｓ

Ｆｕ ｎｄ ａｍｅ ｎｔ ａｌ

Ａ ｐｐｌ ｉｅ ｄ

Ｒ ｅａｓ ｏｎ ｉｎｇ ”， ２３， Ｙａ ｌｅ

Ｌａ ｗ

ｉｎ

Ｌｅ ｇａｌ

Ｊｕｄ ｉｃ ｉａｌ

Ｊ ｏｕ ｒｎａ ｌ， １９１ ３

．
⑼ 此例引 自Ｍ ｏｒｔ ｏｎ
ｉ ｏｎ

ｏｆ

， Ｏｘｆ ｏｒ ｄ

Ｈｏ ｒｗ ｉｔｚ ，Ｔ ｈｅ

Ａｍ ｅｒ ｉｃａ ｎ

Ｔｒ ａｍｓ ｆｏ ｒｍａ ｔ

Ｌａｗ ：１ ８７０ －１ ９６０ ，Ｐ ．１５ ５

Ｕ ｎｉ ｖｅｒ ｓｉ ｔｙ

Ｐｒ ｅｓｓ ，１ ９９２ 。此 书荣获 美

国 历史学 会的 最高奖 。
⑽ 见拙作 “美 国二十 九个 州公司 法变 革的理 论背 景及对 我国 的启发 ”， 本期。
⑾ 见拙作 “鞍 钢宪法 与后 福特主 义” ，《读 书》 １９９ ６． ３。
⑿ Ｊａｍ ｅｓ

Ｗｏ ｍａ ｃｋ， ｅｔ

ａｌ ．， Ｔｈｅ

Ｍ ａｃｈ ｉｎ ｅ

Ｔｈ

ａｔ

Ｃ ｈａ ｎｇｅ ｄ

Ｔｈｅ

Ｗ ｏｒｌ ｄ． Ｐ５３ ，Ｈ ａｒｐ ｅｒ

Ｐｅ ｒ

ｅ ｎｎｉ ａｌ ，１９ ９１ ．此书 是麻 省理工 学院 世界汽 车工 业研究 项目 的主要 成
果。
⒀ 引自欧 阳卫 民，《 中国 金融市 场导 论》， 第１ 页，经 济管 理出版 社， １９９ ６
年 版。
⒁ 详见拙 作， 同⑽注 ，同 ⑾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