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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共同富裕的西方制度陷阱与中国制度优势〔∗〕

———以皮凯蒂对西方和中国的共同富裕前景的看法为参照系

汪毅霖

(西南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ꎬ 重庆　 ４０１１２０)

〔摘　 要〕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以来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制度陷阱———财富和收入

的不平等的经济内生性和文化内生性ꎮ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ꎬ凭借自身的制度优势———推进共同富裕的国家

意愿和国家能力ꎬ中国比西方世界更有可能实现共同富裕ꎮ 中国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后可享有推进共同富裕的制

度优势而没有陷入路径依赖ꎬ既是因为危机和竞争所带来的客观压力ꎬ也是源于自主的观念创新对制度变迁的

反作用ꎮ 根源于自身在方法论上的隐性西方中心主义ꎬ皮凯蒂虽然较为准确地批判了西方的超级资本主义制度

的缺陷ꎬ但他却对中国的共同富裕前景抱有悲观看法ꎬ且提出的改革和替代方案充盈着乌托邦色彩ꎮ
〔关键词〕不平等ꎻ混合经济ꎻ党的领导ꎻ激励约束ꎻ能力约束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２ － １６９８. ２０２２. ０８. ０１４

　 　 共同富裕不仅需要做大“蛋糕”ꎬ还需要把

“蛋糕”分好ꎮ 分好“蛋糕”的问题说到底是纠正

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ꎬ而皮凯蒂(Ｔｈｏｍａｓ Ｐｉｋｅｔ￣
ｔｙ)是这一领域近年来最具代表性的经济学家ꎮ
继«２１ 世纪资本论»后ꎬ皮凯蒂又在 ２０２０ 和 ２０２２
年分别出版了«资本与意识形态» (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和«平等简史» ( Ａ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ꎮ 不同于«２１ 世纪资本论»主要是在经验

上描述了西方世界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不平

等恶化的事实ꎬ后续的两部著作着重讨论了经济

不平等日趋严重的原因以及缓和这一状况的制

度改革方案ꎮ 并且ꎬ作为有意识地摆脱自身研究

的西方中心主义视角(Ｗｅｓｔｅｒｎ － ｃｅｎｔｒｉｃ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ｗ)的尝试ꎬ〔１〕 皮凯蒂在近年的研究中愈发关

注中国ꎬ并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互为对照ꎮ 但

是实际上ꎬ皮凯蒂对中国国情和中国推进共同富

裕前景的认识多有偏颇和疏漏之处ꎬ故其所作的

努力更像是把显性的西方中心主义转化为了隐

性的西方中心主义ꎮ 由于皮凯蒂及其作品已经

形成了所谓的“皮凯蒂现象”并成功确立了一种

研究范式ꎬ〔２〕因而他关于中国和中西比较的看法

至少可以为更贴近中国国情的研究提供一个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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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系ꎮ 通过对他的研究的探究式梳理和批判性

反思ꎬ可增进我们对于推进共同富裕的西方制度

陷阱和中国制度优势的理解ꎬ从而为更好发挥中

国特色的制度优势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智力支持ꎮ

一、共同富裕的西方制度陷阱:不平等的经济与

文化内生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些发达国家工业化

搞了几百年ꎬ但由于社会制度原因ꎬ到现在共同

富裕问题仍未解决ꎬ贫富悬殊问题反而越来越严

重ꎮ” 〔３〕显然ꎬ即使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ꎬ如果没

有合理的可执行的制度安排ꎬ就可能像西方发达

国家一样落入“制度陷阱”ꎬ在平等和效率的抉

择中反复挣扎ꎮ 皮凯蒂认识到了西方世界之所

以趋向经济不平等从而无法实现共同富裕ꎬ根本

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缺陷ꎬ他所强调的

“制度陷阱”表现为两大方面:一是在资本主义

制度下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扩大的经济内生性ꎻ
二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将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

合法化的文化(意识形态)内生性ꎮ
从制度陷阱的第一个方面即不平等的经济

内生性来看ꎬ虽然使用了不同的模型(马克思假

设工人的工资长期稳定在维持基本生存的水平ꎬ
皮凯蒂假设资本回报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ꎬ
１９ 世纪的马克思和 ２１ 世纪的皮凯蒂其实都得

出了同样的结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不平等

无关乎市场失灵ꎬ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竞争

有效运转的必然结果ꎮ
马克思和皮凯蒂的模型的差异在于:“资本

收入份额随时间上升ꎮ 要么像马克思所说的那

样ꎬ增长率不变ꎬ制度和剩余劳动力大军导致工

资水平固定ꎮ 要么如皮凯蒂理论阐释的那样ꎬ利
润率不变ꎬ能够在竞争性劳动力市场上导致劳动

收入份额增加的生产率增速下降ꎮ 在马克思的

理论中ꎬ劳动需求缺乏弹性ꎬ供给有弹性ꎮ 在皮

凯蒂的理论中ꎬ资本供给缺乏弹性ꎬ需求有弹

性ꎮ” 〔４〕马克思的模型的关键环节是论证“过剩

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

展的必然产物”ꎮ〔５〕 厂商间的利润竞争激励企业

主更多使用机器ꎬ这就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即导

致劳动被资本所替代ꎬ从而使得工人的工资固定

在维持基本生存的水平ꎮ〔６〕皮凯蒂的模型的关键

环节是资本———皮凯蒂把可投资的资本 ( ｃａｐ￣
ｉｔａｌ)等同于个人所拥有的财富(ｗｅａｌｔｈ)———的回

报率( ｒ)保持不变ꎬ〔７〕 且持续高于经济增长率

(ｇ)ꎬ即资本主义的长期趋势是 ｒ > ｇꎮ
资本回报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的结果是

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提高ꎬ〔８〕从而导致

富者愈富ꎮ 因为与几乎没有可投资的财富的低

收入者(皮凯蒂定义为收入低于中位数的 ５０％
的人群)相比ꎬ财富即资本总是集中于拥有最高

收入的 １０％的人群ꎮ 所以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

中的占比越高ꎬ分配的不平等就会越严重ꎮ 资本

回报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的情况并没有逻辑

必然性ꎬ因为作为一种生产要素ꎬ资本的回报率

也受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ꎮ 皮凯蒂从权力

和制度的角度对此加以解释:“富人将操控政治

经济秩序和其他因素ꎬ把利润率维持在高水平ꎬ
避免凯恩斯所说的‘食利者安乐死’现象ꎮ” 〔９〕 西

方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自 ２０２０ 年以来普遍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ꎬ而富裕阶层在历次经济

危机中都是西方国家的政府救市政策的最大受

益者ꎬｒ > ｇ 的模型设定在此背景下显示出了更强

的经验合理性ꎮ
于是乎ꎬ无论是按照马克思还是皮凯蒂的论

证ꎬ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本身即构成了分好“蛋
糕”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性反向动力ꎮ 所

以ꎬ为了抑制经济不平等ꎬ就必须有关于分好“蛋
糕”的合理的制度安排ꎬ以调整资本主义制度下

自由放任的市场秩序所决定的分配结果ꎮ
再从制度陷阱的第二个方面即不平等的文

化内生性来看ꎬ资本主义制度不仅内生地创造了

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ꎬ并且还通过意识形态手段

赋予不平等以合法性ꎮ 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

思想”ꎬ〔１０〕而这种思想来自统治阶级中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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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或“意识形态家”编织出的观念幻象ꎮ 从本

质上说ꎬ这类“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

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ꎮ〔１１〕 与马克思

主义对意识形态的认识不同ꎬ皮凯蒂将意识形态

定义为:“一种被先验地假定为合理的观念和话

语体系ꎬ用于描述社会应该如何建构ꎮ 其是

一种回应关于可欲或理想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广

泛问题的尝试ꎮ” 〔１２〕皮凯蒂认为每一种意识形态

即使彼此冲突ꎬ也都包含着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

的合理成分ꎻ同时ꎬ他坚持意识形态具有自主性ꎬ
而不是完全由经济基础所决定ꎮ 关于意识形态

的这种理解ꎬ使得皮凯蒂可以通过对意识形态的

变迁的梳理ꎬ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甚至解释经济

不平等的历史趋势以及为什么西方国家始终无

法实现共同富裕ꎮ
为了解释广泛和严重的不平等ꎬ皮凯蒂强调

了所谓的“私产意识形态” ( 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ａｒｉａｎ ｉｄｅｏｌｏ￣
ｇｙ)ꎬ〔１３〕将之追溯至 １８ 世纪晚期的美国«独立宣

言»和法国«人权宣言»ꎮ 而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作为这一传统意识形态的新变种ꎬ“新私产意识

形态”(ｎｅｏ － 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ａｒｉａ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成为了思想

市场和大众信念的主流ꎮ〔１４〕 皮凯蒂认为ꎬ新私产

意识形态(此概念在皮凯蒂的框架中的含义类似

于“新自由主义”ꎬ只不过更加强调产权方面)的
兴起有其宏观的社会背景:苏联式社会主义模式

的失败ꎻ社会民主主义者无法拿出可回应当今时

代急迫问题的有说服力的替代方案ꎻ经济学与历

史学之间不幸的学科分割掩盖了资本主义经济

繁荣背后的历史真相和历史教训ꎮ〔１５〕

遗憾的是ꎬ皮凯蒂没有进一步深入探析在资

本主义制度下ꎬ何以旧的或新的私产意识形态能

够反复占据社会观念的主流ꎬ其内生的微观动力

机制是什么? 他在此问题上只是浅尝辄止地引

用了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的
观点:在西方国家ꎬ名牌大学的精英教育远不仅

仅甚至主要不是一种人力资本的培养ꎬ而是更多

体现了针对精英阶层的合法性营造ꎮ〔１６〕 名牌大

学文凭的拥有者被设定为掌握着“文化资本”的

精英ꎬ其值得在市场上获得高回报ꎮ 这一逻辑忽

视了名牌大学的入学机会对于不同家庭出身者

来说的完全不对等ꎮ 于是ꎬ“现代不平等试图用

基于成就、生产率和道德的意识形态来证明自身

的合理性ꎮ 这种辩护体系以污名化‘不值得帮助

的穷人’和‘极端贤能主义’为基础”ꎮ〔１７〕

实际上ꎬ将不平等合法化的意识形态的再生

产过程远非皮凯蒂所描述的那样简单ꎮ 除了把

名牌大学的文凭树立为能力和身份的象征ꎬ西方

世界的富裕阶层还凭借资本的力量ꎬ依靠资助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掌控新闻媒体等方式来垄断

思想市场ꎬ从而对大众的观念施以控制ꎮ 并且ꎬ
富裕阶层对思想市场的垄断自 ２０ 世纪以来越来

越多地通过对国家机器的俘虏而进一步深化和

隐蔽ꎮ 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和理论家葛兰西(Ａｎ￣
ｔｏｎｉｏ Ｇｒａｍｓｃｉ)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就已发现:现代

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

文化水平ꎬ使之达到符合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水

平ꎬ从而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水平ꎬ作为自己的

主要职能之一”ꎮ〔１８〕之所以富裕阶层的经济权力

可以转化为政治权力继而再转化为操纵意识形

态的权力ꎬ 是因为富裕阶层会通过 “ 呼吁”
(ｖｏｉｃｅ) 〔１９〕来影响公共政策ꎮ 而富裕阶层的呼吁

之所以会有效ꎬ除了他们所传递的信息本身就代

表了潜在的选票而对政治决策者产生激励ꎬ更是

因为他们有经济实力也更容易组织集体行动通

过游说甚至利益输送等手段影响决策ꎮ 呼吁所

导致的结果是不平等的经济内生性和文化内生

性彼此交织: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增强了富裕阶

层推动贫富差距在文化领域达成意识形态合法

性的能力ꎬ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又令大众可以容

忍经济领域的不平等进一步扩大ꎮ
此外ꎬ经济全球化时代“退出”(ｅｘｉｔ)成本的

下降强化了富裕阶层的“呼吁”ꎬ资本和人才外

流构成了对社会福利制度的激励约束ꎬ通过再分

配缓解经济不平等的政策空间在客观上缩窄了ꎮ
于是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资本力量侵入意识

形态领域甚至借用国家机器对主流意识形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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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塑造ꎬ其影响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集中表现为

“新自由主义”(皮凯蒂的术语是“新私产意识形

态”)逐渐成为经济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共享信

念ꎮ
无论是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经济内生性还

是文化内生性都打破了人们对于在资本主义制

度下实现共同富裕的幻想:二战后的“辉煌三十

年”(１９４５—１９７４ 年)期间实现了相对较高的经

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均等可及的同步———导致

了一种误解ꎬ认为西方世界已经出现了“没有资

本的资本主义社会”ꎮ〔２０〕但在“辉煌三十年”结束

后ꎬ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同步出现的经济增速

相对下降、社会福利相对萎缩以及财富和收入不

平等的严重恶化再次证明:“除了世袭资本主义ꎬ
不会有其他资本主义形式长期存在ꎮ” 〔２１〕

二、皮凯蒂对中国的真实看法及其乌托邦性质的

制度设想

　 　 皮凯蒂(按照与马克思不同的理论路线)论
证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经济

内生性ꎬ也暗示了不平等的文化内生性ꎬ其实已

经指明了西方世界在推进共同富裕方面存在制

度陷阱ꎮ 那么ꎬ皮凯蒂是否认为ꎬ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在消除不平等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

问题上是新私产意识形态笼罩下的西方制度的

合适替代方案呢? 答案显然为否ꎮ
皮凯蒂多次表达过对中国特色的政治和经

济制度体系及其在解决不平等问题上的作用的

看法ꎮ 在不同的文本中ꎬ他所表达的态度存在着

微妙的差异ꎮ 并且ꎬ由于皮凯蒂在中国问题上以

一种隐性的西方中心主义替代了显性的西方中

心主义(显性西方中心主义是完全不去讨论中

国ꎬ而隐性的西方中心主义则是一味套用西方的

标准来评判中国)ꎬ故他对中国的共同富裕前景

的认识难免存在严重的漏看和误判ꎮ
在只面向中国读者的文本中ꎬ皮凯蒂显示了

其看好中国的制度优势有助于推进共同富裕的

一面ꎮ 皮凯蒂认为ꎬ中国与印度(两国的被殖民

历史类似、独立后的经济起始水平接近、人口总

量相近)相比不仅经济增长更快ꎬ而且不平等程

度更低ꎬ这可能要归功于前者在教育、健康和发

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上的投资ꎮ〔２２〕 而之所以能

够有更多的必要投资ꎬ制度上的深层原因是中国

更好地达成了“国家构建” (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这一

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ꎮ〔２３〕 在皮凯蒂看来ꎬ中国自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通过国家构

建所形成的政治经济制度框架存在两大基

石:〔２４〕

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ꎮ 这是中国特色的

政治制度的根柢ꎬ这一政治制度的优势在与西方

式的以选举为中心的政治制度的对比中得以彰

显ꎬ“美国的联邦机构有时如欧洲的机构一样ꎬ几
乎瘫痪ꎬ欧洲的机构越来越倾向于只为很小一部

分经济和金融精英服务ꎻ中国从原则上讲ꎬ可以

依赖于高度统一的中央领导体制和领导者的反

腐以及推动公共福利的决心来贯彻累进税制ꎬ免
于游说压力以及竞选政治献金带来的制约”ꎮ〔２５〕

二是混合经济(ｍｉｘ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ꎮ〔２６〕 此为中

国经济制度方面的特色ꎮ 由于当前西方发达国

家的公共资本的净值(资本减去负债)都几乎为

零甚至为负ꎬ而中国公共资本占国民总资本的比

重超过 ３０％ ꎬ“中国可能在 ２１ 世纪初的现在最

终找到了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的良好妥协

与平衡ꎬ实现真正的公私混合所有制经济ꎬ免于

整个 ２０ 世纪期间其他国家所经历的种种波折、
朝令夕改和从众效应”ꎮ〔２７〕

党的领导和混合经济的制度组合的效果是:
党和国家所拥有的公共资本占国民总资本的近

１ / ３ 且在生产领域掌握着全社会约 ５５％ 的企业

总资本ꎬ故能够自主地决定投资、创造就业、启动

区域发展项目并对生产体系加以控制ꎮ 这使得

执政党有充分的国家能力领导经济ꎬ保证经济发

展总体上按照推进共同富裕的路线前进ꎮ
如果从上述内容来看ꎬ皮凯蒂对中国的共同

富裕前景似乎颇为看好ꎮ 但实际上ꎬ他在«资本

与意识形态»和«平等简史»中多次表达了对中

—８４１—

　 ２０２２. ８学者专论



国的制度模式和共同富裕可能性的消极看法ꎮ
皮凯蒂称中国现有的制度模式为“威权社会

主义”(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ꎬ〔２８〕在经济上反映

为“威权混合经济”ꎮ〔２９〕 皮凯蒂归纳了中国的制

度模式在纠正经济不平等进而推进共同富裕时

的“弱点”(ｗｅａｋ ｐｏｉｎｔ)ꎮ 除了在政治领域缺少西

方式的(投票和协商两方面)虚假民主和消极自

由这类老生常谈ꎬ所谓在经济上的弱点主要是改

革开放后不平等的明显加剧ꎬ以及近年来越来越

严重的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ꎮ〔３０〕 除了强调

中国是一个特例而并非一种普遍模式ꎬ〔３１〕 皮凯

蒂更警告西方各国必须严肃对待中国模式的挑

战:“若是坚持捍卫过时的、超级资本主义的模

式ꎬ则西方模式注定无法成功ꎮ” 〔３２〕

显然ꎬ皮凯蒂其实并不欣赏中国的制度模

式ꎬ甚至也不看好“威权混合经济”降低不平等

进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景ꎮ 从方法论根源

上看ꎬ皮凯蒂上述看法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源于其

并未成功地摆脱西方中心主义视角ꎬ他关于中国

的看法还是沾染着西方中心论的通病:从当代西

方的背景来理解什么是重要问题ꎬ并以西方的价

值观作为是非曲直的判断标准ꎮ
西方国家经过二百多年的工业化ꎬ“蛋糕”

体量较大已经是一个既定事实ꎬ“蛋糕”如何分

配的问题自然更受重视ꎮ 但是对于广大发展中

国家包括中国这样一个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国家来说ꎬ做大“蛋糕”仍然是分好

“蛋糕”的未尽前提ꎮ 只要绝大多数人都在不同

程度上感受到了经济发展的益处ꎬ则受惠于“隧
道效应” 〔３３〕(人们在经济发展初期可能因为周围

人变得更富裕而愿意忍受不平等扩大)ꎬ做大

“蛋糕”至少短期内在政策序列和问题重要性上

优先于分好“蛋糕”ꎮ 遗憾的是ꎬ皮凯蒂没有分

析中国“蛋糕”快速做大的根本原因———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ꎬ而只是

关注了为什么中国的低收入者也分享了做大后

的“蛋糕”ꎬ他将之归功于“混合经济”中的公有

制成分ꎮ 这正确但不全面ꎬ因为很多低收入者也

受益于市场经济改革ꎬ不仅在有帕累托改善性质

的改革阶段如此ꎬ甚至在有卡尔多—希克斯改善

性质的改革阶段仍然如此(否则无法解释中国的

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高和随之造成的劳动力成

本上升)ꎮ 这说明中国的混合经济中的非公有制

成分也提高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ꎬ从而推动

了改革红利的共享ꎮ
皮凯蒂不仅没有区分在中国背景和西方背

景下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之间关系上的差

异ꎬ并且他还沿用着西方式的价值标准来评判中

国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的既往实践和未来前景ꎮ
皮凯蒂一方面承认中国对西方民主的批判不无

道理ꎬ甚至认同中国的制度模式在某些方面具有

积极意义ꎻ但是另一方面ꎬ皮凯蒂仍然批评中国

模式不符合西方式的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ꎬ甚至

以“威权”和“专政”来形容ꎮ〔３４〕

在不了解中国国情的情况下带着价值观有

色眼镜来批判中国其实是不少西方学者的通病ꎬ
近年来另一位非常受瞩目的经济学家阿西莫格

鲁(Ｄａｒｏｎ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的观点其实与皮凯蒂的看

法颇有值得比较的意义:前者在经济上主要关注

做大“蛋糕”ꎬ认为中国模式会因为无法通过自

主创新实现持续发展而失败ꎻ后者在经济方面则

聚焦于分好“蛋糕”ꎬ且认为中国模式可能会取

代西方现有的超级资本主义(皮凯蒂并不希望如

此)ꎮ〔３５〕然而无论重点关注的经济问题和对于中

国模式未来成功的可能性的判断有何差异ꎬ二者

在制度领域的共识却是一致的:中国模式并不是

现有西方制度的正确替代方案ꎮ 阿西莫格鲁构

想的理想化的制度模式是“包容性” (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制度和“受限的利维坦”(Ｓｈａｃｋｌｅｄ 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ꎬ且
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现实存在的制度模式非常

接近于这一理想型ꎻ而在皮凯蒂心目中ꎬ当今西

方世界现实存在的“超级资本主义模式”(ｈｙ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ｍｏｄｅｌ)并不理想ꎬ但正确替代方案不是

中国模式而是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 ( ｄｅｍｏ￣
ｃｒ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ꎮ〔３６〕

由于皮凯蒂既不满意西方式的超级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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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制度ꎬ也不看好现有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制

度ꎬ故他所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同时是面向

前者的制度改革方案和针对后者的制度竞争方

案ꎮ〔３７〕 皮凯蒂显然希望自己的方案能够具有普

遍意义ꎬ但碍于这一方案在机制设计上极为明显

的激励不相容ꎬ他所推崇的“民主社会主义”其

实具有极强的乌托邦色彩ꎮ
“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包含一国之内

的“参与式社会主义”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和
跨国合作的 “社会联邦主义” (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ｉｓｍ)ꎬ〔３８〕其由四项制度改革的具体内容构成ꎬ分
别是:１. 建立一种具有社会化色彩的“临时所有

制”(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ꎮ 这要求在工人和股

东之间实现权力分享ꎬ并且设定任何单一股东的

最高投票权重ꎮ ２. 高度累进的财产税、统一的资

本禀赋以及不停歇的财富循环ꎮ ３. 实施累进的

所得税和对碳排放的集体规制ꎬ其收益用于支付

社会保险和提供最低收入保障ꎬ也用于实现生态

改善和真正的教育平等ꎮ ４. 订立合作发展的协

议(其内容包含可量化的社会、财政和环境正义

方面的目标)以便实现全球经济的丰裕ꎻ贸易自

由化和资金流动必须首先有利于实现这些基础

目标ꎮ
上述方案在制度实施方面的主要困难并不

是传统意义上的平等和效率的抉择ꎬ因为现有的

理论和经验研究都说明ꎬ适度再分配即使有效率

损失也是十分温和的ꎮ〔３９〕 并且其中的部分制度

安排ꎬ例如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和税收(收入税和

财富税)高度累进在西方世界都实行过甚至在部

分国家仍在实行ꎬ而在这些制度安排最盛行的

“辉煌三十年”期间ꎬ西方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

率其实要高于改旗易帜为“新自由主义”的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之后ꎮ
实际上ꎬ皮凯蒂方案的最大阻碍来自政治层

面ꎬ其制度安排因触犯了掌握政治权力的西方社

会强势利益集团而无法自我实施ꎮ 在国际政治

领域ꎬ皮凯蒂希望基于跨国的民主协商程序为世

界各国的协调发展重新设立全球宪制即“合作发

展协议”( ｔｒｅａｔｙ ｆｏｒ ｃ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４０〕 以实现全

球统一税收、西方国家承担更多的碳减排责任和

西方国家为近代史上遭受过其殖民的落后国家

提供更多经济援助ꎮ 但是ꎬ在当今世界逆全球化

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大背景下ꎬ全球税收统一

和强化国际义务———明显违背了西方国家富裕

阶层的既得利益———无异于是一种乌托邦幻想ꎮ
在国内政治领域ꎬ皮凯蒂方案的乌托邦色彩

也不遑多让ꎮ 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和强化税收累

进等再分配提议都违背了富裕阶层的利益ꎬ在政

治上受富豪统治(ｐｌｕｔｏｃｒａｃｙ)的西方世界不可能

经由正常民主程序通过ꎮ 所以ꎬ皮凯蒂把希望寄

托于对西方的政治制度的改造———称之为“重新

发明民主” ( ｒｅｉｎｖｅｎ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ꎮ〔４１〕 然而ꎬ皮凯

蒂只是强调要提高不同社会阶层在政治舞台上

的代表性并在广泛参与的基础上增加协商对话ꎬ
这改变不了西方世界以选举为中心和以投票民

主为优先的政治制度的底色ꎮ 由于只有争取选

票最大化才能获得执政地位ꎬ西方国家的政党都

可视为选举型政党ꎮ 它们并不关注制度安排在

长期如何影响社会福利ꎬ而只关心能否在短期获

得更多选票ꎬ故其效用函数是短期分利型(未来

收益的贴现值较低且只关注联盟成员的利益)ꎮ
具有这类效用函数的政党只与富裕阶层在利益

上一致ꎬ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国家无非

是有产阶级即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用来反对被

剥削阶级即农民和工人的有组织的总权力ꎮ” 〔４２〕

富裕阶层既可以通过政治献金为政党的选举提

供资金支持ꎬ也可以通过自己所掌握的私营媒体

为他们所支持的特定政党造势ꎻ反过来ꎬ接受支

持的政党一旦获得执政权力ꎬ就可以反哺这些金

主ꎮ 既可以在有高租金的经济领域通过赋予富

裕阶层垄断经营权而让他们直接获益ꎬ也可以通

过公共教育和公营媒体上的“新私产意识形态”
宣传而让他们间接获益ꎮ

其实ꎬ皮凯蒂也承认ꎬ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

武器的批判ꎬ通往共同富裕必须要有强有力的群

众性社会运动ꎮ 但是皮凯蒂仍然认为ꎬ自己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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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设想为批判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ꎬ却忽视

了自身方案所具有的乌托邦性质ꎮ〔４３〕 在遗漏了

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激励约束的意义上ꎬ批评皮凯

蒂将“激励问题通过假设抽象掉了” 〔４４〕并不算对

他过分严厉ꎮ

三、中国在共同富裕领域超越西方的制度优势

是什么与为什么

　 　 在任何一个国家ꎬ由执政党领导政府来消除

严重不平等进而推进共同富裕(模型中设定的最

优化目标)ꎬ都要满足激励约束和能力约束(模
型中的约束条件)ꎮ 在西方世界ꎬ政府既无国家

意愿(所以要重新发明民主)也无国家能力(表
现之一是公共资本为零甚至为负)完成这一政策

目标ꎮ 皮凯蒂不仅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平

等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双重内生性ꎬ且寄望于以

“民主社会主义”来满足激励约束和能力约束ꎮ
但是ꎬ皮凯蒂却忽略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改革

方案本身存在着明显的激励不相容ꎬ故这一方案

既不是西方式超级资本主义的好的改革方案ꎬ也
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好的竞争方案ꎮ 皮凯

蒂未意识到:如果以消除严重不平等乃至于实现

共同富裕为政策目标ꎬ则中国式社会主义制度超

越西方式超级资本主义制度之处恰恰是其可以

内生地化解激励约束ꎬ且同时可以更好地满足能

力约束ꎮ 即是说ꎬ中国的执政党不仅有强烈的国

家意愿而且有充分的国家能力来推进共同富裕ꎮ
皮凯蒂对中国的 “党领导下的民主” ( ｐａｒ

ｔｙ － ｍａｎａｇｅ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的看法是较为保守的ꎮ
虽然他承认中国的政治体制相较于“西方选举超

市”(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ｓｕｐｅｒｍａｒｋｅｔ) 〔４５〕 的优势在

于避免了金元政治(富裕阶层对媒体和政党的控

制)ꎬ此外还可能有利于国家大一统和社会稳定、
财产安全以及更加理性的协商民主ꎬ但是皮凯蒂

的概括只是骨皮之相ꎬ远未从根源上说明为什么

中国的党和政府同时拥有推动共同富裕的意愿

和能力ꎮ
从推动共同富裕的激励约束来看ꎬ中国特色

的制度优势表现为:其一ꎬ作为一个使命型政党ꎬ
中国共产党人自建党以来始终以“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目标”作为自身的终极效用函数ꎮ 由

于无论是做大“蛋糕”还是分好“蛋糕”对实现此

一政策目标都有正向贡献(一阶导数都大于 ０)ꎬ
故中国共产党人为完成自身使命必须扎实推进

共同富裕ꎮ 其二ꎬ这一政党效用函数的稳定以政

治制度上的正式安排作为客观依托ꎮ 由于中国

共产党是领导地位长期稳固的执政党而不是西

方式的选举型政党ꎬ故不同于后者的政策视野至

多只能投射到四五年一轮的选举周期和仅仅关

注关键选民的偏好ꎬ中国共产党具备“共容利

益”(ｅｎ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ꎮ〔４６〕 就是说ꎬ“党代表

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ꎬ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

利益ꎬ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
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ꎮ〔４７〕 其三ꎬ中国共产党是

具有理论先进性的政党ꎮ 中国共产党可以在坚

持根本使命的前提下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观念

创新ꎬ并通过自身的执政地位将新的观念转化为

新的制度安排ꎮ 执政党关于共同富裕的认识始

终在与时俱进地发展ꎬ不仅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以

来“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

头人”的先富观ꎬ〔４８〕 且正在开始强调“保护产权

和知识产权”“反对资本无序扩张”“调动企业家

积极性”等新观念ꎬ〔４９〕这就为协调好做大“蛋糕”
与分好“蛋糕”的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ꎮ

由于执政党利益与社会普遍长远利益的一

致性内嵌在前者的效用函数之中ꎬ而执政党的理

论创新又为其自身开展制度创新和实现政策目

标提供了新的政策工具和意识形态上的补充激

励ꎬ故只有中国共产党从根柢上有意愿协调好做

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关系ꎬ带领中国人民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ꎮ
从推动共同富裕的能力约束来看ꎬ正如皮凯

蒂所认识到的ꎬ中国的“混合经济”(主要体现为

公有资本和国有企业)为纠正不平等进而推进共

同富裕提供了政府可利用的物质资源ꎮ 但皮凯

蒂所遗漏的是ꎬ从推进共同富裕的视角来看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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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国家能力上的制度优势不仅体现在资源的

汲取ꎬ更远非仅仅是国家对公有资本和国有企业

的掌控所能反映ꎮ
国家能力是一个综合性的多维体系ꎬ表现为

在不同的政策目标上执政党和政府将自身意愿

加以贯彻的国家制度的“实力”(ｓｔｒｅｎｇｔｈ)ꎮ〔５０〕 之

于推进共同富裕来说ꎬ支持经济发展的能力、汲
取财政收入的能力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都非

常重要ꎮ〔５１〕其中ꎬ汲取能力是党和政府实现这一

共同富裕目标的物质基础ꎮ 皮凯蒂只强调了中

国政府掌握着 １ / ３ 左右的社会总资本和超过一

半的企业资本(财富存量)ꎬ却完全没有论及物

质资源上很重要的另一个层面———中国的党和

政府有着很强的国家收入汲取能力(收入流量)ꎮ
如图 １ 所示ꎬ国家(中国)所汲取和控制的流

量资源即“国家全部收入”ꎬ最近十年几乎都占

到了 ＧＤＰ 的 ４０％以上(除了 ２０２０ 年由于受到疫

情的外生冲击而略低于 ４０％ )ꎬ最高曾经接近

４５％ (２０１３ 年)ꎬ〔５２〕这证明了国家有很强的资源

汲取能力ꎬ无论是与西方国家横向比较还是与自

身 １９９４ 年分税制改革之前的情况纵向比较都是

如此ꎮ 党和政府掌握了充足的存量和流量资源

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必要非充分条件ꎮ 即使补充

了执政党拥有推进共同富裕的意愿这一激励相

容条件ꎬ非充分性仍然不变ꎬ因为能力约束还是

未得到完全满足ꎮ 凭借基本的制度经济学原理

甚至朴素的常识即可知ꎬ制度的关键在于执行ꎬ
而执行的关键在于具体落实政策的行政组织之

效能ꎮ 皮凯蒂之所以用“威权混合经济”来形容

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ꎬ是因为中国经济的显著特

征不是只有混合经济ꎬ更有党对经济工作的领

导ꎮ 皮凯蒂怀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暗示了对

这一领导体制的先验怀疑ꎬ却没有更深层次地去

分析党的领导的质量问题ꎮ 党的领导的质量至

少在执行层面涉及国家能力的另一个维度———
行政能力ꎮ 这是资源能够得到有效利用的能力

保障ꎬ故当且仅当其与国家的汲取能力和国家意

愿同时具备ꎬ方可有推进共同富裕的充分条件ꎮ

图 １　 国家(中国)对资源的控制能力

数据来源:“国家税收收入”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

年鉴»(历年)ꎮ “国家财政收入”即一般预算收入ꎬ其中

包括税收收入和纳入一般预算管理的其他非税收入ꎬ数
据亦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历年)ꎮ 政府性基金收入的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历年)ꎻ社会保险基金的缴纳

金额的数据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历年)和财政部发布

的«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决算表»(历年)ꎻ住房公积金

的缴纳金额的数据来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和中

国人民银行印发的«全国住房公积金报告»(历年)ꎻ国有

企业利润的数据来自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

布的«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历年)ꎮ

在韦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看来ꎬ作为理性组织权

威关系的工具ꎬ现代行政体制(他称之为“官僚

制”)所“理性组织与指导下的行动就总是会优

于任何其他类型的集体行为ꎬ也会优于和它对立

的社会行动”ꎮ〔５３〕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按照列宁

主义模式“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
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

的中国共产党”ꎬ〔５４〕逐步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

行政体制ꎮ 该体制从建立初始就强调严格的组

织纪律(惩罚性负面激励)ꎬ即“四个服从”ꎬ这就

在正式规则上保证了党的领导的高效ꎻ并且时至

今日ꎬ中国的行政体制每年仍在按照选贤任能的

制度化标准———“尚贤制” 〔５５〕———将精英纳入体

制内并提拔到更重要的位置 (奖励性正面激

励) 〔５６〕ꎬ从而在人才储备上保证了党的领导的质

量ꎮ
服从和尚贤(惩罚性激励和奖励性激励)使

得党中央有较大的空间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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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进行顶层设计和微观治理ꎮ 之于前者的例证

是近年来关于国家汲取能力的制度设计上的若

干变化(如 ２０１８ 年的国地税合并和 ２０２１ 年将政

府性基金收入统一纳入税务部门管理)ꎬ有利于

中央更为合理地集中和利用资源消除绝对贫困ꎬ
为推进共同富裕打下基础ꎮ 从 １９９１ 到 ２０１５ 年ꎬ
中央的“扶贫专项资金”支出增长了 １０ 多倍ꎻ从
２０１６ 到 ２０２０ 年ꎬ该项支出连续 ５ 年每年新增

２００ 亿元ꎮ 这些专项资金的绝大部分被分配给

了中西部贫困地区ꎬ且坚持直接下拨到基层、专
款专用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ꎮ〔５７〕 之于后者的

例证之一是在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先导的消除

绝对贫困的斗争中ꎬ党中央的权威压实了各层级

行政部门的协同和扶贫责任ꎮ 数万名被派往农

村贫困地区的基层干部成为了落实扶贫政策的

关键少数ꎬ保证了党中央治理目标的落地ꎮ
在理解了中国推进共同富裕的制度优势是

什么(执政党兼有推进共同富裕的意愿和能力)
之余ꎬ还有进一步的问题需要回答:中国特色的

制度优势是如何形成的ꎬ为什么中国没有落入制

度陷阱而是成功破解了阻碍好制度变迁的“路径

依赖”(ｐａｔｈ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解释制度变迁的理论进路一直以来包括两

种:一种是以生产力等客观物质维度作为推动制

度变迁的力量ꎬ另一种是将宗教等主观观念的维

度作为核心的自变量ꎮ 综合来看ꎬ“片面的唯物

论因果解释”和“片面的唯灵论因果解释” 〔５８〕都无

法揭示历史的真相ꎮ 中国的有效制度变迁之所

以成功ꎬ在于相反于皮凯蒂所提出的制度改革设

想在西方世界激励不相容ꎬ中国的制度变迁无论

是在客观还是主观的维度都满足激励相容约束ꎮ
在客观层面ꎬ正如皮凯蒂所言ꎬ西方世界之

所以有二战后“辉煌三十年”甚至在更广阔的历

史视角下出现从一战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的“伟
大再分配”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ꎬ〔５９〕 原因在于两

次世界大战和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全球经济危机所

导致的资本主义制度危机以及替代的制度选择

所构成的竞争ꎮ 与之类似ꎬ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中

国在客观物质维度上也面临着危机和竞争压力ꎮ
之所以可视当时的经济情况为危机ꎬ是因为经济

“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ꎬ〔６０〕 而且这不是一个纯

粹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ꎬ如果“不搞现

代化ꎬ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ꎬ社会生产力不发达ꎬ
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ꎬ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

不到改善ꎬ那末ꎬ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

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ꎬ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

可靠的保障”ꎮ〔６１〕之所以说存在制度间的竞争压

力ꎬ是因为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仅远远落后

于西方发达国家ꎬ即使与东亚新兴经济体相比也

有明显差距ꎬ而“搞社会主义ꎬ一定要使生产力发

达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ꎮ 要建设对资本主义

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ꎬ首先必须摆脱贫穷”ꎮ〔６２〕

经济和政治上的危机加上制度竞争的压力

显然构成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

的客观物质驱动力ꎮ 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直接目标是通过解放和发

展生产力来做大“蛋糕”ꎬ因为如果没有社会财

富的积累ꎬ分好“蛋糕”进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其实就是一句空谈ꎮ 做大“蛋糕”不仅让一部分

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了起来ꎬ并且让所谓的后富

者在绝对收入上也有提高(只是收入相对占比下

降)ꎬ中国一度通过“大富裕”而不是主要依靠再

分配解决了相当大部分的贫困问题ꎮ〔６３〕 与之相

比ꎬ改革开放前的主流分配观念脱离了中国处于

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经济基

础ꎬ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激励不足和经

济效益不高ꎮ
在改革开放后开始尊重做大“蛋糕”这一共

同富裕的前提ꎬ显然是解放思想的结果ꎬ反映了

观念变迁对于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ꎬ这是冲破无

效制度的路径依赖的另一种可能进路ꎮ 因为包

括观念(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

之间“有着作用和反作用的现实过程ꎬ并不是单

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ꎮ〔６４〕观念创新可

以控制在工具性范畴内而非发生根本目标的彻

底转换ꎬ若执政党主动推动观念变迁则更易于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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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观念创新的范围和强度ꎮ 从激励相容的角度

来说ꎬ由于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关于何

为利益(目标)和如何追求利益(工具)的理解ꎬ
即“利益是观念的一种形式”ꎬ〔６５〕因而“观念创新

通常可以放宽对可行性策略的限制从而使

精英们可以在不削弱政治权力的情况下改善他

们自身(以及社会上其他人)的境况”ꎮ〔６６〕

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思想准备ꎬ中国共产党

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宗旨推进观念创新ꎬ开展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ꎬ通过派遣领导干部大范围

出访发达经济体开拓眼界ꎬ〔６７〕 并在实践中不断

摸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经验ꎬ最终冲破了社会主

义与市场经济无法共存的意识形态束缚ꎮ 让一

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在市场竞争机制下先富起

来ꎬ然后再通过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成为了新的发展理念ꎬ先做大“蛋糕”然后才谈

得上如何分好“蛋糕”成为了新的观念共识ꎮ ２１
世纪初ꎬ中国共产党又主动对发展理念再次进行

观念创新ꎬ表现为和谐社会概念和科学发展观的

提出ꎬ进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升华为正

式提出到 ２０３５ 年和 ２１ 世纪中叶分阶段实现共

同富裕ꎮ 最新一轮的观念创新是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的发展理念的升级ꎬ而绝不是再走单纯侧

重分“蛋糕”的老路ꎮ 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的有机结合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致

力于促进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即效率和公

平的有机统一ꎬ从而不断推进共同富裕ꎮ
上述共同富裕领域的观念流变表现了中国

共产党主动进行观念创新进而带动制度变迁的

理论和实践自觉ꎬ这是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

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即已开始形成的品质ꎮ

四、结　 语

不平等的经济内生性和将不平等合法化的

文化内生性共同造成了共同富裕在资本主义制

度下的不可能ꎮ 皮凯蒂尝试为逃脱制度陷阱提

供解决方案ꎬ但是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制度改变对

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富裕阶层来说激励不相

容ꎬ其方案具有极为明显的乌托邦性质ꎮ 更由于

并未完全摆脱方法论上的西方中心主义ꎬ皮凯蒂

忽视了“西方选举超市”的根本缺陷在于对选民

的诉求———例如化解不平等进而实现共同富

裕———缺乏有效回应ꎬ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下的执政党的特征恰恰是始终能对最广大人民

群众的诉求作出有效回应ꎮ
有效回应既是执政党代表了国家意愿的结

果ꎬ也是其掌握了充分的国家能力的结果ꎬ二者

的组合满足了推进共同富裕时的激励约束和能

力约束ꎮ 而回顾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可知ꎬ当前

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的形成既是执政党应对客

观的危机和竞争压力的结果ꎬ也是执政党坚持解

放思想ꎬ通过对外学习和干中学开展观念创新的

结果ꎬ属于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制度变迁ꎮ
长久以来ꎬ为平等而实施再分配以及在更高

层次上追求共同富裕都是社会冲突和理论研究

的焦点ꎮ 皮凯蒂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为后来者提

供了一个参照系ꎬ但也仅仅是一个并不完美的开

端ꎮ 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ꎬ继续强化和

发挥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肯定是一个重要方面ꎻ
另一方面则是要避免类似于西方的超级资本主

义的制度陷阱ꎬ警惕资本无序扩张以及资本力量

侵入意识形态领域的可能ꎮ 这意味着我们在学

理和实践上必须更加丰富对共同富裕的西方制

度陷阱和中国制度优势的认识ꎮ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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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９ 世纪末以来ꎬ发达国家工人生活水平提高在一定程

度上挑战了马克思的模型ꎬ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引入特设性( ａ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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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不仅取决于生理因素ꎬ还受各国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的

影响ꎮ 马克思自己就提出过这种解释:“除了这种纯粹生理的要

素ꎬ劳动的价值还取决于每个国家的传统生活水平ꎮ 这种生活

水平不仅要满足生理上的需要ꎬ而且要满足人们赖以生息教养

的那些社会条件所产生的某些需要ꎮ”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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