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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社會與傳媒

研究40年代中後期自由主義者的

思想狀況，《新路》周刊是頗具代表性

的重要史料。1948年3月，北平成立

了一個由北大、清華、燕京大學及中

央研究院的著名教授、學者組成的

學術研究團體——中國社會經濟研究

會，該會的唯一活動便是於5月出版

了以宣傳中間路線為宗旨的《新路》周

刊。與創辦較早的著名中間派雜誌

《觀察》、《世紀評論》等相比，《新路》

周刊是不失其特色的。從編輯和撰稿

人來看，不僅有一些常在上述雜誌發

表文章的知名人士，還吸收了大量

三四十歲的青年學者，他們均有多

年留學英美的教育背景，大都獲得了

博士學位，是各學科學有專長的專

家。《新路》所刊載的各類文章非常注

重學理性和研究性，對一些專門問題

作了相當有系統的討論，表現出強烈

的問題意識和探討精神。《新路》還

注意挖掘展示多種不同的觀點，為學

者暢所欲言營造了寬鬆的氛圍。應

該說，《新路》雖創辦甚晚，但其超然

獨立的態度和頗具分量的文論，使

其在眾多的中間派刊物中脫穎而出，

迅速引起了廣泛關注。當然，在國共

非此即彼的激烈鬥爭中，《新路》及其

同類們的處境只能是尷尬的。據中國

社會經濟研究會和《新路》雜誌的創

辦者錢昌照回憶：「辦了這個刊物，

進步人士乃至共產黨人指責它阻撓革

命，而國民黨方面認為是『反革命』言

論。」1「香港方面的保守和進步輿

論都對它不滿。而蔣介石則橫施壓

力，先是嚴重警告，12月30日國民黨

政府社會部又勒令其停刊。」2《新路》

實際上只存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它

的命運乃是中間道路在中國特定環

境下難以為繼的又一佐證。本文試圖

對《新路》有關經濟制度選擇的討論

作一點梳理研究，希望從一個側面展

示中間道路的社會理想，同時也幫助

我們恢復一段已被忘卻或扭曲的思想

歷程。

一

何種經濟制度更加符合人類的生

存和發展，是《新路》撰稿人極為關

四十年代自由主義學人

理想中的經濟制度
——以《新路》周刊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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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問題，他們對此展開了深入細緻

的探究。發表過重要文章的作者主要

有著名社會學家吳景超、青年經濟學

者蔣碩傑、劉大中、陳振漢、徐毓

以及青年政治學者吳恩裕。此外，參

加討論的還有經濟學者翁獨健、戴

世光、藤茂桐、趙守愚，著名記者

蕭乾等。

各種視角的論說首先是圍繞µ所

有制問題展開的。從目前掌握的材料

看，幾乎所有的自由主義者對生產資

料公有制都持贊同和認可的態度。在

他們看來，一個合理的經濟制度應

該「使社會總生產的分配盡可能趨於

平均。俾使社會所有人士自一定的總

生產中能獲得之滿足之總和臻於最

大」3。這種「經濟平等」的要求，只能

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礎之上。在此前提

下，《新路》學人討論更多、分歧也較

大的是：與公有制相匹配的，究竟應

該是計劃經濟體制還是市場價格體

系。

一部分學者主張實行計劃經濟。

吳恩裕認為，計劃經濟是人類發展的

趨勢，是符合人類本性的最優選擇4：

人有個性，也有社會性。不但維持最

低限度的生存，人必得和旁人合作及

分工；而改進個人的生存，尤其需要

高度的合作與細密的分工。這種高度

的合作與分工的社會就正是所謂「計

劃的」社會。因此，「計劃的」社會乃

是人性的要求。這要求，在理論上可

以有充分的證明；在事實上也即將逐

步的證實。

吳氏強調人所具有的社會性，以及人

與人之間必須實現分工與合作的現

實，而能夠滿足這一事實的只能是集

體的、自覺的、有計劃的經濟體系。

趙守愚也指出：「計劃經濟在今日不

僅是辦法和制度，並且是推進經濟生

活的公認工具」5。

陳振漢從效率角度分析計劃經濟

的可行性。他指出，在社會主義的計

劃制度下，雖然生產因素的客觀市場

不再存在，但理論上計劃當局仍能夠

根據所謂價格的變數作用，把生產資

源派分到各種生產事業ü去，達到

與理想的價格制度媲美的效率。從實

踐看，蘇聯的計劃經濟也可證明，要

做到供求平衡並不是件困難的事。

因此為了實現社會主義的建設與生

產，計劃經濟是比價格機制更有效

率的一種選擇。「如果生產資源公

有，利潤動機消滅，只靠客觀的價格

市場，以派分資源，配合因素，所達

到的效果或遠不如有一個綜核平衡的

中央機構，根據主觀的價格判斷來得

圓滿。」6

以負生為筆名的作者則更多地從

公有制與計劃經濟的關係來探討計劃

經濟的必要性。他認為公有制與計劃

經濟是社會主義建立的兩個基本條

件，它們互為表ü不可分割。很難想

像與公有制配套的不是計劃經濟，因

為「社會主義的公有公營本有兩種意

義：一個是取消私產。達到這一點只

要把生產公有公營即可，也許可以不

必牽扯到『計劃』的問題。但是社會主

義經濟的公有公營還有另外一個意

義：即要取消貧富不均現象，這就非

常要公道的平均的分配不可。而這種

分配方法當然與生產息息相關。如果

生產毫無計劃，欲求有效的公道平均

的分配，如何可能？」7也就是說，社

會主義的落腳點在於分配，社會主義

的生產之所以需要計劃，是為了在生

何種經濟制度更加符

合人類的生存和發

展，是《新路》撰稿人

極為關注的問題。他

們討論最多、分歧也

較大的是：與公有制

相匹配的，究竟應該

是計劃經濟體制還是

市場價格體系。吳恩

裕認為，計劃經濟是

人類發展的趨勢，是

符合人類本性的最優

選擇。負生認為公有

制與計劃經濟是社會

主義建立的兩個基本

條件，互為表Ù不可

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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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方面實行照顧到全局的通盤計劃，

以確保生活必需品的普遍性平均分

配，否則「公有公營的意義，也喪失

殆盡了」8。

可以看出，幾位學者對計劃經濟

的強調是各有側重的，人類分工合作

的角度是最一般意義上的闡釋。對效

率的比較，則明顯受到現代數理經濟

學的奠基者帕羅托（Vilfredo Pareto）以

及社會主義學者蘭格（Oskar Lange）、

泰勒（Fred M. Taylor）等人的影響，他

們都強調科學化的計劃是可以達到與

市場經濟相媲美的效果的。而分配角

度的分析，更具有道德評判的意味，

其中有頗多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痕

v。無論何種角度的論證，計劃經濟

都是與公有制相配套的一種理論模

式。這種具有「預先糾錯」功能的經濟

模式，從理論形態上看似乎很理想，

但它最大的問題是完全排除了消費者

主權或更廣意義的效用主權，這正是

另一部分《新路》學人反對計劃經濟的

重要理由。

二

與上述不同的另一種觀點值得我

們特別關注，這就是以吳景超、蔣碩

傑、劉大中、春生等為代表的《新路》

主流派的觀點。他們認為社會主義的

目標除了取消私有財產以外，「還有

『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社會主義

並不是要大家貧窮困苦，而是要剷除

貧窮困苦，要給社會全體組成員造成

豐裕和文明的生活。』」9達到這一目

標的理想經濟制度應該是公有制與價

格機制的結合，而不是與計劃經濟的

聯姻。因為與價格機制相比，計劃經

濟的弊端是明顯的，吳景超與春生將

其歸結如下：

第一，計劃經濟妨害人民的消費

自由。所謂消費自由是指消費者有能

力影響商品的生產。「消費者選擇的

自由，只有在他的選擇，可以影響到

生產因素的分配時，才算是完全實現

的。」bk在價格體系下，生產元素的配

給是無形的、間接受消費者指揮的。

而計劃經濟的特徵是由國家設計機關

的少數人來決定生產甚麼產品，這顯

然不是真正意義的消費自由。

第二，計劃經濟限制了擇業自

由。在自由經濟的條件下，人民有選

擇職業的自由，政府沒有任何規定防

止其轉業。計劃經濟卻做不到bl：

在計劃經濟下，每種重要物資的生

產，已由計劃決定。則生產此種物資

的勞力，勢非與之相符合不可，否則

計劃便無法完成。我們因此可以想

像，計劃經濟是無法容許擇業完全

自由的，因為在完全擇業自由的狀態

之下，每一實業，或某一工廠，所能

得到的勞工，其數量決不能與計劃所

必需的數目相吻合。

第三，計劃經濟無法達到生產因

素的合理分配。按照自由主義經濟學

的原理分析，最合理的生產因素分

配，只有在完全競爭的價格機制下才

可以運作。而計劃經濟的情形卻與此

相背bm：

在計劃經濟之下，對於任何生產因素

（資本、勞力或土地）的利用，因為係

武斷的，所以不能恰到好處。他對於

生產因素的利用，可能發生兩種結

果，一為利用不足⋯⋯一為浪費⋯⋯

反對計劃經濟的《新

路》學人認為社會主

義的目標除了取消私

有財產以外，還有提

高人民的生活程度。

達到這一目標的理想

經濟制度應該是公有

制與價格機制的結

合，而非計劃經濟。

因為計劃經濟有以下

弊端：第一，妨害人

民的消費自由。第

二，限制擇業自由。

第三，無法達到生產

因素的合理分配。第

四，必然會產生計劃

的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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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不足與浪費，對於人民的生活程

度，都有不良的影響。

第四，計劃經濟必然會產生計劃

的浪費。比之自由經濟，計劃經濟增

加了一套從中央到地方的計劃機構，

為促使各生產單位完成計劃，還必須

配有一套從中央到地方的考核機構。

這兩套機構的人員數目相當可觀。

「假如沒有這一些人的存在，生產工

作依舊可以進行，那麼國家僱傭這一

些人，完全是一種浪費，對於人民，

是一種不必要的負擔。」bn

由上可見，計劃經濟不僅完全忽

略個人的喜好和特點，無法合理配置

生產因素，而且增加了不必要的經濟

運行成本，因而它是既無自由又無效

率的。有鑑於此，社會主義與價格機

制的結合便成為自然的結論。這種認

識的基本前提是兩種經濟形式可以與

不同的所有制組合搭配，也就是說，

公有制與計劃經濟是可以分開的，兩

者並沒有必然的聯繫bo：

在社會主義之下，可以不必有計劃

經濟，而在其他主義之下，也可以有

計劃經濟⋯⋯所以海耶克（F. A. von

Hayek ）曾說過：我們可以有很少的計

劃，很多的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很多

的計劃，與很少的社會主義。由此可

見這兩個範疇，社會主義與計劃經

濟，是不必拉在一起的。

究竟如何使公有制與價格機制結

合起來，持該種主張的數位撰稿人也

對此做過若干設想。最重要的是在將

私有財產轉變為公有財產的過程中，

大的生產單位依舊維持公司的形式。

公司董事會人選，一小部分由政府委

派，其餘大部分由不同社團舉出bp：

每一生產單位中工作的人，與該單位

的董事會或董事會所指派的經理，發

生契約關係，不與政府任何機關，發

生契約關係，因而生產單位中的工作

者，既非政府所僱傭，也不為政府所

解僱。這是保證私人就業，不受政府

干涉的辦法，也就是分裂政治權與經

濟權的方法。

公司的生產方針，雖不以贏利為目

的，但要依照政府所指示的完全競爭

下的生產原則進行。至於在新投資方

面，政府在徵得人民同意（通過國會

的立法）下，可以利用強迫儲蓄的方

法，增加資本的蓄積；也可制定一個

資本的積累率，但不應規定新資本的

用途：「假如政府以新資本交給銀

行，而讓人民或公司出相當的利息

（此項利率，必須使新投資等於新儲

蓄的數量）來利用這些資本，那麼人

民的消費主權還可充分行使，便非

計劃經濟了。」bq這些具體的辦法和措

施，完全是他們對公有制下市場經濟

運作的一種理想化設想。

總之，這一部分的《新路》學人認

為，計劃經濟與價格機制只是一種手

段和方法，它可以與不同的所有制搭

配。最理想的組合是公有制與價格機

制相結合，實行所謂的自由主義的社

會主義經濟體制。春生的總結很具代

表性br：

生產事業私有而有計劃，是極權主義

的資本主義的經濟；生產事業公有而

有計劃，是極權主義的社會主義的經

濟；生產事業公有而無計劃，是自由

主義的社會主義的經濟。我是贊成自

一部分《新路》學人認

為，公有制與價格機

制相結合是最理想的

組合，實行所謂的自

由主義的社會主義經

濟體制。春生的總結

很具代表性：「生產

事業私有而有計劃，

是極權主義的資本主

義的經濟；生產事業

公有而有計劃，是極

權主義的社會主義的

經濟；生產事業公有

而無計劃，是自由主

義的社會主義的經

濟。⋯⋯我們要社會

主義，但不要計劃經

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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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義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因為在這

種經濟之下，階級的現象取消了，貧

富不均的情形改善了，奢侈與失業的

對立不存在了，同時還維持!消費者

選擇的自由，與勞動者就業的自由。

我們應當擇善而從，所以我們要社會

主義，但不要計劃經濟。

將公有制與價格機制融為一體的制度

設計，在理論上和實踐中均沒有前例

可循，因而具有更強烈的探索價值。

三

上面我們基本了解了自由主義者

所嚮往的經濟制度，從中大致可以看

出以下一些重要的思想傾向和特徵。

首先，他們對社會主義抱有普遍的偏

好，無論是主張計劃經濟還是提倡價

格機制，其實都將實現社會主義作為

一種前提予以確認。解讀這種普遍的

思想傾向，需要對中國自由主義的成

長歷史以及世界潮流的發展態勢做一

些考察。眾所周知，二十世紀是社會

主義潮流洶湧澎湃，同時傳統的自由

主義面對早期資本主義的種種弊端，

開始各種各樣修正的時期。「五四」時

期中國引進的自由主義，便多是「修

正型」的。其中具有某些社會主義色

彩的修正，尤得自由主義者青睞。比

如美國杜威（John Dewey）的民主自由

主義、英國費邊式的民主社會主義、

基爾特社會主義等等。中國學人之所

以普遍具有社會主義情結，在筆者看

來，有兩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這種

主張與中國傳統文化資源有相對容易

的結合點，中國的大同學說和平等平

均的民本思想源遠流長，對中國士人

形成根深柢固的影響。近代以來的各

種社會主義學說最能應對這種心理，

因而知識份子大多對社會主義抱有好

感，即使是深受英美文化熏陶的自由

主義者，也很少公開宣稱自己擁護資

本主義，而將社會主義視為某種具有

終極意義的社會烏托邦。另一方面，

中國社會現實中政治與經濟的極端不

公正，使他們深刻感受到改變現實的

緊迫性。可以說，中國自由主義者對

自由主義的興趣決不單純是學理上

的，他們更熱衷的是解決現實社會問

題，提供一個全方位的社會改造方案

始終是他們的關心所在。顯然，呈現

出種種弊端的資本主義及與之為伍

的傳統自由主義學說，無法為中國現

實境況的改進提供足夠的道德與倫理

依據，而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新的理論

模式和時代潮流，其理想和前景都是

中國學人之所以普遍

具有社會主義情結，

有兩方面的原因。一

是中國的大同學說和

平等平均的民本思想

源遠流長，而社會主

義主張最能應對這種

傳統心理。其次，二

戰以後，英國的民主

社會主義思潮和工黨

執政引起國際社會廣

泛注目。當時英國費

邊社成員拉斯基（圖）

成為中國學人仰慕的

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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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誘惑的。正是基於傳統與現實的

雙重因素，中國的自由主義學人幾乎

無人能跳出對社會主義理想的憧憬和

讚賞。

其次，作為自由主義者，他們尤

為關注當時在歐洲特別是英國流行的

民主社會主義思潮，並深受其影響。

二戰以後，英國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

和工黨的執政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注

目，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更是興趣盎

然。當時在英國頗有影響的工黨著名

理論家、費邊社成員拉斯基（Harold J.

Laski）成為中國學人仰慕的大師。20至

30年代有不少中國學子慕名到他長期

執教的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學習，受業其門下。

中國自由主義陣營中的若干中堅人

物，如羅隆基、王造時、儲安平等

均受業於該師bs。《新路》創辦人錢昌

照1919年10月考取該院，其導師便是

拉斯基bt。在《新路》主要撰稿者中，

30年代曾就讀於該院的有龔祥瑞、吳

恩裕、樓邦彥、王鐵崖、蕭乾、藤茂

桐、胡寄窗、蔣碩傑等人，其中龔祥

瑞、吳恩裕直接師從拉斯基，他們

的畢業論文都曾得到拉斯基親自指

點ck。由此可見，《新路》撰稿人與拉

斯基和民主社會主義有µ教育背景上

的淵源。

當然，師承關係所反映的更深刻

內容是拉斯基的主張與中國自由主義

者內心渴望的契合。從大的方面說，

拉斯基的思想主要是：在自由主義的

基本框架內，將社會主義的平等公平

原則融合進來，實行一種既保留資本

主義民主制，又吸納社會主義公有制

的新制度，他稱之為「計劃化民主國

家」。這種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兼而

有之的社會理想與中國自由主義者對

完美社會的追求非常合拍。尤其是民

主社會主義在經濟領域對自由主義的

修正，使對經濟不公平深惡痛絕的中

國自由主義者感到歡欣鼓舞。「只有

在政治民主之外再加上對生產資料使

用的社會控制以及為整個的社會利

益調控經濟發展和財富分配的時候，

這樣一個社會才能實現。」cl正是基於

這種認識，在經濟制度的選擇中，

他們普遍贊同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並

有不少學者主張國家統制下的計劃經

濟，希望通過實施公有制和計劃經濟

來達到經濟平等的目的。

再次，上述經濟制度討論中，我

們所發現的另一種傾向是非常耐人尋

味的，這就是主張社會主義與市場

經濟和價格機制結合的學者，他們的

選擇顯然受到了當時並不走紅的新

自由主義影響。1944年，經濟學家兼

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哈耶克發表了

著名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充滿激情地抨擊了國家對

市場機制自由運轉的一切限制，認為

這些束縛之所以應被廢止，是因為它

們同時對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構成致

命的威脅。哈耶克的矛頭直指英國工

黨所號召的民主社會主義，並認為這

種溫和的民主社會主義儘管出自善

意，但其政策勢必導致與德國納粹相

同的災難：現代奴役制。《新路》學人

中具有同樣關注傾向的有蔣碩傑、吳

景超、劉大中、春生等人。蔣碩傑是

當時《新路》撰稿人中最年輕的，40年

代在劍橋攻讀博士時，其指導教授便

是哈耶克；吳景超是資深社會學家，

20年代留學美國，獲芝加哥大學社會

學博士學位；劉大中於40年代獲美國

康乃爾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cm。他們

中國社會現實中政治

與經濟的極端不公

正，使中國自由主義

者更熱衷的是解決現

實社會問題。顯然，

呈現出種種弊端的資

本主義無法為中國現

實境況的改進提供足

夠的道德與倫理依

據，而社會主義作為

一種新的理論模式和

時代潮流，其理想和

前景都是充滿誘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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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制度的選擇中，雖然也表現出

頗多的通容與折中色彩，但在公平、

效率、平等、自由諸種存有緊張與矛

盾的價值中，堅持效率、尤其是自由

原則的不可替代性。吳景超說cn：

人類不要輕易放棄其自由。到今天為

止，我們還沒有看到一個制度，其保

護人民消費自由的能力，勝過價格機

構。所以我不願意看到社會主義與計

劃經濟聯姻，而願意它與價格機構百

年偕老。

需要特別關注的是，這些自由主

義學人已充分認識到經濟制度的選擇

決不單純是經濟問題，而是與民主政

治休戚相關，這方面他們所具有的洞

察力似乎與哈耶克一脈相承。蔣碩傑

在一段有關社會主義經濟與政治的分

析很能說明問題co：

在全面的社會主義下，生產事業盡屬

國營，全國的就業人員，除極少數自

由職業者外，盡屬政府之公務員和僱

員。有野心的政府利用之以控制全國

人事之黜陟。在集體的計劃經濟之

下，則一切商品之生產與分配以及生

產因素之配布，更無不在政府統治之

下。如此龐大的權力如何能防止其不

被濫用？英儒艾克敦（Lord Acton）嘗

謂「權力必使人腐敗，絕對的權力絕

對使人腐敗」。然則社會主義下政府

之經濟統制大權，能不使統制當局腐

化否？這是決定經濟制度時必須慎重

考慮的大問題。⋯⋯我們放眼看看所

有過去及現在實行全面的社會主義或

集體統制經濟的國家，何以都沒有健

全的反對黨存在，就可以明瞭這決不

是偶然的現象。健全的反對黨的存

在，亦即民主政治的存在，需要人民

在政府所控制的機關之外，另有謀生

及發展之途徑。

這就是說，如果政府控制了人民的飯

碗，就意味µ控制了人民的一切，這

是非常危險的事情。實行市場經濟與

價格機制，不僅是經濟制度本身的問

題，也是建立民主政治的必要基礎和

條件，否則「也不敢保險實行計劃經

濟的國家，不出一個拿破崙或希特

勒。他可以鞏固城防為名，或以保¹

某種主義為名，把一國的資源，用在

窮兵黷武方面。這種不幸的可能，是

任何社會所不能不預防的」cp。所以在

追求經濟平等時，萬萬不可放棄民主

政治的建設，這是自由主義者選擇經

濟制度時最重要的出發點之一。

《新路》學人對經濟制度的討論，

折射出當時世界潮流以及中國傳統與

現實狀況對他們產生的深刻影響。與

早期自由主義者只關心都市知識份子

的政治不自由相比，40年代中後期自

由主義學人對經濟問題的關注度明顯

提高，他們對經濟民主的要求切中現

實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公正的時弊，

體現了社會底層要求經濟平等的願

望，表現出更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與

此相應的是如何處理經濟平等與經濟

自由、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的關係問

題。應該說，在強調通容的前提下，

他們表現出兩種不同的傾向，主張計

劃經濟的人，更注重公平與平等原

則，以至於「在兩種民主不可兼得的

今日，一碗飯比一張票實惠的太多

了」cq。而持另一種傾向的人，更強調

自由的重要，或者說他們決不放棄自

由與民主的價值底線，這使他們的主

張帶有更多的理想色彩，在邏輯與現

《新路》學人中，蔣碩

傑、吳景超等人注意

到，如果政府控制了

人民的飯碗，就意味

�控制了人民的一

切，這是非常危險的

事情。蔣碩傑曾說：

「社會主義下政府之

經濟統制大權，能不

使統制當局腐化否？

這是決定經濟制度時

必須慎重考慮的大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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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中也存在更多難以調和的矛盾。但

無論如何，他們基於保障公民自由權

利與民主體制而對國家統制式計劃經

濟的懷疑和反對，已被事實證明是非

常敏銳和有見地的。這些充滿探索的

思想財富，對今天乃至未來現代化道

路的選擇都具有重要的借鑑價值，在

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風雨坎坷後，我

們十分需要以清醒和理智的態度重新

對待這份被遺忘已久的自由主義的珍

貴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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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計劃經濟的《新

路》學人，注重公平

與平等原則，以至於

「在兩種民主不可兼

得的今日，一碗飯比

一張票實惠的太多

了」。持另一種傾向

的人，更強調自由的

重要，他們基於保障

公民自由權利與民主

體制而對國家統制式

計劃經濟的懷疑和反

對，已被事實證明是

非常敏銳和有見地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