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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凯恩斯主义的当代命运 

—与张维迎教授商榷 

The Fate of Keynesianism in the 21 century  

-Exchange Views on Economic Problems With Prof. Zhang Weiying 

唐林垚，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100024。 

Tang Linyao,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y University, Beijing, 10024. 

 

内容摘要： 张维迎教授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供不了解决问题的答案；如果刺激需

求就可以发展经济，我们早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他主张像奥地利学派那样通过产权制度

和激励制度的改进来刺激生产。与此同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的《萧条经济学

的回归和 2008年经济危机》所传达的核心思想“回归萧条经济学”则正是复活凯恩斯主义

的理念。 

Abstract: Professor Zhang Weiying believes that the Keynesianism can’t provide the answer 
to solve the crisis of 2008; if the economy can be expanded as long as stimulating the demand, we 

have long entered the communist society. He advocates stepping up the production through the 

Property System and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in the angle of the Austrian School. Meanwhile, the 

Nobel Economics Prize winner Paul Krugman's "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on economics and the 

crisis of 2008" conveys the core concept of "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on economics", which, 

precisely, is the idea of the revival of the Keynes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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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市场放任与干预的演进模式 

在全世界政府和经济学家们都众口一词，谴责新自由主义理论泛滥导致此次全球经济危

机时，中国新自由主义张维迎教授却指出，“这次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败，倒不如说是政

府政策的失败；与其说是企业界人士太贪婪，不如说是主管货币的政府官员决策失误。”「1」 

2007 年的美国的次贷危机，来源于美国一直推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最终导致了整

个社会的资本虚拟化。加上政府推行低储蓄利率，让美国民众不愿储蓄，而去投资，不愿买

房的开始买房，不愿投资的开始投资，直接造成了整个市场的持续膨胀，最终导致泡沫经济

的发生。 

上个世纪30年代之前，西方经济领域没有形成系统的宏观经济管理论。当时的主流经

济学认为，在自由竞争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制度下，市场价格的波动可以使一切生产要素

得到充分利用，国家只要提供几个简单的功能就可以了。但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

是30年代危机的产生，暴露出市场机制的许多不足。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一反传统地自

由放任经济政策，积极推行政府干预，用“看得见”的手和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共同

调节市场经济，实行了一系列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由此使美国经济走向复苏。「2」在罗斯福

“新政”的实践基础之上产生了以凯恩斯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宏观经济理论。「3」 

而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以两次石油危机作为导火线，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

“滞胀”，多年受冷落的新自由主义随着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的上台而上

台，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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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主张，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市场机制起着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只要国家不去干预私人的经济活动，听任市场竞争和价值波动，资源配置失调和生产过剩等

现象会逐渐消失。「4」 

从以下数据可以看出 经济危机发生时间和经济理论的关系，1810 年到 1929 年自由市

场经济阶段总计发生 14 次经济危机，即每 8.5 年发生一次。而凯恩斯主义“盛行”期的

1929-1980 年总计发生 3 次，每 17 年发生一次1。也就是说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使西方

经济危机发生频率降低了一倍。其中凯恩斯理论执行最坚决的时期，经济波动周期长达到

28 年。同时，在 1810 年到 1929 年的 119 年中，西方国家处于萧条期时间总计 43 年，占

该时期时间 36.1%。而在 1929-1982 年的 53 年中，处于萧条期时间2总计 13 年，仅占该时

期时间 24.5%。也就是说凯恩斯政策施行期间，萧条期缩短了三分之一。「5」 

克鲁格曼指出经济衰退的明显特征，即到处是供给，而需求却无处可寻；有愿意工作的

人，却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有完美的工厂，却没有相应的订单；开设了商店，却没有顾客。

当经济衰退的种种迹象发生时，就得采用凯恩斯的核心学说，提高商品总需求。国家需要在

这样的时候采取扩张性经济政策，通过增总需求来刺激经济。在美国金融危机的高涨时，中

国政府用 4 万亿刺激经济的计划令全世界关注，并几乎获得了一致的正面肯定。 

    二、张维迎教授新自由主义的调子 

产生于 19 世纪 70年代经济学边际效用学派的另一个分支奥地利经济学派，由卡尔·门

格尔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创立，因其对哈耶克的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所以人们称

哈耶克是奥地利学派的先驱，称门格尔和米塞斯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导师，而通常情况下以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1944 年）一书为新自由主义的宪章。 

哈耶克坚决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并认为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首先是利已的，其次才是利

他的。国家搞计划经济、调节分配破坏了经济的自由，只有让市场自由发展才会产生最好的

结果。「7」 

张维迎教授指出，“经济危机是多方面行为的结果。放款的人，借款的人，都有责任，

这两方面离开任何一方也不行。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行为方式。中国经济当

前面临的困难，与其说是美国金融体制太自由造成的，不如说是中国金融体制太不自由而放

大的。无论哪方面，都与“看得见的手”的失误有关。” 

张教授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困难是由中国金融体制太不自由而造成和扩大”，难道张

教授忘记上个世纪末的亚洲金融风暴之所以对我国影响不深得益于两个原因，一个是政府干

预，一个是没有完全开放的市场。 

1997 年的亚洲危机，中国香港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一直奉行经济不干预政策。

当面临国际游资冲击时，中国政府主动对汇市和股市进行直接的干预，打退了国际投机者，

确保了香港汇率体系和金融的稳定，为香港的经济稳定作出了贡献，客观上维护了金融稳定，

这一成功经验让我们看到了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当 2008 年规模巨大的金融危机发生时，各

国政府都在想尽办法尽快恢复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时，张教授却抛出了他的“自由主义”理

论，认为是中国金融体制造成当前的经济状况。设想，金融体系一旦崩溃，有那个私人或者

企业有能力和信心担当起这份责任，唯有我们的政府，也只有政府，才能承担起这份责任。 

张维迎教授认为市场能解决一切，甚至还表示，“像我这样对市场经济、对市场机制有

那么深的信仰的人应该说还是不多。”一直以来，张维迎教授都主张“国退民进”，如著名

的“冰棍论”，“国企如冰棍，不吃也会化。所以，不如给企业家们吃掉，给企业管理者

MBO(管理层收购)，以便使产权清晰，使企业更有效运转。”张维迎教授的改革思路概括起

                                                        
1 这里没计算 80 年代后发生的经济危机，因为西方经济基本运行方式发生了变化。即使算上也

达到 13 年 1 次。 
2 包含因自由市场经济造成的 1929 年危机。 

http://wiki.mbalib.com/wiki/%E8%BE%B9%E9%99%85%E6%95%88%E7%94%A8%E5%AD%A6%E6%B4%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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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就是国有企业都不好，应该全部“消灭”。不可否认，国有企业的弊病确实不少。但是，

如果据此判定国有企业无法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只有私有化才是唯一的出路。 

从宏观来看，私有制能促进市场规模的扩大。从微观看，私有制能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是主要的经济基础，这是不可动摇，也不可改变的，否则社

会主义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非公有制只能处于补充的地位，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消灭

私有制”思想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发展私有制是手段，消灭私有制才是目的。张教授鼓吹

私有制的好处，而看不到公有制的好处，这也是新自由主义的调子。 

    三、“萧条经济学”的回归 

 美国总统奥巴马面对金融危机时人们问他，“你是坚持凯恩斯主义还是坚持自由资本

主义？”奥巴马回答说：“我只坚持实用主义。”凯恩斯主义尽管在学界受到无数的批判，

但每到危机时期各国的政府还是最推崇凯恩斯主义。 

张维迎教授指出，奥地利学派的领军人物米塞斯和哈耶克都预测到了 1929—1933 年的

经济危机，当时的奥地利学派和凯恩斯学派都有可能成为经济主流。但随后的 30 年奥地利

学派却逐渐被边缘化，直到 1979—1982 年的那场经济危机才让人们对凯恩斯主义产生怀

疑，也同时才让人们注意到了奥地利学派。张维迎教授指出，在当代奥地利学派的三位代表

人物，美国米塞斯研究所经济学家彼得罗夫，国际清算银行的经济家威兼·怀特，彼德·席天

在2006年或许更早一些时候，应用哈耶克商业周期性理论对当前的经济现状进行分析预测，

得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即将要发生。 

其实指出预测金融危机产生的还有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鲁比尼教授，他提出房

价不会永远上涨，房价一旦下降，金融体系也会大受损伤。2006 年，房价的涨势开始疲软

时，鲁比尼教授指出，一场金融危机明显要爆发了。他摒弃了占主流经济学所依据的市场理

性假说，转而接受“行为经济学”，而“行为经济学”的先驱正是凯恩斯。 

张维迎教授认为现如今的全球危机不是自由市场失灵，而是政府政策的失败，“在我看

来，这次危机也许是复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机会。” 

200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提出重新研究“萧条经济学”而获得世界声誉，

从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复活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一种力量。他在书中指出，“除了观点最右

的弗里德曼之外，几乎持任何立场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大萧条’是因为有效需求崩溃导致

的，美联储本应以大规模注入货币来对抗那场萧条。”如今，一切发生了变化，如何增加需

求才是问题的关键，这也正是《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 2008 年经济危机》的核心内容。克鲁

格曼证明了那些不同时断陷入衰退的国家乃至2008年这场全球危机是因为决策者们没有按

照凯恩斯的经济学原理出牌。 

在美国金融危机的高潮时，中国的 4 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令全世界关注，并几乎获得了

一致的正面肯定。无论怎么说，这都是凯恩斯主义的经典手法。「8」在全世界政府和经济学

家众口一词地谴责是新自由主义理论泛滥导致这次席卷全球经济危机的时候，张维迎教授却

说，萧条是市场自身调整的必然过程，有助于释放经济中已经存在的问题，政府干预只能使

问题更糟。「9」 

在此，我建议张维迎教授还是回到现实中来，不要一味的磨灭事实，听一听近日在海南

博鳌论坛上温家宝总理的讲话。温总理指出，中国实施的一揽子计划已初见成效，着力点应

放在全面扩大国内需求上。应努力保持投资较快增长和刺激消费、着力调整内需外需结构、

加快形成内需为主和积极利用外需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使中国经济向更加均衡的发展

方式转变。 

最后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一句话来结

尾：“鼓吹市场经济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学说，从好的方面说，是不完全的；从坏的方面说，

是误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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