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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大学 哲学系, 厦门 361005)

∀摘要#人性中属于∃ 自然倾向%的东西, 构成人性的自然本性部分, 它们 本身并不存
在善恶的问题。不过, 一旦进入追逐私利的过程中, 就有选择与遵 从何种道 德法则的问
题发生, 这时人性就有了善恶之分。计划经济体制与人的自然本性不 相符, 对此命题的
证明可以由经济的与伦理的两方面组成。在规范的情况下, 市场经济 是与人性 相符的。
它不仅符合人追逐自己利益的自然 本性, 而且还 以获利 的导向 引导人 选择善的 道德法
则。不过市场经济本身潜藏着许多 导致道德 沦丧的 因素, 因此 需要大 力提倡与 强调个
人对社会的义务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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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使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一选择与转变使中国经
济在 20 世纪 80- 90 年代得到了持续的高速发展。从经济学层面上说, 人们正
确地认识到这一转变是为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的必然, 是为引入竞争机制的必
然, 等等。不过本文所要论证的是, 这一转变从哲学层面上看, 亦是客观上顺应
了人性需要的必然; 也就是说, 由于人性是追求自己利益的, 因此相应的经济运
作体制, 就应当不是压抑它, 而是要能够疏导这种人性, 使之成为一种有益的、
恒
久的动力源, 并为由之而来的竞争提供平等与开放的机会。因此与人性相适应
的经济体制就应当是市场经济, 而不可能是计划经济。
陈嘉明: 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 厦门大学学报 ( 哲社版)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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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人性与人性善恶的问题

∃ 人性%是最为古老的哲学问题之一, 不论在中国哲学或西方哲学中都是如
此。在中国哲学中, 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主流哲学主张性善。孟子人性论在学
理上的重要意义在于区分开人性的自然本性与道德本心。前者是声色之欲一类
的感性欲望。孟子曾说, ∃ 口之于味也, 目之于色也, 耳之于声也, 鼻之于嗅也, 四
肢之于安逸也, 性也 ∋∋%。∀ 1 # 这些属于人性的自然本性。后者则是恻隐之心、
羞恶之心、
辞让之心、
是非之心这四种称为∃ 四端%的道德本心。这一道德本心的
性善论构成了儒家道德哲学的人性论基础。因为, 既然人性是善的, 那么儒家的
道德与政治哲学的立足点就能建立在∃ 心性%的自我修养上; 其根本命题: 诚意、
正心、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就成为一种基于人性为善的合乎逻辑的演绎。
此外, 对于儒家存在论的基本命题∃ 天人合一% 来说, 也只能肯定人性是善的, 否
则天理既是善的, 它就不可能与恶的人性达到∃ 合一%的结果。
以孟子为代表的这种儒家人性论, 把人性看作是一种天生的、
与生俱来的东
西, 看作是人心固有的为善本性。∃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 我固有之。
%然而,
把人性界定为与生俱有的东西, 界定为固有之∃ 心%, 这在理论上带来的问题是,
在人还没有意识之前, 或者退一步说, 在他刚刚具有意识之时, 怎么能够说他已
经具有为善的本性呢? 因而这是儒家人性论的缺陷所在。
与儒家哲学不同, 在西方基督教与康德哲学那里, 人性都被理解为自由意志
的选择。对前者而言, 这表现在人滥用了上帝赋予的自由意志, 去选择恶而不是
善。在康德那里, 他进一步把恶的根源由自由意志推进到自由意志所尊奉的法
则。他认为, 我们之所以说某人是恶的, 是因为他选择了恶的法则。这是康德人
性论中最重要的思想。
在康德那里, 人性仅仅指的是∃ 人在一般意义上( 在客观道德法则下) 使用他
的自由的主观基础%, 因为就人性作为本性而言, 不管这个主观的基础存在于何
处, 它总是先于每一个在这些意义下发生的行动。因此, 康德指出, ∃ 恶之根源不
会存在于任何一个通过爱好来决定能选择的意志的客体中, 或是任何一种自然
冲动中, 却只 能存在 于一个 能选择 的意志 为其 自身来 使用它 的自由 的法则
中。
% ∀ 2# 因此, ∃ 我们可以进一步把能选择意志出于自然习性是否把道德法则纳

∀ 1 # 孟子: 孟子(尽心上 。
∀ 2 # 康德著、
郑保华主编: 康德文集 , 北京: 改革出版社, 1997 年, 第 3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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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它的行为准则的能力或无能, 称作一个善的心灵或恶的心灵。
% ∀ 1#
康德这一视人性为行为的主观基础的界定, 比起把人性看作是与生俱有的
说法, 在理论上比较圆通些。它能够比较有效地解释行为与人性的关系。它把
与行为相关的人性视为一种进行选择的意志、
乃至这一意志所遵从的行为法则。
康德的这一界说的合理之处在于, 当我们谈论道德意义上的人性时, 总是与
意志、
选择以及道德法则相关。善恶总是依照一定的法则来判定的。康德的这
一思想后来为黑格尔所继承。不过黑格尔更为可贵的是明确区分了人性中的自
然本性与道德选择的不同。他分别用∃ 意志的自然性%与∃ 自由的意志%这两个概
念来表示这一区别。前者指∃ 情欲、
冲动和倾向%等, 后者则是进行反思与选择的
自由意志。他认为, 自然的东西自在地是天真的, 既不善也不恶, 但是一旦它与
作为 自由 的 和认 识自 由的 意志 相关 时, 它 就含 有不 自由 的 规定, 从 而 是恶
的。
% ∀ 2# 也就是说, 善恶只在意志进行选择时才发生。因此, ∃ 恶的根源一般存
在于自由的神秘性中, 即自由的思辨方面, 根据这种神秘性, 自由必然从意志的
自然性中走出, 而成为与意志的自然性对比起来是一种内在的东西。
% ∀ 3#
有如孟子与黑格尔所言, 人性中属于∃ 自然倾向%的东西, 即∃ 食色性也%之类
基本的物欲。人由于具有这些与自己的生存息息相关的不可缺少的需要, 因而
自然就具有追逐这类满足的欲望与倾向, 即追逐私利的欲望和倾向。这些属于
人的生命的需要, 因而构成人性的自然本性部分, 它们本身并不存在善恶的问
题。不过, 一旦进入追逐私利的过程中, 就有选择与遵从什么样的道德法则的问
题发生, 这时人性就有了善恶的问题。凡是采用不道德的手段来攫取财富与其
它价值、
利益的, 我们就称这样的人性为恶; 反之, 则是善的。这里, 本文所要特
别表明的观点有两个, 一是在有机可乘的情况下, 人性的选择普遍是向恶的, 因
为一方面人为了满足自己利益的需要往往不择手段, 这可以从改革以来经济体
制转型时期的普遍腐败现象得到印证; 另一方面则是在自己的利益无法满足的
情况下, 他也会采取各种手段来避免自己的付出, 以求用减少∃ 成本%的办法来求
得利益的相对合算化, 即孟子所谓的∃ 四肢之于安逸%。这可以从计划经济时期
企业普遍存在的出工不出力及其相应的低效率得到佐证。虽然按照归纳法的法
则, 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做出人性向恶的完全的证明, 但我们还是宁可设定其如
此, 以便能够有意识地加以防范。二是人性在向善的选择能够带来利益的情况
∀ 1 # 康德著、
郑保华主编: 康德文集 , 北京: 改革出版社, 1997 年, 第 393 页。
∀ 2 # 黑格尔著、
范扬等译: 法哲学原理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 年, 第 145 页。
∀ 3 # 黑格尔著、
范扬等译: 法哲学原理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 年, 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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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是会选择向善的行为的; 规范的市场经济能够提供这样的向善选择的环境。
( 二)

计划经济与人性相悖

按照上述关于人性的界定, 现在可以推演出如下的命题, 即计划经济体制与
人的自然本性不相符合。对此命题的证明可以由经济的与伦理的两方面组成。
经济方面的证明可由有关计划经济体制自建国以来建立并运转之后所获致
的结果来做出, 尤其是在国有企业这一原本名义上属于∃ 公有资产%、最为远离
∃ 私利%的领域。这方面最普遍、
也是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国有资产流失与企业
亏损。前者是将公产转移为私产的直接结果; 后者虽有一些外部的( 市场方面
的、
负担方面的) 、
包括历史的( 如退休职工多) 原因, 但由于利益的关系而造成的
效率低下、
浪费乃至化公肥私等则是导致上述现象的深层原因。这类现象之所
以会如此普遍, 应当说是出自人性方面的问题, 即由于在正常渠道下人性追逐利
益的愿望无法得到满足, 因而就采用非道德的手段来获取或求得某种补偿。
伦理上的证明来自于对计划经济的伦理基础的反思。从根本上说, 计划经
济的伦理基础是道德人, 是奉献型经济伦理, 这表现在它通过抽象地肯定劳动者
的∃ 主人公%地位, 片面强调平等, 批判对个人利益的追求, 来要求劳动者将劳动
作为一种对预定社会目的的不计报酬、
不要奖金等物质刺激的奉献。这种经济
伦理的人性论基础是人性善。它潜藏的前提是: 计划者与操作者( 企业家乃至各
部门主管、
各负有责任者) 都应当、并且是秉公办事, 具有为公众、社会谋利益的
素质与品德, 尤其是在没有制约机制的情况下。此外, 这一人性善的前提还典型
地体现在∃ 按需分配%的原则上。这一原则除了需要以资源与生产的无限性为前
提外, 还需要分配过程中所有人们的无私性, 也就是说, 需要以善的人性为前提。
因为在∃ 需要%这一概念本身始终只能是模糊与具有很大弹性的情况下, 这就要
求进入分配过程的分配者与被分配者们都不得有丝毫贪欲, 否则对于永无止境
的∃ 需要%, 这样的分配原则就无法实施。
由于把人视为道德人, 把人主要看作是为社会尽义务, 作奉献, 而忽视人的
权利、需要、
利益, 因此计划经济的伦理基础主要靠理想目标、政治教育与动员、
行政处罚等来维持, 这就缺乏内在的道德约束力, 而这是与道德机制的本质背道
而驰的, 因为道德在根本上依赖于个人的自律。之所以说计划经济体制缺乏内
在的道德约束力, 首先在于它与人的追逐私利的自然倾向相背离。它基本上取
消了私营经济, 只允许一小部分限制在小手工服务范围内的个体经济, 因此人们
要想增加自己的财富, 往往只能通过非正常的手段获得。这样, 按照康德的说
法, 就是选择了某种恶的道德法制, 从而表现为一种恶的人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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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人性与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从社会哲学与道德哲学的角度看, 一是允许私营经济
的存在与发展, 从而为人们追逐自己的经济利益敞开了空间; 二是实行公平竞争
的市场∃ 游戏%规则, 在规则中使经济伦理与利益获取得到同一。从我们前面提
到的人性的两个要素看, 市场经济的这两个特征正好与之相符。
首先, 市场经济能够满足人们追逐私利的自然倾向。它是以自由的企业制
度为基础的。人们要想增加自己的所得与财富, 可以正当地通过创办企业, 合法
经营来获得。其次, 市场竞争的游戏规则与经济伦理是一致的。在市场得到完
善规范的情况下, 竞争者越是遵守游戏规则, 其商业信用就越高, 从而也就会带
来越多的商业利益。这表明了在市场经济下经济伦理与个人利益的一致性, 由
此直接产生了一个在哈耶克看来是对于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最为重要的结果,
即∃ 责任感%。这种∃ 责任感%之所以是最重要的, 是因为如果每个人对自己行为
的结果负责, 那么经济的秩序与社会的道德自然就会得到保障。
可见, 在规范的情况下, 市场经济是与人性相符合的。它不仅符合人的追逐
自己利益的自然本性, 而且还以获利的导向引导人们选择善的道德法则。但应
着重指出, 它是以∃ 规范%的市场为前提的。由于∃ 规范%始终只能是相对完善的,
因此市场经济也只能是相对道德的, 并且这种道德性是与规范的完善性成正比
的。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处于转型期间, 其规范尚处于初始阶段, 这就为∃ 无
商不奸%提供了许多可乘之机。∃ 中国的现代化已经遇到了道德挑战, 社会的道
德危机已经显露%之类的判断, 几乎成为理论界的一个共识。这类判断可以说把
握了当前的道德现象, 它们也确实促使了社会重视道德伦理的危机与精神文明
的建设。不过, 按照本文的上述分析, 这种道德危机属于市场经济规范的初始阶
段所不可避免的现象; 由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比, 是符合人性的经济运作体
制, 因此随着这一体制转型的成功与规范的完善, 经济伦理也就会相应地趋于道
德化。首先, 从∃ 职业道德%与∃ 经济信用%这两个方面看, 越是进入纯粹的市场竞
争, 就越缺少行业管理部门的垄断( 如∃ 电老虎%之类) , 市场就越依靠经济规律,
越依靠游戏规则, 它带来的直接结果, 就是现在可以看到的一些过剩商品( 如彩
电、
VCD 影碟机等) 越靠质量和售后服务等来取胜, 从而客观上是越对消费者负
责, 越讲职业道德。其次, 从∃ 社会公正%方面看, 同样也是市场行为越纯正, 行政
垄断与干预越少, 机会也就越平等, 越不存在以权谋私的可能。这样在收入分配
上, 起作用的就越是劳动、
资金等与分配有关的要素, 而不是其它令百姓极为不
满的权力等因素。此外, 随着所得税征收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社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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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不公的现象也会得到合理的调整, 贫富差别的矛盾也会得到缓解。这样, 在逐
渐消除了造成经济伦理败坏的根源之后, 社会就会不但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
的伦理秩序, 而且也会进一步形成与相应的政治、文化形态相适应的现代化社会
伦理秩序。
当然, 上述的这些说法, 只是由人性与市场经济的相适应性所做出的逻辑推
演。事实上, 市场经济本身潜藏着许多导致道德沦丧的因素, 特别是在它的初始
阶段, 在市场规范尚有待建立与完善之时, 更有许多诱发人性恶的行为选择的因
素, 例如通过制造假冒伪劣商品、
偷税漏税、
欺诈行骗等不法行为来攫取暴利等,
因此要实现这一由无序到有序、
失范到规范的转变, 是一条艰难而漫长的道路。
它同时也是一个道德重建的过程, 需要实现从道德目标、道德观念、
伦理体系到
行为方式的一系列转变。在这一道德重建过程中, 由于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以人
们自身利益的获取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内驱力的, 因此社会在肯定这一权利与
利益的合理性时, 需要大力提倡与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义务与责任, 以防止道德上
与计划经济时期不同的另一种极端走向, 即变成只讲个人权利与利益, 而漠视个
人对社会的义务以及无视社会的利益。
∀责任编辑: 徐 子#
Human Nature and Market Economy
CHEN Jia- ming
Abstract: What consist s of t he natural qualit y in human nat ure is t he ∃ nat ural
tendency%, in w hich there is no distinction betw een good and evil.
But , w hen human beings com es into t he process for pursuing their
ow n int erests, t hen the problem w ill immediately arise that what
kind of moral rules t hey will choose, and it w ill results in a differ
ence betw een good and evil. T he system of planning economy
doesn) t mat ch w it h human) s nat ural quality , this st at ement can be
proven both f rom t he economic as well as ethical sides. On t he con
t rary, under the regulat ed situat ion, market econom y m at ches w ith
human nature, not only in t he sense t hat it mat ches w it h the nat ural
quality of human nature, but also t hat it leads human beings to
choose good moral rules t hrough show ing t he benef it s. But t here are
in market economy it self various f act ors t hat may cause the ruin of
moralit y, so it requires t o promot e t he personal dut ies t o the societ y.
Key words: human nat ure; good; evil; market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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