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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作者
!""E

年
F

月
#"

日在华中科技大学所作的讲演整理而成。参与稿件整理的

有胡楠、於嘉、赖庆、穆峥、巫锡炜、宋曦、董慕达、彭利国、程思薇、陶涛和黄国英。

摘　要：基于以往的研究，作者在本文中进一步提出了以下命题：（#）中国的

不平等很大程度上受到一些集体机制的影响，例如区域和单位；（
!

）传统中国

的政治意识形态助长了以业绩为基础的不平等，业绩被认为能够促进民众的

集体福利；（
$

）目前很多中国人认为不平等是经济发展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后

果。有鉴于此，作者认为，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本身在当今中国不太可能造成

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

关键词：不平等　中国　心态／意识形态　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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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论

首先解释一下这一标题———“认识中国的不平等”。“认识”一词在

此的特别意义是指以理解为最终目的的知识，完全是为了知识而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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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我并不想对中国的不平等做价值判断，也无意为中国政府或社

会解决不平等问题出谋献策，作为一个学者，只是试图摆脱政治因素的

干扰，理解中国的不平等。

中国现在正经历着一场划时代的社会变迁，其程度和意义堪与世

界历史上其他最重大的变迁———如早期欧洲的文艺复兴、英国的工业

革命———相提并论。而且，事实上，中国的这场变迁涉及范围之广、规模

之大、人口之众、速度之快、影响之深，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更有

甚者，这个改变也是根本性的、不可逆的。作为当代社会科学工作者，我

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有机会观察、记录、研究和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这

些变化。

中国的巨大变化具体反映在哪些方面？概括而言，大致有如下几

点。第一，经济发展。从速度上讲，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十分迅速的。从

制度方面讲，中国正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第二，社会

变化。社会主义的许多特征，比如城市居民由国家和单位安排住房和

工作等，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三，人口变化。尽

管有些社会科学工作者还不够重视人口的变化，但近几十年来人口的

变化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死亡率从
!"

世纪
N"

年

代开始迅速下降，生育率从
!"

世纪
O"

、
P"

年代开始迅速下降，这两点

变化对中国影响深远。第四，文化变化。这包括西方文化的侵蚀和中

国传统文化的淡薄。文化并非一成不变，中国现在一方面受到西方文

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其自身固有的传统也在发生改变。需要注意的是，

不同群体的中国人具有不同的文化，不能一概而论。总之，上述这些变

化都在影响着当今中国人的生活和工作，同时也影响着中国社会的不

平等———这也是中国近年来巨大变化的一个方面。

首先，中国经济的产出在
!"

世纪
P"

年代以后迅速上升，实际平均

增长率约为每年
PQ

（中国统计年鉴，
!""" !""F

）（参见图
#

）。如此大

规模的、持续的、快速的经济发展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它远远超过了

美国历史上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即
#PR"

年至
#E$"

年，当时美国经济

产出的实际平均增长率约为每年
FQ

（参见
S-.+,

，
!""E

）。从比较的角

度而言，中国现在的发展不仅比当时的美国快得多，而且中国目前的经

济规模也比当时的美国要大。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在中国，社会不平等

也有所增加。当然，衡量中国不平等程度的数据在学术上是存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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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数据是否可信，是否具有可比性，是否有质量问题，等等。不过，

尽管大家知道基尼系数有缺点，但学界通常还是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不

平等 （
S*

，
!""E

）。图
!

给出的基尼系数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的国家部

门１，从图中可以看出，即使是官方的数据，也清晰地反映出不平等幅

度的增长。其实，无论选用的是什么指标、什么数据，不可否认的是，中

国的不平等在这段时期内确实是大幅度增加的。

#．主要数据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的“全国年度统计公报”（!""P !""E

）以及“地方

年度统计公报”（
,++4

：∥GGG．D.971+．9-6T97

或
,++4

：∥GGG．?+5+?．;->．97）。

图
8

：国内生产总值
9:;

（
8<=> >??@

）

（图中数据按当年价格计算）

图
>

：基尼系数趋势

我在此想要探讨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应当如何来认识当代中国所

出现的不平等问题。报界有些评论说，中国的不平等会影响中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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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稳定。人们之所以对此非常关心，显然主要是出于对不平等可

能会导致种种动荡的担忧。在这一问题上，更详细的讨论可参考吴晓

刚（
S*

，
!""E

）最近的文章。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不可能有简单答案的问题，而是一个研究议

程。但是，至少我本人抱有以下这样一个坚定的想法，那就是我们不应

该、也不可能孤立地看待不平等问题。这不像实验科学，其研究对象可

以与其他东西隔开，可以完全排除其他因素和外界干扰。要理解中国

的不平等，应该将其置于中国的情境中，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和

经济结构。虽然我目前对中国的不平等这一命题的理解还很有限，许

多想法尚有待于将来的经验研究加以检验。

第一，中国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集体的因素，比如区

域、户籍、工作单位、社会关系、村镇、家族、家庭等等。也就是说，目前

中国的许多不平等现象并不是个人层次上的，而是集体层次上的。

第二，中国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助长了以业绩为基础的不平等。

此处所谓的业绩是以集体利益为标准的。在中国，现实中居于领导地

位的人往往被赋予了很多便利和特权，其理由乃是因为许多人相信他

们为公共利益做出了贡献。换句话说，假如赋予上层人特权将有利于

其属下或社会中的其他人，那么这种不平等在中国传统意识形态体系

上是被认可、被鼓励的。

第三，可能是因为官方的宣传以及中国近年来的自身经历，有一种

观点认为，不平等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后果和代价。官方的

宣传强调，经济发展需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因此带来的不平等就

是这个社会为发展付出的代价。现在，很多中国人已接受这一观点，认

为不平等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即使是他们不愿意看到

的）一个后果。

当然，我并不认为这三点看法已得到了充分的实证研究的证明，但

我首先要解释为什么我会有这三点看法。

二、关于中国不平等的三点看法

（一）集体性的中介机制

认识中国的不平等应该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特征，但不应该过分

强调中国和其他国家不一样。过分强调不一样和认为中国与外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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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的看法都是极端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的确，中国是有一定的特

点，但和外国相比，它的许多特点其实是量的差别，而不是质的差别。

首先，在中国，政府的角色非常显著，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是非常

强的。在其他大多数国家，没有这么强的政府。第二，企业利益和政府

利益是相互结合的，也就是说，企业、商业和政府、政治在经济利益上是

一致的，私人关系也是密切的。而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并不是这样。第

三，中国有多层次的家长式管理传统，也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强调多层

共同属性的社会，而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大社会的一般成员。在古希腊，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公民，但公民之间是平等的，是可以直接与政

府对话的。而中国很大，中国人在社会上的角色都是由属于一个小的

地方、小的单位开始，再到属于一个大的地方、大的单位。管理也是一

级管一级，是嵌套的，而不是直接针对个人，个人在社会上没有独立的

角色。譬如，在中国开会的时候，单位属性很重要，头衔（如院长、主任

之类）很重要，这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强调多层共同属性的社会。一个

单位的成员或领导不是一个独立的人，不是一个可以抛开单位属性的

人，一旦他们的身份脱离了单位，就不容易被认可。就这一点而言，可

以说是一个和西方社会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多层”是什么意思？举例

来说，有地方政府，基层政府，单位，家庭，社会关系等不同的层次；有

系、院、大学以及不同级别的大学（如“
!##

”、“
EPN

”大学）等等。总之，中

国社会是一个具有很多层次嵌套、一环套一环的社会结构。

因此，中国的经济并不是简单地向市场经济、向美国式的市场经济

迈进。有些比较幼稚的观点认为，中国就是像美国一样的资本主义，如

果今天不是的话，明天一定会是。而我之所以不认为中国会变成一个

完全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体制，就是因为出于对这些结构上的、传

统文化的以及相互利益关系等方面的特点的考虑而形成的看法。

在我和
U577*6

合作于
#EER

年发表的文章（
/01 V U577*6

，
#EER

）

中就已经提出，在中国，影响收入最重要的因素不是个人因素，而是区

域差异，而且，收入受区域性的影响非常大。之后，在
!""N

年发表的文

章（
U5*?1. V /01

，
!""N

）中，我们发现，这些区域性差异对个人收入影响

的作用有增无减。吴晓刚和他的导师特雷曼（
S* V L.10657

，
!""F

）合

作的研究则发现，在中国，户口对人们的社会地位影响也非常大，即农村

户口和城市户口的人群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并不是由于个人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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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努力和能力不同所造成的，而是一种结构性差异，是个人摆脱不了的。

在我和吴晓刚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
/01 V S*

，
!""P

）中，还讨论了单位在

当今中国的重要性。我们注意到，目前，有很多人认为，单位已经不重要

了，其实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我们认为，在当今中国，单位依然举足

轻重，它对个人的收入、声望、福利乃至社会关系，都依然发挥着非常大

的作用。王丰最近出版的著作（
S57;

，
!""P

）也支持了这一观点。

不久前，英国《卫报》（
&'# (%)*+"),

）曾发表了一篇基于一项联合国

W

调查的文章（
X0D5:

，
!""P

），题为“
S15:+, Y54 %.15+07; 5 '-905: L061

Z-6J

”（“贫富差距制造了一枚社会的定时炸弹”）。这篇文章虽然不是

特别针对中国的，但是有两处提到中国。首先，文章引述该报告说，北

京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城市，但是接下来又称中国已经有很大的不平等。

为什么会有这两个看上去有些自相矛盾的观点？其实，这两个观点并

不矛盾。中国的不平等程度是很大的，但中国的不平等主要是区域之

间或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如北京和其他城市的之间的差别，或农民和非

农民之间的差别等。而对在同一个城市，比如对在北京居住的人们来

说，他们之间的不平等，尽管很难说不是世界上最小的，但与世界其他

一些的大城市，比如纽约、伦敦等的比较来看还是比较小的，相对而言，

后者那些城市中不平等的系数要更大。实际上，这两个看上去自相矛

盾的观点告诉我们，中国的不平等是由区域造成的。

基于官方发布的资料，我们可以用数据说明一下区域因素的重要

性 。从图
$

（地方年度统计公报，
!""P

）可以看出，区域差异对收入是有

图
@

：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比较（单位：元）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中“地方年度统计公报”的
!""P

年度统计数据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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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影响的，同时，农村和城市的差别也很大。这一统计图表所显示的

差异与人们普遍感觉到的情况是相吻合的，比如，广东、上海的人均收入

很高，而在西部地区如甘肃等的人均收入很低；城市人口收入高，而农村

人口收入低。中国这一差别幅度要比其他国家（如美国）大得多。

和区域因素的作用相似，单位因素也是产生及维系不平等的一个

重要的集体性中介机制。众所周知，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单位是很

重要的，单位几乎决定了一个人的所有方面，包括日常生活、政治生活、

工作、经济状况等。在那个时代，肉票、粮票、糖票、电影票、洗澡票、自

行车票、缝纫机票等几乎所有票据都通过单位（或里弄等）发放。此外，

连结婚都要单位批准，住房也要单位提供。假如婚姻不幸福，单位还要

出面调解。如果一个人在外面犯了错误，别人首先就要找到他
M

她的单

位，等等。有些人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变化，因而认为上述情况都

是
#EOP

年以前的事情，改革开放以后，单位制就垮了，已经不重要了。

我以为，这个认识是不全面的，在今天的中国，单位还是很重要，譬如

说，当大学生对自己的事情处理不当出了什么问题，他（她）所在的系、

院、校领导还是要负责的。

#EEE

年我们（
/01 V S*

，
!""P

）对上海、武汉、西安这三个城市做了

一个调查，经过数据分析后我们发现，决定人们收入的最主要因素是地

区、城市，其次就是单位（参见表
#

）。单位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个人因

素，比如教育、工作经历、性别、干部身份等等。在中国（尤其是城市），

单位属性、单位效益对个人收入有很大的影响（参见图
F

），比如，同样

是大学教授，工资收入会有差异。为什么有的大学教授工资高而有的大

表
8

：收入对数方差被解释的百分比

变量
3[ \

!

△\

!（
#

）

城市
!

#OTFO

(((

#ET#!

(((

教育水平
N

OTP!

(((

FTFR

(((

工龄
]

工龄!

! "T!$ "T"N

性别
#

FTOP

(((

$T"N

(((

干部身份
#

$T"P

(((

"TR$

(((

工作部门
$

$TNF

(((

#TP

(((

单位效益（线性）
#

#!TN!

(((

ET$

(((

单位效益（虚拟变量）
F

#!TPE

(((

　　　　　(

4≤"T"N

；
((

4≤"T"#

；
(((

4≤"T""#．J5?1D -7 [ +1?+．

　　　　　资料来源：/01 V S*

，
!""P

；基于
#EEE

年在上海、武汉和西安

三地的调查。

·７·

认识中国的不平等



图
A

：单位效益不同导致的收入差异

学教授工资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同的学校（单位）在涉及具体

的教授待遇问题上的措施不同造成的，因为，学校的属性和单位的效益

直接影响个人的收入。一个教授在这一单位里做的贡献，假如可以从

客观角度来衡量的话，可能和另一单位的教授做的贡献是一样的，比如

课程是一样的，发表文章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但待遇却可能是不一样

的。这就是说，仅仅因为单位属性不同，便导致了教师收入上的差异。

推而广之，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从事同样工作的职员，单位不同，收入就

会有差别，有时会是很大的差别。即使我们用统计的办法能够对一些

个人的特征进行控制，比如受教育年数等，单位因素在决定工作者的经

济收入和福利方面仍起着重要的作用。总之，单位因素是影响中国不

平等现象或者分层的重要因素。单位实际上可以被视为是一个边界，

它决定了职工的待遇，而待遇是单位提供的。有的单位钱多，有的单位

钱少。虽然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不平等是不公平的，但是很多人还是可

以接受由于单位因素而造成的经济待遇等方面的不平等。因为有边

界，不是谁都可以随便成为某单位的成员，所以进入好的单位是取得社

会地位关键的一步。

（二）以业绩为基础的不平等传统

我认为，不平等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一看法的提出

是基于我对历史资料的考察。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还在进行中，目前尚处

于尝试性阶段（参见谢宇、董慕达，
!""E

）。关于这个主题，我在此先提一

下古代中国的几大重要特征，而我将要列举的那些特征并不是我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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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实际上在西方学术界已有共识，我只是出于自己的需要对其重新

作了梳理。

第一个特征，是中华帝国在理想的情况下是统一的，即一个天下只

能有一个君主。当然，大一统是理想情况，例外是常见的，如三国鼎立

等。但是在理想情况下，天下应只有一个皇帝。这种大一统的思想，在

中国非常强烈，这和西方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特征，是中华帝国地广人多，所以，它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管

理。在当时没有汽车、高速公路、火车、手机、互联网和其它现代通讯技

术的情况下，从中央政府到地方，传递一封文书和信礼可能要花几个

月，交通不便，信息不畅，诺大一个国家要想对其进行有效管理，可以说

是极为困难的，历史上，在其他地方也不多见。然而，恰恰是在古代中

国却出现了管理上的奇迹。当今很强大的国家美国，也可谓是地广人

多，但是，众所周知，美国是在近、现代社会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美国在
#E

世纪末就有了铁路、汽车，其工业化、机械化的发展速度都很

快，到
#E$"

年左右，就已经迈入世界上发达国家的行列。经过两次世

界大战，美国的联邦政府更趋强大，国家管理也有了更多的资源。但是

在古代的中国，如此大的国家，统治那么多年，而基本的模式又没有什

么变化，这是极不寻常的。

第三个特征，是中国的文官官僚制。虽然，改朝换代要靠军人，但

在漫长历史中，中华帝国的管理靠的是文官官僚，这是和其他古代帝国

（如罗马帝国）较为不同的。在中国历史上，文人可以做官，甚至做大

官。直到今天，中国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女读书，“学而优则仕”，读好了

书就有出路，这是一个有特点的文化产物。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官

僚制起源早、规模大，在世界历史上显得很特别。

第四个特征，是除了皇帝，中国的贵族和权贵阶层是很不稳定的。

如清朝初期的藩王之一平西王吴三桂，没有经过一代，就被平掉了。其

实，皇帝不希望贵族和权贵阶层世袭。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官僚基本上不

是世袭的，这和欧洲很不一样，欧洲的官职是可以由上一代传给下一代。

在欧洲历史上，贵族的财产一般也只传给一个儿子———长子，所以其家

族可以一直保持着财富和影响力。而中国历史上的情况就很不一样，首

先，除了皇帝（和极少数职位），职位不可以传代；其次，富人实行多妻，有

很多儿子，而且这些儿子对父辈留下的财产基本上是平分的，所以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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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大的能耐，再大的财富和影响一般经过三代之后就基本上所剩无几

了。也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要靠传代获得财富是很困难的（参见何炳

棣，
#EEE

）。中国的特征，就是强调对儿子进行投资以使他们以后有能力

挣得财产，而不是直接给予财产。儿子没有财产不要紧，让他去读书，让

他能够进入仕途，然后是升官发财。由此，从文化观念上来说，中国社会

是强调社会流动的，至少有些社会流动是实现了的（参见
U-

，
#ERF

）。而

在西方，贵族就是贵族，平民就是平民，两者根本上处于分隔状态。所

以，中国从秦朝开始，甚至从战国开始，就没有了封建制，因为封建制的

特征就是世袭制，就是分割制，而不是流动，不是集权。

第五个特征，是在中国后来的政治体系中，意识形态的作用是非常

强大的。从西汉开始，整个中国的政治体系几乎没有太大的改变。这种

政治体系中最核心的内容还是以孔孟之道为基础的意识形态。我甚至

认为，现在的中国政府在有些方面已继承了历史上中华帝国二千多年的

传统。更进一步地说，中国现在的政治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华文化二

千多年遗留下来的产物。

马克斯·韦伯（
@5B S1J1.

）是一个德国人，他没有来过中国，不懂

中文，但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经济和社会》

（
S1J1.

，［
#E!#

］
#EOP

）等。他还写过一本有关中国官僚体制的书

（
S1J1.

，
#EN#

），虽然主要是基于二手资料，但他对中国的情况还是写得

很好的（参见
^,5-

，
!""R

）。他在书中对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提出了两

个疑问。第一个疑问是，对于官员的选拔，考试是可以的，但为什么不是

考他的管理能力，比如算账、管理等这些有用的知识，而是考一些毫无实

用价值的经典，他对此想不通，为什么考试的内容和官员要做的工作不

一致？其实现在也是一样，升官要有学位，最好是学理工科的，要数学

好、物理好，哪怕官员在管理时用不到这些课程的内容。提拔官员时看

重数学和物理，这好像是很奇怪的事情。这是
@．韦伯的第一个疑问，他

觉得这很浪费，因为考的东西是没用的东西。他的第二个疑问是，地方

官员的指派是短期的，三年一轮，他认为这也很浪费。一个官员为了工

作，要对一个地方了解，要和一个地方的百姓乡绅打成一片，要了解民情

和风俗习惯，但是刚刚了解了就被调走了。因而他得出结论说，中国的

官僚体制是低效率的。他的结论其实没错，中国的官僚体制的确效率不

高。但是他没有想到，在历史上，效率对于一个政权、一个王朝来说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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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事情。效率再低，国家还是皇家的；效率高了，国家破裂，变成

了人家的怎么办呢？从这个角度说，我认为，中国古代官僚系统是成功

的，因为它解决了管理中国这一大难题。除了中国官僚体制，在当时的

客观条件下，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能够管理这么大的国家。

为什么统治中国需要官僚体制呢？假如一个地方的贵族形成了自

己的势力，如何能保证他们对中央政府完全服从？在战争时期，如何让

他们派兵、出钱？要挖运河、修城墙，如何知道他们会配合？所以，皇帝

只能指派自己的官员到地方上去管理。当然，在实际管理的时候，官员

又一定要有很多自主权，因为皇帝太远，不了解情况。这样一来，集权

帝国的地方官员所面临的处境与封建制下的地方贵族就有了本质的区

别。一方面，地方官员是受中央政权指派和控制的，以后的提升也要靠

中央的决定。另一方面，地方官员又必须为地方做事情，这样才有升迁

的机会（谢宇、董慕达，
!""E

）。中国的官僚体制，是一个对中国古代皇

帝很有用的发明，是一个能够把中华帝国稳定维持下去的非常重要的手

段。从古到今，中国的版图一直非常大，但历代的大多数皇帝意识到不

能仅靠军事来统治。因为军事是把双刃剑，如果不给军人以力量，他们

做不成事情；给他们力量，他们可能造反。军人是很危险的，所以皇帝很

聪明，不用军人，用文人，虽然文人可能效率低、迂腐，但是不易造反。

中华帝国靠什么来统治？有人说，它靠的不是刀剑，而是靠孔孟之

道，我认为这一说法并不夸张。孔孟之道是中国历史上皇帝统治国家

的重要工具，没有孔孟之道，就没有官僚体制，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也

不可能有这么长期的中央集权帝国。孔孟之道很有意思，它的重点是

仁政。也就是说，我有权力，实际上是为百姓好，这是一种具有亲和力

的意识形态。比如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卷十四

尽心下》），这其实是把皇权的最终目的归结到为民服务上。然而，孟子

又认为，为了最终做到为民服务，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夫物之不齐，

物之情也”（《孟子：卷五 滕文公上》）。用现代经济学的说法，人与人之

间适当的不平等关系是一种互补性关系，对大家都有好处，而绝对的平

等会导致整个社会的普遍贫困。故孟子说，“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

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

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卷五 滕文公上》）他

认为，每人都必须耕耘劳动的绝对平等是行不通的，会使大家贫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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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区别的，有的人聪明，他们就从事脑力劳动；有的人不聪明但力气

大，就去从事体力劳动，社会分工有别。在中国，很多人都知道这句话：

“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句话对我们理解不平

等是有意义的。能力强的，就有特权，就统治别人；没能力，花力气的，

就做下面的工作，就打工，这是一个合作关系，是大家都认可的，穷人也

认为这样好。

为什么穷人也觉得这样好？实际上在中国的历史环境下，它包含

着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如前所述，富人有特权是为大家做事，也

包括为穷人做事。所以穷人不要觉得吃亏，这样的社会分工对大家都

有好处，给大家都带来利益。这叫家长制（
45+1.75:0?6

）思想，这种思想

在当今的中国依然很普遍。第二层含义是，这个社会谁有特权、谁富，

至少从理论上讲不是天生注定的，而是看个人做得怎么样，是不是有能

力。一个人现在没能力，也许将来会有能力；自己没有能力，可以把儿

子培养得有能力；再退一步，如果儿子没能力，可能孙子会有能力，总是

有一些希望。所以，中国的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总是教人往前看。不仅

仅是要人计较眼下的状况，而且要人往前看，不仅要看自己的将来还要

往下一代看，也就是说，其所主张的往往是要人们为了实现将来的梦想

而牺牲现在的利益和享受。一个人的现状不好并不要紧，他还可以寄

希望于下一代。这种想法是很有吸引力的。这是一个社会流动机制，

能给大家带来机会。

大家都知道欧阳修的故事，有本小人书专讲他的故事，这类小人书

在中国有很多，大都讲历史上成功人士的故事。老师、家长都会给孩子

讲这些故事，让他们知道，即使家境贫困，那怕是一贪如洗，但只要勤奋

努力，他们就可以得到除了皇位以外的任何东西，只要读书读得好，就

可以像欧阳修一样做官，做兵部尚书，等等。另外，中国文化中最理想

的文人不但是很好的学者，还是很好的官（“民之父母”）。为什么民众

会形成这样一种对官员的期待？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强

调仁政，而且，官员的管理行为是相对独立的、自治的，所以，对官员的

选择标准并不是管理能力或者施行命令的能力，而是要看这个人是不

是好人，是不是一个有德之人。然而，如何知道一个人有德还是没德，

这是一个很难进行评价的问题。中国古代用过很多方法来衡量一个人

的德行，如看他是不是孝顺，对上级是不是尊重，是不是守规矩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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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选官的察举制中最主要的常科叫“孝廉”，这是因为儒家思想认为

孝与廉都是人最基本的道德品行。《论语》有言：“其为人也孝弟，而好

犯上者，鲜矣。”（《论语：学而第一》）隋朝以后，评价一个人品行的优劣

更看重的是其古书读得好不好，因为，在持这一判断标准的人看来，至

少，古书读得好可以反映出一些基本素质：聪明、勤奋、顺服、尊师、自

律，等等。这和今天官方提干重视数理化背景的道理是相似的。虽然

管理工作本身可能并不需要数理化，但是至少通过数理化教育的检验，

上级可以知道一个人是不是聪明，是不是听话，是不是用功，是不是努

力上进。这看上去是对知识的检验，其实是对德行、人品的检验。

前面讲过，中华帝国幅员辽阔，被指派的官员工作的地方很远。官

员是一个工作相对独立的人，他是不是一个好官——— “民之父母”，主

要不是取决于他的技术能力，而是看他的德行。官员，特别是地方官承

担着双重责任，即对上司对下属都负责任。他们的工作是自治的，因为

皇上那么远，管不到他，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先斩后奏、自己管理的。皇

权的合法性在哪里？受到孔孟之道熏陶的官员们都会认为是天命，中

级官员的功能就是帮助皇帝实现这个天命。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为

老百姓做事情，让老百姓有吃有穿。人们可以在古书中经常看到，中级

官员有时候违背上级，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是真正符合他们作为“民

之父母”的使命，也是最终和皇帝的天命相吻合的。

历史上，县一级以上的官员都由朝廷任命，所以官员的权力来自于

中央，而县官所要处理的事情主要又是为了一方百姓，这是个矛盾，需

要有一种平衡，因为对上面太负责，就可能牺牲下面的利益。中国官僚

体制下的这一双重责任性的特点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欺上瞒下”这种现

象，对上面不能说全，对下面也不能说全，官员总是要有所保留。这种

“欺上瞒下”的现象是中国社会结构造成的。官员有时不能讲实话，讲

实话乌纱帽就保不住了。三年自然灾害（
#ENE #ER#

）的根本原因就是

这个平衡被打破了，官员只对上面负责，而不对下面负责。中国的这种

相互牵制的官僚体系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官员没有很多的自由空间，他

们既要对上面负责，又要对下面负责，所以他们都是很累的。但是，如

前所述，在中国这一环境中，当官恰恰是很多人向往的，想起来挺可悲。

很多官员实际上是很优秀的，但是因为结构的原因被迫要作假，那怎么

办呢？上面也知道下面的官员作假，所以编了很多程序来检查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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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断地循环，不断地使管理程序越来越复杂化、

官僚化。

在传统的官僚制体系中，衡量官员的重要标准是看他们的政绩，即

看他们是否帮助皇帝实现天命，其实就是考察他们管辖下的人民生活

得如何？中央不管他们做什么，只要这个地方富裕了、和平了、不出事，

他们就是好官；反之，他们做得再好，工作再努力，只要出了事情，都是

他们的错，甚至出现天灾也是地方官的错。如果情况好，大家就说这个

官真好，几年都没有灾害，连老天都欣赏他做官，所以政绩自古以来就

很重要。中国现在讲政绩只不过是回到了中华帝国的管理方式。

!""O

年我们在甘肃做了一个调查。甘肃很贫困、很偏远。我们问当

地的被访者：影响你们经济利益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同时，我们给被

访者五个选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单位、家庭和个人（见表
!

）。虽然居

住很偏远，但仍有接近半数的当地被访者的首选是中央政府，即他们认

为中央政府是决定其经济地位的最重要因素。第二重要因素是地方政

府。相对来说，个人因素是次要的，没有政府重要。这就呼应了前面提

及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民对官员、对政府有着极高期望这一判断。

表
>

：边远地区居民对影响个人经济福利状况因素的看法（
"B C@@

）
Q

第一 第二

中央政府
F#TR# #!T"$

地方（市
M

县）政府
PTNF $#T$$

工作单位或村委会
PT!$ #!TP!

家庭因素
!#T$$ #PTP

个人因素
!"T$P !NT!P

注：“现在，请思考您自己总体上的经济福利状况。许多因素会影响一个人的经济

福利，在您看来，请根据您的想法，将以下五组因素按重要性进行排序。（哪组

因素您认为“最重要”，哪组因素您认为“第二重要”，以此类推。）（基于
!""O

年

甘肃调查的统计）１

#．此项调查数据为首次发表。

　　上文提及父母官（地方官员）有时候为了保护自己地方的利益违抗

上级，那么当地的人是怎么来控制地方官员为他们做事的呢？我们知

道，被派遣来的地方官员往往并不是当地人，和当地人也没有亲属密友

关系。中国古代的做法很耐人寻味，从汉代开始，人们就给地方官员立

碑（甚至建祠庙、唱颂歌），说他们怎么好，修了路，建了桥，制住了土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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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在碑文中对其政绩极大地、夸张地歌颂一遍。在路边、桥前或祠

堂里立碑，大家都能看见，官员当然也很高兴。碑不但为死去的官员

立，而且也为活着的官员立。作为民意的一个反映，碑对官员的提升是

有益的（谢宇、董慕达，
!""E

）。所以说，尽管中国古代没有民主，但是地

方势力利用声誉机制来影响官员，它一方面满足了官员心理和仕途的

需要，另一方面也会激发他们为当地人民造福的成就动机。

（三）不平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副产品

三十多年前，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官方作过宣传，说经

济发展需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这样的提法是为了让民众把

不平等作为经济发展的代价来接受。我认为，现在有许多中国人已经

认同这一观点，即不平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副产品。

我们先提出一个假设，称它为社会投影（
/01 V S57;

，
!""E

）。这个

假设的前提是这样的，即一般普通人对其他国家的社会状况大都并不

是太清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去过国外，就算一部分去过也是走马

观花，对其了解基本上只能说是表面的。要深刻了解一个社会是一件

很难的事情，对于一般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对其他国家包括其不平等程

度在内的社会情况的认识也同样如此。虽说普通中国人对其他国家的

发达水平多少知道一些，这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媒体对其他国家的发达

水平的报道。而当被问到其它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时，尽管他们都会给

出自己的看法，但这些看法大多都掺杂着许多想像的成份。在调查中，

当被访人被问及哪个国家发达、哪个国家不发达时，被访人的确知道不

同国家的发达程度；可当其被问及各个国家之间不平等的程度时，他们

并不清楚，但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想象给出一些被要求作出的判断。

这里的数据来自于
!""R

年我们在六个省市（北京、河北、青海、湖

北、四川、广东）所进行的调查（
/01 V S57;

，
!""E

），受访者将近
N """

人。我们请被访者评价以下五个国家即中国、日本、美国、巴西、巴基斯

坦的发达程度，按
"

到
#"

打分，最发达的为
#"

分，最不发达的为
"

分。

然后，请被访者评价这同样五个国家不平等的程度，按
"

到
#"

打分，最

不平等的为
#"

分，最平等的为
"

分。实际上，社会科学研究对各国的

这两方面都是有数据指标测量的，都有发展程度和不平等程度的比较

数据。表
$

给出的是我们的调查数据结果和客观指标的比较。联合国

对国家发达程度的客观指标在第一列，第二列是被访人给这五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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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程度的平均评价分，其中美国遥遥领先，九点多，第二是日本。此

处，我们的调查数据结果和联合国的指标基本上吻合，只是中国的被访

者明显地低估了日本的发达程度，但是美国和日本还是在其他国家前

面。下边两个是中国和巴西，这两个国家相近，而从联合国的数据来看

也很相近。最后是巴基斯坦，这也和联合国的数据基本吻合。当然，调

查数据总是有误差的。

表
@

：调查对象对于以下五个国家发展水平与不平等程度的评分（与联合国评分相比较）

国家

联合国对发展

水平的评分

（
" #

）

调查对象对发展

水平的评分

（
" #"

）

联合国对不平等

程度的评分

（
Y070

，
" #

）

调查对象对不平等

程度的评分

（
" #"

）

中国
"TORP NTNR "TFFO RT!N

日本
"TEFE OTOE "T!FE NTE!

巴西
"TOE! NTFE "TNP NTFO

美国
"TEFP ET#E "TF"P RTP#

巴基斯坦
"TN$E $TP "T$"R NT"O

资料来源：
/01 V S57;

，
!""E

　　在我对上述调查所得到的不平等程度打分结果作出解释之前，先

了解一下各国不平等的客观情况。在世界上规模较大的的国家中，最

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就是巴西，这主要是因为巴西的平均教育程度低。

但巴西同时又是一个国际化的国家，正因为国际化，教育的回报率非常

高，这就加剧了巴西的不平等。同时，巴西也很大，也有较大的地区差。

中国和美国相比，中国的不平等程度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巴

基斯坦的不平等程度是低的，而日本是最低的，它的贫富差距不大。

那么，此次调查的被访者们又是如何给各国不平等程度打分的呢？

其主观评价的总体情况是，认为美国的不平等程度要超过中国，日本的

不平等也很高，而最低的是巴基斯坦（参见表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被访者认为巴西的不平等程度是低的而不是高的。可以发现，这些评

价与联合国所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如前所述，被访人对其他国家的

发展程度可以比较准确地打分，但他们对其他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却不

了解，因此他们对此的打分大多是与基于客观指标所得出的评价不符

的。然而，从他们给出的信息中却可以使我们大致了解普通老百姓为

什么要这样打分。

中国最近经历了很多变化，其中既包括经济上从不发达到相对发

达的变化，也包括了在人们生活中从相对平等到不平等的变化。在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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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放前经济上相对贫困的时期，大家相对平等。中国现在相对发达

了，人们之间的不平等也相应地增加了。或许有些人这样认为，美国是

我们的将来，而目前中国的发展只进行到了一半，我们的不平等就已经

增加了如此多，那么如果变成像美国那样，以后还要更加不平等。正因

为美国比中国更发达，所以他们认为美国会更不平等。我们在同一调查

中还问到，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相比，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程

度是否要高于不发达国家，对此表示同意的被访人占到了大多数。

我们还进行了这样一项数据分析，按照被访人对不同国家发达程

度打分的高低进行排序，即认为哪个国家最发达、哪个国家第二发达等

等（见表
F

）。第一类主流排序，其对发展程度的排序是美国第一，日本

第二，巴西第三，中国第四，巴基斯坦第五，有
$FT##Q

的人选择了这样

的排序；第二类，把巴西和中国换一下位置，这种排序也有百分之三十

多；第三类是与联合国的评分排序相一致的，即日本、美国、巴西、中国、

巴基斯坦，但作出如此排序的人，只占受访者总数的
!T#PQ

；第四类是

日本、美国、中国、巴西、巴基斯坦。选择这四种排序的累计占到了

O#TR!Q

，其他种类的排序属于没有规律，可看作是测量误差造成的。

面对这样的数据，我们想搞清楚的是，对发展程度的打分排列和对不平

等程度的打分排列之间有着什么关系（见表
N

）。通过数据分析，我们

发现，被访人对不平等程度的打分排列和对发展程度的打分排列有明

显的关联，有很多人对发展程度的排列顺序和对不平等程度的排列顺

序是完全一致的，这是正向的关系（见表
N

上半部分，第
# F

行）。还

有负向的关系，甚至有的受访者打分恰好相反，即假如他们认为发展程

度由高到低的排列是美国、日本、巴西、中国、巴基斯坦，则同时认为不

平等程度的排列是相反的，最小的是美国，第二小的是日本，等等。类

似的相反的排列（参见表
N

下半部分，第
R E

行）。

表
A

：被调查者关于发展水平的主要排序方式

排序模式编号 排序方式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

美国≥ 日本≥ 巴西≥ 中国≥ 巴基斯坦 $FT## $FT##

!

美国≥ 日本≥ 中国≥ 巴西≥ 巴基斯坦 $$TER RPT"O

$

日本≥ 美国≥ 巴西≥ 中国≥ 巴基斯坦 !T#P O"T!N

F

日本≥ 美国≥ 中国≥ 巴西≥ 巴基斯坦 #T$O O#TR!

N

其他
##R

种排序方式
!PT$P #""T""

资料来源：
/01 V S57;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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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被调查者关于不平等与发展水平的主要排序方式的交互统计

序号
被访者关于不平等程度的排序方式

具体方式

　 被访者关于发展水平的排序方式（Q）

# ! $ F N L-+5:

#

美国≥ 日本≥ 巴西≥ 中国≥ 巴基斯坦 !NTNP PT$! RTRO $T"$ PTF! #FT#$

!

美国≥ 日本≥ 中国≥ 巴西≥ 巴基斯坦 OTF$ $#T$# FTOR #RTRO ETER #RT$$

$

日本≥ 美国≥ 巴西≥ 中国≥ 巴基斯坦 "TF$ "TRO PTNO $T"$ "T!E "TRE

F

日本≥ 美国≥ 中国≥ 巴西≥ 巴基斯坦 "T$ "TR# ##TF$ FTNN "TFF "TN

R

排序方式
#

的相反
#!TR# $TNN " " $TN# RTON

O

排序方式
!

的相反
$TNE #"T!P NTO# FTNN !T! NTN$

P

排序方式
$

的相反
#TRF "TFE #!T$P $T"$ "TFF #T#R

E

排序方式
F

的相反
"TR# "TR# " ET"E "T$O "TRF

#"

其他
##F

种排序方式
FOTP# FFT#R N"TFP NRT"R OFT$P NFT!P

资料来源：
/01 V S57;

，
!""E

　　总之，我们发现，被访人关于发展水平的评分与联合国的评分是相

似的，其中对日本和巴西的评估稍微低了一些，特别是对日本的评估明

显偏低。但是被访人关于不平等水平的评估打分和联合国的数据很不

符合，有的甚至完全排反了。相当一部分人关于不平等的评分来自于

他们对发展的评分。他们怎么看不平等和发展的关系呢？结果有正有

负。因为中国最近的经历表明，发展和不平等的趋势是正反的关系，即

经济的发展和不平等的增加是同步的，所以体现在被访人中的主流观

点是正的相关关系。这一结果反映了中国最近的经历和官方的宣传，

它与不平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代价这一观点相吻合。

三、结论

以上，我提出了三个主张或曰看法。第一，中国的不平等在很大程

度上是通过集体的中介性因素体现出来的。由于存在集体这一作为产

生不平等的机制，故不平等的界限是结构性的而不是个人化的，不平等

程度在日常生活中也得以淡化，由此，在民众中不容易造成不满。第

二，从意识形态上来看，虽然中国有着很强的、要求平等的道德呼吁

（
S*

，
!""E

），中国的传统文化实际上还是接受不平等的。不过，我认

为，民众对不平等状况的接受是有条件的，其条件就是，这些不平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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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一般劳动人民带来实惠，并且一般的劳动人民有流向更高的社会地

位的可能性，即只要更高的社会地位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得到。因为受

到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许多中国民众目前还是能够容忍不平

等的现状。第三，有些中国民众认为经济发展本身可能会带来不平等：

因为我们要发展，为了改进大家的生活，就很难避免不平等，所以，一些

对不平等不满的人也能被动地和勉强地接受中国现在的不平等。基于

以上三点考虑，我认为，中国不平等的问题本身，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

不太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也就是说，尽管中国的不平等现象确实存

在并有所增加，然而它本身的危险性可能被夸大了。我认为，中国社会

有一定的机制（如政治、文化、舆论、家庭、社会关系等）来调节不平等所

带来的社会危害。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我的这一初步结论并不带有任

何政治色彩，只是我对中国不平等的一点粗浅的理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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