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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活力与创新

活力是一个国家创新的能力和欲望。在19世纪

现代精神兴起的过程中，英美的本土创新很快就被

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德国和法国所采用，而这些

西方国家的创新又转而被英美所采用。1920年至

1970年的半个世纪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通过对

数据的仔细分析，我们可以估算出西方各主要经济

体的本土创新和输入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TFP）

的贡献程度。

经济越是依赖创新，参与世界经济的各国之

间就越是相互依存。我们可以衡量创新对商品和服

务产出的影响。但是，一个社会的创新也满足了构

成世界经济的人们在作为消费者的角色之外，对发

现、目标、冒险和满足的渴望。

过去几年中，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和政策分歧

大大增加，并很可能持续一段时间。本白皮书不打

算讨论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所有的、哪怕大部

分的悬而未决的问题。相反，本白皮书将集中讨论

影响这些紧张关系的一个决定性问题，即创新及其

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标准的西方经济理论并没有为评估中国问题或

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互动提供适当的框架。中美

之间产生误解的部分原因在于经济理论的缺陷。一

个更好的理论——经济活力理论——有助于更好地

审视美中经济关系政策。

关于创新，我们可能认为已经听得够多了，

但这是一个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去更好理解的重要

课题。长期以来，人们知道持续增长和发展需要持

续创新。如果没有创新，资本投资的回报将越来越

少，增长和发展也将放缓并消失。但经济学家所说

的创新是什么意思呢？

创新不是发现或发明。创新是指被生产商采纳

用于生产或者销售给其他人用于其生产或消费的新

产品或新方法。

创新需要“创新者”，既包括在工作中发现更

好的生产方法或做出更好的产品的受雇于商企的普

通人；也包括构思和评估新企业如何生产不同寻常

的新产品的精英们。

当今时代，尽管越来越多的创新是国际性或全

球性的、涉及两个或多个国家的贡献者们的合作，

但我们说的创新包括一个国家的本土创新以及从其

他国家输入或“复制”的创新。根据我和我的合作

者在2020年出版的《活力》一书中的研究，在绝

大多数国家，输入创新比本土创新对生产力的贡献

更大。瑞典或法国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这并不

奇怪。Richard Nelson和我在1966年就提出，人

力资本投资（如教育）和技术扩散进程会加速技术

进步的传播。i 由于各国的教育水平相差很大，教

育水平的提高，即人力资本的深化，使更多的发展

中国家能够迅速引入他国的创新，迎头赶上。此

外，外国竞争的前景也促使企业加快创新。

有关生产力增长的经济文献侧重于“研究”

和“技术”。然而，这些概念并没有想象中那么

狭隘。米高梅成堆的原创剧本是技术，可用于未来

的电影制作；瓦格纳和斯特拉文斯基的发明也是技

术，广为后来的作曲家借鉴。然而，对“研究”的

侧重有局限性。其一，我在上世纪60年代就清楚

了解，市场经济对新技术的吸收不是无代价的，从

发明转化为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和必然的。需要一

个有创造力的企业家来解决开发和推广创新过程中

所遇到的各类问题；需要Nelson-Phelps这样的

经理来评估创新收益（如果有的话）；需要Amar 

Bhidé所描述的那类消费者来评估输入创新的收

益（如果有的话）；需要金融家们在决定支持哪位

企业家时能做出更好的判断，而不是随意选择。ii 

总而言之，一项创新的开发、发布和应用需要方方

面面的努力。

我在1966年与Nelson合作的论文中也提到了

不确定性。一个葡萄园的管理者面对一种新的杀虫

剂时，如果他缺乏基础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知识，他

可能不知道使用这种新杀虫剂的“预期”收益和成

本是多少，或者采用该杀虫剂的成功概率是多少。

稍微懂点工程、化学和其他领域的知识，可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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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评估新产品或新技术的能力，从而增强他的

信心，足以鼓励他评估那些可能被忽视的创新。

中国对全球创新的贡献iii

尽管在最近十年的某段时间，本土创新变得

重要，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创新主要还是输入

创新。然而，由于目前找不到成本可接受的外国创

新，中国现在侧重的是本土创新。

近年来，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重

心转变至关重要。而且，毫无疑问，马云等先驱者

的杰出创新，为中国的发展道路点亮了一盏明灯。

阿里巴巴、百度、华为和腾讯都是中国科技创新的

典范。这种技术进步是提高生产力所必需的，同时

也提高了工资水平。没人能预见这些公司对世界经

济的贡献具体有多大，但我相信他们将为全球经济

做出重大贡献。

为了延续这种进步和转型，中国需要政府领导

人继续认可本土创新和创业的重要性，同时也需要

具备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民众。

2018年，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的讲话中谈

到中国进入开放新时代。iv 在其领导下，中国已经

采取了通过创业促进创新的举措。李克强总理带头

鼓励大规模组建新公司，为拥有创新理念的商人提

供载体。刘鹤副总理也背书了一项不救助濒临破产

企业的政策，这些企业很多是国有企业。

成立新公司的流程缩短了，企业数量得以增

加。我还想指出，参与中国经济的外国专家人数也

大幅增加了。

所有这些都很好，但为了继续发展经济，中国

还应进行几项改革。特别是有必要发展面向民营企

业商业投资的金融业。

中国和西方部分国家还可以继续在其他领域进

行改革，比如提高包容性。例如，女性的作用没有

得到充分的发挥。她们有男性所没有的直觉，她们

对国家和世界有不同的看法。女性可以将她们的智

慧和务实精神融入创新者资源中。让她们参与经济

会带来新的思路，提高生产力。

除了进一步改革，有识之士对全球经济内部的

合作也有疑问和担忧。虽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是一个重要的进展，但关于关税的问题却一直众说

纷纭。

美国公司在考虑进入中国市场时感到面临高额

关税和其他障碍，这导致了最近的贸易争端。中国

可以说欧盟也有一些相当高的关税，但欧洲的非关

税障碍可能并不像中国的那样令人生畏。此外，美

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错误地认为美中贸易应该

保持平衡，正如他在许多经济问题上的错误一样。

真正的问题是，自由贸易对国民经济某些领

域的伤害大于收益。因此，所有国家都实行保护主

义。中国的保护主义伤害的是美国的利益，正如美

国的保护主义伤害的是中国的利益一样。在美国，

受到伤害的是低技能劳动力。

如果美中贸易冲突持续下去，我认为对美国、

欧元区和中国的生产总量（GDP）不会有太大影

响。中国的经济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开放。美国

的出口，以及某种程度上欧盟的出口主要是食品、

葡萄酒等；即使供应商受到高关税的冲击，这些商

品也能继续生产。当然价格会被压低。

然而另一个担忧是，经济领域的创新很可能会

把经济导向社会所不期望的方向。习主席说要“高

质量的增长”v，另一些人说要解决不平等问题，

还有人在说生活质量。而我则主张中国应更多地关

注工作体验。

人们在工作生活中非常渴望有成功的体验。人

们满足于一种“为世界而行动”的感觉，如果运气

好，还能“出人头地” 。vi

我的立场是，为了美好的生活，人们在工作中

需要获得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他们希望能够主动从

事有吸引力的工作。他们重视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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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经济——更确切地说，什么样的社

会——能够提供这样的生活？历史表明，此类生活

的推动力来自富有创造力人士的原创想法，发展动

力来自那些对新机会敏感、热衷于创办新企业、并

将新理念发展为商品和方法并销售给潜在用户的创

业人士。

这就是我所期待的中国。这样的中国也将有助

于世界其他国家。事实上，源自美国的创新比以前

少了很多，欧洲几乎没有创新。因此，中国可以成

为全球经济的主要创新来源。这是中国成为创新领

导者的宝贵机会。

从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初，西方国家把经济

增长归功于科学家和航海家的发现。一个国家只要

有热情，就可以开发出明显可商用的应用，并构建

出满足新产品需求的设施。

一直到近些年，中国人也还是这么认为。但现

在，中国商人和企业家越来越展现出适应新机遇的

创业动力，以及为自己创新的愿望和能力，而不再

是简单地复制已有的东西。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意识到，为了在

全球经济中获得并保持领先地位，他们必须创新。

一些公司通过提供促进创新活动的数字基础设施取

得了突破性进展。行业企业最近还进入了机器人和

人工智能领域。华为是第一家在关键技术基础设施

领域（即电信设备）成为世界领导者的中国公司，

全球市场份额达到30%。这一成就引起了美国的警

惕和怀疑。

华为是第一家在其从业领域获得主导地位的中

国公司，但肯定不会是最后一家。在这方面，中国

政府显然支持中国企业发展本土创新能力。中国政

府无疑已认识到，在西方创新持续疲软、全要素生

产率增长长期持续放缓的情况下，中国的本土创新

更有价值。

中国改革方向正确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vii

近年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些旨在鼓励创业和

创新的举措。中国政府鼓励为高科技创业公司创建

了一个新的股票交易平台，即上海证券交易所科技

创新板，简称STAR。它极大地缩短了成立新公司

的流程。中国政府也建立了大量学校，让中国的孩

子们更多地了解他们将要面对的世界。中国政府还

建立了一个大学系统，其中许多院校都跻身世界前

五十工程学院之列，如今中国的工程师和计算机科

学毕业生人数是美国的六倍。

中国政府也认识到在经济中引入更多竞争的重

要性。通过共同组建由16个亚洲国家组成的贸易

联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中国承诺大幅

降低来自日本、韩国和其他国家的制成品的关税，

形成与本土制造商的竞争。个体应能自由创办新公

司，现有公司应能自由进入新行业。竞争可以解决

许多问题，西方国家却越来越忽视这一点。

这里的关键洞察是，如果现有企业被保护免受

带有新想法的市场新进者的影响，结果就会导致创

新减少，用Friedrich Hayek的话来讲，也会弱化

对不断变化世界的“适应”能力。viii

还可以提出另一个论点。在任何现代经济中，

几乎每个行业都面临着几乎不可知的未来。一个行

业中思考问题的公司越多，就越有可能找到解决办

法。而一个被排除在行业之外的公司也可能知道一

些业内所有公司不知道的事情。又或者，某些独特

的经验可能赋予某人“专属知识”，而这些知识无

法分享给其他没有相同经验的人。ix 不管是哪种情

况，只要可以自由地从外部注入新事物，社会就会

受益，无论是通过更低的价格、更多的就业机会、

还是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等等。

Frank Knight、John Maynard Keynes以及

Friedrich Hayek，这些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

伟大理论家们早已知晓这些观点。现在，中国人也

明白了这一点，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知识，

当一个国家的公司可以自由竞争时，这个国家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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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

但西方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一点。自20世纪30

年代以来，许多西方政府将保护老牌企业免受竞争

视为己任，甚至那些基于国外或本土创新提出新方

法的新公司也不能参与竞争。几乎可以肯定的是，

这些形式多样的保护措施使很多企业家不再愿意推

动新的、更好的想法。

历史上有很多证明竞争价值的证据。从战后

到20世纪70年代，英国各行业都由英国工业联合

会的各个独家俱乐部控制，禁止新成员的进入。到

1979年撒切尔夫人成为首相时，TFP已停滞不前。

撒切尔夫人制止了联合会的反竞争做法，到20世纪

80年代中期，英国的TFP又开始增长，尽管增长缓

慢。

现在我们在中国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况。到

2016年，中国的TFP增速已放缓多年。但自那年实

施改革以来，TFP又开始加速增长。

西方必须解决其自70年代初以来一直持续的

严重的TFP减速问题，期间只在1994年至2004年

信息技术革命的十年间，西方的TFP减速才短暂停

止。停止对既有企业的保护、引入具有新方法和新

想法的创新企业参与竞争，会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中国的高质量增长x

关于中国的创新能力、创新政策，以及预期可

带来怎样的增长和多大的增长，人们讨论得很多。

人类天生具有创造欲，这种欲望最早可以追溯

到史前智人和更早的尼安德特人xi。然而，创新意

味着创造并采纳。新事物必须具备使用价值才会被

采纳，而且要比任何其他新事物更有价值。因此，

创新是很难的，至少可以说，成功的机率不高。

同时，需要创新的职业也受到高度重视。美国

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的黄金岁月里，无

论是普罗大众还是天才人物都在追求创新。这种体

验令人着迷也常令人兴奋：人们投入工作，享受行

动的快乐和成就感。如今，统计分析表明，一个缺

乏创新的国家往往生活满意度也较低。

很明显，美国已经失去了创新力，仅在指望着

小小的硅谷为经济带来创新。但中国能取代美国成

为全球最主要的创新者吗？

中国人历来充满活力，这点很有帮助。他们还

展现出了敏锐的商业头脑，这一点对于将创新转化

为实际的成果非常必要。同样重要的是，那些有志

于创新的人还需具备旁观者清的能力，以识别和思

考任何可能的风险。

公开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每周新注册的公

司约有14000家，数量惊人。

供给侧改革的创新

2018年1月，中国副总理刘鹤在瑞士达沃斯世

界经济论坛上表示，根据两年前出台的新政策，一

个行业的产能过剩是一个信号，表明该行业的“供

给”应收缩并促使能力较弱的公司离开该行业。xii 

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鹤还表示，需求过剩

同样也是一个信号，意味着需要新的企业进入该行

业。他说，政府希望通过新政策“使供给侧的适应

性更强，创新能力更强”，并表示这一改革已初显

成效。新政策实施后，曾一度放缓的“全要素生产

率”的增速有所回升。

然而，有识之士提出了疑问和担忧。在中国

和美国，大量的创新都集中在资本品制造、基础设

施或采矿等行业，而在服装、住房和医疗等行业的

创新很少。人们不免会问，这种狭隘的创新能否持

续。事实上，美国的数据显示，几十年来，资本品

的价格指数一直在持续下滑。这表明，致力于创新

的企业——包括中国的在内——最终将失去在资本

品这个方向上进行创新的可能。简言之，各经济体

必须实现广泛的创新，否则就会消亡。

西方国家担心的是，这种窄范围的创新所创造

的新技术，在扩大资本品行业产能的同时，也压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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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些行业的工资水平。这种现象已经给美国、英

国和法国的一些地区带来了高失业率。如果中国的

创新范围也同样之窄，那么中国也将面临同样的担

忧。

中国经济具有矫正失衡的能力

中国经济可能有能力纠正一些工资不平等现

象。一些行业的工资水平下降会使其他行业的工资

水平增速放缓，直到工资水平恢复到原来的平衡。

这种现象将逐渐推高其他行业的投资回报率。其结

果将是投资的日益繁荣，最终使工资恢复增长及就

业复苏。其他的修复机制也可能发挥作用。但这可

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调节过程。

19世纪90年代，随着社团主义在欧洲的兴

起，人们也对创新产生了类似的担忧。（普鲁士

社会学家Ferdinand Tönnies是一个重要代表，特

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一种担忧是，创

新是一个前进方向基本不明的无头骑士。和现在一

样，当时的社团主义者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根本性

失败。（针对这种担忧）我的回应是，只要参与

者——雇员和老板、投资者和贷款人——认为参与

创新的过程是一种有益的体验，而且由此产生的生

产力增长也有助于需求的满足，那么经济的前进方

向就没那么重要。

另一种担忧是，经济活动中的创新很可能将经

济引向社会所不期望的方向。弄清楚这个问题可能

需要一些时间。

这就涉及到习主席提出的“高质量增长”的概

念。我认为中国足够大，可以两者兼顾：一方面是

高度创新的商业领域，另一方面是填补商业领域缺

陷和疏漏的公共领域。两个领域兼顾，中国就可以

为人民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美国给中国带来的风险

过去四十年，从美国输入的创新对中国产生了

积极的影响，如果美国从中国输入创新，也大概率

会使美国经济获益。本节将讨论美国给中国带来的

风险。这些风险以两种形式出现：一是美国生产力

增速的放缓，二是美国公共债务的增加。

经济学家通常从贸易收益（即每个国家都提

高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产量，并将其中一

部分出口到另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考虑两个大国，

如中国和美国，或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经济合作的收

益和成本。这种贸易带来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中

国从出口到美国的产品溢价中获益，美国也从出口

的产品溢价中获益。因此，两国的国民收入都增加

了。

然而，一个国家的产品生产主要由两种或两

种以上的“生产要素”组合而成，例如劳动力和资

本。如果某国进口的某类产品是劳动密集型的，那

么进口这类产品就可能导致工资水平下降；如果是

资本密集型的，则可能导致资本回报率下降。（劳

动力或者资本的回报可能会降低，但两者不会同时

降低。）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实现了Walt 

Rostow所称的“腾飞后保持持续增长”之后，以

国民生产总值计算的话，中国经济相比于其贸易伙

伴国来说很快就变得庞大了。因此，中国从对美贸

易中获得的收益普遍减少。而美国经济不再高速增

长之后，中国经济仍比美国的庞大，因此中国还是

获益的。

但如今，有一些因素——主要来自美国——正

以贸易以外的方式对中国产生着重要影响。下面将

讨论三个来自美国的影响因素：第一，生产力增长

（即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的严重下滑，以及由

此导致的投资回报率的下降；第二，投资“精神”

的普遍减弱；第三，美国公共债务规模的大幅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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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至2019年美国大震荡对中国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生产力增长急剧放缓，

持续了20多年，直到21世纪初互联网热潮之后才

恢复，这造成了美国劳动力“增长”的放缓，进而

导致了资本与新增劳动力之比的逐渐上升。反过

来，美国的这种“资本深化”，在降低了利润率的

同时，也带动了美国的长线实际利率的下降（在此

过程中可能也推高了股价）。同样，“资本深化”

也降低了中国的实际利率（同样也可能推高股价）

，进而提高了中国的投资产出率。因此，从这个角

度看，美国的经济放缓无论如何都促进了中国的发

展。

这种经济放缓论背后的逻辑或者说“理论”或

许已经很清楚了。无论如何，根据本文进行的计量

经济分析（基于时间序列的统计分析）估计，在解

释中国投资产出比的等式中美国的TFP增长率的系

数为负。这一发现支持了经济放缓论，无论这是否

是推动中国投资比率上升的全部因素。

另一个假设是，可以认为美国投资精神的严

重丧失——凯恩斯所说的公司“动物精神”的减

弱——对中国的投资产生了积极影响，因为美国投

资的减少扩大了中国人可参与的市场份额。特别是

海外资本市场将不像以往那样拥挤。该假设的逻

辑，或者说“理论”，是非常简单的。

本文的计量经济分析估计，根据这一假设，

美国“动物精神”的加强——即等式中常数项的增

加——将对中国的投资产生负效应。因此，投资精

神的丧失确实会对中国投资产生积极的影响。

这里的理论意味着，美国因财政赤字而导致的

公共债务的增加，在增加其总财富的同时，会使其

劳动力供应收缩，从而降低其实际工资率。但从长

远来看，美国公共债务的增加，造成了财富和资本

之间的楔形（或者说扩大了已有的楔形），其作用

是推动世界利率上升，从而使中国和世界的资本存

量曲线趋于平缓（斜率下降）。

本文所研究的中国经济计量模型得出的证据表

明，美国的这种财富创造确实会对中国的投资产生

负面影响。

最后，美国企业涌入中国，以借机在工资水平

远低于美国的地方办厂，从而拉高了中国的工资水

平，并使美国的工资水平增长放缓甚至下降，这也

能（对中国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

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或根本没有研究支持或质

疑上述三个假设。通过与计量经济分析领域的老同

事Gylfi Zoega教授合作，我们已证明以计量经济

学支持上述假设是可能的。xiii

生产力增长放缓

图1显示了来自法兰西银行数据库的TFP增长

率（蓝线）及相关指数平滑增长率。xiv 平滑的作用

是反映经济参与者逐渐意识到或觉醒到生产力增长

率的变化，从而捕捉到对生产力增长动态的了解。

请关注20世纪50年代末生产力增长率下降，20世

纪60年代末期增长，20世纪70年代左右开始下

降，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低谷。20世纪90

年代后期，生产力增长恢复，随后又下降。因此， 

20世纪60年代末和20世纪90年代末，生产力增长

率上升，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中

期，以及之后的2000年代都出现下滑。

图2显示了20世纪50年代（1950-1959年）开

始的每十年的生产力增长率。20世纪50年代，TFP

的平均增长率很高，20世纪60年代略有下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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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则下降得更多。20世纪90年

代有所上升，到2000年代再次下降。

图3显示，从1981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

美国的公共债务稳步增长，随后至2001年之间有

所下降。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下降，在时间上与

上图所示的生产力增长率上升期及1991年布什增

税相重合。2001年至2007年期间，布什减税和伊

拉克战争导致债务从2001年占GDP的55%增长到

2007年的62%。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2008

年至2014年间债务迅速增长，达到GDP的102%。

在新冠疫情冲击经济之前，债务水平已达到GDP

的106%。现在，人们普遍认为，随着GDP规模变

小，债务可能升至GDP的140%。

2008年之后，债务快速上升，而中国恰好在

2010年出现投资增长停滞。当然，很难区分金融

危机对中国和其他地方投资的直接影响以及对美国

债务的间接影响。最后，我们考虑了越来越多美国

公司在中国经营的影响。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会

带来技术转让，这是中国正逐步缩小与美国的技术

差距的众多途径之一。图4显示了中国工人人均产

出与美国工人人均产出之比，这一比值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不断上升。

中国工人的平均产出不断上升，其原因既

有高投资，也有生产力的快速增长。图5显示了

1980年以来中国和美国TFP增长率的时序Ho-

drick-Prescott平滑。

中国的TFP增速快于美国，这意味着与美国的

技术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缩小。值得注意的

是，中国的TFP增长在21世纪初加速，当时的差距

比20世纪90年代时要小得多。这可能是因为，众

多中国学生在西方学习归国后，中国向世界学习的

能力增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工厂运营

激增，还可能是因为本土创新速度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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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回归

在表1中，我们展示了多元线性回归的结果，

其中因变量是中国的投资比重（取自佩恩表中资本

形成总额占中国GDP的比重）。目的是评估美国经

济通过上述渠道对中国产生影响的程度。

第一个解释变量是美国的TFP增长率，以百

分比度量。xv 我们使用了自适应平滑法，使我们

的TFP增长趋势较实际的TFP变化更为平缓。xvi 这

个估计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其值为-2.05，这意

味着美国生产力增长每放缓1%（如从每年2%降至

1%），中国的资本形成总额占中国GDP的比重就

随之上升2%。

接着是上文讨论的美国投资占GDP的比重的变

化带来的影响。在美国，投资通常所需的精神明显

丧失，预计这将对中国投资产生积极影响，因为美

国投资的减少扩大了中国可获取的市场份额。该估

计系数显著性较小。估计系数的值意味着，美国投

资占GDP的比重每下降1%，中国的投资比重则会

上升1.7%。

还有一个解释变量是美国公共债务（中央政府

债务）占GDP的百分比。该系数值为0.27，这意味

着美国债务比每提高10%，中国的投资将增加2.7%

。该系数的正负与本文前一节提出的假设相悖。但

请看下面段落中的进一步讨论。

最后，标准普尔500指数（CPI紧缩）的系数

稳健，并具有统计显著性。该指数2005年的值为

6.2，2014年为8.2，因此对中国投资比重的隐含效

应为5.2%。

衡量美国投资和公共债务对中国的影响的更好

方法是度量它们相对于中国GDP的水平。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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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将投资产出比列入表的第（1）栏，

然后在第（2）栏加上TFP增长率，然后在第（3）

栏加上公共债务，最后在第（4）栏加上标准普尔

500指数。投资变量的估计系数意味着，美国投资

占中国GDP的比重每下降1%，中国的投资产出比

就会上升0.5%；美国的TFP增长率每下降1%，中

国的投资产出比就会上升1.7%；美国的公共债务每

上涨10%，中国的投资产出比就会下降0.3%；标准

普尔500指数在2005年至2014年间上涨，中国的投

资产出比上升了1.3%。

美国不断攀升的债务对中国经济有一定影响，

但影响较小。如果美国的公共债务继续快速攀升，

美国将最终被迫为政府债务支付更高的利率，那么

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

标准理论的关键缺陷xvii

标准的西方经济理论并不能为评估中国的问

题或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提供一个适当的框

架。中美之间产生误解的部分原因在于经济理论的

缺陷。更好的经济活力理论将有助于改善美中经济

关系的政策考量。

在标准经济学中，真正的经济增长（定义为全

要素生产率增长，即劳动生产力和资本生产力的加

权平均数）来自于一种由完全或基本上外生于经济

的“技术进步”（使用Robert Solow的术语）驱

动的机器式经济。xviii 这种“进步”是驱动力：虽

然一些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可能高于其他国家，但没

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增长能够比“技术进步的

速度”更快。催生商业应用的技术进步促使敏锐和

热诚的商人创办新企业或重组现有企业，以期从新

举措中获利。

德国历史学派的熊彼特等人认为，这种“技

术进步”源于全球“科学家和航海家”的发现，

这对熊彼特所在的奥地利来说可能确实如此。这些

发现被视为源动力，而企业家则基于这些发现开发

商业应用。这成了标准理论对创新的解释。在熊彼

特看来，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中，没有一个人可以构

想出新事物，从而可能为国家的创新和增长做出贡

献——不存在本土创新。xix

但是，值得怀疑的是标准理论的这些要素是否

符合过去200年中出现的高度现代的社会：主要是

19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也就是英国、美国，以及

后来的德国和法国。这些要素也不符合中国过去四

十年的经济经验。人文学科、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研

究都提出了一些观点。

首先，人——不仅仅是科学家和航海家——都

能够产生独特的创意，而且其中很多创意可能像科

学创意一样能够催生商业应用。事实上，几乎每个

行业都有工人、管理者或者其他人在某个时刻产生

新创意。

其次，一个国家的经济除了增长之外，还有

很多其他方面。可以说，标准理论就像是一把大刷

子，把人们的欲望描述为完全物质的：就是消费和

休闲。这种理论或许可以用来描述重商经济中的生

活，就像18世纪的英国那样，但它忽略了现代经济

中至关重要的体验维度——构想和尝试新方式和新

事物。在标准理论中，一个人的生活被简化为仅仅

是得到最好的条件，即寻求收入最大化或成本最小

化。

再次，标准理论认为参与者是原子型的，不

会影响任何产品的数量或质量。因此，工作生活缺

乏任何自由意志的锻炼，并因此缺乏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该理论认为我们就是朝九晚五的机器人。然

而，这种感觉并不是现代经济的常态。在现代经济

中，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使人产生一种自主感，即

他们正在某些细微的方面产生影响。

由于标准理论不承认这些维度，它既不能解释

国家间的经济表现（物质和非物质表现）差异，也

不能解释这种表现的提升或减弱。关于国家间物质

表现的差异，标准理论认为，生产力趋于均衡，因

为资本和技术会流向比较稀缺的国家。不过，数据

显示，在G7国家中，英国和德国的生产力远低于

理论值，而美国的则远高于理论值。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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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非物质表现，标准理论没有提到任何系

统性的国家间差异，因为它没有看到各国经济经验

上的性质差异。数据显示，在非物质表现的一个指

标上，即平均工作满意度上，瑞士、丹麦和奥地利

较高，而西班牙、德国和意大利则较低。标准理论

显然没有所谓的“技术进步”预测模型，因此也无

法解释经济表现在各个时期的差异。标准理论无法

解释这类物质或非物质的演变。世界的变化需要解

释，这是标准理论的严重缺陷。

那么，如何解释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以及

相对于自己的过去，是如何增强或减弱其物质或非

物质经济表现的呢？一些理论家试图说明一个国家

的经济在创新发展中可能发挥比熊彼特设想的更广

泛的作用，有些人甚至谈到与熊彼特的外生增长形

成对比的内生增长。例如，Kenneth Arrow建立

了一个通过“边做边学”来提高生产力的模型。xxi 

Paul Romer建立了一个基于原始产品线连续产生

变体的模型。Philippe Aghion和Peter Howitt分

析了一个模型，产生概率结果的“研究活动”带来

无先后顺序的提升质量的创新。xxii

我们必须超越这一点，而且是以不止一种方

式。我们需要找到能够带来持续增长的力量。当

然，如果没有新的东西要学习，学习模式就无效

了。寻求将某些科学发现转化成商业应用的产业研

究团队似乎是熊彼特式的进化生物。（正如Nel-

son所说，如果科学家不再工作了，产业研究也将

停止。）xxiii 相应的生产线也无法持续发展了。

“研究活动”和“新创意”是黑匣子。没有描

述火花和燃料。虽然在现代经济和不太现代的经济

中，有组织的公司研发活动——如研究新的应用、

边做边学和解决问题——可能偶尔产生生产力的提

高或带来新产品，但没有证据表明持续的创新、增

长和工作满意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得益于这些活动（

从统计数据来看）。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活动不可

能是过去200年生产力爆发的根源。

我们还需要考虑到普通人的新创意和这些创

意的源泉。即便可以发现一些统计学上的关联，但

把公司和政府部门技术人员有组织的研究活动视为

创新以及工作满意度和增长的基础并不是找到了根

源：公司内部或外部的个人能够构想和做的事情（

无论是否推动科学知识的发展）、以及他们想做的

满足自身需求的事情都是有限的。因此，现有的“

内生增长理论”本质上没有考虑人类可能性的关键

维度：标准理论也是缺乏同样的考量。

《活力》中阐述和验证的论点持另一种视角。

它的基本前提是，各行各业的人——不仅仅是科学

家和实验室的技术人员——都天生拥有构想“新事

物”的能力，无论科学家是否为他们带来了新的可

能。现代社会允许、甚至鼓励人们创造和尝试新构

想的事物。

这意味着，无论出现了什么样的熊彼特式的

创新，在高度创新的国家，这类创新大多是本土创

新：它源于在国家经济中工作的大量人的独创性和

创造力。基于这种观点，一个国家可能具有创新所

需的活力，其社会也具有将创新引入经济的意愿。

活力的源泉和收益与当时显露出的个人价值观

有关：尝试创新的意愿可能与“美好生活”的概念

发展有关。这个理论源自2001年哥伦比亚大学资

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成立后不久产生的成果，并

随着2013年出版的《大繁荣》而达到顶峰。

大繁荣是全球性现象

当然，《大繁荣》是有前身的。在经济历史学

家Walt Rostow的第一本书，即《经济增长的过

程》中，作者回顾了过去几个世纪，发现经济增长

一直是偶发的，而且罕见的爆发通常会出现逆转，

直到19世纪才出现他所谓的“腾飞后保持持续增

长”：英国和美国在1815年左右，德国和法国在

1870年左右。xxiv 有些国家（比如荷兰和意大利）

忙于模仿那些被“领先经济体”市场验证过的新方

法以及产品，其经济增长率攀升。（他们越是被领

导者超越，就增长得越快。）

无论发生于哪个国家，这样的增长都非常强

劲。它使一个国家从农业转变为工业，从农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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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城市，从贸易转变为生产。新的城市涌现，新的

生活方式也随之兴起。在一幅生动的肖像画《现代

的诞生：1815年至1830年的全球社会》中，著名

的历史学家Paul Johnson向我们介绍了众多的普

通人，他们的独创性和大胆性是英国现代生活的典

型特征。在美国和欧洲大陆也出现了程度稍弱的现

代生活。xxv

Johnson发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一种新的人

生观或新的态度在英国和美国蔓延，即走自己的

路，抓住机会，还有正如狄更斯所说，掌控自己的

生活。英国人说“继续”，意思是他们取得了一些

成果，也许是正在领先。xxvi 正是这种新精神产生

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活力。商人可能抓住未被注意或

被忽视的机会，以更好的方式生产现有产品，或者

制造更畅销的产品。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也有一

些冒险家，但这与19世纪企业家们的追求完全不

同。英美各经济体纷纷涌现出更具创业精神的企

业。这些企业的聚集导致了更多城市的出现（但这

些企业并不是直接驱动力）。

工人们也把这种进取的态度带到了工作场所。

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劳动力供应越来越多地从例

行或乏味的工作转向了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在办

公室、院子和商店里工作。员工们或许可以花一些

心思寻找更好的工作方法。这种新的工作场所很

重要。马歇尔在观察19世纪的英国时就持这种观

点：“一个人头脑处于最佳状态的大部分时间里，

通常都在思考他的求生之技；在这段时间里，他的

性格是由......他的工作......以及他与工作中的同事的

关系而塑造的。”xxvii 因此，需求和供给都把人们

带到了新的工作场所。从Alexis de Tocqueville

到年轻的卡尔·马克思的几十年里，这一直是人们

讨论的一个话题。xxviii

但是，更重要的是，新的前景给经济中的人

们带来了富有想象力的精神。有些人可能正在构想

一种新产品，有些人可能正在构想一种新的生产方

式，还有人可能正在构想现有产品的一个新市场。

每个人都在寻找做事情的新方法、可以做的新的事

情，或者可以使用的新东西。

这不是一个由有进取心的商人和企业家领导

的“贸易经济”。而是一种“创新经济”，一种由

现代社会建立的经济。其核心是一个“巨大的奇幻

秀”，一个构想、创造、营销以及采用新事物的空

间。思维超前数十年的哲学家David Hume是第一

位提出这种理念的哲学家：他看到了想象力对于新

知识的必要性、人类决策中“感情”的作用，以及

将过去的模式应用于未来的错误做法。xxix

这种现象的出现一定令人惊叹。虽然“企业

家”进行的适配可以将经济拉向前沿，或“可能性

发源地”，但创新不断地往前推进，人们不知道什

么时候会结束，或者是否会结束。结果是惊人的。

但是，究竟是什么使这种新型经济——这种新的工

作方式受到人们的欢迎呢：为什么这种必要的动力

在某些国家出现了，而在另一些国家却没有出现

呢？

活力经济的果实

腾飞逐渐带来越来越多的物质回报。工资随

着生产力的提高而上涨。利润收益持续超过利润损

失。更充足和更好的衣食增进了健康并延长了寿

命。创纪录的英国终于“腾飞”，工资增长的速

度终于赶上了工人人均产出的增速。英国的工资自

1500年以来一直上下浮动，并在1750年到1800年

间（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下滑。此外，工人们发

现越来越多休闲和消费的方式，从剧院到运动到酒

馆。（虽然有人认为英国城市的污染和犯罪抵消了

那里的大部分工资增长，但一项研究估计，考虑到

便利性和不便利性，“单从城市规模来看，是一种

便利。”）xxx 最终，也带来了宝贵的公共利益。

随着收入的增加，政府可以采取措施防治疾病，促

进公众健康。

然而，对于越来越多的参与者来说，物质回报

虽然具有历史意义，但并不是这个史无前例的时期

的非凡特征。活力经济带来的某些回报是前所未有

的，从基层一直延伸到全国各个阶层：选择激增，

随之而来的是渴望更多的选择。各种工作不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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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各种企业不断进入，各种家庭用品不断出现。

不用说，人们觉得这很令人兴奋。1858年，在结

束全国之旅后，林肯惊叹道：“年轻的美国对新事

物有着巨大的热情——完美地狂热。”应该如何解

释林肯看到的那种“热情”呢？xxxi

活力经济也带来了宝贵的非物质回报。即使在

没有活力的经济体系中，学习、与他人交流信息以

及保持忙碌都会带来回报——所有这些都源于工作

的体验。然而，那些在活力经济中工作的人却处于

不同的世界。它可以提供丰富的非物质回报，提供

了一种自主感：在现代经济中工作的大多数人都在

某种程度上承担了责任，运用了自己的判断力，并

发挥了主动性。还有一种进入未知世界的诱惑。（

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林肯是否看到了这些体验式

的收益。）

在19世纪兴起的现代社会中，大多数人明显

感觉到了能够参与这种经济的收益——超出不可避

免的危机和衰退引发的成本的收益。例如，许多美

国人似乎在任何时候都不愿意用那些可能带来非凡

报酬的职业来换取安定的生活，不管这些报酬是多

么地不确定。

现代价值观：活力的根源

此后，人们就这一空前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进行了大量研究，而对原因的研究却较少。尽管存

在成功的不确定性，为什么某些国家的人仍乐于拥

有这样一种经济，并在这样的经济中追求自己的职

业，而某些国家的人则不以为然呢？为什么我们发

现一些国家现在并不像之前那样热衷于这种经济

呢？简言之，某些国家有什么特别之处，以至于其

社会愿意并且能够为经济注入创新的活力呢？

起初，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样的经济提供的可

观回报是其崛起的原因。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

19世纪的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出现如此奇迹

般的经济，但却几乎没有出现在其他地方。这里假

设的解释是，拥有（相对）现代的人的国家往往容

易出现相对创新的经济。人是不一样的。即使建设

现代经济后得到的非物质回报是一样的，某些国家

的人民可能会从这些回报中得到更多的满足，因此

相较于其他国家的人，他们对现代经济更感兴趣：

他们可能会更加明显地欣赏部分或全部的非物质回

报。

验证经济活力论及其根源

在验证这种打破标准理论、由统计数据支持的

论点之前，必须说明，虽然到目前为止所描绘的是

标准理论之外的新论点，但它并不是学术意义上的

理论，通常只是数学模型。

为了验证《大繁荣》中的论点，我们分三个阶

段进行。首先，由于没有关于本土创新的现有时间

序列，我们建立了一个针对多国世界创新类型的计

量经济学模型，用来估计每个研究对象（国家）本

土创新（除了外源创新和输入创新）的时间序列。

基于时间序列的估计提供了过去各个国家之间本土

创新率的差异，以及每个国家本土创新率的在各个

时期的变化。

其次，我们利用了所研究国家在家庭调查中的

数据，来验证各个国家在表达个人主义、活力论和

自我表达等现代价值观的态度差异，是否比在制度

等更熟悉的维度方面的差异更能解释国家间在经济

表现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通过标准变量（如生育

率和劳动力参与）到现代变量（如本土创新和工作

满意度）等来衡量。

最后，这项研究可以看作是在检验活力的存

在性。这是一种激进的尝试，因为旨在解释经济表

现差异的文献并没有承认活力的存在。对各国经济

表现差异的普遍解释，主要集中在制度的作用上，

很少或根本不关注价值观。xxxii 这一点很重要。哪

里有巨大的活力，哪里就有丰富的特色成果，即成

就、成功、繁荣和昌盛。而缺少活力的地方往往没

有欢乐。

然而，价值观可能会改变。文艺复兴时期的价

值观——在这里被称为“现代价值观”——最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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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达到巅峰，尽管该价值观最初在更早的年代

就已经凸显，但那时并没有强大到足以战胜其他价

值观。因此，我们必须寻找证据，证明某些推进西

方历史活力的价值观已经被削弱，而某些与之竞争

的价值观得到了加强。

失去活力？丧失创新力？

佩恩表和法兰西银行最近收集的数据显示，

在1950至1970年期间，按照当时的历史标准，美

国的TFP增长很快，法国和意大利的TFP增长也特

别快。但在1970至1990年期间，所有四个国家的

增长率都降到了非常缓慢的水平，随后英美两国

的TFP增长率回退至早期水平，而法国，特别是意

大利的增长率则进一步放缓。（德国是个特例。

）xxxiii 而在更长的历史时期中，呈现出了另一种观

点：根据法兰西银行的评估数据，在20世纪大部

分时期或整个时期处于经济领先地位的大国，包

括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其TFP增长在1990

至2013年期间明显放缓，在1970至1990年期间也

在放缓，甚至低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即

1919至1939年）和1950至1970期间的增长。xxxiv

创新：趋势与全球传播xxxv

由Phelps、Bojilov、Zoega和Hoon共同撰写

的《活力》一书中所载的实质性内容，首先回顾了

自二战以来世界上产生大多数本土创新的国家，然

后追溯了各个国家的本土创新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发展。然后，它描述了本土创新带来的冲击如何

在世界各地传播，并对比了本土创新在二战前后的

趋势。

1950至1972年期间的数据显示了每个国家的

平均本土创新率以及部分TFP增长，输入创新是指

可追溯到由国外传入的、引发可传播冲击的创新。

其主要结果是，美国、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

本土创新率高于欧洲大陆国家和日本。然而，本土

创新率方面的差异并不一定会转化为显著的高TFP

增长，因为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实际上非常善于采

用国外的本土创新。事实上，针对欧洲大陆的研究

结果支持了这样一个假设：在二战结束后的头30

年里，饱受战争摧残的欧洲非常成功、迅速地赶上

了当时的技术领先者美国。对于这一假设，我们的

关键贡献是提出了如下论点，即1945至1972年期

间，在欧洲大陆出现的快速TFP增长，主要是因为

赶上了世界技术前沿，而不是本土创新。

1972至2012年期间的数据表明，该时期的全

球TFP增长与前一时期（即1950至1972年期间）

相比，放缓了近2%。此外，与前一时期相比，本

土创新引发的冲击会传播得更加持久。尽管美国作

为本土创新领导者的相对地位没有受到质疑，但其

本土创新引发的冲击的规模已经大幅下降。各国利

用其他国家最佳实践的能力也各不相同：统计显示

差异显著，差异幅度与本土创新的残差差异大致相

同。

美国本土创新的传播xxxvi

进一步的研究较为详细地分析了美国可传播的

本土创新如何在全世界传播，并转化为输入创新。

它提供了美国可传播的本土创新的冲击对其他国家

TFP增长形成的标准差的累积效应，并对1950至

1972年期间和1972至2012年期间的结果进行了对

比。这两个时期最重要的区别是传播的冲击幅度有

所下降。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传播的冲击幅度的

下降大于本土创新的下降。因此，这些评估表明，

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许多国家可采纳的输入

创新有所下降。

因此，评估结果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

来，许多国家采用输入创新的能力有所下降。通

过对比原始数据，我们发现1990至2012年间的年

TFP增长率与二战后头二十年的年TFP增长率相

比，并不高，但非常接近。此外，考虑到短期波动

和其它因素，这实际上意味着早期的TFP增长率高

于IT革命时期的增长率。我们将IT革命期间的本

土创新和输入创新与前几十年的同类创新进行了对

比，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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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至2012年期间，美国年均本土创新率

比1970年至1990年期间的年均本土创新率高出大

约三倍。同时，它仅为1950年至1970年期间年均

本土创新率的60%左右。我们还发现，美国1990

年至2012年期间的年均输入创新率与1970年至

1990年期间的年均输入创新率非常相似。因此，

在IT革命期间，输入创新对年均TFP增长率的贡献

约为三分之一，而在之前的20年，这一比例约为二

分之一。

英国的结果非常相似。通过比较年均TFP增

长率，我们发现，战后几十年的TFP增长率仍然比

IT革命时期的年均增长率高一些。具体说来，我

们发现，英国1990年以后的年均本土创新率与20

世纪70年代甚至80年代相比，增长了2倍以上。然

而，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英国的年均

本土创新率约为0.36%，仍不到二战后头几十年的

一半。我们发现，与美国相似，英国自1990年以

来的年均输入创新率比1970年至1990年期间的年

均输入创新率低。因此，本土创新目前占英国TFP

增长的一半左右。对英国来说，唯一值得欣慰的

是，20世纪70年代后创新的放缓速度要小于欧洲

其他国家的放缓速度。

的确，对比英国和法国就很能说明问题。在

二战后的前三十年里，法国的TFP增长率达到了惊

人的2.5%以上。然而，这一增长绝大部分是源自

对世界最佳实践的快速追赶，其高输入创新率就证

明了这一点。事实上，法国在1950年至1970年期

间的年均本土创新率低于美国和英国。我们的评估

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法国本土创

新和输入创新都未能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创新

放缓中恢复过来。事实上，各类创新似乎都停滞不

前，增速几乎为零。

意大利和日本的情况非常相似，它们在二战

后的头几十年里也经历了生产力的快速增长。德国

的情况似乎也非常相似，但我们在解读时会比较谨

慎，因为德国的边界在不断变化，增长率的计算也

必须进行相关调整，以规避前东德的影响。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唯一一些

在本土创新方面有所恢复的国家是斯堪的纳维亚

国家。特别是，瑞典和芬兰自1990年以来实现了

非常高的年均TFP增长率，约为1%。这个增长率

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增长率相比是非常好

的。在瑞典，我们看到本土创新的年均增长率从

1950年至1970年期间的0.46%上升到IT革命时期的

0.69%。这两个平均值都远远高于1970年至1990年

期间其他国家的同类值。有趣的是，与1970年至

1990年期间相比，瑞典在采纳输入创新方面的能

力也有所提升。芬兰的创新和生产力演变路径也非

常相似。

根据这些发现，可以得出若干结论。在现有的

TFP估算方法下，在IT革命期间，尽管行业和微观

层面的研究提供了各种坊间证据，但生产力并没有

大幅提高。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1990年以后

的年均本土创新率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低于二战后头

几十年的水平，甚至对美国来说也是如此。虽然美

国最近二十年的本土创新率高于20世纪70年代和

80年代，但仍然低于1970年以前的本土创新率。

同样，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本土创新率也出现

了部分回升。我们的评估还表明，相对而言，美国

仍然是本土创新率最高的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和英国也是一样。

IT革命对生产力的贡献竟然微乎其微xxxvii

我们的研究还有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即在所

谓的IT革命期间，无论是在生产力的原始数据还是

本土创新的分解中，我们都没有发现任何峰值。事

实上，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美国的本土创新

率有所上升，但这似乎是因为较高的已实现的最小

本土创新率，而不是所谓的前所未有的积极创新冲

击。此外，原始数据本身和我们的结果表明，创新

和生产力的波动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直到经

济大衰退危机的到来。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这些变

化，创新冲击对美国生产力的影响也在持续加剧。

因此，创新冲击幅度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被其

对TFP增长产生的积极影响所抵消。根据我们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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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005至2013年期间的数据，我们看到TFP增长

急剧放缓，降到了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从未出

现过的范围。这些发现与美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

的创新繁荣期的流行说法正好相反。

相比之下，英国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

本土创新率一直较低。有意思的是，在随后的几十

年里，英美两国在本土创新上的差距大大缩小，这

主要是因为美国本土创新的放缓。换言之，英国的

相对地位自20世纪80年代后有所上升，在整个战

后时期，英国的本土创新保持了小幅的正向增长。

不过，在经济大衰退到来之前，英国的生产力也急

剧下降。这种下降的程度似乎比美国更为严重。

粗略地回顾一下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

来各大行业的累积生产力增长率，就会发现各行业

的生产力增长分布非常不均衡（见图6和图7）。自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无可争议地成为IT

行业的创新领导者，而这也反映在它的高生产力增

长上。图6清楚地表明，IT行业在IT革命期间的生

产力增长了12倍以上。IT行业的这种增长使美国其

他任何行业的生产力增长都相形见绌。

因此，乍一看，图6似乎与有关IT革命对经济

影响的公认观点保持一致。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

IT行业的创新和由此产生的生产力增长对经济产生

如此深刻的变革性影响，那么人们就会期望IT行业

的生产力增长会辐射到其他经济行业。然而，图6

为IT创新的革命性和变革性蒙上了一层阴影：无论

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其生产力的增长幅度都无法

企及IT行业。此外，图7显示，美国制造业的生产

力增长比服务业，特别是零售业的生产力增长速度

快。

令人有些意外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与IT行业

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其他行业的生产力增长出现重大

的回升，即使这种增长可能滞后。人们预期，如果

IT行业是美国经济的引擎，由此产生面向未来的产

品、技术和工艺，那么其他行业的生产力最终会出

现跳跃式增长，达到与IT行业旗鼓相当的水平。因

此，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美国的总生产力没有增

长更多。

对放缓的理解：经济活力与现代价值观

对经济放缓的普遍解释都认为，所有或大多

数创新都是熊彼特式的，因此，普遍将TFP的放缓

归因于可商用的科学发现已然枯竭，即在标准理

论中推动经济增长的外源“技术进步速率”出现了

下滑。 然而，这种推论看起来是有问题的：如果

说TFP的放缓——几乎所有国家的TFP放缓都是从

1970年左右开始的，那时所有国家都已经从战争

中复苏过来，所以不存在TFP的放缓——是因为科

学发现的减少，从而导致熊彼特式创新的放缓，那

么各国TFP的放缓就应该几乎同时出现，而且幅度

也差不多。但也许有一天会有人发现可以抑制同步

和对等经济放缓的力量。因此，暂时不能排除熊彼

特式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尚无证据表明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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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特式创新的首要性。

《活力》这本书大部分内容的创作是为了弄清

楚TFP放缓的原因以及创新的放缓。当然，并非所

有的统计结果都能直接揭示经济放缓的原因，这本

书也没有评估诸如“总体均衡”的本土创新时间序

列模型。然而，我们可以从某些发现中得出一些可

信的、也许是有说服力的推论。我们需要探讨四个

层面的问题。

第一，如果说西方国家近几十年来的TFP增长

普遍放缓，那么这些放缓是否归因于创新的结构性

放缓，而不仅仅是一系列不利的干扰？

第二，如果西方国家确实陷入了系统性的创

新放缓，那么它们是否是某些或所有最具创新力的

经济体本土创新的结果，而不是熊彼特式创新的结

果？

第三，如果本土创新消退严重，不管熊彼特

式的创新是否也有消退，那么本土创新的消退在很

大程度上是否是活力消退的结果，而不仅仅只是勇

敢、永远充满活力的潜在创新者的运气不好？

第四，如果活力衰退严重，那么是否有证据

表明现代价值观被削弱或者对立价值观正在增长，

即《大繁荣》一书中所谓的活力水平的根本决定因

素？xxxix （如果我们不把经济放缓归因于活力的衰

退，而是指出活力衰退的致命根因，那将是理解上

的进步。）

尽管我们的论文很复杂，但还是可以大胆地做

一些初步推论。有一种似乎合理的说法是，在所有

国家都比较容易达到的熊彼特式创新的基础之上，

那些本土创新水平较高的国家就会有较高的生产力

增长，而那些本土创新水平较低的国家，生产力增

长就会放缓。

但与之矛盾的是，美国、英国和法国这些通常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具创新精神的国家，自20世纪

70年代以来却一直在各大地区遭受着“去工业化的

破坏”，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话来说：美国的铁锈

地带从阿巴拉契亚延伸到了中西部、英国的西米德

兰和法国的洛林地区。在这些地区的传统行业中，

创新的消退似乎很快，以至于尽管高新技术产业的

创新惊人，但总的创新却放慢了脚步。不过发达经

济体的结构往往是复杂的。人们可能认为这些地区

投资和就业的下降是由于创新结构的变化，而不是

创新的放缓所造成的。

如果本文的论点，即创新带来美好生活以及

经济活力促进创新，得到了实践的验证，这或许可

以解释为什么西方经济中的许多参与者会有强烈不

满。当然，活力的衰退为工资的严重下滑提供了解

释。一些评论家认为，美国工资的急剧下滑令工人

深感不安，因为他们从小就认为，工资的持续上涨

最终会使他们的生活水准大大高于他们的父母。

本文还可能对工作场所的不满现象有所启发。

也许在这些经济体中，非物质工作报酬已经大幅下

降，这些报酬可能比物质报酬更令人满意。值得注

意的是，家庭调查数据显示，近几十年来，在绝大

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曾经在创新领域大放异

彩的国家中，工作满意度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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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经济学界需要的三场革命xl

大多数经济学家对引发整个西方政治动荡的根

本原因以及如何恢复经济活力保持沉默，这种沉默

令人振聋发聩。这进一步说明经济学界在否定变革

的必要性。

西方正处于危机之中，经济也是如此。投资

回报率低得可怜。大多数人的工资以及总体收入都

停滞不前。工作满意度低迷，尤其是年轻人，越来

越多的工作适龄人口不愿或无法参与到劳动力大军

中。许多法国人之前决定给马克龙总统一次机会进

行变革，但现在都在示威反对他的政策。许多美国

人也是决定给特朗普总统一次机会，但同样感到失

望。而在英国，许多人都希望通过脱欧来改善他们

的生活。

然而，经济学家对于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以及

如何恢复经济活力（如果可以的话），几乎没有发

出任何声音。可以说，人们并没有充分理解背后的

原因。除非经济学家们最终着手解决重塑经济学教

学与实践的问题，否则这些原因都无法理解。特别

是，经济学界需要三场他们至今仍在抵制的革命。 

第一场革命与始终被忽视的不完美知识相关。

在两次世界大战间歇，弗兰克·奈特和约翰·梅纳

德·凯恩斯对经济学理论带来了彻底的革新。奈特

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1921年），以及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背后

的思想指出，认为决策者拥有正确的模型来进行决

策的模型并没有依据，也不可能有依据。xli 奈特阐

述了不确定的未来，凯恩斯则补充了协作的缺失。

但后来的几代经济学理论家都对这一突破视而不

见。迄今为止，在将奈特和凯恩斯的洞见公式化方

面固然做出了一些重要的工作（主要是罗曼·弗莱

德曼和他的同事们），但不确定性（这里指真正的

不确定性，而不是已知的变数）尚未常规性地纳入

我们的经济模型。xlii （比如，罗伯特·J·巴罗和

杰森·弗曼的著名演算预言了特朗普的企业税减

税所带来的商业投资，但并没有引入奈特不确定

性。）xliii 不确定性革命尚未成功。

其次，对不完美信息也仍然存在忽视。在被

称为“费尔普斯卷”的《就业和通胀理论的微观经

济学基础》中，我们探索了一个被经济学家忽视的

现象。xliv 工人们高估其他地方的工资水平，导致

工资膨胀，并进一步导致异常高的失业率；而低估

工资水平则导致工资低迷和异常低的失业率。当（

比如）阿巴拉契亚的工人失去工作时，他们并不了

解——无法做出有很好依据的估算——自己在外部

世界的工资应该是多少，以及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找

到工作；因此他们可能会在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

里都处于失业状态。这里存在一种信息不充分，而

非“信息不对称”。

不仅如此，“费尔普斯卷”认为经济中的所有

行为人在经济中所理解的意义都会反射到他自身（

正如Pinter所描绘），并且要竭尽所能（如伏尔泰

所敦促的那样）。但芝加哥大学的理论家们创造了

一个机械的区位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失业只不过

是一种摩擦，是暂时性的，即所谓的岛屿模型。xlv 

因此，“信息革命”并未被吸纳。

最后一项大挑战是经济活力在经济学理论中被

彻底忽略。虽然经济学家们逐渐认识到西方国家已

经遭受了大规模的经济放缓，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并没有对此给出解释。其他人则根据熊彼特收录在

其1911年的经典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关于创

新的早期论文，推断科学家和探索者的发现洪流，

现在已经退化为涓涓细流。熊彼特的理论有一个明

确的先决条件，即经济中的大部分人缺少发明能

力。（他有一个著名评论，他从未见过具备原创精

神的商人。）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前提。人们可以说，我

们所知道的西方（也可以说现代世界）始于伟大的

学者Pico della Mirandola，他认为所有人类都拥

有创造力。而其他许多思想家的关注点，例如切利

尼的雄心、路德的个人主义、塞万提斯的活力论和

蒙田的个人成长，则激发人们发挥他们的创造力。

后来，Hume强调想象力的必要性，Kierkegaard

强调对未知的接受。19世纪的哲学家，如William 

James、Friedrich Nietzsche和Henri Bergson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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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不确定性，并乐于接受新事物。当这些价值观

达到临界时，就引发了整个劳动大军的本土创新。

因此，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熊彼特主义的论

文观点能够嵌入到经济学理论中。但是，麻省理

工学院的Robert Solow引入的增长模型成为标

准，认为他所谓的“技术进步速率”是经济的外源

因素。xlvi 因此，没有人考虑到这个观点，即所有

人，哪怕是在各行各业工作的普通人，都拥有想象

力去构思新商品和新方法。即便提出这一观点供以

讨论，也会遭到摒弃。经济学理论中的“活力革

命”被搁置。

然而，随着经济的大幅放缓和工作满意度的

下降，现在似乎有机会将活力引入经济模型中。并

且这是一项当务之急。理解新近停滞的经济非常重

要，这激发了人们努力将想象力和创造力纳入宏观

经济模型。十几年来，我一直认为我们无法理解西

方国家所呈现的症结，除非我们制定并检验有关活

力的源头或起源的明确假设。

这一理论进步将给我们带来希望，不仅仅让我

们可以解释TFP的缓慢增长，还可以解释工作满意

度的下降。美国无法再成为美国，法国无法再成为

法国，英国无法再成为英国，除非它们的人民重新

开始思考如何更好地做事，并热情接受驶向未知领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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