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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诺贝尔经济学
奖得主 !机制设计理论之父利
奥尼德"赫维茨百年诞辰 # 赫
维茨是过去一个世纪里现代
经济学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位
举足轻重的人物 $由其开创的
机制设计理论所发展出或使
之得到丰富的主要经济论题 $

几乎涵盖了现代经济学理论
和应用研究的各个方面# 阿罗
更是在其论文集一般均衡分
卷中将赫维茨视作对现代一
般均衡理论的四大主要贡献
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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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赫维茨曾因
%在现代分散配置机制理论上
的先驱性工作 &获得由时任美
国总统老布什颁发的美国国
家科学奖章 ' 至今为止 $美国
也只有

'

位经济学家获此殊
荣 $ 其他

$

位分别是赫伯特"

西蒙 ! 乔治"施蒂格勒 ! 肯尼
思"阿罗 !加里"贝克尔 !米尔
顿"弗里德曼 !保罗"萨缪尔森
和罗伯特"索洛 $ 无不是经济
学巨匠'

赫维茨在其后半生对中
国保持了极大关注 $这缘于改
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的蓬
勃成就' 尽管他的经济思想非
常深刻 $但由于他的著述大都
用到较为高深的数学工具 $与
经济现实的联系看起来没有
那么直接和紧密 $所以在中国
的传播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
响 ' 不过 $随着中国市场化改
革目标的确认和体制机制转
型的推进 $对于由经济机制设
计的知识和政策需求而驱动
的理论和思想传播还是逐步
深入和扩展开来'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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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赫维茨与马斯金 !迈尔森一
道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 $赫
维茨以及机制设计理论在中国
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和传
播$ 运用其经济思想和理论来
对中国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的学
术文献也逐渐增多'

赫维茨经济思想的

中国传播回眸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后 $经
济取得蓬勃发展 $这吸引了赫
维茨的注意 $他对中国及其经

济改革的兴趣越来越浓 $曾于
#%'&

年先后两次致信时任中
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 $表
达自己对于中国经济改革发
展近况的强烈兴趣 $并就自己
所从事的机制设计理论研究
对于经济发展效率与公平等
目标实现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进行了阐述 ' 在信中 $赫维茨
发出了盛情邀请 $欢迎中国学
者 !官员到他所在的明尼苏达
大学就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进
行访问交流 $同时也表达了希
望受邀到中国进行访问交流
的意愿 ' 并且 $他还给出了一
个意向性演讲题目 (%计划 !激
励与分权 (经济效率与社会目
标 &$ 这与当时中国的改革主
题是非常吻合的' 随后几年直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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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 $ 赫维茨多次造
访中国 $通过各种途径促进了
其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首先$ 赫维茨致力于推动
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教育 $多
次赴华开展资源配置与激励机
制设计方面的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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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赫维茨通
过中美%高级学者交换计划&来
华访问' 他先在当时的华中工
学院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讲学
活动) 后又在中国社科院数量
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等有关
单位做了

)

场学术报告$ 主要
内容有 *资源的有效分配+*分
散化+*成本效益分析+*经济均
衡的稳定性+*有约束条件的最

大化 + *资源分配机制的激励
作用+等 ' ,参见刑鲁&美国赫

维兹教授来华讲学 '%&数量经

济技术经济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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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期-在讲座中 $赫维茨表示 $新
古典经济学对当时情景下的
中国经济改革有帮助 $但现代
数理经济学的帮助可能更大 $

而他在这些讲座中要讲的正
是一些分析经济问题的数理
方法和技术 $它们有助于 %研
究经济改革的各种可能性和
后果&,利奥尼德"赫维茨 &经

济机制与资源分配 '%&数量经

济技术经济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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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此次访问中$赫维茨与
中国社科院的一批著名学者
如于光远 .许涤新 .王宏昌 .徐
绳武等建立了联系'

受赫维茨所做系列讲座
的启发 $ 王宏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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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
表了题为 %关于经济系统论和
经济系统分析 &的论文 $其中
就指出 %西方有很多经济学家
把现有经济系统看成是给定
的 .不变的 $只研究在这个系
统中人 .财 .物的流量及其相
互关系 $而不研究经济系统本
身是否合理' 但是也有少数学
者 $如美国科学院院士 .明尼
苏达大学的赫维茨教授认为
经济系统是可以研究的 .可以
改进的.可以设计的&' 这段评
介将赫维茨机制设计理论对
于传统经济学的颠覆性贡献
做了明白无误的阐述 $同时也

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
提供了外源理论的支持' 王宏
昌还将这篇论文寄给了赫维
茨 $感谢后者对于自己研究的
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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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赫维茨受邹至庄
教授之邀为由中国人民大学和
美国福特基金会合作举办的中
美 经 济 学 教 育 交 流 合 作 项
目///%福特班 &首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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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上过微观经济理论
课程 ' 首期学员中包括陈勇
民 .哈继铭 .唐晓政 .栗树和 .

金中夏 .赵耀辉等来自中国人
民大学 .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 .

南开大学 .武汉大学 .吉林大
学.厦门大学 .杭州大学 .中山
大学和西北大学这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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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高校的

(%

名学员 $ 这些学员
在赫维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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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获得诺贝尔
经济学奖之后 $曾联名写信给
他$祝贺其获奖' 整体而言$上
世纪

'&

年代是一个改革风云
际会 .开放方兴未艾的时间区
间 $思想上的解禁 .解放扫除
了许多学术上的理论禁区 $这
就使得赫维茨到中国的学术
交流成为可能'

其次 $赫维茨也多次致力
于推动中国经济学家赴美交
流 $并在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
系培养了多位来自中国的学
生' 比较知名的学生有范良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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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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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过
世 $原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
科林斯堡校区经济系终身教
授 $曾任教于堪萨斯州立大学
经济系-. 田国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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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博
士 $ 现任美国得州

-./

大学
经济系讲席教授 $上海财经大
学经济学院 . 高等研究院院
长 -.洪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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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博士 $现为
美国芝加哥洛约拉大学金融
系教授 $曾任职于美国雪城大
学经济系-.栗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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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博
士 $曾任香港城市大学经济和
金融系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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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司
首席代表 -' 这些学生对中国
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学教育发
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赫维茨
的经典著作也经由他的学生
翻译向中国国内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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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赫维茨在写给
时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
所的一封信中 $ 曾这样形容
他为什么致力于推动邀请中

国青年经济学家赴明尼苏达
大学访问研究 (

我非常热心于此 !是因为

我想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

做一些贡献 !同时也是因为中

国经济是我的研究兴趣"

赫维茨希望通过这样的
合作来帮助自己更好地做中
国经济问题研究 ' 他还表示 $

自 己 当 时 主 要 是 借 助 阅 读
23456 76489

来了解中国经济
改革 $希望对方能够帮助提供
一些其他了解渠道 ' 事实上 $

赫维茨也通过阅读其他报纸
,并做了很多剪报 - 或借助评
审期刊论文的渠道 $加深了对
于中国经济改革的认识' 在他
的论文或著作藏稿中有不少
是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 $包括
了钱颖一 .许成钢 .林毅夫 .易
纲 .洪永淼等的中国问题研究
成果 $其中许多复印件都上附
他的研究批注'

正是基于持续不断的学
术交流 $赫维茨的经济理论及
经济思想在中国得到一定的
传播' 上世纪

'&

年代中后期$

王宏昌在一系列论文中对赫
维茨的有关经济思想进行了
介绍 $尤其是宣传其关于社会
经济系统可以分析.设计和不
断改进的思想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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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王宏昌借用赫维茨
+%$!

年发
表于*东欧经济年鉴 +的 *经济
过程中的集中与分散+ 一文所
创设的经济学语言$ 来讨论自
+%$%

年开始就讨论许久的关
于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之间的
关系问题'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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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共十
二大报告已明确了关于正确贯
彻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
辅原则的问题$ 但真正用现代
经济语言来探讨二者关系的论
文不多$王宏昌在*计划调节与
市场调节+ 一文中介绍了赫维
茨这套分析框架的优势$%由于
经济生活十分复杂$ 我们需要
有一种描述它的语言$ 以便执
简驭繁$ 认识和探讨它的某些
重要内容& '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
入关键当口 $王宏昌在另一篇
论文 *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的若干思考 +中又将赫维茨的

赫维茨经济思想对中国的启示
!!!纪念赫维茨百年诞辰

陈旭东

赫维茨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兴趣浓厚!他多次造访中国!以推动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教育"促进中国
经济学家赴美交流等方式!助推了其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这一过程也逐渐加深了人们对经济
体制改革和现实经济活动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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