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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鎔基總理正在人民大會堂接待前來討論中國經濟問題的本書作者龍安志。



1999年3月4日，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北京中南海會見美國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	

　　　　　　　　　　　　	 （新華社新聞信息中心提供圖片，新華社記者劉少山攝）



2001年1月14日，全國銀行、證券、保險工作座談會在北京中南海舉行。朱鎔基總理出

席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新聞信息中心提供圖片，新華社記者齊鐵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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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鮮豆漿，鮮豆漿，鮮豆漿……”每天早上，我都能聽到這樣

的叫賣聲，傍晚，在太陽落山前，還能聽到一次。叫賣聲像是清脆的

歌聲，在朽舊的瓦房頂上跳躍，穿越老北京城區的胡同。我就住在那

裡的一個四合院裡。每天早上，當我打開院子的紅色木門時，就能看

到這位顯得年輕的中年婦女。她蹬著一輛簡陋的三輪車，總是騎得很

慢，睜大眼睛尋找客戶。

一袋豆漿賣兩角人民幣，相當於2.5美分。每個塑料袋都被仔細

地封好。每次從她那兒買鮮豆漿的時候，我都和她聊一會兒。每天凌

晨，在我醒來之前，她已經開始磨豆漿了。她在下午還要再磨一次，

用來晚上賣。“冬天、春天和秋天的生意好。”她有一次說。“為甚

麼夏天不好？”我問。“因為我的豆漿是現磨的，沒有防腐劑，天熱

的時候很容易壞，所以買的人少。”她回答說，聳了一下肩，好像我

應該知道豆漿買賣有季節差異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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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原來是工廠的工人。在國有企業改革的那幾年，她工作的廠

子倒閉了，就像本書討論的許多其他工廠一樣。她成了眾多下崗工人

中的一個。除了從小就會做的簡單事情之外，她別無所長。沒有其他

選擇，她只好磨鮮豆漿，賣給像我這樣的人。

四季如梭。在北京單調的、有如沙漠一樣乾熱的夏天，儘管知

道不會有幾個買主，她仍蹬著三輪賣豆漿。秋天的時候，生意好起

來，她也顧不上刺骨的寒風。到了冬天，晝短夜長，胡同裡一片寂

靜，我能聽到她的叫賣聲刺破凌晨時寒冷的黑暗，成為我的起床鈴。

春天來了，豆漿小販被雨澆得透濕，卻仍然蹬著三輪車在胡同裡穿

行，每天早上，每天晚上。

傍晚，當我坐在家裡寫這本書的時候，我發現自己很難把她的

聲音從腦海裡趕出去。在某種程度上，這個女人總是在那裡提醒我她

那樣的磨豆漿、賣豆漿的小型私有企業主。她是許許多多下崗工人的

代表，他們在中國打破鐵飯碗的過程中下崗了。在我的腦海中，她成

了中國經濟和社會轉型的象徵，我每天都在觀察這一轉型。此外，她

還是中國人民適應變化決心的象徵—當變化被強加於他們時。他們

走出需要改革的國有部門，自己創業，資源卻少得可憐。

我經常估算這個女人的生意收入—兩毛錢一袋豆漿，乘上她

蹬一趟能賣出去的袋數，一天兩趟，一週七天……夏季減少40%……

我的計算結果總是一樣的。像許多其他中國人一樣，她能否維持生計

取決於對通貨膨脹的抑制。

這個念頭讓我寫出了“受管理的市場化”（managed marke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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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詞來形容朱鎔基的經濟模式。朱鎔基在擔任負責經濟的國務院副

總理時，通過嘗試、錯誤和成功，漸次開發出這個經濟模式。在當總

理的時候，為了使中國告別過去，進入21世紀，他擴大了受管理的市

場化的範圍，用於打破鐵飯碗，重建市場驅動的現代經濟框架。

朱鎔基總理曾經對我解釋說：“如果人們懷疑你的政策，即使

它是正確的，也很難執行，不會產生任何結果。”這裡的關鍵因素，

即判斷中國眾多人口對新變化接受程度的能力，就是朱鎔基所說的

“社會心理效應”。

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從來沒有想過寫一本朱鎔基本人的傳

記，我想講述的是一個國家的轉型過程。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中國

的改革政策正如鄧小平說的，像是“摸著石頭過河”。改革方法是不

確定的、謹慎的，方法本身並不能被稱為經濟轉型模式，而是關於如

何前進的原則。然而，如果我們做一回“事後諸葛亮”，一個一個地

回顧曾採取的政策、做出的決定，以及它們如何被用來應對“過河”

的困難，那麼，我們有理由說，一種經濟模式的基礎—適用於發展

中經濟和轉型經濟的模式—已經成功地在中國運用。

中國模式獨立於主流的發展模式，還常常與它們抵觸。總部設

在華盛頓特區的大多數跨國機構和學術智庫（“華盛頓共識”）是這

些主流模式的鼓吹者。事實是，中國模式有效，其他模式沒效。

就個人而言，這本書代表我自己在中國的全部工作和經歷，跨

度為20世紀90年代的整整十年。寫這本書需要回顧中國的過去，把各

個片段連接起來，把我在此期間的所見所聞寫出來。我感謝北京的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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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他們幫助我理解、領悟中國的巨大變化和彼此關係。這些變化

發生在一個非常短暫而集中的時間段。我從朋友那裡學到了很多東

西，但不幸的是，由於種種原因，我不可能在這裡提到並感謝所有這

些人。我只能希望他們能夠讀到我的致謝，理解我在字裡行間所表達

的謝意。我感謝所有參與寫作過程卻不能在此被提及的人。

然而，我必須特別感謝三個人，他們撥冗向我提供了他們對中

國改革的看法。他們是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部長）王

岐山*、副主任（副部長）李劍閣*、司長王水林（現任世界銀行高級

經濟師）。在“受管理的市場化”過程中，為了我理解那些政策背後

的挑戰和理由，這三個人給了我極大的幫助。我與中國人民銀行龐繼

英的交流長達十年，大大有助於我理解中國外匯和貨幣政策的複雜微

妙。在感謝這些人的同時，我必須說明，這本書代表我個人對中國一

些事件的因果排序和理解。本書引用的所有講話和討論都是我自己翻

譯的，不論任何人對本書的任何觀點或事實有歧義而提出任何問題，

其責任完全都在我自己，與幫助我寫這本書的人無關。

我要特別向德國前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表

示謝意。他和中國的交往年頭更長，在百忙之中為本書寫了序言，與

我們分享了他對中國改革的遠見卓識。我還要深深感謝世界貿易組織

總幹事素帕猜．帕尼帕迪（Supachai Panitchpakdi）博士，對於中國

*　王岐山：2007年任中共政治局委員，2008年任國務院副總理。—編者註

*　李劍閣：2008年 7月擔任中國國際金融公司董事長。—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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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管理的市場化”和加入WTO對將來這一過程的影響，他在本書

的前言中介紹了他的看法。

感謝John Wiley & Sons出版社，他們相信並支持我成功地完成

這本書。我必須坦白，當John Wiley & Sons出版社亞洲事務副總裁

Steven Miron和發行人Nick Wallwork第一次來北京看我的時候，我讓

他們坐著一直看完了朱鎔基的電視訪談直播，然後才開始和他們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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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序言

我第一次訪問中國到現在已經四分之一多世紀了。從20世紀80

年代初起，我頻繁地訪問中國，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一次又一次地

讓我震驚。我對中國的成就充滿敬佩。我毫不懷疑在今後幾十年裡，

中國的前進將持續下去。有相當一些歐洲人和美國人，主要是經理人

員，對中國的經濟進步有一些了解。他們預測中國將在短時間內成為

世界最大的市場，他們可以銷售產品的市場。但是，他們往往沒有料

到，中國同時也會成為一個出色的出口國，甚至是高科技製成品的

出口國。在航天與航空、核電站、化工產品、信息和交通技術、物流

和環境技術等方面，中國將發展成為主要的競爭者。中國還將進入自

然科學基礎研究的頂層，其中包括生命科學與基因技術。當然，為了

給幾億中國人—他們將受到農業現代化和所說的國企現代化的影

響—提供就業機會，所有這些都是必要的。為此，中國需要國際合

作—無論是科學或技術合作，還是企業和經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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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華民族的朋友，我歡迎龍安志所寫的這本關於朱鎔基的

書，因為許多西方人難以理解中國改革過程產生的巨大的經濟和社會

後果，對他們來說，本書不失為一本大開眼界的讀物。還有太多的西

方知識分子、政客和教授，急於告訴中國人如何前進。但是，他們的

大多數對中國漫長的歷史一無所知，對毛澤東時代晚期和所謂的“文

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了解甚少。所以毫不奇怪，他們開的藥方根本

就不對症。

在江澤民的領導下，朱鎔基對經濟改革採取了實用主義的做

法，以鄧小平正確的基本原則為基礎，使這個國家走上了“零星社會

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的成功歷程。朱鎔基的任期就

要結束了。他的繼任者將面臨艱巨的任務，以繼續他令人難以置信的

成功方法。

赫爾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前總理（1974—1982）

200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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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word
前言

從計劃經濟向更多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轉型，是一項最複雜，

有時是折磨人的工作。從微觀管理轉向宏觀管理—轉型所必需的基

本要求—意味著廣泛的機構調整，比如，中央銀行職能的調整、價

格機制的調整和財政政策導向的調整；還不得不保留大批政府官員，

給他們安排監管者的新角色，同時讓他們放棄過去在經濟中既當裁判

又當運動員的雙重功能。

有幾個國家想加速轉型過程的嘗試，想超越建立相應基礎和法

律工具的必要醞釀期。這些嘗試失敗了。與它們不同，中國走上了一

條漸進的道路，其特點是鄧小平所說的“摸著石頭過河”。鄧小平是

中國最具深遠目光的領導人之一，做出了幾項重大決策。其中一項是

從1978年開始領導中國經濟走向“開放”。他的另一項重要遺產是提

拔當時的上海市市長朱鎔基，讓朱鎔基牽頭管理中國經濟，使之沿著

鄧小平20世紀80年代確定的改革方向發展。



· 28 ·

龍安志的這本書成功地描述了中國20世紀90年代經濟改革過程

中的複雜局面。朱鎔基是這個全面轉型時期的決定性人物。

朱鎔基經濟思想的形成顯然經過了幾年的時間，可以追溯到20

世紀50年代他在國家計劃委員會所做的各種工作。在那個早期階段，

他試圖融合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政策。這給他帶來了一些麻煩，也帶

來了一些考驗與磨難。朱鎔基的直言、堅定和果斷等顯著個性令人讚

歎，使他準確地實現了他煞費苦心制定的經濟調整措施。

不管作者選擇甚麼詞彙來描述中國的經濟管理方式—社會市

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受管理的市場化—中國模式的主題牢固

地建立在實用主義因素的基礎之上，與“華盛頓共識”的休克療法不

同。整個轉型過程是漸進的，採用市場和不斷改進的計劃體制作為基

本的經濟運行模式，同時改造國內生產結構。朱鎔基的政策方式—

與傳統做法保持一致的宏觀管理，少許而適時的微觀調整，並仔細地

保持兩者的平衡—與中國總的實用主義態度之間天衣無縫。

在果斷處理20世紀90年代初惡性通貨膨脹的時候，朱鎔基完全

掌握了中央銀行，給它配備了一個真正獨立的政策平台，以對付即將

來臨的經濟泡沫。傳統措施與經典的指令經濟學措施並行不悖，前者

控制貨幣供應和提高利率，後者控制貸款和價格。朱鎔基忠實於他的

原則，利用通脹的機會提出了金融和銀行改革的全套方案。這一組16

條控制措施使通脹降了下來，成為朱鎔基宏觀調控政策的最初框架，

為人們以後所熟知。後來，他採取了類似的措施，應對亞洲金融危機

給中國帶來的經濟減速。在這種情況下，他把財政支出—宏觀調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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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基本工具—作為刺激國內擴張的主要因素，同時使用行政手

段增加全國假日，鼓勵更多的私人開支。

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朱鎔基保持人民幣匯率不變，幫助控制

了危機的影響。他的這個決定得到了廣泛喝彩。從1994年1月起，中

國正式採用人民幣的“管理浮動”（managed float）機制，這個保持

匯率穩定的政策似乎是又一項宏觀調控措施。然而，沒有甚麼比這個

說法更遠離事實：中國實際上沒有必要改變匯率。它的理由是不變匯

率政策可以輕鬆地用古典市場經濟學的原理加以說明：

• 中國有將近2000億美元的巨額外匯儲備；

• 中國有一連串的往來貿易順差；

• 中國對資本項目仍有控制，可以防止任何對人民幣的不當投機。

在朱鎔基的“受管理的市場化”方法中，經濟和行政改革覆蓋

了一切：金融部門、國有企業、農業和住房。它們都經歷著深刻的變

革。朱鎔基非常清楚地了解，為了保持並推動所有這些改革，外部動

力極為重要。儘管當時國內有反對意見，中國的主要貿易夥伴開始

時也缺少合作，加入WTO的路上佈滿了荊棘，但這一點說明了朱鎔

基為甚麼仍致力於中國的入世談判。1999年11月，朱鎔基個人直接介

入，挽救了中美代表團行將破裂的談判。這位戰略大師的點睛之筆再

次證明了他融合了現代管理的精明和中國的實用主義。

因為本書的內容，龍安志將會得到很高的評價。他遊刃有餘地

解釋了似乎為中國所獨有的市場與控制經濟的概念。在中國這份成功

方案背後，實際上並無神秘可言。畢竟，朱鎔基的思路以理性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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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為主要基礎。不過，與經濟邏輯相結合的還有額外的實用主義成

份和對中國現狀和文化的深刻了解。中國文化不要求主流機構提供臨

床診斷，這些機構應該更謙恭地研究朱鎔基巨大成功中的概念框架，

正如這本書所展現的那些。

素帕猜．帕尼帕迪（Supachai Panitchpakdi）*

2002年2月

* 2002年 9月就任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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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logue
引言

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

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朱鎔基

1998年3月22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朱鎔基為總理。在隨後

舉行的首次新聞發佈會上，朱鎔基說了以上這些話，贏得陣陣掌聲。

三年之後，在2001年3月15日，記者問朱鎔基總理是否會在第一個五

年任期結束之後退休，朱鎔基又重複了這些話，全場再次興奮不已。

這次，所有在場的中國人都大為感動，因為“鞠躬盡瘁，死而

後已”曾被周恩來總理（1898—1976）引用。周恩來實際上是引用

諸葛亮的話。將近兩千年前，諸葛亮是三國時期蜀國的軍師和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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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歷史有更多了解的人則在另一個語境中理解朱鎔基的聲明。

諸葛亮生活簡樸，不計官位，拒絕榮典。他仍然作為孔明大

師—“最明白”者—為中國人所了解，並被所有華人當作中華

民族歷史上最樸實、最深刻的戰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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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楔子

古者國有危難，君簡賢能而任之。齋三日，入太廟，南面而

立；將北面，太師進鉞於君。君持鉞柄以授將，曰：“從此至軍，將

軍其裁之。”復命曰：“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退。勿以身貴而賤

人，勿以獨見而違眾，勿恃功能而失忠信。士未坐，勿坐，士未食，

勿食，同寒暑，等勞逸，齊甘苦，均危患；如此，則士必盡死，敵必

可亡。”將受詞，鑿凶門，引軍而出。君送之，跪而推轂，曰：“進

退惟時，軍中事，不由君命，皆由將出。”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

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

—諸葛亮

（〈將苑．出師〉，《諸葛亮集》卷四，第 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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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冬天

上海的冬天會很冷，空氣中瀰漫著比雨小、比霧濃的潮氣，陰

濕寒冷地黏著這座城市，直到春天來臨。然而，對於居住在北京的

人來說，上海可以讓他們暫時躲避攝氏零度以下的寒冬和從蒙古颳來

的、夾雜著沙土的狂風。鄧小平生長在四川薄霧籠罩的河谷中，所

以他在晚年喜歡去上海過春節並不奇怪。春節是家庭團聚的日子，

鄧家—家長他自己、夫人卓琳、三個女兒、兩個兒子，還有許多

孫輩—在晚冬的時候，一大家子出發去上海過傳統的節日—春

節。1989—1991年在上海的日子裡，通過他的一些觀點，鄧小平了

解並理解了上海精幹的市長，一個名叫朱鎔基的人。

1989年春節期間，鄧小平並沒有在上海休息。他專心聽取了朱

鎔基關於經濟形勢的工作報告。給鄧小平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朱鎔基

思路清晰而且坦誠，不僅具體地討論了上海的經濟形勢，還談到了全

國的經濟，引用統計數字時不看筆記本—大多數政府官員的標準配

置。實際上，朱鎔基從來不帶筆記本。他不需要，他需要的所有數字

都記在腦子裡。

在1989年，鄧小平擔心的是如何讓中國經濟前進到下一個階

段。這讓他寢食難安。鄧小平相信，國家計劃是一條死胡同，而中國

的官僚機構與計劃經濟體制糾纏在一起，影響經濟增長，挫傷企業家

士氣。鄧小平的另一個擔心是如何管理一個潛在的超大型市場經濟，

他害怕中央政府可能失去控制。此外，他感到，如果貧富差距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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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Introduction

社會混亂將影響中央維持那些地區穩定的能力。這樣的局面很容易導

致經濟混亂，可能把國家拖入危機。

1991年2月，春節，鄧小平又回到了上海。朱鎔基市長提出了大

膽的計劃：開發浦東經濟特區，帶動長江三角洲。這與中國南部沿海

珠江三角洲的經濟特區是一致的，那是鄧小平自己原來倡導的想法。

不過，朱鎔基的想法比鄧小平原來的又邁出了一步。他不談製造業和

工業，他強調說，金融、貿易和基礎設施開發應該成為浦東發展的先

導因素。鄧小平聽後，感到朱鎔基對經濟發展有一些新想法，可以更

廣泛地加以運用。這次上海之行，鄧小平還和朱鎔基談了一會兒自己

的想法，更確切地說，讓朱鎔基去國務院當副總理。

“改革需要新思維，”鄧小平對朱鎔基解釋說，“還有，改革應

當採取和前十年不同的措施，在新形式下探索新路子，進一步‘解放

思想’。解放思想帶來的好處不是永遠的。比如說，市場經濟和計劃

經濟之間的關係。有的同志認為，計劃經濟等於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等於資本主義。多年的經驗證明，這個觀點不符合實際情況。計

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它們本身不是判斷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

標準。”

鄧小平接著指出：“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有市場。在這

個問題上，我們要防止僵化。我們不能說，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你不能說外國投資和自力更生是對

立的，不能說外資可能影響我們的獨立自主，要小心使用。你不能說

深化改革和調整國家管理是對立的。這些改革（指鄧小平的改革）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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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鎔基傳— 朱鎔基與現代中國的轉型 Zhu Rongji

明是正確的、有效的。”

鄧小平的觀點是，他自己的經濟改革已經通過實際應用得到證

明，現在是中國經濟前進的明確方向，不能後退。鄧小平還強調，為

了繼續推動經濟前進，必須有壓力，同時不能以失去控制為代價。

“根據我的理解，”鄧小平補充說，“這些問題今天仍然存在。

思想已經解放了的部門將進入新的一頁，那些思想不解放的……將來

無法完成工作。”在和朱鎔基的談話中，鄧小平要求幹部“解放思

想”，對朱鎔基特別重要的是，他被授權“調整國家的發展戰略”。

鄧小平實際上想讓朱鎔基牽頭管理經濟。鄧小平很清楚，過去

十年，中國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時期，經濟需要調整和前進，可能進入

他自己從未見過，甚至還沒有想像到的領域。簡而言之，他知道中國

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需要一個領導人。鄧小平想為他的經濟改革找

一個政治繼承人，能夠繼續沿著他確定的方向，領導中國經濟進入新

階段。在和朱鎔基討論這些問題時，鄧小平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就像

這位長者的大多數思考一樣，他已經做出了決定。

從長沙到上海

1928年10月1日，朱鎔基出生於湖南的省會長沙。朱鎔基從來沒

有真正認識過他的父母。父親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母親去世時他也

只有30歲出頭。朱鎔基在他的伯父家長大。在這種環境中，沒有人

覺得朱鎔基會有很好的前程，更不用說成為中國的總理了。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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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艱辛造就了他堅強的性格，給了他驚人的毅力。這些是在更優越

環境中長大的人永遠不會有的。

和朱鎔基共過事的人都說他有非凡的記憶力。在中國加入世界

貿易組織的談判過程中，一位美國外交官多次在會議上與這位總理相

遇。他驚歎於朱鎔基對細節的注意，稱他的記憶力是“勞斯萊斯”。

朱鎔基在童年時代就喜歡閱讀。只要有一點零錢，他就去長沙的舊書

店。所有賣書的老人都認識他，喜歡他，給他買的書打折—朱鎔基

在經濟學上的第一課。

朱鎔基在少年時代喜歡文學。有趣的是，他所喜歡的書與鼓舞

了毛澤東的書大多一樣，比如《水滸傳》。這部小說講述了社會棄兒

與命運搏鬥，最後成為英雄的故事。朱鎔基能夠大段大段地背誦這些

小說，這種能力不會白費。儘管他家無力給他提供較好的教育，但他

卻是一個出色的學生。從中學開始，他都靠獎學金維持學業。

抗日戰爭結束之後，朱鎔基回到了長沙，進入城裡最好的中

學—省立一中。勞安也是該校學生，以後成為他的夫人。在這所學

校裡，朱鎔基對文學的熱愛讓他發展成一名出色的作者。後來當了上

海市長，他經常與上海的文學圈子聚會。一次他開玩笑說，他“從政

的決定是偶然的，是一個錯誤”，並表示“後悔”，因為他更希望是

個作家。那些藝術家和作家也開玩笑說，儘管他沒有走上文學之路，

但他們同樣都在20世紀50年代被打成了“右派”。

作為上海市長，朱鎔基經常給當地的報紙雜誌寫文章或者評

論，為他在上海的知識圈和文藝圈中贏得了許多尊重和欣賞。幾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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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作為副總理和總理，朱鎔基繼續自己寫講話稿，不像其他領導那

樣依靠秘書或助手。作為國務院總理，他經常在大批政府官員面前講

話，把辦公室為他準備的正式講稿拿出來，漫不經心地放在一邊。然

後他自然地討論當時的話題，對提問的回應是開放的，沒有遲疑。

年輕的時候，朱鎔基熱愛京劇，十多歲時甚至還能表演。後

來，早年的興趣給他帶來了莫大的政治好處。京劇自清朝時起就很流

行，朱鎔基喜愛這門藝術，能整段地詠唱。這有助於提高他親民的形

象。在上海當市長的時候，人們經常在官宴上請他唱一段，他也經常

“從命”，而且不需要伴奏。京劇是中國文化的象徵。朱鎔基訪問美

國白宮，當他經過掛有美國總統畫像的門廳時，他在亞伯拉罕．林肯

的畫像前停了下來。朱鎔基指著畫像說，美國內戰時期，“當南方想

獨立出去的時候”，是林肯使用“武力統一了國家”—明顯是在和

台灣問題做比較。“我們應該向林肯總統學習！”朱鎔基聲明說。聽

者無不驚聳。

朱鎔基在美國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說：“剛才在克林頓總統的

辦公室看到了林肯總統的肖像。我想當年林肯總統為了保持美國的完

整，反對獨立和分離，不惜使用武力，我們應該向林肯總統學習。”

計劃的陰影

從清華大學畢業的時候，朱鎔基已經是一名中共黨員。1951年

朱鎔基只有23歲的時候，黨把他派到東北地區擔任東北工業部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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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生產計劃室副主任。當時東北的一二把手分別是高崗和李富春。朱

鎔基將發現他捲入了改變中國進程的決定性的經濟試驗。根據指令計

劃的觀點，高崗建立了一個經濟領導小組，叫“五虎將”。經濟學家

馬洪是五虎之一，朱鎔基被指派到他手下工作。後來東北的蘇聯經濟

學模式試驗被保持下來，成為全國的模範。

當國家計劃在東北扎下根之後，馬洪被調到北京，進入1952年

11月新成立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他把朱鎔基也帶到了國家計委。朱鎔

基很快發現，他的才華有了用武之地。他被任命為李富春的秘書。李

在新政府中出任權力很大的國家計委主任。朱鎔基由此進入了負責中

國工業和經濟的中央計劃機構的最核心部門。

關於“宏觀經濟學”—計劃工具和市場工具的融合體—朱

鎔基已經有了他自己的想法，並且在會議上公開表達這些觀點。他說

了幾點意見，反對使經濟過熱，認定領導層設定了不切實際的目標，

這是他特別反對的。他經常在會議上與同事辯論宏觀經濟政策，已經

帶有倔強的特點。

1957年，在“大鳴大放”中，朱鎔基公開直言，批評“大躍進”

時期採取的政策。這一段可以公開表達意見的時期迅速走向1957年

的“反右”運動。朱鎔基怎麼也算不上是個右派。然而，當時的計劃

系統要求每一個單位都指定一定比例的“右派”。

1958年4月，朱鎔基遭國務院人事處劃為“右派”，被踢出了中

共。朱鎔基痛苦萬分，爭辯道：他只不過就經濟政策發表了自己的看

法，這並不代表他反對共產黨。但他的辯護並未奏效。後來，朱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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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許多其他的右派一樣，被下放到農村地區，在那裡喂豬、養羊、掃

廁所、幫廚，足足勞動了五年。在幹活的時候，朱鎔基的背部受傷，

落下的毛病到現在還一直折磨著他。

朱鎔基總理很少談到他的這段經歷。然而，在清華大學動情的

告別演講中，他回憶了這段時期：“我曾有過20年（1958—1978）

沒有黨齡的日子，但是那些日子裡，我從來沒有放棄我的信念。”

中國更貧窮地區的艱難使朱鎔基了解了農村的生活。後來當國

務院總理的時候，他利用了這些知識。他學會了種小麥和玉米，學會

了鄉村經濟的微觀計劃管理。他認識了各種各樣的農村人，學會理解

他們的需求和他們思維的心理。在制定糧食流通政策和縮小城鄉收入

差別的努力中，這種理解展示了出來。這兩項政策是他作為總理提出

的一攬子改革的後半部分。

1962年，當“反右”運動開始平靜下來的時候，朱鎔基回到了

北京，在國家計委幹部業餘學校當了一名普通的老師。他童年時學

習歷史和文學，在清華時工程學學業突出，所以他幾乎可以教所有的

課程。他的技能迅速得到承認，上層聽到了關於他的能力的評價。

他很快被召回到國家計委，在國民經濟綜合局當工程師。朱鎔基還

沒有被恢復黨籍，所以他的正式頭銜只能是工程師，而不是正式的

行政級別。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了。朱鎔基再次被打入“另冊”。

到1970年，他又回到農村，到了“五七幹校”。此後的五年中，朱

鎔基又在養豬、打掃豬圈了。今天的許多中國人相信，艱苦的勞動、



Conclusion: China After Zhu
結語：朱鎔基卸任後的中國

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

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

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

—諸葛亮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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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人民大會堂福建廳莊嚴肅穆。在被過濾了的晨曦照耀下，刻著

垂直線條的白牆呈現出黃色，給人一種原始粗獷的感覺，讓你想到了

本質。幾個月來，我腦子裡一直有個問題百思不得其解。當幾杯熱騰

騰的龍井茶端上來，小心地擺在我們中間的茶几上時，我問朱鎔基總

理，在他做出那些重大的經濟金融決策時，他是如何平衡機會的。在

做最後決定的那些關鍵時刻，他在考慮些甚麼？

朱鎔基總理想了一下，點點頭，然後用他特有的直率回答我

說：“我認為中國的改革是成功的，尤其是在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

機之後。最重要的是有強大的核心力量，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國的

12.5億人民對黨有信心。因此，在任何艱難時期，我們的決定都能得

到實行。每個人都知道，在經濟學中有社會心理學效應，也叫‘羊群

效應’。如果人們對你的決策失去信任，即使是正確的決定也很難實

施。因此，中國目前的決策層全面估量各個方面，分析、比較，在

做出政策決定之後，全黨全國人民都必須支持它的實施。如果我們擔

心這個政策有缺點，今後可以調整，進一步完善。這一點給我印象最

深。如果人們懷疑你的政策，即使它是對的，也很難實行，不會產生

任何效果。”

朱鎔基在這裡簡要介紹了“信號經濟學”對“群眾運動經濟

學”的影響。簡而言之，實行經濟和金融政策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

決於判斷中國人有效執行決定的能力。用實用的話說，這取決於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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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這種決定的能力。對廣大的人民來說，採用的政策必須在可預見

的未來與他們所面臨的現實問題有關。

朱鎔基想了一下，然後繼續說，差不多算是補充的話：“我知

道昨天道．瓊斯指數跌破了10000點，跌到了9972點。布殊總統對此

表示嚴重關切。但我相信這不是甚麼太大的問題，只不過需要讓艾

倫．格林斯潘說句話，形勢就會穩定下來。我也能感到他的難處。每

次出現危機，他就宣佈降低利率。現在每個人都知道，只要降息，股

市就會好起來。因此我相信現在格林斯潘一定很頭痛。”

“但是在中國我很放心。我們一點都不擔心股市崩潰，不擔心

擠兌銀行，儘管我們的不良貸款率非常高。但是如果出現危機，我們

只需要江澤民主席出來說一句話，所有事情都會緩和下來。”

然後，朱鎔基談到了他自己政策的最終效果。“當然說這樣的話

你必須有實力，也依靠實力。這些年來，我們的改革開放政策取得了

成功。我們的實力越來越強。我抱歉沒有和你多談經濟，而是談政治。

這不是我的專業，但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我明白他的觀點。

比喻

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副主任李劍閣是朱鎔基主要的貨

幣顧問之一。另一個場合，他在用更具說明性的話描述了朱鎔基的

受管理的市場化模式，把它放在了更清晰的角度。他用的例子是北

京的道路系統。李劍閣指出，北京的道路都是現代的鋪過路面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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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有橋樑連接著駛出坡道和駛入坡道。綠色和白色的交通標誌很

清楚，就像美國的主要高速路和馬路一樣。實際上，北京按同樣的

風格有效地仿造了標誌、信號燈和人行道。此外，在中國還有特別的

自行車道，有時自行車充塞了街道。是的，硬件似乎接近完美了。對

於人們在道路上應該如何駕駛，如何舉止，都有非常清楚、精確的法

律和法規。

問題是沒有人遵守這些規則。儘管交通規則清楚，有標誌，路

網和主幹道都有標牌，但是，在一天中的任何時候駕車穿過北京街道

的人都會發現，自行車、農用車和三輪車向他們發起了攻擊，它們在

不該通過的地方橫穿馬路，左突右衝穿街而過，經常逆著車流。更添

亂的是，行人不遵守過馬路的規則，而司機也一點不在乎行人。司機

併來併去，互相別住，只要能超速就超速。他們一般都像是剛學會開

車的16歲少年，想讓每個人都知道。如果出了事故，每個人都停下

來圍觀，或加入隨後的爭論，造成更多的交通堵塞和混亂。

李劍閣解釋說，這就是經濟在轉型階段如何演化的。雖然有了

可以使市場經濟主幹道暢通的法律法規，但沒有人遵守。由於歷史的

原因，新集體商業意識中沒有遵守規則的位置。在經濟生活的每一個

環島、支路和十字路口，都必須有官員管理往來交通，保證人們遵守

標誌，執行法規，懲罰那些想自行其是的人。朱鎔基就是用這個模式

管理轉型中的中國經濟。自由的市場經濟學說必須與計劃的指令工具

併用，否則沒有人遵守這些規則。任何經歷過北京交通的人，哪怕是

一小會兒，都聽得懂這個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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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資本、價格、商品和融資的自由流動是經濟增長所必需的，使

這些動脈暢通，市場工具是絕對必要的。但是，中央政府的手，以及

它手中老的計劃或指令經濟工具，也是使資本和商品流通起來所需要

的。朱鎔基的中國經濟“受管理的市場化”、“宏觀調控”模式包括：

• 引進發達市場經濟所接受和採用的貨幣和財政工具，同時使用

計劃經濟老的指令工具使新工具發揮作用；

• 搶在“群眾運動經濟”之前行動—那是社會對機會放大了的

反應，是上一個時期中國政治大眾運動的特點—在關鍵時刻運用

“信號經濟學”，發出足以使大眾轉變方向的不容置疑的信息，即管

理群眾運動經濟；

• 設定無法達到的標準，完全知道這是動員人們取得結果所必

要的；

• 保持遠見，認真觀察局勢的變化，向重要目標持續前進，把變

化作為體制中的恆力，而不是破壞力。

控制通貨膨脹，對銀行和金融業進行合理化改革，引導中國穿

越亞洲金融危機，把以出口為基礎的經濟轉變為也依靠國內消費的增

長模式—這些明顯都是朱鎔基的功績。然而，批評者說，他在國有

企業重組、債轉股、糧食流通、社會福利和集資等方面的改革沒有徹

底完成。一些人說，社會和政治因素阻礙了這些改革的完成，使它們

不完全或只是部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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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如果只看它們強調現有社會和官僚體制對這位先知的限

制，這樣的批評可能有些實質內容。然而，朱鎔基改變了中國經濟

制度總的方向，並隨之也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結構，這本身就是一個成

就。朱鎔基使中國駛入新的航線。他推動中國加入WTO，為中國未

來新的不可逆轉的現實注入動力。

幾點想法

2000年3月，在九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閉幕時舉行的記者招待

會上，一位記者問朱鎔基，在離任之後，他希望中國人民最記得他的

到底是哪個方面。朱鎔基笑了一下，做了以下回答：

“我的任期確實已快過半。在今後不到三年裡面，我將恪盡職

守，奮力拚搏，以不辜負人民對我的信任。我是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

心的黨中央的領導下，在國務院全體同志的幫助下來進行工作的。我

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有限的。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後，全國人民能說一

句，他是一個清官，不是貪官，我就很滿意了。如果他們再慷慨一

點，說朱鎔基還是辦了一點實事，我就謝天謝地了。”

從他擔任副總理那時起，朱鎔基在1992—2002年關鍵的十年中

管理中國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朱鎔基毫不掩飾地把指令經濟和市場經

濟的工具結合在一起，把通貨膨脹從1994年的21.7%降到本書寫作時

的1%，同時在這段時間內保持經濟8%的年平均增長。他精簡並合理

化改革了中國的銀行和金融系統，向舊的不受管制的體制堡壘發起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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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並關閉了它們。他引導中國渡過亞洲金融危機，人民幣沒有貶值，

在這一過程中加強了中國的貨幣地位。他作為總理督管的改革包括再

造國有企業、削減一半的政府官僚機構、用現代社會保障和以保險為

基礎的醫療和養老金制度取代了鐵飯碗制度。這些改革並不只是結構

變化和制度能力建設，它們要求重新建設整個中國社會。

像中國這樣規模的經濟和金融挑戰所隱含的內在政治風險，很

難想像其他國家的領導人敢於承擔。但是朱鎔基這樣做了，並且取

得了有爭議的成功。他這樣做的時候，忽視了“華盛頓共識”竭力鼓

吹的公式，蔑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發展中國家開的極為神聖的藥

方。接受西方學界提供的靈丹妙藥的許多國家沒有吃死，卻後悔莫

及。然而，朱鎔基發展了他自己適合中國現實的實用模式，為中國經

濟發展了他自己的“受管理的市場化”理論。今天，中國經濟因此而

更加強壯。

朱鎔基的貢獻是為經濟改革尋找中間路線，完成世界上增長最

快的超級經濟的市場化，與此同時保持政治凝聚力和基礎廣泛的社會

穩定。他的“受管理的市場化”可以為其他發展中經濟或轉型經濟所

採用和再實施。對於從美國大學和華盛頓智庫流傳出來的“聖經”和

“休克療法”，這一模式提供了另一種選擇，實用並且經過檢驗。對

於中國，朱鎔基的“遺產”是國家經濟從計劃向市場制度轉型，同時

保持高速增長和基礎廣泛的政治與社會穩定。朱鎔基成功運用新的、

受管理的市場化經濟發展模式，世界應該給予他應得的承認。他的名

字應該和凱恩斯一起被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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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經濟學和交叉經濟學是切實可行的選擇，對此朱鎔基已經

用事實提供了證明。他把經濟學理論帶入了一個新時代。世界經濟學

界最終應該給予朱鎔基應得的榮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