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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制度作为型塑人和人类社会的基础因素，其确立人际关系的原则是整个制度体系的根基，称为“根

制度”，“根制度”决定制度体系的性质。通过三次制度革命，人类社会的“根制度”不断升级，推动人类文明

不断向更高水平发展。第一次制度革命是社会、国家和制度产生，使人类走出了“霍布斯丛林”; 第二次制度

革命是人类社会由等级依附向机会平等的演变; 第三次制度革命是未来可能发生的实现完全平等理想社会

的变革。人类能选择的制度水平受制于物质基础、思想意识、人口素质和路径依赖等因素，完全平等的理想

社会要经历长期的发展以使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才可能实现。在资源稀缺和人有限理性的环境里，使人们在

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获得机会平等的制度就是理想的制度，要在机会平等的“根制度”下，推动制度公平、经济

增长、收入分配和人的发展四者协同推进，为未来实现理想社会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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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发展经济和增长物质财富历来是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从总供给

侧强调了土地、劳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企业家才能等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从总需求侧强调了消费、投资和出口等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无论总供给侧

的因素还是总需求侧的因素都只是经济增长的近因，经济增长的基础原因，即引起这些近因的原因，

在于制度
［1-2］。制度作为塑造人和人际关系的规则，不仅对经济增长，而且对收入分配，以及社会发展

的方方面面都有基础性的影响。既然制度如此重要，那么，什么样的制度才是好的，什么样的制度最

有利于社会发展，人类社会的制度经历了怎样的演变? 本文试图在对三次制度革命、“根制度”和“根

制度变迁”的阐述中加深对制度的理解。
一、第一次制度革命: 社会、国家和制度产生

关于制度具体如何产生，学术界一直存在两种主流观点，制度演化论和制度设计论
［3］。制度演化

论以哈耶克的思想为代表，其基础在于演进理性主义，认为制度是自发社会秩序(spontaneous social or-
der)，是在人与人的交流中自发自生形成的。制度设计论的基础在于工具理性主义和建构理性主义，

认为制度是由一些杰出人物设计出来的人造社会秩序，诺斯的理论就体现出一定的制度设计论思想。
其实，制度作为资源稀缺环境里利益主体博弈和妥协的结果，有的主要是自发演化形成的，如习惯、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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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信仰等;有的主要是顶层设计出来的，如法律、规章等;但现实中更多的制度是自生自发与理性设

计结合产生的，被民众普遍接受的行为方式会被要求上升为正式制度，顶层设计的制度只有得到大部

分民众的认可才可能贯彻实施。
谈论人类最初的制度产生，要从无制度的“自然状态”说起。人从动物进化而来，人最初的生存状

态或者说还没有成为人之前的状态，与动物界是没有区别的。在自然状态下，人的行为完全按照动物

本能进行，没有制度的约束，制度是随着社会和国家产生而形成的。那么，自然状态下的人是什么样

的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这是决定人类后续发展的关键，也是准确认识人性的基础。关于如何描述

自然状态下的人，目前思想界存在两种主要观点:一种以霍布斯的学说为代表，认为在原始状态的丛

林法则下，在自我保全的利己动机驱使下，人会尽可能从别人那里获取食物，人都不关心别人，不惜牺

牲别人以求自己生存，人与人之间没有道德、没有怜悯、没有互助，有的只是冷冰冰的食物链。在这种

没有国家和制度的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是其他人的敌人，弱肉强食，导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状态”，最终的结果便是“人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贫穷、孤独、肮脏、残忍和短

命”。在漫长的史前时期，人类就与其他动物一样处于这样的生存状态下，人们称之为“霍布斯丛

林”［4］。另一种以卢梭的学说为代表，认为人就其天性来说是善良的，自然状态的“野蛮人”是和平而

有怜悯心的，自然人的生活孤独但却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没有奴役和压迫
［5］。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

存在三皇五帝和尧舜禹等圣王时代的记载，展现了人类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前的美好生活。其实，人性

从本质上来说是善与恶的综合体，人既有向善的本能，也有向恶的倾向，人到底走向善还是恶，或者说

善和恶的比重大小取决于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以及环境的塑造。正是由于人性的两面性，使得制度

变迁学说形成了和谐学派与冲突学派之争
［6］。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原始状态的自然人过着平等但只

够维持生存的生活，在平等的同时对资源的争夺就会导致残忍的杀戮和混乱。
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增强了人类获得食物的能力，人的大脑得到发展，在思维意识得到

极大发展的情况下产生了语言文字，使得人与人之间能更方便地进行沟通和交流，人类理性的发展使

人逐渐能主动控制自己的行为，走出了完全依靠动物本能行为的状态。人类理性和语言文字提供的

交流使人类逐渐形成了公共意志，人们发现合作能让人生活得更好，当人们放弃了自己的部分自由，

让君主作为公共意志的代表保护臣民时，国家就产生了。在原始状态自然人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凌

驾于个体之上的共同体———国家，个体就是这个共同体下的个体，而不再是自然状态下的无约束的个

体。在这个共同体下，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即制度。国家和制度的出现改变了人

的存在方式，使人能在理性和意识的支配下主动地控制自身的行为，而不再仅仅按照动物本能行为，

从而使人类走出了“霍布斯丛林”，可以说制度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标志，本文将社会形成、国家和

制度从无到有的这一次历史大变革称为“第一次制度革命”。从此，人类迎来了文明的曙光。在制度

产生和演化的漫长时间里，制度越来越复杂，逐渐形成了当代社会庞大的制度体系。按新制度经济学

的观点，制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1)正式制度，这是成文的强制性地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如产权、法
律、法规、条例等，它对人类行为形成“硬约束”;(2) 非正式制度，这是不成文的非强制性约束人们行

为的规则，如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思想观念、价值观等，它对人类行为形成“软约

束”;(3)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实施特征，如正式制度一般通过暴力机关强制实施，非正式制度靠

社会的道义谴责和个人良知谴责等实施。在这个制度体系的维护下，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
从制度的产生可以看出:第一，制度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订立的契约，是在人类演化的漫长过程中逐

渐形成的约束和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是人类在长期交流中斗争和合作的结果。第二，制度产生的根源

在于人求生的欲望和本能，正是这种本能驱使人类产生了建立制度的需求，这是制度产生的必要。第三，

使制度的产生成为可能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人类理性的发展，制度产生的基础在于人性中的理性和

正能量，制度是一种高级思维活动，只有大脑充分发育，人能用理性主动控制自身行为，制度才会产生;二

是语言文字的出现，“制度说到底是一个语言现象”［7］，语言文字是制度存在的载体，语言文字便利了人

与人之间的交流，促进了共同体的形成，并对人的行为产生持久影响。第四，制度使人类走出了“霍布斯

—21—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丛林”，比自然状态更好地保障了人的安全，所以制度不是束缚了人，而是赋予了人更多的自由。
二、第二次制度革命: 实现机会平等的努力

虽然制度作为约束共同体成员的规则是共同体成员的契约，但这种契约的缔结并不总是建立在

平等、自愿、协商的基础上，人们有时甚至只是被动地接受契约。无论是人类文明还未开始的史前时

期，还是人类文明已经高度发达的当代，由于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是不均衡

的，一些人有着比另一些人更高的理性和更强的能力。在制度形成的初期，国家的形成是建立在强者

对弱者的征服和弱者对强者的服从之上，弱者对强者的服从和纳税换取了强者对弱者的保护。在人

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的很长历史阶段，整个社会的运转有赖于部分杰出人物的引领，从上到下建立层

层依附的等级关系，等级和依附是这一时期制度的基本特征。随着社会的形成和国家的产生，人类也

由平等的自然状态进入到了不平等的阶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既创造了改善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

也创造了形成人类不平等的物质基础。正如卢梭指出:在自然状态中，不平等几乎是不存在的;由于

人类能力的发展和人类智慧的进步，不平等才获得了它的力量并成长起来;由于私有制和法律的建

立，不平等终于变得根深蒂固而成为合法的了。在卢梭看来，不平等的第一阶段是财产权的确立和由

此形成的富人和穷人的不平等;第二阶段是权利机关的设置和由此形成的强者和弱者的不平等;第三

阶段是合法权利转变为专制暴力，人与人的不平等发展到了极端
［5］。

虽然社会和国家的形成使人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无序和混乱，但在这种等级依附制度下，人是

贵贱有别的。在奴隶社会，奴隶依附于奴隶主，奴隶甚至只是与其他物品一样的私人财产;在封建社

会，农民依附于地主，农奴依附于领主，地主或领主也层层依附，直到最高的君主或国王。在这种等级

森严的社会秩序下，统治阶级拥有一定的特权，凌驾于普通民众之上。这种关系可能是建立在暴力强

制的基础上，也可能是建立在自愿服从的基础上，但更多是建立在两者结合的基础上。这种制度体系

的稳定依赖于强者是否基于仁爱而对弱者给予很好的保护，如果强者很好地保护了弱者，则会人心所

向，社会稳定，中国历史上就依靠这样的伦理原则在很长时间建立了稳定繁荣的社会秩序。但是如果

强者没有很好地保护弱者，甚至过分压迫和剥削弱者，则会导致动乱和社会不安定，中国历史上也长

期处于动乱之中。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把人严格地分为四个等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还

有受到极度歧视的贱民，这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高度不平等的社会。所以，建立在等级依附基础上的

社会，并不是理想的社会状态，而只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阶段相适应的制度安排。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越来越多，这为大部分人体力和智力的发展提供了条

件，原来处于等级依附体系底层的人群的能力得到增强，使他们越来越有能力摆脱被奴役和被压迫的

地位。与此同时，当人类的不平等发展到了极端，人分为主人和奴隶，上层要靠赤裸裸的暴力来维持

统治，激起下层只能用暴力来抵抗时，人类就又回到新的自然状态了。这里是不平等的顶点，也是封

闭一个圆圈的终极点，人类又回到了出发点。但现在的自然状态与人类曾经的自然状态不一样，原来

的自然状态是纯洁的自然状态，现在的自然状态是人类不平等发展的结果。在这种新的自然状态下，

上层可以用暴力来镇压下层，下层也可以用暴力来推翻上层，社会重新陷入无序状态。在反复的较量

和痛苦挣扎中，新的社会契约终于在人类的博弈和妥协中逐渐产生，如一些平等自由思想的萌生，这

些思想体现在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洛克等启蒙思想家的著述中，也体现在中国明末清初三大思想

家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的论著中。
在平等自由思想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中，这使原来建立在等级和

依附基础上的人际关系变得不可维持。但在很长一段时期，人类对要建立什么样的平等并不明晰。
在原始的自然状态下，人之所以是平等的，是因为每个人都等于零。之后的等级依附社会之所以不平

等，是因为人的能力发展的不平等和超出人类生存需要的剩余财富的占有的不平等，使人变得参差不

齐。而现在，超出人类生存需要的剩余财富仍然大量存在，并且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还在不

断增加，人的能力和智慧的发展也是不一致的，所以人类已经不可能回到原始状态的平等了。同时，

物质财富又没有增加到使每个人都摆脱了生存压力，资源仍然是稀缺的，人的能力发展的差异导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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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能力也存在差异，要最大限度地增加物质财富以使每个人的能力都得到充分发挥，就需要使每个

人的所得与其对社会的贡献相匹配。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建立完全平等的无差别的社会也是不可能

的，只能建立保证每个人生存和发展机会平等的社会。人类也曾试图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建立完全

平等的社会，并且在很多国家付诸到了实践中，但都没有能够持续下来。
经过一定的历史时期，基本机会平等和公平正义原则的制度逐渐建立起来，这使人类的制度和文

明水平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从等级依附到机会平等的制度变迁大大增进了人的自由，使人类进入一

个完全不同的新时期，本文称这次历史大转折为“第二次制度革命”。“第二次制度革命”是经过长期

的革命斗争，打破了统治阶级的特权才得以建立的。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

争，到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长期的斗争，才使得人权、自由、民主、共和等体

现着机会平等原则的价值观和制度得以确立。直到现在，除了少数社会已经建立起以机会平等为主

导的制度体系，大部分社会还处于过渡期，甚至少部分社会还还存在严重的等级依附关系。
三、第三次制度革命: 未来完全平等的理想

机会平等是资源稀缺社会里能较好地实现效率的制度安排，那么，这种制度是否已经是终极的理

想社会制度? 答案是否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使得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和人的精

神境界极大提高后，人类社会最终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8］。共产主义社会建立在高

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最广大范围共识的基础上，生产资料公有，每个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中国

古代也有“大同社会”①的理想，在“大同社会”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

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

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

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机会平等给社会带来了效率，但人与人之间存在竞争，最后的分配结果也不平均，社会仍然存在贫富

差距，这使得人活于世的一些痛苦无法根除。人类之所以在第一次制度革命后建立了以等级依附为基础

的社会，在第二次制度革命后建立了以机会平等为基础的社会，除了受到思想意识、人口素质和路径依赖

的影响，归根结底是由于资源稀缺，即受到物质财富是否能满足人类需求的制约。在资源极度贫乏的社

会，以等级依附为基础建立的社会能保持稳定，为生产发展创造条件;在生产力得到一定发展但资源仍然

稀缺的社会，以机会平等原则建立的社会能够优化资源配置，充分释放生产潜力。机会平等虽然已经是

资源稀缺约束下能够实现的最理想的社会了，但如果未来生产力极大发展打破了资源稀缺这一约束条

件，那这种制度就不再是最理想的制度了，人类还能建立比这更好的制度。
如果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到按需所取，人的思想意识高度文明，则人类将进入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

或者“大同社会”。这样，人类社会又重新回到了平等的状态，但“大同社会”里的平等与自然状态的

平等已经是完全不同的平等。自然状态的平等是建立在没有剩余财富基础上的无序的平等，“大同社

会”里的平等是建立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基础上的有序的平等。由机会平等的社会进入“大同社会”
是人类社会制度的又一次巨大提升，本文称这次根本性的制度变革为“第三次制度革命”。“第三次制

度革命”能否发生取决于人类能否打破资源稀缺的限制和人的精神实现高度文明理性，从目前来看，

这是比较遥远的事，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整个人类社会在近几百年以来的加速度发展也使我们

看到了希望。如果人类有可能在未来实现“第三次制度革命”而进入“大同社会”，那这种社会的具体

组织形式是什么样的，而且“大同社会”是否就是人类的终极社会制度，是否还会继续发生第四次、第
五次，甚至更多次制度革命，这些都只有遥远未来的实践才能给出答案。

四、“根制度变迁”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四个阶段

对于一个制度的形成，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这个制度是平等地还是有差别地对待其适用对象，对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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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是机会的平等，还是完全的平等，这是制度的根基，决定了制度的性质。如果把一个社会的制度系统

比喻为一棵有生命力的树，则非正式制度就类似于这棵树赖以存在的土壤，制度建立的原则类似于树根，

国家类似于树干，树的各分枝类似于具体的正式制度。制度建立的根基决定了整个制度系统的性质，由

于其在整个制度系统中的根基作用，本文将制度建立的根基单独称为“根制度”，将“根制度”演变的过程

称为“根制度变迁”。“根制度”即制度建立的根基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则，如何规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根制度”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制度，而是体现在每一个制度中，是制度的性质。严格来说，原始社会里人

仅按动物本能行为的无约束的状态不能说是制度，但为了逻辑和行文的一致性，就像把没有规律的随机

运动当成一种特殊的规律一样，本文把原始社会无序的状态也当成一种特殊的制度。
纵观人类制度的演化，“根制度”经历了从平等无序到等级依附，再到机会平等的演变，以后还可

能向着完全平等的社会发展，整个人类历史也经历了从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到等级依附、贵贱有别，再

到机会平等、共存共荣的大转型，以及未来有可能实现完全平等。依据“根制度”的不同，整个人类历

史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平等而无序的阶段，此阶段的社会与动物界无区别;第二阶段是

按照等级和依附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人们虽然贵贱有别，并且从社会中的受益差别较大，但相比平

等却无序的自然状态是一种进步;第三阶段是按照机会平等和公平正义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在此基

础上进行竞争，但竞争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优胜劣汰，而是要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共存共荣;第四个阶

段是有可能实现的按完全平等和无差别原则建立的社会。
根据“根制度”不同对人类历史的四阶段划分只是个大致的划分。其实，历史的发展是个渐进的

过程，四个阶段之间都没有也不可能有非常明确的界线，每个历史时期都是四种制度形态的混合，只

不过在某一个阶段以某一种制度形态为主而已。人们想象的完全无制度约束的“霍布斯丛林”并不真

实存在，人与人之间即使在原始社会也还是有一定的约束和互助的，特别是在有血缘关系的人群里。
即使在高度发达的基于机会平等的文明社会，也很难完全做到机会平等，也会存在等级和依附，比如

“霍布斯丛林”的阴影至今也没有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里完全消除。
从以上对三次制度革命和人类历史四阶段的划分中可以看出:正是“根制度”的变化决定了整个

制度体系的变化，甚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演变，“根制度”从平等无序到等级依附，再到机会平等，最后到

完全平等的演化塑造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四个阶段。就像历史是渐进演化的，“根制度”的变化也是渐

进的，制度从无到有的产生过程是个长期征服和被征服的过程。所以，秩序有无、平等与否、公平与否

都不是一个绝对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变量，而只是个程度。总体上来说，从社会和国家产生以来，“根制

度”经历了由等级依附向机会平等的演变，从而带动了整个制度体系和人类社会由等级依附向机会平

等演变，以及未来有可能逐渐实现完全平等。
五、“根制度”和决定因素

人人都渴望理想的制度，但现实中理想的制度却无法建立。人生来都是自由的，但却无处不戴着

枷锁。人类历史经历了漫长的平等而无序的丛林社会，在进入有序的文明社会以来，也还长期处在等

级依附的状态下，至今大部分社会也还没有使基于机会平等原则的“根制度”成为主导，也不能保证能

够实现完全的机会平等。可见，“根制度”不是随便建立的，“根制度变迁”是由一些客观因素决定而

逐渐演变的。
( 一) 客观物质基础: 物质财富支撑制度水平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古人也认为:仓

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可见一个社会的物质基础会对制度选择会产生重大影响，科学技术

和生产力发展是推动制度变迁的最终动力。人的生存都是要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上的，物质资源的

稀缺程度决定了人们对资源争夺的剧烈程度，在利己动机的驱使下，人总是想方设法让自己占有更多

的财富。在资源十分稀缺的社会，人对资源的争夺激烈，相互信任更难以达成，人性更容易失控，强者

占有了更多财富，弱者占有财富少甚至难以生存，在契约缔结中的力量不平衡就使制度有利于强者，

而弱者也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强者的保护，从而形成等级依附的关系。在经济发展使得物质财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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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定程度后，对资源争夺的激烈程度降低了，强者和弱者都能保证基本的生存权，从而形成基于机

会平等原则的制度体系。在未来，如果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打破了资源稀缺的约

束，人与人之间已经没有争夺资源的必要，则最终的理想社会就会实现。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

能否实现，关键在于人的私有观念能否消除。在资源稀缺的社会，私有观念是不可能消除的，只有物

质财富极大丰富到资源不再稀缺时，任何私有物品都没有意义了，私有观念才会自然消除，“第三次制

度革命”才可能发生，人类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 二) 主观思想意识: 价值观念影响制度选择

作为体现着人与人关系的契约，制度除了受制于客观的物质基础，也取决于人们对这个世界的主

观认识，即人们对自身和这个世界的看法会影响契约的形成。唐世平
［6］

认为，制度变迁的过程实质上

就是从不计其数的观念中择取非常有限的几种观念然后将其转化为制度。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特别

强调人们的共同信念(shared mental models) 对制度形成的影响
［9-10］，制度反映了当事人的信念，人们

的信念是形成制度的基础。信念本身是非正式制度的一部分，由于正式制度根植于或者说内嵌于非

正式制度，所以信念对整个制度体系的形成也会有影响。在人类历史的很长时期，基于等级依附原则

的人际关系都被看成是符合自然秩序的，平等公平的信念是在近现代生产力获得很大发展后才逐渐

被人们认同。信念作为意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应，人的生命经历会影响信念的形成。人每天通

过听觉、视觉、味觉、嗅觉、触觉感知外界，其中听觉和视觉的影响最大，所以语言文字对形成人们的信

念起着重要作用，人常受到什么语言文字的影响，就会形成什么样的世界观。通过宣传和教育让人们

形成什么样的信念，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根制度”。历史上等级依附的“根制度”之所以会长期存在，

也与统治者的刻意宣传影响有关。而现代社会要想建立以机会平等原则为基础的“根制度”，也有赖

于通过宣传和教育，使人们普遍接受基于机会平等和公平正义的人际关系原则。
( 三) 人口素质: 人的全面发展促进制度升级

制度的形成基础之一是人的理性，制度能建立是基于人能用理性控制自身行为，所以一个社会能

建立什么样的制度和制度实施到什么程度都要受到人口素质的影响。人口素质主要由人的思想道德

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等刻画，其中，思想道德素质决定人性中正能量的高低和善

恶程度，进而决定了人对他人和社会的友好程度，这也决定了人类能否走出“霍布斯丛林”。在人口素

质不高的情况下，人控制自身的能力弱，容易发生相互残害，为了最大限度减少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残

杀，建立自上而下的控制体系就成为必要;弱者在人与人相互残杀的环境中，会自愿寻求强者的保护;

人口素质低也通常成为强者建立等级依附秩序的理由。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等级依附秩序建

立并在历史上长期延续。当人口素质普遍提高后，人能更主动地控制自身，发生相互残害的可能性降

低，维持等级依附秩序的必要性就降低了，人更能自己为自己做主，不再依赖于强者的保护，所以人口

素质的提高逐渐瓦解了等级依附秩序，使基于机会平等原则的社会得以建立。而未来理想社会的实

现，则对人口素质有着更高的要求，道德和智力都要达到基本完美的境界，要求每个人的意志都完全

融入到公共意志中，对他人完全友好，人与人之间完全信任，把个人与他人视为不可分割的共同体。
所以，高水平的制度靠高水平的人口素质支撑，社会发展的过程，不仅是经济发展、意识进化、制度升

级的过程，也是人口素质不断提升的过程。人口素质的提高让人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从而使人不断走

向解放，人口素质的提高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手段。人口素质的形成受影响于自然基因和

先天禀赋，以及后天获得的营养和健康条件，这决定了人的身体素质;受教育对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

科学文化素质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总之，人口素质越高，越能支撑起高水平的“根制度”和人类

文明。
( 四) 路径依赖: 过去的选择影响今天的选择

制度塑造了人与人的关系，从而也型塑了一定的利益分配格局，形成一定的既得利益集团。制度

的变革必然要改变既有的利益格局，而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反对这种变革，所以说制度一旦形成就有自

我加强的趋势，形成路径依赖，这种锁入效应使制度变革变得困难。“根制度”的演变也一样，一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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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依附制度建立，处于等级上层的人群就有动机维持现有秩序，从而使得平等公平制度的建立受到阻

碍。由于既有利益格局主要是由收入分配形成的，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会对“根制度变迁”产生

影响。Sokoloff ＆ Engerman［11］
研究发现，拉丁美洲之所以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动乱，跟其过大的收入差

距有关，收入差距过大使得“根制度”向着平等公平的演变变得艰难。另外，人的思维意识也有路径依

赖，某种思想一旦在人脑中形成，就不易改变，即所谓江山易改，禀性难移。自从制度形成以来，等级

依附观念长期主导人类的精神，平等公平的观念在近现代以来才逐渐成为主导。而到目前为止的所

有资源稀缺社会，私有观念都已根植于人性中，即使人为强制建立公共财产制度，这种私有观念也无

法消除，只有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后很长时间，私有观念才有可能消除，理想社会才有可能实现。
综上所述，好的“根制度”不是随便建立的，一个社会的“根制度变迁”会受制于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人们的共同信念、人口素质、路径依赖等因素。要使“根制度”成功向着机会平等，甚至完全平等方

向演变，就要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凝聚思想共识，提高人口素质，改善收入分配。
六、“根制度”为何变迁以及如何变迁

自从制度产生以来，总处在不断的变迁中。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符合经济学的需求 － 供给

原理
［12］，制度变迁的需求，即动力，产生于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相对价格和偏好发生了变化，导致潜在

利润的出现，当这种潜在利润超过了制度变迁所需要的成本时，制度变迁就会发生。制度变迁的方式

是由组织与制度间的持续互动实现的，当一种制度变迁的需求产生时，初级行动集团提出制度变迁的

方案，得到次级行动集团的响应，共同推动制度实现变迁。制度变迁可以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

迁，也可以是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但更多的制度变迁是两种形式结合实现的。
“根制度变迁”符合一般的制度变迁规律，但从根本上来说，它主要是由决定“根制度”的四个因

素发生变化引起的。人类为何会经历从等级依附社会向机会平等社会的转变，一方面，科学技术进步

和生产力提高，增加了物质财富，提高了人口素质，平等公平思想产生，大家纷纷加入到争取权利的斗

争中，从而产生了建立机会平等社会的需求;另一方面，在物质财富丰富和收入分配合理的基础上，一

个社会也有能力建立基于机会平等的社会。建立完全平等的社会一直是人类的理想，这种需求早已

存在，但物质基础和人口素质的制约使一个社会在一定历史时期不具备这样的供给能力，只有物质财

富极大丰富和人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后，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才可能实现。

表 1 人类社会发展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根制度 平等 无序 等级 依附 歧视 机会平等 完全平等

物质基础 资源紧缺 无剩余 资源贫乏 有剩余 资源稀缺 极大丰富

思想意识
无文化

动物本能

君权神授

清官子民

人人生而平等

天赋人权
天下为公

人口素质 蒙昧 野蛮 得到发展但不均衡 理性 文明 高度理性

财产制度 无产权或氏族公有 私有为主 公私结合 全社会公有

分配制度
内部的平均分配

外部的弱肉强食

纳贡 交租

食利者阶级

劳动者阶级

初次分配(市场)

再分配(政府)

三次分配

按需分配

各尽所能

各得所需

经济形态 狩猎采集
自然经济

自给自足

市场经济

政府调控

计划经济

供给经济

政治组织
血缘家族 氏族

部落 部落联盟

封邦建国

专制极权
民主 共和 立宪 自由人联合体

诺斯 自然状态 权利受限社会 权利开放社会

马克思主义 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根制度”是整个制度体系的根基，决定了制度体系的性质，正是“根制度变迁”带动了整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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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的变迁，甚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由表 1 可知，人类社会发展的四个阶段是通过三次制度革命

实现的。“根制度”从无序的平等到有序的平等的演变是由物质基础、思想意识和人口素质的演变决

定的，每个阶段的财产制度、分配制度、经济形态和政治组织都呈现出各自的特点。每个阶段的这些

特点都是相互适应、相互兼容而互为一体的，而各个阶段的特点之间则是相互排斥而不可兼容的，如

按需分配在前三个阶段是不可能实现的，在真正机会平等的社会里不会容纳专制极权的存在。根据

“根制度”不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四阶段划分法与以前一些思想家的划分法是大致吻合的。前两个阶

段分别对应了诺斯对历史划分的前两个阶段:“自然状态”和“权利受限社会”，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

则属于诺斯所说的“权利开放社会”［9］。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原始社会对应了第一阶段，奴隶社会、封建

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对应了基于等级依附的第二阶段，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对

应了基于机会平等的第三阶段，而共产主义社会则对应了实现完全平等的第四阶段。
七、资源稀缺环境里的理想根制度

既然制度在塑造人和人类社会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什么样的制度才是好的? 在没有制

度的“霍布斯丛林”里，人的行为不受约束，随时可能发生相互残杀，人总处在死亡的恐惧威胁中，当然

不是好的状态。在以等级依附原则为“根制度”建立的社会中，虽然比起“霍布斯丛林”来说已经实现

很大进步，但人在这种制度下由于受益不均衡，强者得到了大部分财富和享受，而弱者则被剥削和压

迫。在强者很好地保护了弱者且弱者服从的情况下，这种社会也还能基本保持稳定，但在强者过分压

迫弱者导致矛盾加剧时，社会也会陷入混乱，所以这种制度形态下的社会也不是最理想的社会。实现

人与人完全平等的“大同社会”当然是最理想的社会，但限制这一理想社会实现的资源稀缺和人的有

限理性在一定时期是无法改变的。所以在资源稀缺和人有限理性的现实约束条件下，以机会平等原

则为“根制度”建立起来的社会就是理想的社会。
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等认为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基础原因，那么，在资源稀缺的环境中，什么

样的“根制度”才最有利于经济增长? 现代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一个社会的要素积累、技术创

新和资源配置效率。要素积累和技术创新需要有制度提供激励，把社会的资源引向生产性和创造性

活动，而机会平等的社会则会激发出最大的经济活力。资源配置效率要求一个社会的资源实现帕累

托最优的配置，即在不损害一部分人利益的情况下无法使任何其他人变得更好，经济学家证明完全竞

争的市场经济就能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
［13］;对于一种资源在不同用途中的配置，要实现资源

在各种用途中的边际生产力相等。无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还是边际生产力相等的原则，实现的

前提条件都是资源能自由流动，而机会平等的环境有利于资源自由流动，机会平等是市场经济的内在

要求。所以，在机会平等的社会环境中，不仅能促进要素积累和技术创新的激励最大，而且有利于资

源实现优化配置，以机会平等原则为“根制度”建立的社会是资源稀缺环境中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

度安排。
除了经济增长，收入分配是经济活动的另一重大问题。在资源稀缺的社会中，财富当然没法实行

按需分配，如果实行平均分配，则有限理性的个人将导致经济完全失去活力，所以在资源稀缺的社会

里要允许适当分配差距的存在。邵红伟和靳涛
［14］

研究发现，按照收入分配差距的形成根源，一个社

会的整体收入差距可以分解为四部分:由人的禀赋和努力差异引起的自然性收入差距、由技术创新引

起的结构性收入差距、由制度公平与否形成的制度性收入差距和其他随机因素和特殊冲击引起的收

入差距。其中，自然性收入差距是合理且无法消除的，结构性收入差距是合理且可以尽量消除的，制

度性收入差距是不合理且可以尽量消除的，其他收入差距在一般情况下影响不大，而且它们都会受到

制度的基础性影响，制度同样是形成收入分配差距的基础因素。基于平等原则建立起来的制度会直

接有利于消除制度性收入差距，也会通过技术快速扩散和普及而有利于结构性收入差距的尽快消除。
其他收入差距由于随机化而对整体的影响较小，从而使最终的整体收入差距主要由自然性收入差距

决定，会基本服从正态分布且具有完全流动性，再加上一定的保险和最低保障，就是资源稀缺社会里

最理想的收入分配状态。靳涛和邵红伟
［15］

的研究表明: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出倒“U”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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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这种理想状态的收入分配形成的适度收入分配差距也是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说明以机会平

等原则为“根制度”建立起来的社会不仅最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也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
目前，人类生存坏境的基本特点是资源稀缺和人的有限理性，要在这样的环境下使人类生活得更

好，需要制度安排提供最大的激励，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投入到生产性和创造性活动中。在机会平等

的环境中，每个人可以依靠自身的能力和努力获得相应的报酬，机会均等，所以提供了最大的激励。
在此基础上，人与人之间公平竞争，使每一种资源都被配置到使用价值最高的地方，而从实现资源的

优化配置。以机会平等原则为“根制度”建立起来的社会，不仅会促进生产的发展，也会使收入分配趋

于合理，使人类实现共存共荣。这种社会的基本特点是:机会平等，公平竞争;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物

阜民丰，共存共荣。在机会平等的原则下，一个社会不断发展生产力，使物质财富不断丰富，人口素质

和精神境界不断提高，就能为未来实现理想社会创造条件。正因为如此，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

的第一属性，而且正义即公平
［16-17］。

图 1 资源稀缺环境里的社会发展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

八、结论: 资源稀缺环境里的社会发展

在当下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资源稀缺和人

的有限理性是无法改变的。人类不应好高骛远地

急于建立那种不切实际的理想社会，因为“第三次

制度革命”还没有到来的条件。由图 1 可知，在资

源稀缺的环境中，制度公平、经济增长、收入分配

和人的发展四者呈现出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

系，即每一方面的发展都会促进其他三方面的发

展，每一方面的滞后都会阻碍其他三方面的发展。
制度公平、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人的发展都是人

类社会的目标，四者又互为手段，当把某一个方面

当成目标时，其他三个方面就构成手段。在这四

者中，人的自由和解放是更根本的目标，一切的发

展都是要促进人的发展，使人安全和自由。制度公平、经济增长和合理的收入分配会促进人的发展，

使人走向自由和解放，人的发展也会促进制度公平、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所以一个社会不应偏重于

哪一个方面的发展或者不顾其他方面制约而人为提前某一方面的发展，而是要促进以上四者协同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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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ree institution revolutions and root-institution change:
an idea for the secular institution evolution of human society

SHAO Hongwei1，2

(1． School of Economics，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Canberra 2601，Australia)

Abstract:As the fundamental factor shaping human and human society，the principle of institution to rule interpersonal re-
lation is the root of the whole institution system． It is called root-institution which determines the property of institution system．
By three institution revolutions，the root-institution upgrades ceaselessly which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first institution revolution is the emergence of society，country and institution making human get out of the Hobbesian Jun-
gle． The second institution revolution is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ociety from hierarchy and dependency to equality of opportuni-
ty． The third institution revolution is the realization of a totally equal society． The institution level human can choose is restricted
by many factors，such as material basis，ideology and belief，population quality and path dependency． The realization of a totally
equal society is a long-run process only when all resources are not scarce． In the situation of resource scarce and bounded hu-
man rationality，the institution guaranteeing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is the ideal institution． Under the root-institution of equality
of opportunity，the coordinated progress in advancing institution justice，economic growth，income distribution and human devel-
opment will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ultimate perfect society in the future．

Key words:the first institution revolution; the second institution revolution; the third institution revolution; root-institu-
tion; root-institution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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