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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亚当·斯密调节经济活动过程的三只手

郭 怀 亮
(渭南师范学院 政史系 , 陕西 渭南 714000)

〔摘要〕　亚当·斯密调节经济活动过程的不仅仅是市场机制这一只看不见的手 ,而且

还有财政之手和法律之手。本文重点对这后两只手进行了分析 ,认为亚当·斯密实际上是

用三只手互相配合 ,共同调节经济活动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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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放任”是斯密的整个经济学说的中心思想 ,也是他所主张的经济政策的基本原

则。他的自由放任的经济主张 ,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封建主义和重商主义。斯密并非完全

拒绝或排斥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下面从三个方面分析斯密的经济主张。

一、看不见的手 :市场机制

斯密处在封建社会晚期 ,重商主义成为封建国家实行的经济政策 ,而这种政策当时已

成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斯密把反对重商主义的斗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结

合在一起 ,为了把资本从封建制度束缚下解放出来 ,使资本有与雇佣劳动相结合的完全自

由 ,所以极力主张经济自由即看不见的手 ,来调整社会需求 ,增加国民财富。

依斯密之见 ,为了增加国民财富 ,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加强分工 ,二是增加资本数

量 ,三是改善资本用途。

就分工而言 ,斯密认为它是人类特有的交接倾向自发地发展的结果。一个人专门经

营一种业务 ,以自己的产品去和他人交换 ,所得到利益总比自己经营几种业务要多 ,所以

分工是个人利益的结果。而分工的程度又取决于市场范围 ,商品交换自由发展必然促进

分工 ,所以国家对于如何提高分工的程度 ,是无需干涉的。

就如何增加资本来说 ,斯密认为资本增加是节约的结果 ,而一个人之所以会实行节

俭 ,是由于他有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愿望。在他看来 ,虽然每个人不免有浪费行为 ,有的

人 甚至经常挥霍 ,但一般说来 ,节俭的心理总是占上风。因此 ,资本的增加也是一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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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然的现象 ,是各人追求个人利益造成的 ,国家和政府是不必干预的。

就改善资本用途来说 ,斯密认为“各人都不断地努力为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

利的用途。固然 ,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 ,而是他自身的利益 ,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

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1 ] (P25) 同时 ,在如何使用

资本才最为有利方面 ,也只有私人知道得最清楚 ,判断得最准确。因此 ,国家不必来指导

私人如何使用资本 ,否则国家是自寻烦恼 ,而且是做不好的 ,做起来对社会是有危险的。

根据以上分析 ,斯密就此认为要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 ,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给私人的

经济活动以完全自由。在他看来 ,由于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尽管每个资本家都是从个人利

益出发来经营企业的 ,但会自然而然地有利于整个社会。但是 ,斯密在他的经济学的研究

中 ,对一个问题时常提出互相矛盾的论点 ,正如马克思所说 :“我们看到 ,亚当·斯密对一切

问题的见解都具有二重性。”[2 ]因此 ,就有了下面另一种虽然不是主要的但确实是存在在

斯密经济思想中的经济政策思想。

二、看得见的手 :财政手段

运用财政手段调节经济发展过程在斯密经济思想中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11 税收调节

首先分析斯密的出口退税思想。斯密认为 ,本国的商人和制造业者要谋求海外市场取得

独占权。因此 ,要求国家给以奖励。“在各种奖励中 ,所谓退税 ,似乎是最合理的了。”[1] (P70)

斯密的退税思想主要是 : (1)在商人输出时 ,退还本国产业上的国产税或国内税的全

部或部分。这种退税可使出口量增加到不课国产税或国内税时的出口量 ,但不会超过这

个量。这种退税会使部分资本转移到这种退税货物的生产上来 ,这种转移不会破坏社会

上劳动的自然分配。(2)输入的外国货物 ,在再输出时 ,可以退税。输入后再输出的货物

退税有两种情况 ,一是外国商品输入量大大超过了国内消费的必要量 ,在其商品再输出时

全部课税退还。这实际上是用税收调节供求平衡。二是有的商品是本国制造业嫉妒的对

象 ,所以禁止其输入 ,供国内消费 ,但若纳一定的税 ,即可输入 ,落栈以待输出。这里的所

谓嫉妒对象 ,实际上是和本国制造业者所生产的商品有竞争能力的商品。这类商品输入

后输出时给以退税。这实际上是用退税鼓励其输出 ,用以减少国外产品同国内产品的竞

争。(3)退税制度 ,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运送贸易 ,使资本在一定程度上转移到运送贸易

资本方面来。因此 ,“这种贸易 ,对于那一部分既不能投在本国农业 ,亦不能投在本国制造

业 ,既不能投在国内贸易亦不能投在消费品国外贸易上的资本 ,必然提供了一个出

路。”[1 ] (P74) (4)关税的收入 ,不但不会因此种退税而受损 ,而且将因此种退税而得利。“这

些理由 ,似乎足以证明 ,课在本国产物或外国产物上的关税 ,即使在输出时全部退回 ,退税

亦是合理。”“但必须提出 ,只在输出品真正输到外国去 ,而不再秘密输入我国的时候 ,退税

制度才会带来益处。”[1 ] (P75)

以上分析可知 ,斯密的出口退税制度的作用为 :一是为部分资本找到出路 ,如投资在

运送贸易和投资在供出口而生产的产品上的那部分资本。二是可以调节供求平衡 ,如进

口的商品数量大大超过本国消费必需量时 ,可以退税鼓励此类商品再次出口。三是在一

定程度上保护国内一些产品免受国外有竞争能力的商品的竞争。这说明斯密的自由放任

原则或自由贸易也不是绝对自由的。尽管斯密极力反对用增设或提高关税的办法限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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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商品输入 ,但却并不反对而是主张用退税的办法扩大输出 ,用以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出

口 ,调节部分资本的投资方向和消费的供求平衡。退税的实质是将本应上缴国家财政的

那部分税收返还给纳税者 ,因此 ,退税实质上是用财政手段扩大出口 ,调节供求平衡和部

分资本的投资方向。

其次分析斯密的税收思想。斯密认为 ,一切赋税归根到底都来自社会上的工资、利润

和地租这三种收入。依他之见 ,征收工资税 ,就必然提高货币工资 ,实际上由资本家支付 ,

而资本家总是设法把它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如果资本家转嫁不出去 ,那他对劳动的需求就

会减少 ,从而使国家的年总产品减少。征收利润税 ,若对利润中的利息部分征税 ,一是极

难确定借贷资本的数额 ,二是容易引起资金外流。若对利润其他部分征税 ,资本家无力负

担 ,或者歇业不干 ,或者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而对地租征税不会影响财富的生产和大多

数人的收入。斯密的税收思想实际上是根据不同征税对象采用不同的税率 ,在征收同量

税收的同时 ,把资本积累量调节到最大量。税收本身是国家对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所进

行的一种强制性分配。这种分配本身就是一种调节工具 ,这实际上是用财政手段将社会

资本调节到最大 ,从而使社会总产品达到最大。

最后简单分析一下斯密的税收调节消费和收入的思想。斯密认为 ,“对必须品课税 ,

因其提高劳动工资 ,必然会提高一切制造品的价格 ,从而减少它们贩卖与消费范

围。”[1 ] (P434)所以主张对奢侈品课税 ,甚至对贫穷者奢侈品课税 ,使其价格腾贵 ,并不一定

会引起劳动工资的增高。“一种重税 ,有时会减少所税物品的消费。”[1 ] (P444)“当收入减少 ,

是由于消费减少时 ,唯一的救济方法 ,就是减低税率。”[1 ] (P445)这里斯密主张用税率调节消

费 ,再用消费调节收入。这已非常明白的说明斯密已清醒地认识到税率的高低对消费和

收入产生的重要作用 ,而且已十分明确地主张用税率的高低调节消费和收入。

21 财政投资

斯密认为 :“通航水道、运河以及供给城市自来水的各种必要工事 ,很明显的 ,不仅有

很大、很普遍的效用 ,同时 ,其所需巨大费用 ,亦常非个人财力所及。”[1 ] (P318) 这些基础工程

和公共工程的费用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而增加。为了保证这些基础工程和公共工程与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相适应 ,为了保证其费用能够满足实际需要 ,这部分费用应全部或部分

由政府财政支付。“维持良好道路及交通机关 ,无疑是有利于社会全体 ,所以 ,其费用由社

会的一般收入开支 ,并无不当。”“凡有利于全社会的各种设施或土木工程 ,如不能全由那

些最直接受到利益的人维持 ,或不是全由他们维持 ,那么 ,在大多数场合 ,不足之数 ,就不

能不由全社会一般的贡献弥补。”[1 ] (P375) 斯密的这些论述说明 ,虽然根据他放任自由的观

点 ,要富国福民 ,最好听其自然 ,不加干涉 ,但有些事情不是个人能力所能胜任的。如一些

基础工程和公共工程 ,就需要政府出资或部分出资进行办理。斯密的政府财政投资办理

的基础工程和公共工程的经济思想主要有 : (1) 这些工程中 ,凡私人能够筹资修建并能够

经营的 ,就必须让私人去修建和经营。(2) 这些工程若由财政开支修建 ,应向直接受益人

收取费用 ,一是收回成本用以减轻社会负担 ,二是收取费用可以构成财政收入的一部分 ,

三是收取的费用可用来维修和保护这些工程 ,以使其能正常运营。(3)这些工程的所收费

用若不能维持工程的合理运营或不能完全维持其运营 ,其不足的部分资金由财政支出。

(4)这些工程若不能由其自身收入维持 ,而且此工程的服务又只限于某特定区域 ,此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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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就应该由地方当局管理 ,由地方收入维持而不应由国库开支。(5)这些工程建造在宜于

兴建的地方 ,也就建造在最需要修建的地方 ,建造费用、规模必须与该地方的商业需要与

负担能力相称 ,即适度 ,不要浪费和追求宏伟豪华 ,因为建造这类工程的目的是为了商业

便利而不是为了显赫。(6)这些公共设施和公共工程若由国家财政开支修造 ,其工程修造

可与个人订立建造合同 ,由私人承包建造 ;建成后也可承包给私人管理经营 ,以避免浪费

或造成不应有的损失。斯密在这方面的见解是很有天才的 ,他在这方面的思想对中国目

前公共工程的建设、管理与经营仍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斯密所分析的国家财政投资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对教育的财政支出。“一国的教育设

施及宗教设施 ,分明是对社会有益的 ,其费用由社会一般收入开支并无不当。”[1 ] (P375) 这部

分财政开支分为两大部分 ,一部分是对国民特别是普通国民就业前最基本教育的开支 ,另一

部分则是对国民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即宗教教育方面的开支 ,这里主要分析前一部分。

“在文明的商业社会 ,普通人民的教育 ,恐怕比有身份有财产者的教育 ,更需要国家的

注意。”[1 ] (P340)斯密认为 ,有身份有财产的人 ,十八、十九岁以后才从事他们想从事的特定

职业。在此之前 ,他们有时间、有财力、有条件去获得能使他们博得世人尊敬的一切知识。

但是 ,普通人民就不能受到有身份有财产者那样的教育 ,而这部分人在就业之前应该获得

最基本的教育。“因此 ,国家只要以极少的费用 ,就几乎能够便利全体人民 ,鼓励全体人

民 ,强制全体人民使获得这最基本的教育。”[1 ] (P341) 斯密认为国家应在各教区各地方设立

教育儿童的小学校 ,取费之廉 ,必须使一个普通劳动者也能负担得起 ,但教师的报酬 ,国家

只负担其中一部分 ,也就是说在全民基本教育的财政开支中 ,国家只负担学校的建设费用

和教师报酬的一部分。同时 ,国家应对学生学业上较为优良者给以小奖赏或小荣誉奖章 ,

这部分费用自然由国家负担。这样 ,必能使最基本教育获得鼓励。斯密认为国家若没有

教育机构 ,就没有人讲授新的科学知识 ,一些陈腐的知识就充斥社会 ,这对社会是有害的。

而对国民实行最基本的教育 ,虽然目前得不到任何利益 ,但这种教育提高了国民的文明程

度和国民素质 ,国家收益非浅。

“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 ,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 ,

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达到最高程度 ,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由

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 ,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

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 ,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 ,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 ,去尽力达

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 ,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

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1 ] (P27)斯密的经济思想是很明白的 :人是理性的 ,

是专为自己打算的 ,是受自我利益驱使的。如果任凭每个人追求自我利益 ,他同时也就促

进了社会利益 ,政府不应当干预个人追求自我利益的过程 ,而应遵循一种自由放任的政

策。然而 ,人们往往只注意到问题的一个方面 ,而忘记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既然人们只

有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受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促进社会利益 ,那么对每个人最有利的投

资就是对社会最有利的投资 ,但是 ,对社会最有利的投资 ,也可能是对个人最无利的投资。

或者说 ,私人利益之所在 ,就是社会利益之所在 ,但是 ,社会利益之所在 ,并非私人利益之

所在。这样 ,在一些领域或是由于投资巨大 ,私人资本无能为力 ,或是由于成本收回周期

太长 ,取得利润的等待时间更长 ,或是利润达不到应有利润的高度 ,也就是人们在这些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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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追求不到自己的利益 ,或是追求到的利益达不到应有的程度 ,这时看不见的手就会失去

作用。此时私人的资本就不会被引导到这些领域 ,自然就不会促进这个领域的社会利益 ,

而这个领域的市场就不会满足社会和国民的需要。这就是所谓的市场机制在市场的失灵

领域 ,如基础设施、公共工程、教育等领域。这些领域就要用看得见的手来实现 ,或是用税

收政策来调节 ,或是用财政直接投资 ,以使其市场满足社会和国民的需求。这些领域的投

资本身也构成国民财富的一部分 ,并与其他领域的资本相互推动 ,共同发展 ,共同促进社

会利益和社会财富的发展。斯密用看得见的手调整经济过程 ,说明斯密已经认识到看不

见的手的局限 ,并用看得见的手来补充 ———用税收政策和财政投资来调整经济过程。虽

然财政手段在斯密的调节手段中还不是主要的而是次要的调节手段 ,但它在斯密的经济

思想中占有一席之地 ,这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三、隐显双面手 :法律手段

法律手段是指国家为维护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次序 ,对经济活动进行指导、控制、规

范和监督的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主要是用法律手段调节各种经济关系 ,调节经济主体

的利益冲突 ,规范经济运行次序。法律手段的内容包括保护和制裁两个方面。由于法律

手段具有极大的强制性和明确的规定性以及相对稳定性等特点 ,所以 ,当人们都遵守法

律 ,并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时候 ,人们似乎并不觉得法律的存在 ,即它象看不见的手一样 ,

引导着人们的经济行为 ,这里称之为隐形的手。当人们的利益受到侵犯 ,要求法律给以保

护或侵犯了别人的利益遭到制裁时 ,法律的存在就呈显出来 ,即象看的见得手一样 ,用强

制的手法对当事人进行制裁或保护 ,这里称之为显形的手。法律手段隐显两方面的作用

是相互配合的。显形的一面执行得坚决、彻底、公平 ,人们就对国家的法律产生信心 ,就会

自觉执行法律 ,这样隐形方面的作用发挥的就愈大 ;隐形方面的作用愈大 ,法律就越能得

到坚决、彻底、公平的执行 ,显形方面的作用就能更好地得到发挥。

斯密用法律手段调节经济过程的思想主要有 :

11 法律手段调节经济过程是工商业长期发达的必要条件。斯密认为 :“任何国家 ,如

果没有具备正规的司法行政制度 ,以致于人民关于自己的财产所有权 ,不能感到安全 ,以

致人民对于人们遵守契约的信心 ,没有法律予以支持 ,以致人民设想政府未必经常地行使

其权力 ,强制一切有支付能力者偿还债务 ,那么 ,那里的商业制造业 ,很少能长久发

达。”[1 ] (P473)斯密再明确不过地说明了若没有法律手段调节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 ,工商业

就不可能得到长期的发展。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中 ,存在着广泛的合同 (契约) 关系要

求法律给以保证。各种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是靠合同的形式连接起来的 ,或者普遍

采取了合同的形式。这种广泛的合同关系 ,只有在法律上得到确认 ,并受法律保护才能实

现。同时各经济主体之间难免会发生各种矛盾和纠纷 ,这些矛盾和纠纷的协调与解决 ,也

需要法律手段来解决。

21 法院法官之间的竞争是诉讼案件迅速公平审理的必要条件。“英国今日的法院制

度 ,是值得赞赏的 ,但一探其究竟 ,恐怕在很大程度上须因于往昔各法院法官的相互竞争 ,

对一切不当行为 ,各个力求在自己法院就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给予最迅速最有效的救济这

个事实。”[1 ] (P282)斯密还举例说明 ,普通法院对于违反契约的行为 ,仅仅是责令赔偿损害。

平衡法院作为一种债权法院 ,首先毅然强制履行特殊约定。当破坏契约的性质只是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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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付货币时 ,两个法院的救济都是充分的。但是 ,一个租地人控诉地主非法夺回土地时 ,

普通法院的判决只能是赔偿损害 ,而不能使租地人履行特殊约定即继续租用土地 ,只有平

衡法院的判决能使租地人继续租用土地。这样 ,使普通法院蒙受不小损失。后来 ,普通法

院发明了假扣留土地的令状 ,才将这类案件拉回自己审理。由于法院法官的竞争 ,“结果

许多案件 ,究竟归哪个法院审理 ,全由诉 当事人选择 ,而各法院想为自己方面多多招来

诉讼案件 ,也在审理上力求迅速公平。”[1 ] (P282)

31 对银行的自由必须给以法律限制 ,例如 ,法定利息率 ,规定钞票最低额 ,限制银行

的钞票发行量等限制。斯密认为 ,这些法律限制“实在是侵犯天然的自由 ,不是法律应有

的。因为法律不应妨害天然自由 ,而应予以扶持。从某种观点说 ,这限制诚然是侵犯天然

的自由。但危害全社会安全的少数人的天然自由 ,确要而且应受一切政府的法律制裁 ,无

论政府是最民主的政府或是最专制的政府 ,法律强迫人民建筑隔墙 ,以预防火灾蔓延 ,其

侵犯天然的自由 ,无异于我们这里主张以法律限制银行活动。”[3 ]这里既阐述了法律对银

行自由限制的理由 ,也阐述了用法律手段调节经济活动过程的理由。

斯密自由放任和遵守天然的自由经济思想是建立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相一致

的基础上的。当他发现这两者有时并非一致 ,而且社会公共利益又必须予以满足时 ,只能

将这侵犯天然的自由而且已经从前门扔出去的东西 (财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从后门又偷运

进来。尽管斯密的三只手调节经济过程的思想是非常明显的 ,但由于他自由放任的思想

满足了当时力求扫除封建残余和重商主义政策束缚的资产阶级对自由经济学的需求 ,并

赢得一片喝彩 ,他的另外两只手就被淹没在自由放任的汹涌波涛之中了。研究亚当·斯密

的三只手对于认为斯密只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的错误和认为斯密规定的国家的职能只是一

个“守夜人”的作用的偏见 ,对于中国当前政府经济职能的研究与实施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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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dam Smith’s adjusting hands in economic activities

GUO Huai-liang
(Weinan Teachers College , Weinan 714000 , Shaanxi , China)

Abstract :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agrees that there is not only an invisible hand , the market

mechanism , to function in the course of economic activities as proposed by Adam Smith , but also

the other two : finance and law. Therefore ,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wo hands of

finance and law , and concludes that in the course of economic activities , the three hands function

interactively in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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