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社会福利及其可持续发展路径探析＊

徐　延　辉

　　Abstact:In this article , the understanding process of the developing road of social

w elfare in Western industial society is analy sed and commented from the aspects of eco-

nomic sociology and developmental sociology.First ly , we trace the changing process in

the economists' and sociolog ists' minds on understanding how social change has ef fected

social welfare.Secondly ,we offer a new explanation on the meaning ,nature and chang-

ing tendency of social w elfare and make a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welfare and i 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By comparing the dif ferent ideas on sus-

tainable development w e finally draw such a conclusion that it is urgent and unavoidable

for social w elfare to be developed in a sustainable w ay .

　＊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 ,李坚教授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在此深表感谢。

一 、关于社会变迁对社会福利产生影响的认识

如何评价社会变迁对人类福利所产生的影响 ,人类应该采取何种态度或何种政策适应社

会变迁以便增加人类的社会福利 ,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关系到对社会福利发展道路的选择 。对

此 ,欧美一些思想家从经济学 、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出发 ,多角度地阐释了技术进步和社会

变迁的正负影响 ,进而提出了解决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

1.从经济学角度来看 ,其鼻祖亚当·斯密开始即把经济学的目标定位于研究国民财富的

性质及其增长的原因 ,物质福利的增长始终是经济学关注的核心 。在古典经济学看来 ,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是符合人类本性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一种自发的或自然的社会秩序 ,在没有人

为干预的情况下 ,自利的个人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 ,会不自觉地增进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 。

因此古典经济学倡导自由放任 ,减少国家对经济事务的干预 ,主张把权力下放给厂商 ,使权力

分散于整个社会 。对古典经济学家而言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人

类对于这一变迁无需采取什么防治措施 ,个人和政府只要顺应时代潮流自由发展 ,即可实现个

人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虽然产业革命和高效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不到 100年的时间里创造了人类社会前所

未有的物质财富 ,但这些财富并未像功利主义思想家们所期望的那样 ,增加“最大多数人的最

大幸福” ,而是造成了极少数人的幸福和绝大多数人的痛苦。因此 ,以庇古为代表的福利经济

学家在 20世纪 20年代第一次将财富的增长和财富的分配问题区别开来 。庇古认为 ,影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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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福利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国民收入总量的多少;二是国民收入分配的均等化程度 。

这就意味着不仅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财富总量增长很重要 ,而且财富的分配对提高整个社会总

体福利水平更重要。由此经济学家第一次将社会变迁的制度因素考虑到影响福利变动的因素

当中 ,进而提出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方式 ,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实行收入转移 ,对生产行为造成负

的外部性影响的企业进行征税 ,对生产具有正的外部性影响的企业进行补贴等一系列政策主

张。他认为 ,实施上述收入调节措施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增加穷人的福利 。庇古认为 ,增加同

一单位的货币收入给穷人和富人带来的边际效用是不同的 ,因为穷人的总收入水平很低 ,因而

增加一单位货币给穷人带来的效用要远远大于给富人的 ,因此把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转移

给低收入者必然会增加穷人的满足程度 ,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二是增加社会的长

远福利。庇古认为企业进行生产活动时不仅要花费私人成本 ,而且可能会花费社会成本 ,所产

生的收益亦可包括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两部分。当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 、私人收益和社会收

益不一致时 ,政府就要采取干预行为。比如生产纸张的企业同时会产生严重的环境污染 ,这类

企业的生产成本远远小于社会成本 ,也即社会为了治理污染而花费的成本远远大于企业本身

的生产成本。庇古主张对这类企业征税以限制其生产活动 ,从而保证社会的持续发展。

在庇古之后 ,以帕累托为代表的新福利经济学家对包括旧福利经济学在内的正统经济学

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 。新福利经济学所提出的“帕累托最优”和“社会福利函数”等理论成为西

方政府制定价格 、产量等微观政策以及收入分配 、“福利国家”等宏观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新

福利经济学家关于福利的思想和理念对西方工业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

从总体上看 ,在 20世纪 60年代以前 ,主流经济学家对社会变迁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持

赞许态度的 ,认为追求更高的利润和更丰富的物质财富的资本主义理想同时也是整个人类社

会追求福利的理想。这种理念一直到 60年代末米香提出“美好生活论”以后才有所改变 。

2.社会学家关于社会变迁对社会福利所产生深远影响的认识与经济学家的认识发展过

程大体上是同步的。20世纪 20年代以前古典变迁理论占据统治地位 ,以斯宾塞为代表的古

典社会学家提出了意义深远的直线进化模式 ,该模式把社会发展看成是一种人类沿着可预见

的阶段不断上升的过程。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 ,都要通过不断的分化过程实现技术 、组织

和道德的共同进步 ,未来是可以预见的 ,社会是在不断进步的。在肯定社会福利与社会变迁同

步变动的同时 ,斯宾塞同亚当·斯密一样 ,强调个人的福利主要通过个人努力 、通过市场交换来

实现 。反过来说 ,个人的福利如果没能得到改善 ,那主要是由于个人原因造成的 ,而与资本主

义制度或社会变迁之类的宏观环境无关 。

20世纪初期以后 ,由于经济上的垄断和政治上特殊利益集团对经济生活的控制能力不断

强化 ,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 ,这就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社会变迁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在这种情

况下 ,奥斯瓦尔德·施彭格勒于 1918年首次提出了社会变迁的直线退化模式 ,对社会变迁提出

了否定性价值评判 ,认为技术进步所造成的最终后果不是社会进步或社会日趋完美 ,而是社会

秩序的严重破坏 。为了弥补市场经济自由发展给那些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所造成的

福利损失 ,工业化国家实施了一系列社会政策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于收入差距扩大所引发

的紧张状态。但是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 ,这些政策措施正在向着官僚化的方向发展 ,制度化的

社会政策正在变成凌驾于人类精神之上的正规统治架构的一部分 ,片面地追求物质福利损害

了人的全面发展 。

虽然在工业化全面深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同时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和物质财富极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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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资本主义繁荣时代 ,仍有极少数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社会变迁的负面影响保持有限

的异议和警醒 ,但是工业化及其所代表的福利前景如此美妙诱人 ,以致所有的疑虑和潜在的担

忧都显得不合时宜而被人们忽略不计了 。于是福利最大化统一成为整个社会的共同目标 。

二 、如何认识社会福利及其变动趋势

技术进步和社会变迁究竟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人类的福利 ,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判断取

决于人们对福利的不同定义。从经济学角度来看 ,经济学尤其是福利经济学主要研究能够直

接或间接用货币来衡量的物质福利或叫经济福利(well-being);从社会学角度来看 ,社会学尤

其是发展社会学主要研究有益于人类全面发展 、充分发挥人类潜能的社会福利(social wel-

fare)。社会学所考察的福利概念是一个大概念 ,它既包括人均国民收入 、人均医生拥有量 、人

均能源消耗量等物质福利 ,也包括人均教育水平 、个人社会地位相对变化和社会价值实现程度

以及整个社会持续发展的综合能力等精神福利。

如果从福利概念的第一个层次来考察 ,那么古典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目标及结论基本上是

一致的:产业革命和技术进步的直接后果是物质福利的不断增长 ,社会福利变动趋势与社会现

代化进程同步进行 ,现代化程度越高 ,用物质福利衡量的社会福利水平也越高。因此 ,那些最

早开始工业化的国家 ,如英 、法 、德 、芬兰 、荷兰等国家福利水平最高;那些原为上述国家海外移

民(或殖民)地的国家 ,如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国家的福利水平次之;而那些远离

现代化中心 ,同时由于宗教信仰 、社会意识 、种族分离等社会因素人为阻止现代化进程的国家 ,

比如埃塞俄比亚 、塞拉利昂 、阿富汗等国家福利水平最低。社会福利在全球的分布特征体现了

现代化从其发源地向外传播的历程 。

如果从福利概念的第二个层次来考察 ,那么社会学家得出的结论就不像经济学家那样乐

观了 。20世纪 40年代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先驱和缔造者贝弗里奇曾对英国工人在社会变

迁中的社会地位做过详细调查 ,结果发现工人阶级在社会化大生产中所遭遇的风险不断扩大 ,

而他们从社会迅速增长的物质福利中所获得的相对份额并未显著增加 ,他们在社会分层中的

相对地位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在此调查基础上形成的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促使英

国在 40年代先后颁布 6项有关社会保障的立法 ,目标就是缩小社会收入相对差距。

社会学家认为 ,尽管现代化的发展创造了空前的物质财富 ,但它同时也在不断地制造着新

的贫困和新的忧患。新的贫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富国与穷国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二

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这两个层次的贫困表现为一种相对贫困 ,也即在全

球物质文明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的前提下 ,社会福利并非均衡地表现为每个国家 、每个公民的福

利水平同比增加 。相反 ,工业化所造成的更普遍的后果是“剥夺福利”(diswelfare)。从工业化

过程中受益最大的只是拥有社会稀缺资源的少数发达国家和少数社会群体 。

现代化所引起的新的忧患表现为生活质量的下降和社会福利持续发展的路径受阻 。从

20世纪 60年代起 ,人们开始反思经济增长的含义以及追求高速增长所付出的代价 。以倡导

回归“田园式”生活方式而闻名的米香认为 ,人们为了追求更丰富的物质享受而付出的社会文

化代价太大了 ,高速增长所带来的收益远不及由此带来的损失。因为人类的需要是多元的 ,物

质享受只是其中一部分 ,享受自然 、拥有安全感和自尊感的精神享受更为重要。在米香看来 ,

由于技术进步和人们盲目追求物质福利已使西方社会普遍出现消费过度 ,衣食往行的消费水

平远远超过实际需要 ,而人们的生活质量 、精神状态和社会生态环境却在不断下降 。因此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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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憎恨技术进步 ,认为技术越进步 ,如人们所期望的更便捷的旅行 、更丰富的娱乐节目以及更

无时空限制的方便购物等等 ,都使人们从对人的依赖转移到对机器和能源的依赖 ,都在不自觉

地改变着人们之间相互交往和相互沟通的方式 ,结果是使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不断扩大。

虽然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在米香看来是不可取的 ,但由于人类所具有的趋利本性和懒惰

天性决定了人们对于利润和舒适品的需求是无止境的 ,因而技术进步和现代化的脚步是不可

阻挡的 。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无节制的开采产生了另一个福利忧患:人类正在为了满足当前

的福利而透支未来福利 ,福利的后续发展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 ,因而社会福利的可持续发

展问题于 20世纪 70年代被正式提到议程上来。

三 、社会福利与可持续发展路径选择

可持续发展理论一般被认为是在 20世纪 80年代发展起来的关于人类社会如何发展的一

种新的思想和观念。而实际上 ,我们可以把这一思想追溯到一个半世纪以前马尔萨斯的《人口

论》中 。当时马尔萨斯认为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 、粮食以算术级数增长 ,如果不对人口增长采

取有效措施 ,则人口增长超过食物增长 ,人与自然不能共存。100多年以后 ,罗马俱乐部邀请

当时知名的企业家 、经济学家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聚集在一起 ,编制出当时最先进 、最复杂的

全球系统模型。该模型认为 ,人口增长 、粮食供应 、资本投资 、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是影响经济

增长和人类生存的 5个主要因素 ,这 5个因素的共同特点有两个:一是其增长速度都呈现出指

数增长特征 ,每种要素增长一倍所需要的时间越来越短;二是 5 种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

约。如人口增长离不开粮食供应增长 ,在可耕地数量既定的情况下 ,增加粮食产量需要增加农

业资本和工业资本投资 ,更多的投资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 ,废弃的资源增加了环境污染 ,严重

的污染反过来又限制了人口增长和粮食增长 。因此 ,如果不对人口增长 、生产增长 、资源的消

耗速度以及环境污染的速度和程度及时加以控制 ,那么地球很快就会由于资源危机而崩溃 。

这个模型因其结论危言耸听又被叫做“世界末日模型” ,同时因其结论与马尔萨斯的结论如出

一辙 ,模型的主要缔造者福雷斯特(Forester)和米都斯(Meadow s)等人也被称为“新马尔萨斯

主义者”或者是“带着计算机的马尔萨斯” 。

新马尔萨斯主义者的理论虽然引起了一场广泛争论 ,但人们对它的评价完全不同于马尔

萨斯的人口论:人们对它的态度是毁誉参半。因为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现代化和巨大的社会

变迁 ,现代化的负效应经过长期积累 ,尤其经过 20世纪 50-60年代资本主义高速发展而成为

人类福利增长的巨大消蚀力量 。因此 ,到 1972年“世界末日模型”公布于世的时候 ,它带给人

们的不仅仅是其结论的震撼人心力量 ,而更主要的是它所引发的全世界对于经济增长的限制

条件 、自然资源的承受能力 、社会福利的本质含义等许多问题的深刻思考。甚至知识经济概念

及其相关理论也可以被看作是这场大讨论的思想副产品 ,因为那时人们已经认识到经济增长

的方式需要从“高体积转向高价值” 。由经济增长方式所引发的这些思考为 80年代可持续发

展理论的正式提出奠定了广泛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准备 。现在人们从多学科 、多角度探讨和使

用可持续发展概念 ,从而使这一概念得到空前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

的定义已有 100多种(范柏乃等 ,1998)。

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是人的长期发展以及社会福利在几代人中间都能得到社会保证 。

戴利认为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在尽可能长的人类生存时间内 ,保证最大多数人的基本生

活。为达到这一目标 ,必须对人口增长 、人均消费以及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速度进行控制 。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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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思想同功利主义哲学所倡导的“保证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思想不谋而合 。另一位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代表人物布伦特兰认为 ,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不能对后代人满足

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这一思想类似于帕累托的最优思想:在不减少后代人福利的条件下 ,

增加当代人的福利 ,其目标是保证资源和福利在代际之间实现公平分配。因此 ,可持续发展的

目标可以归结为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将资源和福利在当代人和几代人之间实现最优分配 ,以便

实现当代人一生效用最大化和几代人效用最大化 。

人类追求幸福的欲望是无止境的 ,现代化的飞速发展为人类实现欲望提供了充分的技术

保证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 ,人类在满足欲望的时间分配上 ,具有严重的偏好当前消费 、忽视未

来消费的倾向 ,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 ,而人们是不愿意对不确定的事物寄予厚望的 ,因而人类

具有普遍的“现状偏好”倾向(Rabin ,1998)。如果对人类追求福利的手段及时间分配不加以限

制 ,那么追逐最大利润的厂商就会不顾一切地滥用资源 ,直到把地球啃光挖尽为止 ,直到地球

以破坏性甚至伤害性资源供给威胁到当代人自身生存的时候为止。因此 ,可持续发展问题实

质上是人类追求福利的道路选择问题 ,也是人类对于自由竞争和国家管制是否结合以及如何

结合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鉴于自由竞争和自发的经济行为为人类的长远福利和

持续发展带来严重的负的外部性影响 ,以路德维希·艾哈德为代表的 、倡导国家干预和自由竞

争相结合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在 20世纪 80年代重放光彩。

四 、可持续发展:离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有多远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人类追求福利满足的长期化 、代际化及全球化设计已在发达国家取

得广泛共识 ,发达国家甚至出现少量先驱者信奉纯粹生态学思想 ,并把这一理念付诸实践活

动。不同国家对社会变迁和社会福利的道路选择是价值观念问题。是自发地追求福利并允许

社会自发地变迁 ,还是有计划 、有组织地追求福利并控制社会变迁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 ?也

许是发达国家已经经历了工业化的辉煌 ,同时也饱受了环境污染 、资源破坏和过度城市化等各

种工业化痛苦 ,因此 ,率先进入物质文明的国家已经开始实施有计划的社会变迁 。比如走在信

息时代最前列的芬兰 ,其因特网普及率和移动电话普及率均居世界第一。领先的科技改变了

芬兰人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 ,极大地提高了芬兰人的工作效率和生活福利。但是 ,芬兰人认

为科技只是一个好仆人 ,而人才是这个社会的主人 。因此 ,追求更高科技和更富裕的生活水平

并未改变芬兰人对大自然的热爱 ,花草树木被视为城市的“肺”而倍受珍视 ,芬兰的森林覆盖率

始终位居世界前列。

而发展中国家因为一切都在发展中 ,生产 、技术 、教育和环保意识离工业化发达国家的相

关水平距离很远 ,离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距离则更远。很多国家尚未跳出贫困的陷阱 ,很

多人尚为果腹而忙碌 。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使大量森林资源被破坏 ,过度城市化造成城市交通

拥挤 、环境污染 、地下水枯竭。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历程正在发展中国家重演 。面对工业化和商

业化的强大力量 ,作为个体的家庭和企业是无能为力的 ,而作为宏观的国家或政府是有力量进

行社会发展规划的。问题在于国家或政府也是由具有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人和集团组成

的 ,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发展中国家人民所共有的偏好和短视。因此 ,在现阶段 ,发展中国家

的社会变迁仍以自发的变迁为主 ,以加速自然资源的开采和高速度的经济增长的“有计划的”

变迁为辅 。这种变迁方式将对发展中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福利的长期满足产生许多无可

挽回的消极影响 。在此 ,我们仅以辽宁省沈阳市为例 ,说明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 ,在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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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环保意识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

辽宁省作为老工业基地曾为中国工业化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 ,即使在最近几年因为经济

体制转轨而使其经济增长速度减慢 ,辽宁省的社会综合发展水平也仍然位居全国前列。但是 ,

即使在这样一个综合素质(包括人均教育水平 、信息指数 、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各项指标在内的

综合水平)颇高的省份 ,其环境意识也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目前辽宁省正同欧盟合作一项综

合环境项目 ,这项历时 5年 、耗资巨大并由欧盟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的 、欧盟在中国进行的最

大的环境项目包括公众环境意识 、城市规划 、水资源管理 、能力建设和空气质量管理 、能源管

理 、清洁生产和工业结构调整等 7个子项目。目前项目的调查研究虽然刚刚启步 ,但欧盟专家

提供的原始信息却令我们异常惊讶:十几年以前 ,欧洲人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与我们现在的认识

相差无几 ,大多数人认为随着技术进步和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 ,环境问题自然可以得到解决 ,

也即环境法规和改善环境的技术是最重要的 。但是 ,现在欧洲人认为环境意识最重要 ,因而把

“公众环境意识调查”置于 7个子项目之首。而让欧洲人对环境的认识发生重大转变的正是中

国 ,更具体地说是中国的辽宁省。欧盟专家发现 ,目前中国有三条污染最严重的河流即淮河 、

海河和辽河 ,其中又以辽河污染最严重。而恰恰是污染最严重的辽河所在地辽宁省最先颁布

了大量的环境保护法规。结果怎么样呢 ? 10年过去了 ,辽河依然是中国污染最严重的河 。由

此可以认为 ,环境意识决定环境质量 ,而以经济福利为中心的社会福利意识又决定了环境意

识。落后于时代潮流的福利意识最终降低了全体人民的福利水平 ,并迫使我们不得不花费更

大的社会成本来治理这些不断积累和不断扩散的环境污染 。

那么 ,如何才能既保持社会福利的持续发展 ,同时又不对后代人的福利增长构成威胁呢 ?

觉醒的辽宁省正在实行的“三同时”政策即设计 、生产和环境治理同时进行的方案 ,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把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限制在最小范围内。在现阶段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正在经历一

场生产关系 、组织方式 、社会意识等各个方面的深刻变革。在这场无声的变革中 ,个人在社会

中的相对地位 ,中国在世界上的相对地位都要重新定位 。如何选择社会发展道路必将对当代

中国人和未来几代中国人的社会福利产生深远的影响 ,可持续发展道路为我们实现社会福利

理想提供了一条科学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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