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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视野中伦理变迁的根源及效应
———以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历史演变为依据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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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社会的经济状况、生产方式制约着历史的发展过程，它

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问题的红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当代中国伦理

变迁的物质基础。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化、确立、发展、完善过程中，由于

经济发展方式的急速变换，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活力，创造了丰富的物质、精

神财富。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伦理—经济”“伦理—社会”“伦理—文化”的生态失衡等

效应。因此，立足于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历史演变这一当代中国伦理变迁

的根源，对其进行“再调适”“再修复”“再建构”，达到新的平衡，是解决当代中国伦理问

题的总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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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

水平大幅提升。与此同时，我国社会进入到了一个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出现的

问题也不少。其中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是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其现实表

现就是这些人什么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都敢干，什么缺德的勾当都敢做，没有国家、集体和家庭观念，不

讲对错，不问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浑浑噩噩，穷奢极欲。他强调这是社会上种种问题的病根，如不

加以有效解决，将会阻碍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努力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概括起来讲，就是说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极大地促进了当代中国物质文明建设，也为精神文明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同

时，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在不断改革、完善之中，难免引发大量的伦理道德问题。反过来，这些问题

又将影响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这一重要论断充分说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逐步完善是当代中国伦理变迁的根源，当代中国伦理建设必须扎根于此。那么，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意涵是什么? 全面深化改革布局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哪些新特点? 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改革完善中产生了哪些伦理效应? 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更好把握当代中国伦理道德建设的

经济基础，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伦理道德体系。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是当代中国伦理变迁的根源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社会的经济状况、生产方式制约着历史的发展过程，“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

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1］(P668)。作为观念形态的伦理道德从根本上来说是由经济发展方式决定

的。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当代中国伦理变迁的经济基础，是理解当代中国伦

理生态失衡与修复的“红线”。因此，深入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意涵是把握当代中国伦理变迁

根源的前提。

( 一) 市场经济的一般含义

市场经济是相对于计划经济而言的，二者都是促进经济发展中资源配置的调节方式。计划经济条

件下，进行资源配置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即通过对计划指标的分解、资源的调拨，由政府来进行配置。计

划经济具有自身的优势，比如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迅速建立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但是计划经济也存

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比如会因资源配置不合理而导致经济社会发展效率低下，效益不高。与计划经济

不同，市场经济是依靠价格、供求、竞争等市场机制对各类自然资源、生产要素和社会成员的收入进行资

源配置的一种经济运行方式，同样存在着优势和不足。

市场经济由商品经济发展而来，了解商品经济的发展历史和演变形态有助于更好认识市场经济。

按发展历史来划分，商品经济依次经历了小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三者分

别以个体所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按发展程度来划分，简单商品经济和发达

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两种基本类型。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进入发达阶段，经过现代化的淬炼才产生

的。进一步讲，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社会化、市场化、货币化、开放化的产物。没有这些条件，商品经济

是不可能转化为市场经济的。具体来说，商品经济在成长为市场经济过程中必须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

础，以统一的市场体系为土壤，以金融市场、工具和手段全面介入经济运行为条件，以参与世界竞争，融

入世界经济浪潮为载体。

评判一种经济形态是否为市场经济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是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是否以市

场为中心;二是社会总生产过程，包括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是否以市场为导向;三是社会资源和生产

要素是否都通过市场进行配置，由市场来决定它们的流向并依靠市场供求力量形成均衡价值;四是价值

规律及其实现机制是否是调节经济运行的主要手段。由此可见，市场经济必定是商品经济，但商品经济

却不一定就能称作是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市场经济都可以存在。总的来说，市

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方式有助于资源优化配置，调节供需平衡，促进自主创新。但是，发挥这些优

势需要建立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自主性、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竞争性、经济活动的开放性和政府调控

的宏观性等基础之上。另外，健全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的市场体系以及与此相应的法律、道德体系等

也是市场经济稳步运行的内在要求。

( 二) 以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意涵

恩格斯在《致奥托·冯·伯尼克的信》中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应当“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

是国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1］(P58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创造性成果。与市场经济的一般形态和固有特征相比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

自身的特殊内涵和本质规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基石，由现代市场体系、现

代分配制度、宏观调控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开放型经济、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中介组织这七根主要支柱

共同筑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厦。其中最为根本的要抓住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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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以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没有这一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变质，

就会与一般市场经济相混淆，就会使社会主义制度丧失最根本的存在条件。

概括来说，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是把握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本质规定的前提和基础
［2］(P149)。如果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发生动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当代中国

就不可能长久的存在和发展下去。

( 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与衡量标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体现在它与一般市场经济，特别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的

根本性差异之处。综而观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密不可分;第二个方面是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共同富裕，由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第三个方面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条件下，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须以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为价值导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决定了衡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标准需要从两个方面综合考量。一

个是“比重加质量”的所有制标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刘国光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所有制

标准的评价中是坚持比重和质量兼顾的，不能只顾所有制成分的比重不顾质量;相反，也不能只顾所有

制的质量而不顾所有制成分的比重，质量和比重都要看。他认为过去人们往往只讲公有制在经济成分

中的影响力而忽视了比重。事实上，如果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降低，降得很低，以致趋近于

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变质。另一个是“国有经济的主导性”标准。刘国光教授认为坚持公有制经

济必须占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变质的基础。与此同时，还必须坚持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发

展的主导性作用
［2］(P149 － 150)。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完善，应当以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

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竞争力全面增强为前提。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当前我国伦理道德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改革完善为我国伦理道德建设提供了前提条件。但是，市场经济固有的缺陷和消极属性也为

极端利己主义等不良道德价值观念提供了土壤。

二、全面深化改革布局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特点

恩格斯在研究住宅问题时指出，通过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件和观

念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
［3］(P320)。回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历程，了解全面深化改革中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新常态，把握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未来走向有助于深化对我国伦理变迁根源的认

识，探索由此造成的伦理效应。

(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历程回顾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历时约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 1978 年至 1982 年。这一阶段可概括

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改革开放开启了我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1979

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改革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要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这一论断大胆地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设想。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审

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提出要在公有制基础

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对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作了肯定性表述。1982 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将我国经

济改革的方向确立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使得部分产品的生产流通可以不通过计划，

而是依靠市场调节来实现变成了可能。对于长期以来实行高度集中的、以单一的指令性计划为特征的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大胆的突破。时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陈云同志关于当时经济

工作的看法很好的说明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情况。他把搞活经济比作“鸟”，把国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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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作“笼子”，他提出笼子大小要适当，但是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笼子
［4］(P287)。意思是说为了搞活经济需

要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其作用不能离开计划的指导，且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

第二阶段从 1983 年至 1991 年。这一阶段以实施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主要标志。在第一阶段的基

础上，农村和城市的改革不断推进并取得初步成功，市场调节在许多领域已经突破了“为辅”的地位。

1984 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全面总结了改革开放之初的经验教训，结合今后改革的重点任

务，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

计划的商品经济，要摒弃把计划同市场对立起来的思维，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来发展经济。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培育发达的商品经济，这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必经阶段。这一判断说明我

国经济体制改革迈入到了一个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实质性阶段。1987 年，党的十三大召开，会

议进一步明确了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本质规定。市场的充分发

育和不断完善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不能脱离的前提，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经济的作用决不能与搞资

本主义划等号。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论断的提出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飞

跃，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做了充分的准备。

第三阶段从 1992 年到 2002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是这一时期的突出特征。1992

年，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

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调节手段的精辟论断，破除了长期以来人们把计划与市场看成是带有强烈社会

属性的思想藩篱。随后，中共十四大明确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

目标，基本要求就是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1993 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

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改革路线做了说明和部署。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进入到了

全面推进的阶段。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以国家大法的

形式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并正式确立。

第四个阶段从 2003 年至今。这一时期的鲜明标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2003 年，

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以制度

为保障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下一步要努力的

方向。2007 年，党的十七大再次提出要在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把握的基础上，建立起让更好

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制度体系，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是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步骤。2012 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处理好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为此，应当更加自觉地尊重市场规律，同时必须更好地发挥政府作

用。报告还用“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

经济发展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面临的新任务。2013 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会议进一步强调全面深化改革中经济体制改革是

重中之重，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关键所在，要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

作用结合起来，统筹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这标志着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跨

入到了攻艰阶段，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是当前全面深化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改革的突出任务。

( 二) 全面深化改革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常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力度不断加大，我国经济发

展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一词最早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Mohamed El － Erian) 于

2009 年初提出，原指处于“后危机时代”，由于商业环境、人们的消费观念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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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系不可能再简单复原到危机发生之前。在此背景下，西方发达经济体的通缩将是长期化和常态

化的。随后，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前财政部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enry Sunmers) 在著名经济

报刊《金融时报》撰文，称“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停滞不前将可能成为“新常态”。尽管在不同情境下，

“新常态”的含义不尽相同。但在西方思想舆论中，一般把宏观经济恢复缓慢而痛苦的过程视为“新常

态”的基本内涵。

2012 年 10 月 18 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第三季度经济发展相关数据。数据表明第三季度我国

GDP 同比增长 7. 4%，创下 14 个季度以来新低。之后，国际评级机构惠誉(Fitch) 表示中国经济发展态

势与“新常态”增长率的预期基本符合。2014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对当前中国经济

在发展过程中展现出来的新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做出了新判断。他指出中国经济仍将处于重要的战略

机遇期，全国人民要积极适应“新常态”。同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党外人士座谈时再次提出我国

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同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全面阐释了中国经

济“新常态”，引起了与会国内外人士的高度关注。同年 12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和 2015 年 4 月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对中国经济“新常态”做了更加详细和全面的阐述，并将其定位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这表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理论体系和政策准备业已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发展步入到了

一个全新历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常态”可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从形态上看，中国经济正在向品

质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转变;二是从增速上看，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

长转变;三是从方式上看，中国经济正在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四是从结构上看，中国经济正在从

增量扩能为主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转变;五是从动力上看，中国经济正在从传统增长点向新的增长点

转变。

中国经济“新常态”集中表现为“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四大特点，即增长速度从过去平

均 10%的高速增长渐渐向 6%—7%的中高速增长回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水平不断提升，发展动力

从要素驱动逐步向创新驱动转变，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更加复杂多样。

( 三)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未来走向

正确看待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向，需要对新常态产生的原因做客观的分析。从国际国

内两个维度来看，新常态的出现是多重因素造成的。它是中国经济面对多重问题叠加后的内、外表现。

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矛盾与世界经济大调整的叠加。这种叠加决定了中国经济进入与周期性调

整不同的潜在增长率回落，结构性趋势下滑但就业和物价稳定的新常态时期。二是经济总量大与发展

质量差形成的叠加。这一叠加决定了中国经济必须在增量上做减法，在质量上做加法，一减一加决定了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三是宏观形势的“三期叠加”。这一叠加决定了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成

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不二选择
［5］(P6 － 7)。这说明中国经济新常态与西方舆论所说的“后危机时

代”世界经济缓慢而痛苦的恢复过程并不相同。中国经济新常态出现的增速下降是经济增长阶段的根

本性转换，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出现的一种必然态势，这一态势是符合中国经济高速运行 30

多年后进入的一种换挡、调整阶段。

在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呈现出增长更稳定、更干净、更自主、更协调，发展更均

衡、更稳定、更公平、更合理等良好预期。具体来说，也就是随产业结构再调整和再优化，第三产业和现

代服务业将迅速提升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稳定器和净化器的作用;“旧常态”下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投

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长期失衡的增长模式将被有效改变;东、中、西部地区相互支撑、良性互动、协调

共生、融合发展的态势将越来越明显;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和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新发展思路，将实

现从追求“国富”到更加重视“民生”的阶段转变，共享发展理念将深入人心
［5］(P11 － 12)。与此同时，中国

经济也将面临众多挑战，诸如财政金融风险不断显露，新旧增长动力接续不畅，宏观经济平衡更加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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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偿债压力明显增强，劳动争议不断扩散，网络舆情问题更加突出
［6］(P69 － 71)。这一系列问题都将是新

常态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不可回避的严峻挑战。

唯物史观认为所有的历史现象通过充分分析该历史时期的经济状况后都可以得到彻底且简单的说

明。思想观念同样可以由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和政治关系加以说

明
［3］(P459)。全面深化改革布局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特点是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的基本状况，这种

新状况必然会引起人们在伦理道德上的转变以及整个伦理生态的调整、变革，衍生出与以往不同的伦理

生态。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要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另一方面要积极应对伴随市场经济出现的负面影

响。只有这样，才能医治一些人观念无善恶，行为缺底线的病根。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完善中的伦理效应

马克思主义认为从根本上来说，精神生产是由物质生产决定的。恩格斯曾为了反驳“马克思主义

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强调从根本上来说，“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

产”在历史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1］(P591)。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进一步

总结到，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制度是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
［7］(P69)。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当代

中国物质生活的基本生产方式，它的变化发展突破了原有的、既定的“伦理—经济”“伦理—社会”“伦

理—文化”生态，影响和决定着包括伦理建设在内的各领域的发展。

( 一)“伦理—经济”生态平衡需要再调适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整个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无一不受物质生活

的生产方式的制约
［8］(P591)。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进一步确立人的主体地位，这必将

引起伦理道德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反映在一方面它打破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伦

理—经济”平衡机制;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仍在全面深化过程之中，其形态没有完

全成熟和定型，而伦理道德观念往往与经济发展并非同步，由此导致了新的平衡尚未建立。而且市场经

济本身对伦理道德存在一定的冲击。法国哲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 在其著作《社会分

工论》中就提出市场经济在一定情况下对伦理道德建设具有稀释作用。他认为当经济事物主宰了大多

数公民的生活后，成千上万的人将把整个精神投入在经济领域，这样一来，人们对社会道德的关注力度

就会下降。在这样情况下，一旦经济环境的道德色彩不浓，人们就会越过道德底线，做出不道德的行为。

“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牵引，有效降低了市场经济引发的伦理风险。但是，市场经济对

伦理道德的稀释和冲击仍在所难免。

在一项关于伦理道德与市场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调查中，57. 3 %的被调查者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经济实力有了明显提高，但与此同时伦理道德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人们的幸

福感下降了;24. 54% 的被调查者认为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变得自私了;两项相加，总数达

81. 8%。仅有 6. 8%的被调查者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伦理道德更趋合理。从以

上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上的表现持肯定态度，而对由此带来的的伦理道

德的变化明显持否定态度。可见，“伦理—经济”悖论的存在已经成为现实，二者之间的平衡需要进行

再调适
［9］(P25)。这说明当前中国伦理道德正处于从传统形态向市场经济道德转型阶段，经济因素的影

响依然强大。这种状态体现了“经济决定性”的基本规律。然而从辩证法的视角来看，伦理道德与整个

市场经济的运行体系尚不融洽。

从伦理的意义上来看，市场经济的变革不仅是经济基础的变革，更是“伦理—经济”生态的变

革
［10］(P110)。进一步讲，作为影响伦理和文化生态系统最根本的因子即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必然会导致

和要求相应的伦理精神与之相匹配。然而由于这一变革的深刻和激烈，新的经济结构尚未完全定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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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伦理—经济”生态中，伦理具有天然的迟滞性，新的伦理道德还难以确立。于是，“伦理—经济”在

一定时期内必然存在张力，其表现在精神领域中就是价值混乱和行为失序。在经济生活领域，特别是在

文化产业发展中则会出现由于缺乏相应的伦理道德的规导和制约，道德风险突出，经济伦理难以获得认

可和践行的状况。

( 二) “伦理—社会”生态平衡需要再修复

亚里士多德(Aristatele)为了说明伦理道德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把伦理学看作是政治学的一部分。

他说，如果某人要想在社会活动中有所行为，就必须有好的道德。关于道德的讨论不仅是政治学的部

分，而且还是它的起点
［11］(P241)。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更加科学地指出，人们的意识是随着

人们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和社会存在而发生变化的
［8］(P50 － 51)。伦理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必然受到

社会存在的影响。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整个社会产生推动作用的同时，也会对社会有机体产生了一

定的破坏作用。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认为市场经济体系在资本主义的兴起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但是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伤害也是持久和无法估量的。他认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资本主义

伦理道德与整个社会机体早已脱节。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体系只不过是通过道德家来劝世喻人，或是

社会学家用来编织神话的材料以维护其意识形态，而不是作为人们现实的行为规范来发挥作用。他深

刻地认识到导致传统资产阶级道德价值体系的崩溃的真正缘由正是资产阶级经济体系，更为精确地说

是“自由市场”。

由于前置条件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存在根本差异。尽管如此，市

场经济偏嗜物质财富的惯性仍不可避免。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虽然使人们的社会生活更加丰富，但由

于伦理道德体系的急剧变化，使已有的“伦理—社会”生态平衡被迅速打破，这种失衡集中反映在人们

的社会生活与幸福获得之间关系上。因为这一关系既反映着一种文明的品质，也体现着特定社会的伦

理内蕴。在一项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人们幸福感之间关系的调查中，37. 3% 的被调查者认为

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未带来幸福感的上升，35. 4%的被调查者认为生活虽不富裕但幸福并快乐着，两种选

择基本持平
［9］(P8)。人们对生活幸福感的体验主要来自于对社会伦理的判断。正如莱茵霍尔德·尼布

尔(Ｒeinhold Niebuhr) 所 说，“最 高 的 道 德 洞 见”和“个 人 良 心 的 造 诣”都 与 社 会 生 活 紧 密 相

联
［12］(P201 － 202)。经济发展与幸福获得之间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体现着一个社会的道德公正状况，在伦

理学意义上反映着道德与社会的整体运行状况。

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来讲，对于维系一个社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伦理—社会”生态，经济条件具

有决定性作用。但是，与此相关的政治、传统等社会条件，也发挥着特殊的作用。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改革的全面深化，原有的伦理道德体系已经发生激变，并与社会整体运行的间距正在逐步扩大，“伦

理—社会”生态平衡需要再修复。

( 三)“伦理—文化”生态平衡需要再建构

从广义上讲，文化和伦理之间是一种包容关系，伦理是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构成。换句话说，伦理

与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亲密的生态关系
［10］(P112)。进一步讲，这种生态关系的现实表现就是伦理是文化

的生态因子，伦理精神的价值合理性只有在一定的文化生态合理性中才能得到体现和确认。当代中国

伦理道德的建构是以整个文化的现代化为宏观背景和前提条件的道德价值观的重塑。这就意味着，从

文化发展的整体视野来看，中国伦理的当代建构必须置身于整体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之中。然而随着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发展方式的急速转型所酿成的道德观念的急剧变化已经使伦理道德

体系与整个文化生态不相匹配。

据《中国伦理道德报告》的调查数据显示，43. 0%的被调查者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增强了竞争

意识，但淡化了协作精神;38. 0%的被调查者认为市场经济强化了个人主义，淡化了奉献精神;13. 0%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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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调查者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更注重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5． 0%的被调查者认为市场经济

破坏了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
［9］(P334)。概括起来讲，市场经济对人们的道德观念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人们

之间竞争趋强而协作趋弱，趋利增强而奉献淡化，看重眼前而不顾长远。这样一些道德观念与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发展所要求的相互协作、集体主义、乐于奉献等伦理精神存在严重冲突。

那么究竟是不是市场经济对当代中国人道德观念的的负面影响最大呢? 在一项关于对当前伦理道

德风尚造成最大负面影响的文化因素的调查中，55. 4% 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市场经济导致的个人主义，

28. 2%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外来文化的冲击，12. 0% 的人选择了传统文化的崩坏
［9］(P23)。由此可见，市场

经济派生的个人主义使得伦理与文化时常处于紧张关系之中，是造成“伦理—文化”失衡的主因。其背

后反映着文化的变革必然要求伦理的变革，而伦理的变迁也将是文化变迁的重要条件这一原理。因为，

伦理变迁意味着对“人”的新发现和新认识，必将引起人们对道德价值的新追求和社会伦理的新建构，

进而深刻影响作为“人化”的文化模式及发展方向
［10］(P125)。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增强经济发

展的道德底蕴对于推动伦理与文化的再平衡，创造新的文化质态意义深远。

综合来看，造成当前我国“伦理—经济”“伦理—社会”“伦理—文化”生态失衡的根源就在于在伦

理道德建设中，没有抓住伦理变迁的经济原因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与文化因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革、完善中，尚未把经济与社会文化，特别是伦理道德紧密结合起来辩证看待、协同推进。正如恩格斯

在《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所说，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

这种观点看不到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是在各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

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因素
［1］(P601)。面对这种状况，当代中国伦理道德的建设，在整体思路和方法论上

应当坚持辩证综合的“生态价值观”。所谓“生态价值观”，就是在伦理与文化、经济、社会的有机生态中

来理解、建构、确证伦理精神的现实合理性的价值观
［10］(P453)。这种价值观要求人们在看待事物发展中

既要把相互 联 系 的 要 素 合 为 一 体，也 要 把 意 识 的 对 象 分 解 为 它 们 的 要 素，实 现 分 析 与 综 合 的 统

一
［13］(P45)。其认识论的前提就在于人们通过思维来考察历史和精神活动时，首先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

一幅总画面，而相互联系着的一切都处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的过程之中
［3］(P538 － 539)。探索当代中国

伦理变迁的根源，面对伦理道德建设的重任，生态价值观无疑是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的。

总而言之，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来看，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化、确立、发展、完善的过

程中，由于经济发展方式的急速变换，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活力，创造了丰富的物质、精神财

富。与此同时，也引起了原有的“伦理—经济”“伦理—社会”“伦理—文化”的生态失衡。我们应该坚

持用唯物史观来分析和看待这一问题，深刻把握一定历史阶段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及由此产生的社会

结构是该时代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这一早

已经被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的基本原理。因此，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当代中国发展中伦理变

迁的根源，对其全面深化改革的历程进行深入分析，准确把握其内涵，坚持“生态价值观”对依其变化的

伦理生态进行“再调适”“再修复”“再建构”，达到新的平衡，是解决当代中国发展中伦理问题的根本所

在。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将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布局的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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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 and Effect of Ethical Chan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Based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Ｒeform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ZHANG Yong-qi

(School of Marxism，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127，China)

Abstract:Marx believes that the economic situation and the mode of production of a society restrict the devel-

opment of history，which constitutes a red line that runs through all the time，which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problem．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s the material basi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ethics． On the one han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planned economy to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has brought great vitality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and has created a wealth of material and spiritual wealth． At the same

time，it also leads to the ecological imbalance，such as " ethics － economy"，" ethics － society" and " ethics －

culture" ． Therefore，to grasp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carrying on the " adjustment" and " repair"，" construction"，to reach a new equilibrium，is the general basis

of solving the ethical problems of contemporary China．

Key words:historical materialism; market economy; ethica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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