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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第九章所給出的四條準則和十條基本原則，我
們可以回答本書第一章結束時所提出的基本問題。答案是
肯定的，即中國能夠實現第三種選擇：從現在起就開始準
備，逐步做出適應性的、富有遠見的調整，以新的發展方
式實現高度現代化。
我們注意到，同樣列入現代化行列的國家，由於生活
和生產方式選擇上的差異，導致了對資源的不同負荷。類
似的一些事實大大增強了我們尋求突破經典的現代化發展
方式的信心。為了能夠把握經濟社會演進過程中可能出現
的一些重要的基本特徵，我們所使用的主要方法是從生存
與發展的最終目的出發，向後回溯至生產系統。即從生活
目的（終端）的構造引出消費方式的變化，然後推導生產
方式（初端）的調整，最後將終端與初端聯繫起來構成一
個閉環，並用廣義能級匹配法則對過程的主要環節進行比
較，以研究其匹配狀況。

◎ 端倪已現

豁然清朗

在本節中，我們通過對不同生活方式的比較和估算，
來提煉我國未來終端系統的基本特徵。由於缺少系統而
22
211

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

完備的數據，以下推算必然含有較大的誤差。但我們的
目的只在於說明一種新的非經典的現代化發展方式有著
怎樣的可能性，以及我們如何利用它的可能性。在下文
中，如不加說明，所有的推算均以 1970 年美元作單位，
並以美國 1970 年人均消費 3020 美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GDP）4794 美元作為比較基礎。
食品與衣著

人類消費食品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定

量、質的熱量和營養，以滿足有效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
之所需；膳食方式就是滿足這種目的的手段。目前世界上
有三種主要的膳食方式：第一種是以動物產品為主，以
美、加、澳、蘇為代表；第二種是動植物產品並重，以日
本為代表；第三種是以植物產品為主，以中國、印度為代
表。這三種不同膳食方式實現同一目的的有效程度如何
呢？下面分別以美、日、中為三種膳食方式的典型來做些
比較。
要比較就必須有共同的標準。國際上通常用膳食中
供給的熱量、蛋白質和脂肪三大指標作為衡量一個國家
的膳食營養水平的標準。一般認為，一個國家每日人均膳
食能提供 2400 千卡熱量、75 克蛋白質和 65 克脂肪，就基
本達到了人的需要量。1970 年美國每日人均膳食獲得熱
量 3514 千卡，蛋白質 106 克，脂肪 159 克，分別超過國際
標準 46.4%、41.3% 和 144.6%。1980 年，日本人均 GNP 相
當於美國 1970 年的水平，上述三項指標分別為 2853 千
卡、86.7 克和 80.6 克，分別超過國際標準 18.8%、15.6% 和
24 % 。在上述三項指標方面，美國分別比日本高 661 千
卡、19.3 克和 78.9 克；造成這三種差別的主要原因在於
美國 1970 年人均動物類食品的消費量比日本 1980 年高
出 164 千克。
在食品的消費中，攝入的營養不足（或不良）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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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於實現有效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這一根本目的。這
是缺乏實現目的的手段的問題，然而，在前文中我們已經
看到，營養過剩同樣會導致營養不良，因而也同樣不利於
實現上述基本目的。這是濫用實現目的的手段的問題。因
此，根據上述國際標準，美國的膳食方式（即第一種膳食
方式）是極不合理的。比較而言，日本的方式（即第二種
膳食方式）就比較合理。
如果我們把美國的人均營養攝入量向下調整至國際標
準，情況將會如何呢？1970 年美國人均食品支出約九百美
元，以 1.5 作為調整係數，900 美元  1.5＝600 美元，可節
約三百美元。這說明在實現食品消費的最終目的方面，更
合理的生活方式不僅有利於健康，而且能同時達到節能、
減少物質消耗和污染等間接目標，還為消費者節約了約三
分之一的支出。
中國的膳食方式是以植物產品為主的。1982 年全國營
養調查的結果表明：中國每日人均攝取熱量 2484 千卡，已
超過上述國際標準；蛋白質 67 克，低於國際標準八克。 ①
與 1982 年相比，1986 年我國人均肉類佔有量增加了五千
克，人均蛋佔有量增加了 2.5 千克，人均鮮奶佔有量增加
了 1.34 克。② 據此可推算出：1986 年我國每日人均攝入蛋
白質約 70 克；就每日人均攝入熱量而言，1985 年我國已
達 2620 千卡。③ 因此，改善我國膳食結構的主要方向是要
適當增加高蛋白植物食品（如大豆）和動物類食品。
從膳食結構的未來發展趨勢看，我國應向動植物產
① 賈曉慧、張風莎：〈正確的食物結構與營養 — 提高全民身
體素質的保證〉，《科技日報》1989 年 5 月 11 日。
② 《農村問題論壇》1987 年 12 月 15 日，第 25 頁。
③ 〈我國人民生活質量高於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北京晚
報》1989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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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並重這一合理的膳食方式過渡，避免選擇第一種膳食方
式。從我國的資源情況看，在向第二種膳食方式的過渡
中，應稍側重於植物食品，主要是要充分利用大豆食品，
以動植物食品的合理調配來提高蛋白質的質和量。如果我
們選擇第二種膳食方式作為滿足食品消費目的的基本手
段，那麼，今後中國的農業生產方式就會與美、加、蘇等
國大不相同；這將會進一步影響到農副產品的流通和加工
方式、農業人口比重以及城鎮化的方式等等。
人類不僅要吃飯，而且要穿衣。人類穿衣著裝的基本
目的不外乎滿足蔽體禦寒，以及禮節和社交的需要。前些
年，美國有一批營養學家、建築師、服裝設計師和社會學
家在賓夕法尼亞大學舉行了一個私人會議。會議目的在於
比較研究各國的生活方式，究竟以哪個國家為最好，哪一
個國家為最壞。對於衣著問題，會議最推崇英國方式。一
位服裝專家在會議上作報告說，在當前講究社交的英國人
的衣櫥中，僅有兩套衣服再加上二三條灰褲子；至於英國
婦女也是一樣，經常穿的是一套深色的衣裙，再加一套或
兩套晚禮服。英國雖是一個講究衣著的國家，但英國人永
遠不及法國人、意大利人和美國人那樣浪費。英國人的一
套衣服一穿便是 8~10 年，而法國人、美國人平均每年換一
④

套衣服。

在服裝及個人零用方面，美國人均支出 420 美元。根
據上述情況以及考慮到英國人的衣著質地較好，確定調整
係數為 2，那麼，420 美元  2＝210 美元，可節約 210 美
元。目前衣著的原料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植物產品
（如棉花），二是動物產品（如羊毛），三是石化產品
④ 梁厚甫：〈各國「生活模式」的比較研究〉，《世界經濟科
技》1985 年 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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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化纖）。近年來的趨勢是前兩種產品所佔的比重下
降，第三種產品所佔比重上昇。
1986 年，我國人均纖維消費量已達 10.6 千克，遠高於
發展中國家 3.8 千克的平均水平。⑤ 因此，保暖的問題已經
解決。進一步的改善與兩個主要因素有關：一是多用植物性
產品還是多用石化製品；二是衣著式樣及更換頻率。第一類
選擇將影響我國大農業的內部結構和石油資源的利用方式；
第二類選擇將影響輕紡與服裝工業在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
重。當我們考慮到對植物產品的現代綜合利用和深度開發
時，第一類選擇就顯得特別重要。對此，我們將在後文中
加以討論。在第二類選擇上我們則應向英國方式學習。
住房與用品

住房是為了達到滿足人類更好地休息

和學習，恢復體力和腦力，從質量上更好地發展人類種群
等一系列基本目的。對於住房問題，前述會議推崇蘇聯方
式：蘇聯很少一家人獨住花園洋房，一般人所住的都是
四五層高而沒有電梯的公寓。公寓裡邊一般相當寬敞，分
為二人、三人、以及五人居住的幾種。每一幢公寓或幾幢
公寓便有一個小花園，不像美國人那樣每逢週末要花很多
的時間來收拾自己的小園子，公寓的小花園有專門的管理
人員。因此，蘇聯人居住的環境並不比美國人差，還可以
避免現代社會中人們常有的孤獨感。蘇聯人的居住方式之
所以優於美國，是因為在同一大小的區域內，美國能住
一百人，而蘇聯可住三百人。
在蘇聯式的住宅中，由於主要的傢俱如床和桌子等，
都附屬於公寓，因而蘇聯人要遷居，異常簡便。在室內的
主要用具上，現已研製出了太陽能彩電、太陽能空調、太
⑤ 〈我國人民生活質量高於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北京晚
報》1989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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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能冰箱。 ⑥ 考慮到這些因素，在住房及室內主要用品
上，採用蘇聯方式和家用電器太陽能化（包括取暖、洗澡
等）相結合，將可大大節約住房佔地、能源和物質消耗。
1970 年美國人均住房費用支出 918 美元，其中居住費
約佔六分之五，其他兩項主要費用是燃料、水電費和傢俱
設備費。若居住費能節約三分之二，燃料、水電費節約三
分之二，設備傢俱費節約 30%，總共可節約 546 美元。因
此，當我們選擇蘇聯居住方式和家用電器太陽能化相結合
的住用模式時，支出還不到美國式的一半。這樣一種選擇
將對建材生產、城市建設、耐用消費品的生產方式以及生
活能源的消費量，都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1988 年，我國城市人均居住面積為 8.8 平方米，農村
人均居住面積為 16.6 平方米，均比 1978 年翻了一番；⑦ 從
長遠發展看，應向蘇聯方式靠近。1988 年，我國每百人擁
有電視機 13.2 臺，洗衣機 6.2 臺，電冰箱 1.8 臺，⑧ 增長速
度很快。但隨之而來的是生活用電量增加過猛，因而加劇
了電力短缺的狀況。今後如何向家庭用太陽能化過渡是個
非常值得重視的問題。
交通與醫療

交通體系主要用於滿足人類流動的需

要，而這種流動又是為上、下班、信息交流和外出旅行、
休養等目的服務的。在第九章中，我們詳細地分析了不同
交通體系在完成同一目的時，能源的消耗可以相差一倍以
上，如果考慮到在市內交通中自行車的作用時，費用還可
降低一倍。
⑥ 凌征均：〈太陽能家用電器〉，《中國青年報》1989 年 12 月
8 日。
⑦ 中國統計局編：《中國統計摘要（1989）》。
⑧ 〈我國人民生活質量高於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北京晚
報》1989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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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美國人均交通支出約 338 美元。是採用一戶一
輛小汽車這樣一種交通體系，還是採用以自行車和優良的
公共交通系統相結合的方式，結果是大不相同的。當採用
後者時，以 4 為調整係數，338 美元  4＝84 美元，可節約
開支 254 美元。這樣一種選擇，將對汽車、鋼鐵、能源、
原材料的生產和消耗，以及道路、土地利用和污染等狀況
產生很大的影響。若從戶均一輛小汽車（五年更新一次，
每輛重 1.5 噸，每戶按三人計），變成每十戶一輛小汽車，
那麼，僅在人均鋼鐵消耗量這一項上就可降低 90 千克。
至於醫療體系，它服務於人類保持身心健康這一基本
目的。影響人類身體健康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幾項：一是各種
流行性的傳染病；二是身體內部的累積性病變，這通常與工
作方式、生活環境、心理狀態等因素有關；三是非傳染的
突發性疾病（如盲腸炎）；四是一些常見的小病（如感冒
等）。在前文中，我們已經看到，第一類致病因子已受到疫
苗和預防體系的有效控制，對人類的危害已經不大。第四類
致病因子通常可以靠人體的自愈能力和依據衛生常識的自我
診治來解決。第三類致病因子，則必須靠醫院來解決。
對於第二類致病因子，通常難以靠藥物和醫院來加以
控制。這種因子通常是慢性累積的，最好的防治方式是採
取自我保健、保持心理健康、注意生活環境和工作方式的
調整，即以慢治慢，注重日常的調整。如果用以醫院為主
的醫療體系來對付這類致病因子，成本將高得驚人，對於
現代高技術的醫療體系尤其如此。從今後的主要趨勢看，
第二類致病因子將是我國人民健康的主要威脅。
根據廣義能級匹配法則，用高技術手段對付第二類
致病因子，不僅成本高得難以承受，而且效果也很差。因
此，這四類致病因子應該用不同的手段來對付，並使其形
成一個綜合有效的防治和研究體系，即以基本營養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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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疫苗、抗菌素、預防體系來對付流行性傳染病；以普
及基本醫學知識、保健常識、簡單有效的自我保健方法
（如氣功、太極拳）、改變工作方式和生活環境、保持心
理健康、建立醫療站（只須簡單的醫療技術）來對付第
二、四類致病因子；以具有較複雜醫療設備的醫院對付第
三類致病因子；用高技術醫學對人體進行研究探索，從前
四種實踐中吸取經驗，為進一步的普及提供新的基礎。這
是一個正三角形的防治醫療體系，在保證基本健康水平方
面，具有高效率和低成本的特徵。相反，如若一味地追求
以單一的高技術手段對付各種致病因子，不僅不符合人體
的生理和心理過程，而且在技術上和費用上都有其不可逾
越的極限。這種倒三角的防治醫療體系，在達到同一健康
水平時，必然是低效率和高成本的。
這種分析方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說明前文中所揭示的
現象：自 20 世紀 50 年代以後，美國人均醫療費用劇增，
而人均預期壽命卻幾乎沒有增長。其基本原因在於手段分
配不當（即手段與目標不相匹配）或濫用某種手段。1970
年美國人均醫療支出 208 美元（70 年代美國人均醫療費用
比 50 年代增加了兩倍），若以 3 作為調整係數，那麼，
208  3＝69 美元，則在醫療費用上可節約 139 美元。
1988 年，我國平均每個醫生的服務人口為 676 人，介
於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遠高於中等收入發展中國
家每個醫生服務人口 4940 人的水平；1987 年我國人口的預
期壽命為 69 歲，高於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的 64 歲；嬰兒
死亡率為 3.2%，低於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 5.6% 的水平。⑨
在今後的發展中，我們要特別注意避免出現倒三角的模
⑨ 〈我國人民生活質量高於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北京晚
報》1989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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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而應完善和改進已有的正三角模式，例如進一步普及
衛生知識等。
其他與總計

在其他費用上，1970 年美國人均支出

236 美元，若以前述各項費用中原支出與節約支出的比值 2
作為此項支出的調整係數，那麼，236  2＝118，在其他費
用中僅此一項上便可節約 118 美元。
總算一下，上述節約費用總計為 1567 美元，約佔原人
均消費支出 3020 美元的 52%。這意味著，在我們選擇了合
理的替代性消費方式之後，就可用約一半的支出（1453 美
元）達到大體相同的消費效果，實現原來消費方式所要達
到的同樣目的。個人消費支出縮減時，必然會連帶影響到
人均 GDP 中的其他部分，諸如政府支出、投資、存貨等
將會相應的縮減。假定經過縮減後的個人消費支出仍保持
原來佔人均 GDP 的 63% 的比例，則人均 GDP 就可從原來
的 4794 美元降至 2306 美元。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降低了
現代化的生活水平和質量，如果考慮到污染減少所帶來的
增值，那麼，很可能反而會提高生活質量。

◎ 混沌重開

另辟新天

根據前節的分析，以及第九章所提出的準則和基本原
則，我們在本節中將著重考慮生產方式應該作出什麼樣的
調整，以實現局部或全局的最佳匹配。為了方便起見，把
生產體系按照三個產業來劃分。應該說明的是，這裡不打
算對這些產業的未來做全面的描述，考察的重點將是它們
可能會出現重大變化的特點，特別是那些適應我國資源約
束的特點。
第Ⅰ產業

為了以較低的人均糧食佔有量實現動植

物食品大體平衡的膳食方式，首先應調整農作物的種植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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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增加大豆的種植和總產量。僅從蛋白質的數量上看，
一千克大豆相當於二千克瘦牛肉、3.5 千克雞蛋、四千克肥
瘦參半的豬肉，而換取這類食物需要 9~18 千克糧食，且
大豆蛋白質的營養價值與動物蛋白質非常近似。有人曾作
過如下計算，如能把大豆播種面積恢復到我國歷史最高水
平，即達到 1935 年的 2.2 億畝（現僅為 1.2 億畝）的水平，
畝產達到 77.5 千克，僅此一項就能使我國人均每日攝入蛋
白質的數量增加七克左右。 ⑩ 我國人民的營養平衡的主
要問題是蛋白質的質量低，蛋白質的氨基酸比例與人體需
要相差較大。而最為經濟、營養素物質含量均衡的蛋白質
資源首推豆類，特別是大豆。畝產 77.5 千克大豆相當於產
糧 620~1400 千克，同時對培肥地力極有益處，真可謂一舉
兩得。如能儘快地增加豆類食品的供應，將對提高我國人
民的營養水平具有重大意義。因此，這是一項在近期內可
行的、具有戰略意義的措施。
其次，通過良種培育工作，提高稻穀、小麥和玉米等
作物蛋白質含量的潛力很大。據推測，在中期內，這有可
能使我國小麥和水稻多產 25 億千克蛋白質，⑪ 從而使我國
人均每日攝入蛋白質的數量增加 5.5 克。此外，利用生物
技術提高人民營養水平的前景也很廣闊。例如，使用生長
激素可望使作物單產成倍增加，有些甚至能增長幾倍、十
幾倍。應用遺傳工程培育新品種，提高光合作用效率，在
非豆科植物實現「人工固氮」等生物技術，都應引起我們
的高度重視。
第三，在抓緊糧食生產的同時，逐步實現糧食∼飼
⑩ 余永龍：〈食物結構問題是個國策問題〉，《人民日報》
1988 年 3 月 2 日。
⑪ 余永龍：〈食物結構問題是個國策問題〉，《人民日報》
1988 年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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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經濟作物三元結構的佈局。我國主要畜產品 90% 以上
來自農區，動物性食品的發展主要受糧食的制約，但用糧
食作飼料很不經濟。只有改種優質高產的飼料作物才是出
路。可逐步將南方三千萬畝雙季稻或低產稻田改為水稻與
玉米、豆類、飼草等飼料作物輪作。在這方面，湖南省已
經示範推廣了 20 多萬畝，綜合效益比雙季稻高出 50%。全
國還有綠肥地 1.5 億畝，玉米、薯類、高粱、大麥近三億
畝，逐步改種糧、飼兼用作物，使飼料作物擴大為五億
畝，形成糧食∼飼料∼經濟作物三元結構。⑫ 這是增加動
物性食品來源的有效措施，且對改變單一作物連作，實行
農牧結合保持地力，提高土地的農作物產出率和利用率都
有積極的意義。
第Ⅰ產業曾被普遍認為是所謂的「夕陽產業」，隨著
新興生物技術的崛起以及與石油有關的產業的逐漸衰落，
這種看法的正確性正在受到懷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林
業的發展前景。有人撰文 ⑬ 指出，全世界每年生產的木
材量多於 1.2×1013 噸，相當於每年所消耗的化石燃料的兩
倍。隨著石油和天然氣的不斷減少，樹木將補充並最終取
代石油和天然氣，為人類提供有用的化工產品，如紡織原
料、塑料、藥物和染料將改用木材來生產。就是在目前，
有些化工產品的原料，也並非全是來自石油，如人造絲等
就是由樹木纖維製造的。一些精確的統計說明，樹木很適
於做化工原料；一個人一生中，只要五棵樹就可以滿足穿
衣的需要；一棵樹可供應一個家庭一年對衣物、地毯和窗
簾之類的需求。由木材製取的人造絲，可代替許多產自石

⑫ 《中國科技關於合理調整我國食物結構的建議》，1988 年。
⑬ John Emsley：〈為化學工業植樹〉，《世界科學》1988 年第
10 期，第 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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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化學的紡織原料，如聚酯滌綸和聚丙烯纖維等。該文作
者呼籲要為化學工業植樹。
雖說樹木已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可是目前工業對樹木
成分的應用還達不到一半，主要限於用纖維素造紙和作紡
織原料。要想真正使樹木代替石油，必須開發利用它的所
有成分。樹木的結構很複雜，其中有四種主要成分可用作
化學原料：纖維素，約佔總成分的二分之一；半纖維素，
佔五分之一；木質素，佔四分之一；另外的 20 分之一是樹
脂或油脂。國內已有幾個大學和工業研究小組，正在探尋
利用整個木材成分的有效方法。有人提出，為利用這一重
要資源而革新化學工業。
在主要陸地生態系統中，森林生態系統的生物生產
力最高，它的生物量為 31.7 千克  米 2．年，而農田僅為
1 千克  米 2．年；它的淨第一性生產力為 1400 克  米 2．
年，是農田的兩倍多。 ⑭ 可以想像，當對森林資源綜合
開發和利用的技術一旦獲得突破，將會對大農業的新生產
生革命性的影響，因為在大氣∼水∼生物∼土這個生物圈
中，森林處於中樞地位。由此，森林將不再是被砍伐的對
象，而成為營造的對象。這種開發和利用技術的突破將使
森林集鉅大的保護效益和很高的經濟效益於一身，使整個
生態系統和生態農業全局皆活。屆時，其戰略意義怎麼估
計也並不為過。在我國有宜林地約 40 多億畝，但其中無林
地約佔了 40%。如果這些地方都種上樹，將使我國的森林
覆蓋率增加到 30% 左右，比目前實際覆蓋率增加約 1.3 倍。
依據前面的參數推算，每戶有半畝森林即可滿足其一生對
衣物、地毯和窗簾等物品的需求，那麼，我國擁有二億畝
森林即可滿足全國人民 60 年衣著與紡織用品之所需。
⑭ 夏偉生：《人類生態學初探》第 1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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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有可供水產利用的海面 12 億畝，但目前僅利用
了七分之一；7500 萬畝淡水水面，利用率也只有一半。這
些遼闊的水面完全可以開發起來用於養殖藻類。藻類蛋白
含量高者可超過豆類，如純頂螺旋藻含蛋白質高達 60% 以
上（乾物質），且含人和動物體必需的各種氨基酸，不僅
可作飼料，也可食用。加緊開發、種植、培育藻類，是解
決人類食物問題的重要途徑。 ⑮ 另一方面，藻類還有可
能成為重要的生物質能資源。一種單細胞藻 — 叢粒藻看
來具有誘人的發展前景，其碳氫化合物含量竟佔其乾物質
重量的 15~75 % 。在溫帶和熱帶地區都有這種淡水或半鹹
水藻，它們可在那些水域中大量地繁殖。實驗研究結果表
明：在一定條件下的天然或人工水域養殖叢粒藻，每年每
公頃可得 60 噸碳氫化合物（即每畝四噸）。⑯ 它們既可作
為能源，也可作為石油化學工業的原料。僅以我國未利用
起來的 3700 萬畝淡水水面計算，就可得到 1.48 億噸碳氫化
合物，與我國石油年產量相差無幾。
總之，在農、林、牧、漁這個大農業的範疇裡，我們
看到新發展方式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如果將節水技術、大
農業生物資源綜合利用技術的最新進展（如滴灌、秸桿氨
化養牛等），以及全國的國土、耕地利用規劃結合起來，
我們將會看到以水∼大氣∼生物∼土地組成的生態圈，不
僅將成為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堅強屏障，而且將煥發出極強
的、新的活力，成為新的財富的源泉。它們將衝破大農業
這個範疇，不僅為我們提供衣、食，還將為我們提供能
源、化工原料，從而打破第Ⅰ、第Ⅱ產業的劃分界限。如

⑮ 余永龍：〈食物結構問題是個國策問題〉，《人民日報》
1988 年 3 月 2 日。
⑯ 阿爾貝．薩松：《生物技術 — 挑戰與希望》第 26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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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說繼第一次農業革命之後崛起的是工業革命，那麼，當
工業革命衰退之後，新興起的很可能是生態產業的革命。
第Ⅱ產業

在這個產業中，能源、原材料和其他資

源的消耗所佔的比重遠高於其他產業。可以這麼說，經
典發展方式的主要弊端集中體現在第 Ⅱ 產業中。因此，
第 Ⅱ 產業應當成為用新發展方式來加以改造的重點。
我國作為世界能源消費大國之一，幾十年來一直面
臨著能源供求的矛盾。由於能耗高、浪費大，每年損失的
數字十分驚人。我國每噸鋼綜合能耗比日本高 58.6 %；供
電、煤的能耗比蘇聯高 31.6 % ，比日本高 28.7 % ；鍋爐耗
能比國外先進水平高 31.7%。⑰ 因此，節能不僅對緩和我
國能源供求矛盾有著重大的意義（有人稱節能為第二能
源），而且節能也就是減少了污染、降低了原材料消耗。
在這方面，推廣和應用循環流化床發電鍋爐技術，對於節
能、改變我國的燃料消費結構、減少環境污染以及解決酸
雨等問題都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熱電聯產技術也應特別值得重視。在我國發電行業
中，90% 以上是單純發電的冷凝式電廠，它們雖然提供了
高質電能，但其熱能利用效率只有 30 % 。目前，以熱定
電、以電養熱的小區熱電聯產模式在我國清華大學已獲得
成功，產電成本每度只有三分錢。⑱ 這種小規模、高效益
的節能技術，對於提高我國大量分散的鄉鎮企業的能效具
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可以在相當程度上解決它們在能源供
應上的規模不經濟性。熱電聯產技術如能與循環流化床燃
⑰ 劉怡：〈節能降耗必須靠技術進步〉，《科技日報》1989 年
9 月 21 日。
⑱ 梁沂濱：〈謝行健與能源的階梯開發〉，《經濟日報》
1989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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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技術聯合運用，將會相得益彰。
在節能降耗治污方面，新型材料等高技術也大有用武
之地。例如，現在出現的氮化硅和碳化硅等高強度、耐高
溫的新型陶瓷已成為一代優良的新材料。將其用於燃氣輪
機的渦輪，可節省燃料 8 %，發電量可增加 20 % 左右；製
造陶瓷汽車發動機，不僅可以節省 30% 的熱能，而且工作
效率可以提高 15~20 %。⑲ 與此相對應的是，一些研製費
用很低的適用型新技術（未必是高科技）也不容忽視。例
如，最近我國發明了一種不用冷庫和設備、不耗電能的雞
蛋保鮮技術，每噸雞蛋每月保鮮成本只有 0.4 元，十個月
以後，蛋白蛋黃的完整率仍達 98.3 %，而用原來的常規冷
藏法保存鮮蛋，每噸雞蛋每月保鮮費用高達 30 多元，而且
一般存放五個月後就出現散黃現象。⑳ 又如，一種新型的
家庭蔬菜保鮮儲存技術於 1989 年獲得國家專利。利用這項
專利開發的蔬菜儲存櫃，不用電源及任何化學保鮮劑，蔬
菜保鮮效果勝於冰箱。㉑
據報道，在我國每年有大量的資源被當作「三廢」
扔掉，折合人民幣大約 250 億元，其中工業部門約二百億
元，商業部門約 50 億元。據不完全統計，我國工礦企業每
年排出的廢渣、尾礦約四億噸，歷年累計量達 56 億噸，佔
地 90 萬畝，造成環境污染損失 90 億元。因廢鋼鐵回收、
重複加工利用不及時，每年氧化損失一百萬噸。 ㉒ 對這

⑲ 甘道初：〈陶瓷新秀〉，《科技日報》1990 年 3 月 4 日。
⑳ 顧健：〈不用冷庫不耗電，照樣可以貯鮮蛋〉，《農民日
報》1990 年 2 月 22 日。
㉑ 〈新型蔬菜保鮮儲存櫃問世〉，《光明日報》1989 年 9 月 1 日。
㉒ 郭培章等人：〈增產節約中的一個重要課題〉，《經濟參
考》1987 年 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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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三廢」進行回收、重複利用，既可節能、降低資源消
耗，還可減少環境污染。根據上述數字推算，每年可增加
效益 350 億元以上。
在上述被扔掉的「三廢」中還不包括污水。據統
計，我國全年排出的污水總量達 339 億噸，其中工業廢
水 260 億噸。到 1985 年為止，我國已有 80% 的河流受到不
同程度的污染。隨著經濟的發展，污水排放量還在逐年增
加。目前提出的實現污水資源化的設想，正是人們為改變
這一現狀所進行的一大嘗試。例如，我國天津漢沽化工廢
水生物利用的實例表明：經過生態學技術處理過的水質明
顯優於原污水庫出水水質，符合養魚要求。㉓ 又據報道，
日本通產省最近決定，從 1990 年開始，用七年時間進行完
全水循環系統的研究開發。該系統在一種不能獲得外界補
給水的閉鎖空間中，經過多種加工程序，使水能夠永久循
環利用。㉔
在開發新型的流量能源和新的礦產來源方面，前景亦
很樂觀。例如，在前文中已經提到的家庭用能太陽能化。
目前最有前景的是太陽能製氫技術。這是一種不污染環境
的能源。聯邦德國在諾因堡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用太陽能
製造氫氣和電解技術的實驗工廠。根據有關的計算推測，
將 1.1 萬平方千米的太陽能電池板耦合到氫能技術中，所
產生的電能大約佔聯邦德國一年所需電能的 40%，㉕ 相當
於中國一年發電量的 10% 左右。另外，太陽能技術與高溫
㉓ 黃玉瑤：〈污水資源化的生態學途徑〉，《百科知識》1989
年第 8 期。
㉔ 〈日撥鉅款開發新型完全水循環系統〉，《科技日報》1990 年
2 月 7 日。
㉕ 周美瑛譯：〈氫氣 — 未來的燃料〉，《世界科學》1988 年
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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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相變貯能技術相結合，貯能溫度可達 800℃。㉖ 這是
提高能流密度小、受日夜陰暗影響大的太陽能利用效率的
一條重要途徑。
我國擁有遼闊的「海洋國土」。除了 1.8 萬千米海岸
線、30 萬平方千米領海外，還擁有三百多萬平方千米的專
屬經濟區和大陸架。在這片廣闊的海域中，除魚、貝、藻
類資源十分豐富外，據估算，另有海洋石油資源 90 億噸，
海濱砂礦儲量 4.3 億噸，海洋能總蘊藏量十億千瓦。特別
值得注意的是應對海底多金屬結核資源進行開發。據估
計，太平洋底蘊藏的多金屬結核資源為 1.7 萬億噸，其中
經濟儲量約 150 億噸。
在交通運輸方面，我們要特別注意吸取西方發達國家
小汽車發展過程中的教訓，應把公共交通運輸體系擺在首
位，充分利用自行車在市內交通中的作用，發揮出租汽車
和小型公共汽車機動性強的優點，同時要特別注意限制私
人小汽車的發展。在貨運中，應把鐵路和水運放在較為優
先的位置予以考慮。
新材料 — 光導纖維的出現給我國通訊事業的飛躍提
供了一個極好的機會。與傳統的同軸電纜相比，光纖通信
不僅具有容量大、通話質量高等技術優勢以及降低成本一
倍的經濟優勢，還可為國家節約大量銅等原材料。有關專
家認為，如採用光纖通信等先進的數字傳輸手段，並把程控
交換機和計算機結合起來，我國就可不經過發達國家先建設
完善的模擬通信網，然後再進行數字化的過程，而走一條直
接採用最新的通訊技術跨入現代通信先進水平的道路。㉗
㉖ 黃志光：〈令人矚目的高溫金屬相變貯能技術〉，《科技日
報》1989 年 12 月 12 日。
㉗ 王玉玲：〈我國不再鋪設同軸電纜，光纖通信將被廣泛應
用〉，《經濟日報》1988 年 9 月 10 日。
22
227

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

在第 Ⅱ 產業中，我國機械工業 — 國民經濟各部門的
技術裝備部 — 的狀況特別值得引起重視。我國現有機械
產品的總體質量水平與國際水平相差約 20 年左右。為了提
高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水平，必須加速機械工業的更新改
造。為此，成組工藝的運用和柔性製造系統（FMS）特別
引人注目。FMS 克服了傳統的流水線生產方式的缺點，即
一旦需要更新產品，就要大量更換專用設備和工夾具，重
新安排生產佈局。這樣，不僅生產準備週期長，資金、人
力消耗大，而且還要長時間停產。FMS 利用計算機控制實
現了生產自動化。由於計算機程序容易修改，所以靈活性
好，適於多品種小批量生產。目前最先進的生產系統是計
算機綜合生產系統（CIM）。它包括了 FMS、CAD（計算
機設計產品）和 CAM（用計算機管理產品製造）。機械工
業是一個國家工業的心臟，理應首先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從我國目前的情況看，至少可在機械工業中的某些關鍵部
門先行一步。
第Ⅲ產業

在三個產業中，我國第 Ⅲ 產業的發展滯

後程度最甚，但其發展潛力也最大。這裡有一個極富啟發
性的例子：意大利大力發展「文化經濟」，即所謂「文化
經濟」戰略。

㉘

就是把文化遺產視為戰略資源和國家基本

生產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大力發展與之有關的事業，
以推動國民經濟的發展。意大利為了推行這一戰略，先對
開發文化遺產進行了全面調查。結論是：首先，文化遺產
投入少而收益大。國家每年用於文化遺產方面的開支不到
二千億里拉（約 1.6 億美元），而對文化性的參觀旅遊所
徵收的增殖稅則多達 4.5 萬億里拉（約合 36 億美元）。據
初步估計，若全國各地文化遺產得到全面開發利用（尚有
㉘ 《光明日報》1986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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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沒有得到利用），其經濟效益將大大超過全國的加工
工業。其次，文化經濟是解決就業問題的重要途徑。在單
位投資所創造的就業崗位數量方面，是其他許多行業都不
能與之比擬的。第三，文化經濟可以帶動建築業、商業、
交通運輸業乃至整個第 Ⅲ 產業的發展，促進對落後地區的
開發。與意大利相比，我國的文化遺產可以說是有過之而
無不及。如何對其進行全面的保護、開發和利用，實應引
起高度重視。
在 1979~1988 年這十年間，我國 GNP 年均增長速度
為 9.6%，大大高於同期世界經濟增長 2.7 % 的速度，成為
世界上少數幾個經濟高速增長的國家之一。然而，與此同
時，卻出現了有增無減的青少年輟學、文盲率居高不下的
狀況。據統計，近幾年來全國中小學流失學生五千多萬
名，平均每年有 1500 多萬青、少年輟學，以至老文盲尚未
掃清，新文盲又在湧現。目前我國 15 歲以上人口中，共有
文盲 2.38 億人，文盲率高達 31.9%。這個比例不僅遠高於
發達國家，而且明顯高於某些發展中國家。㉙
在人力資源中，質量是佔第一位的。質量越低的人
力資源，猶如礦藏中的貧礦，可利用的價值也就越小。在
這方面，數量是無法頂替質量的，相反，質量則有可能替
代數量。而提高人力資源質量的根本辦法就是發展教育。
造成我國居民文化素質甚低的主要原因是，我國各級教
育事業發展水平均較低。目前，我國 6~14 歲兒童在校率
僅為 76.7%，這說明我國初等教育普及程度還不高；我國
中等教育入學率 1985 年為 39 % ，在世界 139 個國家和地
區中名列第 80 位；我國高等教育入學率 1985 年為 1.7%，
㉙ 陳冰：〈2.4 億文盲：亟待高度重視〉，《經濟日報》1989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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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口徑內名列第 110 位；在中等教育中，普通中學
佔 92.4%，比重過高，中等職業教育比較落後；1985 年，
我國教育經費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僅為 2.9 % ，在世
界 154 個國家和地區中居 120 位。
我國 70 % 左右的人口在農村，而文盲又主要集中在
農村，因此，我國教育事業的落後也集中體現在農村教育
的落後上。例如，1988 年，我國農村約有近三百萬學齡兒
童未能上學，佔全國未入學兒童的 99%。這表明我國普及
初等教育、消滅新文盲的重點和難點在農村。1988 年，全
國農村小學畢業生昇學率為 65% 左右，初中畢業生昇學率
為 10% 左右，與 1978 年相比，均降低了約 20 個百分點。
與 1978 年相比，農村中學學校數減少了 7.7 萬所，下降了
53.7%；教師減少了 69.4 萬人，下降了 29.4%。
據有關調查表明：低文化素質是限制農業剩餘勞動力
向非農產業轉移的基本因素。從不同文化層次的農村勞動
力轉移情況來看，近年來，初、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每百
名勞動力中有 17.5 人轉移，小學文化程度的有四人轉移，
文盲、半文盲的僅有 1.5 人轉移。 ㉚ 在超生人口的問題
上，教育的因素甚至更加重要。我國第三次人口普查資料
表明：在 28 個省、市、自治區中，平均多胎率為 17.9%，
其中、小學文化程度者佔 26.75%，文盲佔 40.19%，而大學
及高中文化程度者僅分別佔 1.23% 和 3.41%。㉛
因此，在第 Ⅲ 產業中，應抓住文化與教育事業這個牛
鼻子。這不僅對於第 Ⅲ 產業的發展，而且對於我國全面的

㉚ 陳冰：〈2.4 億文盲：亟待高度重視〉，《經濟日報》1989 年
4 月 12 日。
㉛ 陳冰：〈2.4 億文盲：亟待高度重視〉，《經濟日報》1989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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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和整個產業結構的平衡發展與高度化，都具有頭等
的戰略意義。如果聽任我國教育的落後狀況繼續下去，必
將對我國的四化大業產生極其不利的影響，從而貽誤我國
經濟社會的長期發展。
在這方面，可以借鑒南朝鮮的經驗。南朝鮮的教育和
培訓已形成了兩套互為補充的體系。一套是正規的學校教
育，為 6~3~3~4 體系，即小學六年，初中三年，在三年
的高中階段，學生可以入普通高中，也可以上技術學校，
大學階段既有四年制的本科，也有兩年制的大專，另一套
體系是在初中畢業後參加職業培訓，學制有三個月、六個
月、一年、兩年、三年，還有兩年制和四年制的技術高校
（培養工藝師及技術培訓的師資）。第一套體系由教育部
管理，第二套體系由勞動部管理。
從近中期看，我國應逐步加強第二套體系的建設，即
在重視大學、研究生教育的同時，要特別著力於加強技術
教育，即教育的內容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在城鄉教育
的佈局上，應加強和重視農村教育體系的建設，逐步改變
單一的普通教育的結構，使農村的基礎教育與職業技術教
育、成人教育協調發展。當前應積極發展初、中級職業技
術教育和各種形式的校後技術培訓；在基礎教育中應增加
鄉土內容，大力加強勞動技術教育，在中學階段可適當開
設職業技術選修課。只有如此，才能使農村教育適應農村
乃至整個經濟、文化、社會發展的需要。
從新發展方式的觀點看，最好的資源儲備就是人力資
源的儲備，最合算的資源開發也是人力資源的開發。當我
們面對著一個不確定性日益增強的未來時，增強機動性和
適應性是最佳的應對辦法，而其載體則是質量優良、結構
匹配的人力資源的儲備 — 必要的、有益的冗餘度。這是
最好的戰略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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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比較

更堪尋味

美國著名的現代化問題專家阿歷克斯．英克爾斯，曾
在 20 世紀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提出，現代化社會的一般
標準是：（1）人均國民收入在三千美元以上；（2）農業
產值在 GNP 中所佔比重不超過 20~25% ；（3）服務部門
產值在 GNP 中所佔比重達到 45% 以上；（4）非農就業人
員在總就業人口中所佔比重超過 70 % ；（5）識字的、有
文化的人口在總人口中超過 80 % ；（6）同齡組青年中，
受高等教育的人數佔 30~35%；（7）城市人口佔總人口數
的 50% 以上；（8）八百人中有一名醫生；（9）平均壽命
在 60 歲以上；（10）三個人中有一份報紙。
這些標準是根據當時位居世界前列的發達國家的情況
而制定的，其中人均收入是衡量國家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
準，但卻不是唯一的標準。例如，當時的科威特人均收入
名列世界前茅，但其他方面卻達不到標準，因而不能列入
現代化國家之列。
根據我們前面的分析，在 GNP 這個指標中存在著
很多疑問。現在我們姑且假定在其中已經扣除了所有的
社會代價，故而可以把這一組標準作為一個粗略的參照
系，據此可以大致衡量一下我國現存的差距。與 1980 年
㉜
相比，1988 年我國實際 GNP 增長了 1.16 倍， 年均增
長 10.1 % ，扣除同期人口自然增長率 1.3 % ，則同期人均

實際 GNP 增長率為 8.8%；1980 年我國人均 GNP 205 美元
（1970 年美元，見本書第一章的推算），則 1988 年我國
人均 GNP 為 403 美元（1970 年美元；若折合成 1980 年美
元，則為 806 美元）。這與第（1）項標準相比，相當於它

㉜ 中國統計局編：《中國統計摘要（1989）》第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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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3.4%，差距顯然是很大的。
1988 年我國第Ⅰ產業佔 GNP 的比重為 27.7 % ，接近
第（2）項標準的下限值 25 % ，1988 年我國 676 人中有
一名醫生，超過第（8）項標準 18 % ； ㉝ 1987 年我國人
均壽命 69 歲（見前文），超過第（9）項標準 15 % 。也
就是說，在十項現代化標準中，我國 1988 年有三項接近
或超過了相應的標準。對於一個人均 GNP 只及現代化標
準 13.4 % 的國家來說，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績。它說明
我國人民的食品營養、醫療保健等系統是富有成效的。
很明顯，這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分配制度的特點 — 注重公
平 — 是分不開的。也就是說，當 GNP 水平一定時，財富
的分配方式對於財富的運用效果有很大的影響。
1988 年我國第 Ⅲ 產業佔 GNP 的比重為 25.7 % ，不
僅比第（3）項標準低約 20 個百分點（僅相當於標準的
57.1%），而且比一般低收入大國的 35% 還要低十個百分
點（而第 Ⅱ 產業則比低收入大國高約十個百分點，相當於
中等收入大國的水平），1988 年我國非農就業人員比重約
為 40%，㉞ 低於第（4）項標準 30 個百分點，僅相當於標
準的 57.1%；目前我國 15 歲以上人口文盲率為 31.9%（見
前文），而越南、泰國、老撾這些遠未現代化的國家卻
在 20 % 以下，這說明我國這項指標至少低於第（5）項標
準 12 個百分點以上；1985 年我國同齡組青年中受高等教育
的人數比重為 1.7%，1988 年估計不會超過 3%，比第（6）
項標準的下限低 27 個百分點以上，僅相當於標準的 10%；

㉝ 中國統計局編：《中國統計摘要（1989）》第 6、108 頁。
㉞ 中國統計局編：《中國統計摘要（1 9 8 9 ）》第 6 、1 0 、
10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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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我國 19 人中才有一份報紙， ㉟ 低於第（10）項標
準 28 個百分點，僅相當於標準的 15.8%。
很明顯，在低於上述現代化標準的七項指標中，有五
項指標與我國第 Ⅲ 產業的發展不足直接相關聯，而其中又
有三項與我國第 Ⅲ 產業中的文化、教育事業的落後直接相
關聯。造成這種產業結構畸變的基本原因在於，我國第 Ⅱ
產業外延型的過度增長使第 Ⅲ 產業發展不足，而其中的文
教事業落後尤甚。
1988 年我國市鎮人口比重達 51.3%，按說已超過了上
述第（7）項指標，但是這個數字有很大的不可比性。對
此，我們進行了下述調整，以便和 1983 年以前的口徑相
協調。1983 年我國市鎮人口比 1978 年增加了約七千萬，㊱
年均增加 1400 萬。假設 1988 年比 1983 年的增加數為前五
年的一倍（這不能說是一個很低的估計），則 1988年市
鎮人口為 3.8 億，佔總人口比重的 35%，低於第（7）項標
準 15 個百分點，相當於標準的 70 % 。這個數字大概較為
可靠。
如果我們把第（1）項標準作為其他標準的函數（或
結果）來看待，那麼很明顯，繼續通過擴張第 Ⅱ 產業來實
現現代化是不可能的，而只有提高低於標準的那些指標的
值，才能使現代化過程的速度加快、質量增高。這意味著
第 Ⅲ 產業滯後與城市化不足才是制約我國今後現代化進程
的短線。而實際上，這兩條短線並不是互相獨立的，在兩
者之間有一種表裡關係：城市是第 Ⅲ 產業的容器，而第 Ⅲ
產業則是容器中的反應物。更具體地說，只有文化程度高
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才能在擴展後的城市中站得住。因為只
㉟ 中國統計局編：《中國統計摘要（1989）》第 91 頁。
㊱ 中國統計局編：《中國統計摘要（1989）》第 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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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種高質量的人力資源才能適應城市中那種多樣化、變
化快、要求高的服務需求。因此，加速農村文教事業的發
展實在是今後的關鍵之舉。
但是，若沒有城市化的相應進展，則「化學反應」仍
無法高效地進行。那麼，應該如何以新發展方式的觀點來
看待我國今後的城市化進程？這大概是我們要在本書中回
答的最後一個關鍵的技術性問題。
從現在的趨勢看，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仍將繼續發
展。然而，一些適於分散的新技術卻在引人注目地增長。
例如，家庭用能太陽能化已使民用能源的大規模集中供給
方式在經濟上缺乏了吸引力；又如，熱電聯產技術與廢舊
物資（如鋼鐵）回收體系相結合（用電爐煉廢鋼，用餘熱
供暖房生產和家庭用熱），使得小規模的供電和生產體系
的競爭力大大增強。
甚至在一些大規模技術佔優勢的傳統領域中，情況也
在發生變化。從長遠看，隨著新型高分子材料的出現和膜
分離技術的發展，可能使化工等產業的基本技術和生產工
藝發生根本性的轉變。例如，以前那種物理和化學性質極
其相近而難於分離的物質（如異性體共沸性混合物等），
如果採用高功能膜就可以分離，那麼，石油化工設備就將
從過去那種以大型蒸餾塔為主的成套設備，轉向採用小型
設備，從而實現了節能。

㊲

當化學工業變成主要是利用微

生物和 反應的生物工業時，將向省能源、省資源型的高
附加價值產業發展。那麼，這種工業將逐漸向地方和中小
城市分散。
如果我們考慮到每年可再生的農林資源，特別是至今
仍棄置未用的數量極其龐大的木質纖維素，人的胃是無法
㊲ 野村綜合研究所：《新時代的尖端產業》第 1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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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它們的，而採用生物技術則可以「消化」它們，並可
將其轉變成單糖糖漿，那麼，就可能為新型食品加工系統
提供原料，這就為工廠化生產水果和蔬菜鋪平了道路。到
那時候，就不用像現在的農業那樣每年播種農作物，而是
去開闢林場，並從中生產出食品、衣服和能源。將這種能
永續利用的分散型流量資源與新的小型技術相結合，還可
能形成新型的經濟組織和社區形態，如工農業聯合體形式
的地區集團和工農業區。可以設想，在一個中小城市，周
圍都是樹木，城市中有以林木為原料的化工廠、食品廠、
能源供應系統以及循環供水系統等，城市與自然循環複合
成為一體。這樣的城市不僅不破壞自然循環，而且還能從
加強自然循環中獲利。
總之，在用新的發展方式重建的城市體系中，與可
更新資源和上述技術有關的新型中小城市可能居於主導地
位。而那些以不可更新資源為主要開發對象的城市可能仍
是現在這種經典形態的城市。

◎ 確立信念

精心選擇

上述分析並非虛幻的暢想。在瑞典的斯德哥爾摩，直
屬首相辦公室領導的未來研究所已提出逐步淘汰私人汽車
的建議。與此同時，他們建議大大擴展和改善公共交通運
輸系統，並輔之以擴大的出租汽車隊伍，以供在特殊情況
下使用。㊳ 在美國威斯康星州的軍士林鎮，即使氣溫降至
零下 15℃，鎮上的六百多戶居民多半不開暖氣，他們利用
天然資源 — 太陽光來取暖。一個裝有太陽能取暖設備的
家庭，每年才付出九百美元的暖氣費，而另一個完全依賴
㊳ 萊斯特．R. 布朗：《建立一個持續發展的社會》第 20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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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氣設備的家庭，則每月需付九百美元才能保暖。㊴ 我國
青海省剛察縣泉吉太陽房，作為泉吉郵電所的營業室兼職
工宿舍，從 1979 年 10 月建成後，就不再燒火取暖，也沒
有任何輔助熱源。然而，這座房子卻熱損失少，陽光利用
率高，冬暖夏涼。㊵ 日本町田市有一個「回收利用文化中
心」，除了通常對物資進行分類以便回收利用外，該中心
還整修傢俱、縫補衣服和修理自行車，並廉價出售或免費
贈送給需要者。㊶
無數事實使發達國家的一些有識之士對他們自己的
生活和生產方式作出了深刻的反省。應該強調指出，經典
的生活和生產方式是那些先進入現代化行列的少數發達國
家，在技術上大大領先，並以全世界資源為己用，因而不
存在物質限制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儘管這種選擇在當時
看來是經濟的，但事實上，它從未證明自身的合理性和唯
一性。隨著條件的變化，特別是 20 世紀 70 年代的石油危
機之後，經典的現代化發展方式遇到了物質限制的嚴重影
響。許多嚴肅的學者指出，如果不改變這種方式，人類的
未來將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
改變經典的現代化發展方式，與其說取決於科學和技
術上的突破，不如說取決於我們集體的意志加判斷。真實
的世界正在發生重大的變化。真正的困難還不僅僅在於我
們應該怎樣對待新技術革命的挑戰，更重要、更困難的問
題卻在於我們應及早醒悟：已有的現代化發展方式對中國
來說已不盡適用，必須儘快作出適應性的反應。中國再也

㊴ 春梅：〈太陽城〉，《新觀察》1985 年第 13 期，第 15 頁。
㊵ 木村建一：《太陽房》譯序，第 Ⅲ 頁。
㊶ 萊斯特．R. 布朗等：《經濟社會科技 — 1985 年世界形勢評
述》第 3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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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具有西方發達國家當初所面臨的、相對有利的資源
條件了。而對我們相對有利的當代科學技術潛力，又是一
把既能利己，也能傷己的雙刃武器。因此，對於我們這樣
一個不發達的大國來說，根據我們周圍的事實以及正在變
化著的趨勢，全面而認真地重新思考現代化發展的真正涵
義，是至關重要的。
《未來的經濟》一書的作者明確提出了這樣的問題：
「在我們的經濟中增長著的究竟是什麼？所有在增長的
東西，我們是否非要不可呢？如果我們軀體內少用一些藥
物、或 X 射線、或備件，難道這就意味著我們的經濟正在
衰退嗎？兒女成年後身體不再長高，我們並不悲嘆，因為
到了成年，我們對身體增長的概念徹底改變了。難道我們
不能同樣地重新來給經濟下定義嗎？」
當然，我國經濟現在所處的階段，離一種成熟階段還
相距甚遠。但是，難道我們只能先沿用已有的現代化發展方
式達到成熟階段之後，再來思考這一階段的問題嗎？當我們
看到美國以佔世界 6% 的人口消耗著 50% 的世界資源使用量
時，我們還能以這種方式來提出和解決自己的問題嗎？
如果在 20 世紀末，我國人均 GNP 達到八百美元，那
麼再用 20~30 年的時間達到 2400~2500 美元，基本上實
現高度現代化，應該說並非十分困難。問題的關鍵在於，
我們必須從現在開始進行準備，重新清理發達國家實現高
度現代化的方式在我們頭腦中印下的圖像，吸收其合理的
因素，拋棄那些表層的誘惑，舉國上下形成一種求實的、
有遠見的民族意識和信念，最大限度地調動並凝聚起整個
中華民族的全部智慧、力量和勇氣，自覺地開始平滑的轉
變，以減輕未來振蕩對我們還很脆弱的肌體的不利影響，
真正有效地利用科學技術所提供的發展機會和潛力，這
樣，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完成這個史無前例的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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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前兩章的內容，可以概述為：我國今後在進行長
期發展方式的選擇上，應該注意的一些必要的而非完備的
基本特徵是，在資源的生產和利用上，應特別注意可更新
資源的生產和利用，降低不可更新資源的消耗；在飲食的
生產和消費上，應選擇動植物平衡的方式，避免以動物食
品為主的方式；以自行車、公共交通運輸系統和有較大機
動性的出租汽車組成我們的交通運輸體系，避免選擇以私
人小汽車為主的交通運輸體系；以勞動和智力集約的方式
經營和管理農業，發展綜合的生態產業，避免石油農業的
生產方式；重新規劃城鄉建設；大力擴展、完善物資和資
源的回收與重複利用系統，避免用過即扔的高消費、高生
產、高浪費的方式；對恢復和保護環境與生態投入更多的
力量，而不是等到實在無法忍受了再來治理；下決心實現
全民教育的超前發展，提高全民的素質與技能；選擇以預
防和自我保健為主、治療為輔的醫療體系，避免以高技術
為主的大規模醫療系統；以各種經濟、行政和法律手段限
制目前資源約束嚴重的消費與生產活動；利用新型的通訊
技術增強社會的整合，降低交流的成本。所有這些，只要
充分利用當代成熟的科學技術所蘊含的潛力，就可以使我
們長期發展的現存基礎大大改善，並為我們今後利用新的
機會和迎接新的挑戰準備好足夠的條件。
但我們必須明白，只有當長期發展方式的選擇能夠有
效地作用於現實經濟過程時，才能給我國的現代化發展帶
來現實的積極影響。在這方面，各國經濟管理的實踐已經
積累了在現實經濟活動中貫徹某種長遠目標和選擇的豐富
經驗。認真關注和總結這些經驗，可以發現兩種基本的類
型：一種是面對本國資源難以承受的「消費示範」壓力，
運用多種手段建立起防範和屏障，既抑制這類需求過早地
在本國形成，也抑制供給對其作出反應。這方面較典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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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是，南朝鮮早已掌握了彩電的生產工藝，但它一直到
出口彩電十年之後，才在國內安裝彩電發射臺，因而抑制
了彩電過早進入國內需求。英、德等國則訴諸立法，無論
價格高低，禁止生產耗油量過高的汽車，並為此制訂了油
耗臨界標準。蘇聯在消費品方面嚴密防範是眾所周知的，
其消極影響固然不可忽視，但積極因素仍然值得我國借
鑒。另一種類型是積極的防範，即摸索更為合理的生活方
式，廣泛利用教育、輿論和道德的力量，並輔之以稅收及
進口調控等實際措施，影響本民族的價值觀，逐步培養全
民族對不適用的浪費型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的內在抵制能
力，喚起自覺創造更經濟、更合理、更適合人類現代化發
展要求的發展模式的熱情和智慧。這方面可以從日本人對
自己「食文化」的自豪感中得到驗證。多數日本人認為，
他們比美國人吃得更素些，但身體更健康、更長壽。
無可否認，在短期政策中貫徹長期發展目標會遇到
許多困難。我國對於在擴大利用市場機制的條件下，如何
將長期目標的信息注入需求形成過程，尤其缺乏經驗。對
此，建立在無可爭辯的事實基礎上的信念，是至關重要
的。這就是後進國家在進入新的消費需求階段時，必須以
富於遠見的戰略選擇作為其發展實踐的指導。這種信念將
支持人們在社會、政治、經濟的各個領域裡進行持久的艱
苦努力，系統培養全體人民更經濟、更合理的現代核算意
識，進而有效地影響市場需求的形成和消費偏好的時尚。
必須明確，只有當國民經濟新發展階段的一系列變化
同富於遠見的發展方式和戰略選擇相適應時，我國的現代
化才能有持續的高效增長和健康發展。

22
2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