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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思维方式
刘曙光
（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 北京 100871 ）

摘 要：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思维
方式应当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辩证法的当代形态，即复杂性思维或复杂性方法。把握
和认识时代，处理不同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应当坚持互补性思维，克服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
交互作用的整体性思维，是研究广义虚拟经济的一把钥匙。容介态的实质就是相互作用，主体与
客体、物质与精神、实物价值与虚拟价值、生理需求与心理需求、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态（信息
态）的交互作用。从复杂性的角度看，广义虚拟经济是一种人本经济，它把传统经济作为一种特
殊的极限情况包括在自身之中，人本经济就是物本经济与人本经济的统一。
关键词：广义虚拟经济；时代；思维方式；复杂性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 (2010) 04-0021-11

On the Way of Thinking in the Era of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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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ay of thinking has its special content and form in every era. The way of thinking in the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era should be the contemporary form of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 founded by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i.e. the thinking of complexity or the method of complexity. We should use the rule
of complementarities in understanding the era and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theories. The
thinking of mutual action of all integral parts of society is a key to understand the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The essence of accommodated-medium state is mutual action. From view of complexity, the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theory is a unity of traditional economy theory and 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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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我们赋予现时代一个怎样的名称，我们

历史时期从不同的角度、不同侧面、根据不同的

都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期待和呼唤创新的时代。 实践目的，所形成的看法、得出的研究结论虽然
“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提出，与其说是经济学理

不同，但我们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互相补充的，而

论的创新，不如说是哲学理论的创新。之所以这

不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水火不容的，不要总

么说，是因为“认识广义虚拟经济，重要的不在

是褒扬某一看法或研究结论，而贬抑其他看法或

于经济活动领域的划分，而在于视角的建立；从

研究结论，这样才能全面地、历史地、具体地把

事广义虚拟经济活动，重要的不在于新经济活动

握复杂的认识对象。

要素的寻求，而在于思维方式的改变；研究广义
虚拟经济，重要的不在于追求多少时髦的概念，
而在于从人本、流程、需求、商品、价值和财富
的基本概念入手，把握信息态在其中扮演的重要
角色，作出适应时代发展的重新审视”[1]。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
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
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
”[2]
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经典科学思维方式受到了严
峻的挑战。认识和把握广义虚拟经济及其时代，
必须有广阔的视野和辩证的思维方式，特别是运
用复杂性思维和复杂性方法。

（一）以互补性思维科学认识时代
我们对时代的认识就应当坚持互补性思维，
克服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
从整体上把握时代。
自从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以后，
我们对时代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全球化
时代”
、
“知识经济时代”
、
“信息时代”
、
“后工业
时代”等名词术语，汹涌而来，充斥各种报刊杂志，
成为当今学术界普遍关注和广泛探讨的热点问题。
近些年来，随着对时代问题认识的深化，一种新
的提法又进入人们的视野——广义虚拟经济时代。
这些对时代认识的不同提法是什么关系呢？
它们是彼此对立的吗？笔者认为，在对时代的认

一、互补性思维方式

识问题上应克服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思维方
式。这些不同提法都是对同一时代不同视角的认

复杂性思维、复杂性方法一个重要的方面或

识，每一种提法都是从一种视角来对时代的特征

者说一条重要的规律，就是互补性规律或互补性

进行概括。当然，视角的不同并不意味本质的不

思维。坚持互补性规律或互补性思维，就是要克

同。它们彼此之间不是互相矛盾的，
而是相互补充、

服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复杂性思维

相互渗透、相互辉映、相得益彰的。共同形成对

方法认为，复杂的认识对象有时表现为不能用统

一个时代的总的、全面的认识。

一的理论逻辑体系来解释，或者说解释它的理论

毫无疑问，
“时代”问题是每一个国家、每

不能在逻辑上形成一个统一的形式系统，有关的

一个民族都不能回避也不能不认真搞清楚的问题，

理论从不可彼此化归的不同的基本原理出发，形

因为能否正确把握时代，
并制定相应的路线、
方针、

成彼此独立的两个或更多的系统；但是从它们推

政策，与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

出的关于认识对象的不同结论，揭示了对象不同

都是息息相关的。列宁指出，我们无法知道，一

方面的本质而互相补充。因此，面对复杂的认识

个时代的各个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快，有多少

对象，不同的研究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在同一

成就。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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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

我们的生活里有太多的压力，养狗可以帮助我们

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

放松；养狗对孩子长大离巢后家里老人也是个安

景的主要特点等等，
“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

慰；养狗还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养狗也是狗的主

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

人“爱”——甚至是奉献——的一个对象。[4] 广

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
，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

义虚拟经济时代是人本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新时代，

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 有别于物本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旧时代。
“一定的时
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
[3]

更具体的特点。
”

代拥有这个时代的主流经济学，并依此进行经济
制度的设计，人们则循着其所描述的基本原理及

依据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分析和思考

其所构建的范畴开展社会经济活动。
”[5] 正是基于

现时代的这些根本问题，是摆在当前马克思主义

对时代的这种把握 , 广义虚拟经济构建了自己的

研究者面前的重大任务。这些任务的创造性解决， 理论体系，特别是这个时代人们开展社会经济活
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 动遵循的基本原理和范畴体系。
发展。作为理论和方法的马克思主义，也只有在

或许，有人会产生疑问，广义虚拟经济现象

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发展，才不至于变成枯槁和

在历史上早已存在，为什么把当今历史时代称之

僵死的教条，才能作为正确的指针，使得我们在

为“广义虚拟经济时代”而以往的时代不能这样

现时代庞杂混乱的事态中辨清方向。

称呼呢？其实，任何一个时代的生产都不可能是

“后工业社会”是丹尼尔•贝尔提出来的 , 他

纯粹的物质生产或纯粹的精神生产，我们判断一

认为 , 整个社会发展经历着一个前工业社会、工

个时代的经济特征只能以占主导形式的生产。马

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发展。以此对时代的认识

克思曾指出：
“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

为基础，他建构了一套社会认识的理论体系。前

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

工业社会即农业社会，人们主要是“与自然界博

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

弈”
，社会的主体是农民、矿工、渔民等，人们主

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

要从事采矿业、捕捞业、林业和农业等领域的工

们的特点。
”[6] 广义虚拟经济时代有一个非常显著

作，从自然界摄取生产和生活资料。工业社会就

的特点：即从满足人们的需求的角度来看，都是

是现代社会，人们主要集中于“与改造过的自然

以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为主导的；从所生产的商

界的博弈”
，社会被大机器所支配，社会的主体是

品来看，其价值都是以非物质为主要形式的。也

经过部分培训的工人和工程师。从商品生产为主

就是说，广义虚拟经济或者说非物质形式的生产

的工业社会转到以服务为主的后工业社会，则主

已经占主导，成为“一种普照的光”
。

要是“人与人的博弈”
，社会的主体是专业技术性
科学家。

在对时代的认识问题上，坚持互补性思维，
克服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

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提出，主要是依据社会

把握时代及其特征，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

经济活动的特征。当时代发生变迁时，经济活动

策，可以避免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否定，避

的特征会随之发生变化。如，美国《纽约时报》 免用用一种片面性反对另一种片面性，只看到对
认为，中国当前的养狗热，从某种程度上看是从

方观点的不足和缺陷，而看不到对方的长处和优

贫困的农业国向发达国家转型的呈现，是社会经

点，不能自觉吸取对方的合理思想。

济活动特征的变化。在以前，不管是从意识形态
还是从必要性来讲，宠物都意味着小资奢侈。以

（二）以互补性思维对待不同的理论系统
不仅仅在对待时代的认识问题上，在对待不

前人们思考的是如何改善生活，没有心思养狗。 同的理论系统问题上，我们同样要坚持互补性思
但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的思想已经发生转变。 维，克服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这样才能真正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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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把握复杂多样的世界和事物，才能真正推
动理论的发展。

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与传统经济理论也不是相
互对立的。传统经济理论是人类经济认识史上的

认识复杂性对象不是借助于唯一的理论系

里程碑，是运用简单性方法得出的结论。广义虚

统，而是借助于两个以致多个并列的彼此独立的

拟经济理论是对传统经济理论的批判、修正、补

理论系统。之所以如此，或者是因为认识有关对

充、升华、超越和扬弃，是运用复杂性方法的结果。

象的统一的理论系统还没有形成，或者是由于世

正如复杂性方法把简单性方法作为一种特殊的极

界本来是有序性和无序性的交混或间杂，在认识

限情况包括在自身之中一样，广义虚拟经济理论

层面导致逻辑性和非逻辑性的间杂，以致在对该

把传统经济理论作为一种特殊的极限情况包括在

复杂对象的研究上不可能形成统一的理论系统。

自身之中。似乎可以说，双方都反映了社会历史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
提出：
“全部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
，
“哲学家
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
世界”
。

[7]

一定阶段上相对真理，人本经济是物本经济与人
本经济的统一。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

不同的理论系统构成对世界、对现实

思就指出：
“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

生活的不同的解释模式。这些理论从表面上看可

物主义，能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况中才失去

能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但是，从实质上看， 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并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
它们可能是相互补充的，通过在生活实践中彼此

对立物的存在；我们知道，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

之间的相互斗争可能达到新的统一，即通过扬弃

只有通过实践的途径，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的力

产生新的理论，从而克服各自的片面性，这就是

量，才是可能的；因此，对立的解决决不仅仅是

实践中的理论的创新。如，20 世纪初人们对于波

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的、生活上的任务”
。 [8]

粒二象性的认识过程，先发现光在光电效应等现
象中显示出粒子性；在干涉、衍射等现象中则显

二、相互作用的整体性思维

示出波动性，由此得出光具有波粒二象性的结论。
后又发现原来认为只有粒子性的实物粒子也具有
波动性，从而认识到一切微观粒子都具有波粒二
象性。
在自然科学中，牛顿力学与相对论力学，欧

（一）马克思主义的相互作用原理
在对整个世界这个复杂的巨系统的研究中，
我们应当把简单性方法和复杂性方法结合起来，
树立事物各要素相互作用的整体性思维。相互作

几里得几何与非欧几里得几何，表面上看似矛盾， 用具有普遍性，不管是在自然领域、社会历史领
但双方都反映了现实空间的相对真理，实质上是

域还是思维领域，恩格斯认为：
“相互作用消除了

相互补充的。

一切绝对的首要性和次要性。
”[9] 为了把事物作为

在社会科学中也有类似情况，不同视角的理

一个整体来理解，在全部结果尚未综合出来之前，

论相互补充。如，对于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马

我们可以甚至必须分别按两种观点来一一加以研

克思就是沿着社会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发展）和

究，也就是，必须使用简单性方法。
“为了了解单

人自身的发展两条相对独立的路径进行的。因此， 个的现象，我们必须把它们从普遍的联系中抽出
我们既可以从经济社会形态的角度把社会历史的

来，孤立地考察它们，而在这里出现的就是不断

发展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

变换的运动，一个表现为原因，另一个表现为结

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种形态，也可以从人

果。
”[10] 但是，如果我们局限于简单性方法，就

本身的发展把社会历史的发展分为“人的依赖关

会片面地抓住一个观点，认为比起另一个观点来

系”
、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
“自

它是绝对的观点，就会陷入形而上学的片面性；

由个性”这三个阶段。

不使用复杂性方法，我们就不能了解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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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抓不住整体的联系，就会纠缠在一个接一个的

决不像站在自然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

矛盾之中。

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

恩格斯指出：
“相互作用是我们从现今自然科

在于自然界的。
”[14] 二程则把人和自然的关系比

学的观点出发来在整体上考察运动着的物质时首

作是鱼水关系，
“人之在天地，如鱼在水，不知有

先遇到的东西。
”我们看到一系列的运动形式，机

水，直待出水，方知动不得” [15]。

械运动、热、光、电、磁、化学的化合和分解、
聚集状态的转化、有机的生命，这一切，如果我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上，马克思和恩
格斯一方面强调经济因素在“归根到底”意义上的

们现在还把有机的生命排除在外，都是互相转化、 决定作用，这是运用简单性方法得出的结论；另一
互相制约的，在这里是原因，在那里就是结果， 方面，又把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看作是事物发展的
运动尽管有种种不断变换的形式，但是运动的总

终极原因，这是运用复杂性方法得出的结果。

和始终不变。机械运动转化为热、电、磁、光等

在人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

等，反之亦然。
“因此，自然科学证实了黑格尔曾

强调历史决定论与主体选择的统一，强调的是人

经说过的话（在什么地方？）
：相互作用是事物的

与历史的相互作用。一方面，人是社会的主体，

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比对这种相互作用的

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

认识追溯得更远了，因为在这之后没有什么要认

史，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过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

识的东西了。……只有从这种普遍的相互作用出

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
。 [16]

发，我们才能达到现实的因果关系。
”[11]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交互作用的整体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
们交互活动的产物。
”[17] 除了原始的自然界以外，

性思维要求我们：不要把人与自然看作是外在对

现实世界的一切存在形式，都是人的实践活动创

立的关系，而应当看作是内在统一的关系。所谓

造的。
“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

外在对立的关系，即把人看作是主体，把自然界

争的，不是‘历史’
，而是人，是现实的，活生生

视为与人相对立的客体，人可以认识、改造和主

的人。
‘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自己目的的工具来

宰自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赋予自然界以某种

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

使用价值。这种视角、这种思维方式必然是人类

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18] 另一方面，
“人们自己创

中心主义，其后果必然是生态的破坏。所谓内在

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统一的关系，即一方面把人看作是自然界的有机

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

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把自然界看作是人的无机的

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

身体，人和自然互为主体，
“自然界是生命和价值

造”
。

（尤其道德）创造的主体，人则是其实现的主体亦
即实践主体”

[12]

[19]

“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

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

。关于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马

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

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

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

把自然比作人的无机的身体，他指出：
“自然界就

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

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 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
人靠自然界来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

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
”[20]

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形影不离的身体。说人的物

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人们在创造自己的历史

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不可分离，这就等于

时，要受到前人所创造的既定的历史条件（客体）

说，自然界同它本身不可分离，因为人是自然界

的制约，这些历史条件预先规定了人们的生活方

[13]

的一部分。
” 恩格斯也指出：
“我们必须时时记住：

式和活动方式。因此，人既是社会发展的原因，

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 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既是历史的“剧作者”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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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历史的“剧中人”
。这里，承认人是“剧中人”
， 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
这是唯物主义；承认人是“剧作者”
，是辩证法；

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

承认“剧中人”和“剧作者”的统一，是复杂性

最根本的、最有决定性的）
，这里没有什么是绝

思维、复杂性方法。

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
。

[22]

恩格斯还说过：
“政

( 二 ) 交互作用催生了跨界学科

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

我们似乎可以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我

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相互作用

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不管我们怎样称呼这个

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是经济状况才是

时代，这个时代的思维方式的确发生了重大的变

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

革。复杂性思维，特别是交互作用的整体性思维， 果。这是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
[23]

催生了许多“跨界”学科和交叉学科。当然，时

基础上的互相作用”
。

代的发展本身也促进了学科的分化和整合。广义

我们，在承认“相互作用的力量是很不相等的”
、

虚拟经济就是这诸多跨界学科之一。目前，学术

其中必有一种力量“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前

界的科研工作已基本打破学科壁垒，跨学科研究

提下，把“相互作用”作为事物发展的终极原因，

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是辩证法方法、辩证法观点，是复杂性方法、复

对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恩格斯也强调它们

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告诉

杂性观点。

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决定论。
“根

毋庸讳言，由于时代的局限，马克思和恩格

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

斯对社会生活的研究，更多地是从简单性方法着

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

眼，力图揭示其客观规律，而从复杂性方面所进

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

行的研究相对要少一些。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

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 穷尽真理，他们不可能深入、具体地探讨人们社
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 会生活的复杂性问题。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
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

度，一方面，应该是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

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

准确、完整地学习和运用，另一方面，应该结合

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

时代加以发展，使之与时俱进，永葆青春和活力。

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

对社会经济生活复杂性保持清醒认识和高度自

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

觉，或许是推进广义虚拟经济研究的生长点之一。

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

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政治和经济的二元

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

容介态必然使广义虚拟经济的研究回归政治经济

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

学的范畴，而政治经济学是对政治和经济二元容

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

介态的科学描述，
“只有以‘制文化权为主导’
，

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

实现文化、经济和政治军事三位一体的软、硬实

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

力协调发展，取得制定‘游戏规则’的话语权，

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

并对公共政治和制度进行兼顾行政和市场的科学

[21]

式更容易了。
”

对于那些只会使用简单性方法、 设计，才能得政治经济学的真谛。
”[24] 这些论述

不懂得复杂性思维的人，恩格斯指出：
“所有这

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交

些先生们所缺少的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

互作用原理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

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

广义虚拟经济的研究应力图吸收复杂性研究

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

的最新成果，尤其是立足于现代经济学、哲学、

在现实世界只存在于危机中，而整个伟大的发展

社会学、心理学、数学、管理学等学科的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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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把复杂性方法运用于广义虚拟经济的思考和阐

入已经存在的实物价值之中，促成了实物价值的

发上。

进化；进化后的实物价值又会释放出新的信息（主

（三）交互作用是理解广义虚拟经济的一把钥匙

体信息或载体信息）
，容纳入能够孕育出虚拟价值

什么是广义虚拟经济？林左鸣先生认为：
“实

要素的心理需求之中，再生成更新的主体信息；

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这两类经济的相互作用，构成

这种更新的主体信息再容纳入已经进化了的实物

[25]

了二元价值容介态的广义虚拟经济。
” 一般来说， 价值之中……如此往复循环、生生不息的二元价
人们的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商品的实体价值和

值容介态（即价值进化的运动状态）
，使虚拟价值

虚拟价值是交织在一起的。但是，心理需求和虚

与实物价值共存并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广

拟价值有一个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不断凸显的过

义虚拟经济不断发展的无尽源泉。[28]

程。
“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累积下来的信息

离开了交互作用，就无法理解广义虚拟经济。

形态，通过人们的心理需求反映出来，并且不断

我们以艺术作品为例。任何艺术作品，不管是音

容纳入传统的以生理需求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各类

乐、舞蹈、戏剧、影视，还是书法、绘画、雕刻，

产品（服务）中，
从而使经济价值不断提升（进化） 其产生（或生产）过程，从哲学上看，都是主体
[26]

，这才有了广义虚拟经济。

与客体交互作用的过程 ；从广义虚拟经济角度看，

广 义 虚 拟 经 济， 被 称 为 二 元 价 值 容 介 态 的

都是包涵丰富虚拟价值要素的信息态容纳入实物

经济。容介态的实质就是一种复杂性思维，就

价值之中的过程，是实物与信息交互作用的过程；

是强调交互作用或者说相互作用，或者说，容

从艺术的角度看，都是表现 ( 指对人生价值的追

介 态 就 是 交 互 作 用 的 产 物。 在 某 种 意 义 上 说， 求 , 对审美理想的憧憬 , 对主观心灵的抒发 , 它是
广义虚拟经济就是一种跨界经济。
“随着人类文

创作者精神生命在艺术中的审美呈现 ) 与再现 ( 指

明的发展，纯粹满足生理需求和纯粹满足心理

对以人为中心的客观社会生活的审美描绘 , 它是

需求的经济往往以错综复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 现实的审美特征在艺术中的创造性显现 ) 的有机
跨界成了它们共同的特征。
” [27] 纯粹的实体经济

的统一过程 , 单纯的主体的表现或单纯的对客体

和纯粹的虚拟经济这“两个要素兼容并且进化

的再现都是不存在的。[29] 离开了主体与客体、物

的经济是一种以信息态为基础的进化现象”
，这

质与精神、实物价值和虚拟价值、生理需求与精

种现象即容介态。

神需求、表现与再现的交互作用，也就没有艺术

广义虚拟经济强调的是主体和客体、物质生
产与精神生产、实物价值与虚拟价值、生理需求

的生产。
不仅艺术作品的生产是交互作用的结果，艺

与心理需求、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态（信息态） 术作品的存在方式也离不开交互作用，艺术作品
的交互作用。在这种交互作用中，一方面，主体

的存在方式具有二重性：既是一个自身独立存在

客体化、精神变为物质、虚拟价值实物化；另一

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物态性客体，即实体

方面，客体主体化、物质变为精神、实物价值虚

性存在；又是一个离不开接受者
（鉴赏者）
意识的、

拟化。

非实在的观念性存在，
即精神性或信息态存在。[30]

广义虚拟经济的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信息态

不理解艺术作品作为精神性存在，就无法理解艺

与实物价值的交互作用，对此，林左鸣先生作了

术作品的价值。艺术作品能给鉴赏者带来生理心

很精彩的说明：

理上的精神愉悦，也就是说客体满足了主体的审

正是这样一种包含了自我实现、受人尊重、 美需要，美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艺术作品的价值
社交优势、安全保障、爱与被爱、心灵归属等诸 “主要是满足人的感知需要（心理需要）的主观
多内容的心理需求和精神需求释放出来的、蕴涵

价值，即主要取决于人们对艺术品的认知和审美

着丰富虚拟价值要素的信息态（主体信息）
，容纳

感受”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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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复杂性方法
（一）复杂性方法的内涵
一切科学，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
起初都是运用简单性方法创建起来的。离开了简
单性方法，就没有各门学科的产生。简单性方法

事物运动变化的方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复杂系
统探究方式或者说复杂性思维。[32]
（二）复杂性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
面对社会历史这个复杂的巨系统，马克思、
恩格斯所采用的方法，首先是简单性方法。
马克思在谈到自己的研究方法时指出：
“物

的采用，是由于确信客观世界本身具有秩序性、 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
规律性和统一性，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活动中， 的 地 方 观 察 自 然 过 程 的， 或 者， 如 有 可 能， 是
人们总是力求从无序性中把握有序性，从变动性

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

（偶然性）中抓取稳定性（必然性）
，从复杂性中

验的。
”[33] 对社会历史的研究既不能使用显微镜，

抓取简单性。简单性方法把表现为多种因素集合

也不能使用化学试剂，而必须使用“抽象力”
。列

体的对象化归为很少的一、二种决定性因素作用

宁总结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是

的结果，或把复杂因素还原为简单因素。这种方 “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
法的优点是：
（1）从庞杂的感性经验中只须归结

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

出较少的规律加以遵循，那么作为无限大千世界

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
，是“把社会关系分成

中的有限存在的人类就能在与世界打交道的实践

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思想的社会

中以简驭繁，从而大大节省精力和提高效率；
（2） 关系不过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而物质
理性越是能用较少的终极实体和基本法则来解释

的社会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

世界万象，世界越是表现为统一，也越符合人们

的，是人维持生存的活动的（结果）形式”
，
“把

关于世界统一性的理想观念。这种方法在科学研

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

究、在人类事务的处理中发挥了、并将仍然发挥

产力的水平”
， [34] 从而得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

巨大的作用。

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

复杂的现实世界和社会生活本来就是一个有
机统一的整体，简单性方法舍弃、忽略了许多复

筑的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可以说，离开了这
种简单性方法也就没有唯物史观。

杂性因素，也就不可能从整体上把握复杂的现实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历史的研究没有停留

世界和社会生活。简单性方法的弊端是显而易见

在简单性方法上，而是娴熟地运用了复杂性思维

的。其一，它使某一领域、某一层次、某一侧面

和复杂性方法（虽然当时并没有这一提法）
， “交

内的研究片面化；其二，它使不同领域、不同侧面、 互作用论”和“合力论”思想就是分别从客体视
不同层次内的研究彼此隔绝。
由于客观世界本身是有序性与无序性、偶然
性与必然性、简单性与复杂性的统一，在运用简

角和主体视角揭示了社会历史中各种复杂性因素
的相互作用。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学术界
有些学者片面地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

单性方法认识世界、
解释世界、
改造世界的过程中， 只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简单性方法的运用，
简单性认识方法和思维方式就不可能具有绝对的

没有看到他们思想中所蕴涵的复杂性思维和复杂

有效性，势必在实践中有碰壁的现象。正是针对

性方法，使唯物史观带上了机械决定论和宿命论

简单性方法的弊端，在反思的基础上，20 世纪六

的色彩，否定主体的能动作用，把社会历史规律

七十年代以来，人们提出了复杂性方法理论。

变成神秘的东西。

什么是复杂性？当前对“复杂性”的定义众

由此可见，复杂性方法不是对简单性方法的

说纷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以非线形思维、整

否定和消灭，而是对简单性方法的批判、修正和

体思维、关系思维、过程思维为主要特征的考察

补充。线性规律与非线性规律、单向度规律与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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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性规律、被组织规律与自组织规律可以共存， 坦提出狭义相对论，建立相对论力学才解决这一
分别有自己的适用范围。正如莫兰所说的，
“复杂

难题。达尔文的进化论曾经为人类文明和进步做

性思想不是简单性思想的对立面，它把后者加以

出了巨大贡献 , 今天却受到了以遗传基因理论为

整合”
，复杂性方法把简单性方法作为一种特殊的

基础的新学科的挑战。传统的物本经济学的很多

极限情况包括在自身之中，构成真正的复杂性方 “金科玉律”
，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正在被颠覆。[35]
法、复杂性观点，
“复杂性是简单性和复杂性的统
一”
。

非线性规律是复杂性思维方式的一条重要规
律，表示在一个对象的发展过程中，它的两个或

复杂性方法理论虽然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才

多个组成参量的变化不是呈正比例关系的，而是

提出的，但是，从人类思想史的发展来看，简单

在对象演变的一定时刻，当一个参量仍作量的渐

性思维和复杂性思维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可

变时，另一个参量会作质的跃升，从而使对象进

以说就是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关系。复杂性思维、 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时会有另一个规律来支
复杂性方法不过是辩证法的当代形态，它是马克

配它的发展过程。
“纯粹经济学”仅仅注重物本的

思主义哲学中的题中应有之义。由于当时科学发

因素，舍弃了、忽略了以人们心理活动为基础的

展的局限，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虽然

政治因素，这是简单性方法的运用，得到的是表

没有直接使用复杂性思维、复杂性方法这样的词

面上科学合理的线性规律。事实上，
“影响和涉及

汇，也没有提出非线性规律、互补性规律和自组

经济活动的社会政治、文化因素特别是大众心理

织规律，但是，他们所创立的辩证的唯物史观， 因素无疑比影响气象的所有因素都复杂得多”
。所
的确已经把这种思维方法和这些规律运用于他们

以，用线性思维方式研究虚拟经济，要么挂一漏

对社会历史、社会生活的研究之中，并为我们进

万，将大量不可预测、难以感知的和掌控的重要

一步的探索开辟了道路。

因素弃之不顾，最后得到一个研究者自己也不知

（三）广义虚拟经济研究必须借助复杂性思维

所云的结论；要么就会瞎子摸象，自说自话，最

在对事物的研究中，简单性方法把无序性因

后给出一个以偏概全的错误描述。不掌握复杂性

素忽略不计，只考虑有序性，它所揭示的理论体

思维和复杂性方法，缺乏相互作用的整体性思维，

系必然有一定的适用限度，具有一定的相对性。 研究者“在难测的人心和受人心影响而变幻诡吊
如果考虑到无序性，考虑到环境的复杂性，没有

的人文社会政治面前也必定会束手无策” [36]。

任何理论系统是圆满完成的，理论必须不断向高

在物本经济学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衡量

层次发展，使其在不断地自我改组和自我更新中

商品价值的尺度。可是，广义虚拟经济时代，传

保持活力和青春。

统的关于商品价值衡量的尺度失灵了。使用价值

例如，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的“五

和虚拟价值同时进入交换领域，价值度量的复杂

形态”理论，是从西欧社会历史的演进中概括出

性大大增加，商品的价值并不与生产商品的社会

来的规律，但它并不是说，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

必要劳动时间并不表现为正相关的线性函数关系。

社会历史的发展，不管其历史条件如何，都毫无 “虚拟价值的价值量大小，则完全取决于创造者之
例外地遵循这一演进路线。在世界历史框架内， 外整体对其的感受及认同，而与创造者主体付出
有的国家和民族，有可能跨越若干社会发展阶段。
自 17 世纪以来牛顿力学不断发展，在人们
的科学研究、生产生活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牛顿

的时间多半没有关系，或者呈负相关的关系（比
如再版旧邮票，会使旧邮票迅速贬值）
。
”[37]
广义虚拟经济的“生活对象化”
、
“生活价值

力学的正确性是得到了实践证明的。但是，后来， 论”
、
“心理时空”
、
“人本经济”并不是对“劳动
人们发现牛顿力学无法解释高速运动的天体和高

对象化”
、
“劳动价值论”
、
“物理时空”和“物本

速运动的粒子的运动规律，直到 20 世纪初爱因斯

经济”的简单否定，而是一种扬弃，一种超越，

30

刘曙光：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思维方式

一种辩证的否定，它吸取了后者的合理因素，把

被补充和发展，这就是适应一切社会科学的历史

它们包含于自身之中，并增添了为物本经济所没

与逻辑相统一之后的超越。这种超越正是社会经

有的新的内容。如，
“劳动对象化是对生活对象化

济活动的进化现象。遵循这样的认识方法和研究

的一种狭义理解”

[38]

。我们似乎也可以说，物理

时空是对心理时空的一种狭义理解。
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的实践，基本原理及其范
畴体系随着现实的经济活动的发展变化而必然地

方法，是对社会进化现象忠实反映的必然要求。[39]
这种认识方法和研究方法，就是复杂性思维或者
说复杂性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当代形态。这
是我们这个时代理论思维的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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