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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提要/Chinesische Zusammenfassung/Chinese Abstract 
 

 本文分析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短期宏观经济稳定问题。后者主要表现在价

格和就业波动上。因此本文以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相互作用为中心分析短期宏

观波动。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本文以分析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胡景北的自耕农模型为基础，从农业工资等于农业劳动的平均

生产率出发，首先重新表述了该模型的劳动市场均衡机制。接着，本文引入价格

波动。价格以现代产业产品计量，价格波动主要表现为农产品价格相对于现代产

业价格的相对波动。价格波动将打破工业工资和农业工资的均衡，劳动力转移出

现波动。农产品的波动来源于农产品供求失衡。农产品供给由农业产值生产函数

和农业劳动投入决定，农产品需求则由总收入与总收入用于农产品部分的比重即

恩格尔系数决定。假设恩格尔系数稳定，则在均衡时，一定总收入产生的农产品

需求，应当正好等于当时的农业劳动力所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产量，农产品供求平

衡，价格稳定；同时，这些农业劳动力的平均产品，正好等于工业劳动力在工业

的边际产量，两个部门的工资相等，劳动市场均衡。本文证明了产品市场和劳动

市场的同时均衡的存在性。然后本文分析了某个外部冲击对产品市场的影响如何

扩散到劳动市场并引起整个经济的波动。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农产品价格和工资

的自由波动有助于吸收外部冲击并且将经济体系重新拉回均衡。但以造成农产品

供不应求的外部冲击为例，在新的均衡上，价格和工资都将有所上升，国民收入

分配向工资收入倾斜。在 有利的情况下，经济发展过程本身是从一个均衡点到

另一个均衡点的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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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提要/Englische Zusammenfassung/English Abstract 
 

Price Fluctuations and Equilibrium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will deal with short-run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with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ces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macroeconomic instability happens 
mainly with price and employment fluctuations. Therefore, th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commodity and labor market is the central question in the short-run 
macroeconomic researches.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s labor 
migration from agriculture into the modern sectors. Based on Hu Jingbei’s model of 
owner-farmer system,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assumption that agricultural wage is 
determined with average product of labor and re-describes equilibrium mechanism of 
labor market. Price is then introduced with modern sector product as numeraire and 
price fluctuations take the form of price movement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relative to 
product of modern sector. Price fluctuation may break the balance between 
agricultural and modern sector wage and leads to fluctuation of labor migration.  
 
Price fluctuation is resulted from imbalance between supply of and demand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 In the short run, agricultural supply is determined by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unction and labor input, while its demand by total income and Engel’s 
coefficient which says the ratio of spending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 to total income. 
Given Engel’s coefficient, equilibrium means, on the one hand, that the agricultural 
demands out of a certain income is just equal to quantity the certain number of 
farmers at that time point produced, that is equilibrium of commodity market. On the 
other, average product of that number of farmers is just equal to marginal product of 
labor in the modern sector, that is equilibrium of labor market. We will show the 
existence of the simultaneous equilibriums mathematically. 
 
We then investigate effects of an external shock upon commodity market. It could 
lead to too more or too less in either of both sides of demand and supply. Pri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will de- or increase in order to absorb the shock. New price may 
lead the commodity market eventually to new equilibrium, but it must break 
equilibrium between agricultural and modern sector wages. Wage gap resulted from 
the new price will induce migration of labor forces into the sector with higher wage. 
The national economy as whole may fluctuate. The free migration and free fluctuation 
of price and wages could help bring the economy to a new stabile equilibrium. But the 
new equilibrium may have distributive bias for profit or wage receiver. In the long run, 
price and wage together regulate direction and speed of labor migration into modern 
sector until there is no surplus labor more in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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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价格波动与均衡 
 
 
一、前言 
 
 2007 年，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 4.8%, 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12.3%, 拉动前

者上涨四个百分点（中国国家统计局，2008）。价格波动尤其农产品价格上涨成

为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主要问题。本文拟以中国经济为背景，一般地考察发展中

经济在经济发展过程的某个时点上出现价格波动和市场均衡的机制。价格和就业

波动是短期宏观分析的重点。价格稳定和就业增加亦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

标。然而，以短期分析为主的宏观经济学，基本上以西方发达国家为背景（Romer, 
2001; Mankiw, 2003; Barro, 2007）；现有对发展中经济的短期宏观经济学研究，亦

更多地以拉丁美洲国家为对象（Agenor/Mentiel, 1999）。这两类研究的共同特点

是不再考虑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在经济波动中的作用。然而，恰好在如中国

一类的发展中国家里，劳动力转移是重要的宏观经济现象，就业波动主要表现为

劳动力转移的波动，城市劳动力的就业波动仅仅具有次要的意义。价格稳定与劳

动力顺利转移，属于这类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因此，以中国和类似中

国的经济体系为背景，我们需要关注价格波动和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

影响宏观经济稳定的机制。 
 现有的主要发展经济学模型从长期角度研究劳动力转移问题。长期和短期的

一个重要区别是价格的作用。在经济学上，长期价格变动难以解释，长期研究通

常忽略价格变动。1 可短期研究的核心是价格。没有价格分析就没有短期宏观分

析。因此，价格波动和劳动力转移关系的研究，要求把长期分析和短期分析结合

起来。就需要长期但有限时间的经济发展过程来说，我们可以设想，如果经济发

展在每一个时点都是均衡的，整个发展过程应当也是均衡的；如果长期发展过程

是均衡的，那么它至少应当在理论上表现为长期中某一个时点上的均衡。这样，

我们也许能够在长期均衡研究和短期均衡研究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让长期均衡和

短期均衡互相转换。就此而言，我们可以把现有的长期发展模型视为某种短期模

型并引入价格，从而在长期发展的框架内研究短期波动，同时从短期研究引出长

期发展的具体轨迹。本文将根据这个思路展开。 
将近二十年前，Chenery (1992) 在编辑《发展经济学手册》时，指出面向发

展中国家的短期宏观分析在当时仍然缺乏理论基础，并相信这个领域将成为发展

经济学研究的前沿。不过，各个被国际社会公认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阶段、

历史沿革、经济制度等方面差距很大，有些国家甚至毫无发展可言，另一些国家

按照经济学的严格定义也许早就不再属于发展中国家。即使就严格意义上的发展

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它们都不具有全面的新古典经济学类型的经济制度，另一

方面，它们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又各不相同，因此，我们既很难将以新古典经

                                                        
1  Lewis（1954）、Jorgenson（1961）、Fei/Ranis（1964、1997）、Ranis（2004）等学者虽然研究了价格，但

他们关心的是价格波动对长期发展可能发生的阻遏作用，而非短期经济波动。近期学者在研究 Kuznets

（1957）事实即经济结构发展时也讨论了价格，但他们着重的同样是长期变化，参见例如 Echevarria, C. 1997; 

Kongsamut/Rebelo/Xie, 2001; 陈晓光/龚六堂，2005；陈体标，2007a，200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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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制度为前提的宏观经济学直接用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波动，又不能像钱纳

里希望的那样，为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研究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论基础。不

过，这决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为每一类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影响下的经济发展过程

建立统一的理论。本文将尝试的，便是为中国这样的经济体系的短期宏观分析建

立某种理论基础。 
在决定经济发展特征的前资本主义制度中，中国农业耕地的农民集体所有、

家庭经营或准自耕农制度把中国和其它许多发展中国家区别开来。胡景北（1994）
的农业一阶级或自耕农模型试图解释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每一个时点上，劳动

市场怎样实现均衡。本文将以这个模型为出发点并把产品价格明确引入其中，研

究价格波动和劳动力转移波动的关系以及长期和短期宏观经济运行的特点。本文

的第二节将从短期分析的角度重新表述胡景北的劳动力转移模型，第三节讨论如

何把价格引入到该模型中，第四节将说明 
 
 
二、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劳动市场均衡：重新表述 
 
 农业劳动力转移是经济发展过程的显著特征。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转移出农

业，既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必要前提，也是资本投入农业从而农业现代化的

必要条件。 使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语言，农业劳动力转移可以视为整个社会劳动

力在农业和现代产业之间的重新配置问题。从静态角度观察胡景北 1994 年模型，

我们考察经济发展过程中任意一个时点 t。在 t 时点上，整个社会的劳动力总量

是 Lt，它在农业和现代产业中的配置分别是 L1,t和 L2,t, L1,t + L2,t = Lt。下标 1、2
分别代表农业和现代产业。假设农业和现代产业的生产函数分别是 
 
  （1) Y1,t = f1,t(K1,t, L1,t) 
  （2) Y2,t = f2,t(K2,t, L2,t) 
 

为简便起见，我们以后略去表示时点的下标 t。假设上面两个生产函数具有

新古典生产函数的所有性质，我们绘出下面的图 1。图 1 中，横轴表示劳动力，

纵轴表示以现代产业产品计量的产值，左右两个纵轴的计量完全相同。但横轴从

左右两端观察则有根本不同的意义。从左边观察横轴，它度量的是农业劳动力投

入数量，起点为零、终点为 L。在 t 时点上，农业劳动力数量是 L1。从右边观察

横轴，它度量的是现代产业劳动力投入数量，右边的端点是零，向左达到的终点

也是 L。在 t 时点上，现代产业的劳动力数量是 L2 = L - L1。图 1 分别绘出资本

投入量给定不变时的农业和现代产业的生产函数曲线，其中前者比较平缓，后者

比较陡峭。这是因为我们假设现代产业比农业的劳动生产率高很多，因此相同数

量的劳动力在现代产业比在农业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产值。图 1 中在 L1 点上过 A、

B 的垂直线是劳动力部门配置线，表示劳动力在 L1 和 L2 之间的一种配置。 
 我们进一步假设农业产品全部用于消费，现代产业产品既可以消费又可以投

资。我们用现代产业产品作计值单位，在两大部门产品的交换和比较中，农业产

品折算成现代产业产品来计算，设在 t 时点上，两部门产品的交换比率是 p。这

样，我们有下面两个分别表示资本总量和产品总量的公式 
 
  （3） K1 + K2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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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pY1 + Y2 = Y 
 
其中（3）式里的三个变量在图 1 中全是常数。pY1 表示折算成现代产业产品数

量的农业产量或产值。p 的定义是 
 
  （5)  p = p1/p2  
 

因此 p 是两大部门产品的相对价格。Y 是用现代产业产品计量的整个社会的

总产量或者总产值。为了加总两部门的产量和比较两部门的收益，我们在图 1
中用 pY1 代替 Y1。这样做的一个优点时是便于本文对价格波动的分析。但采取

这样的做法后，农业生产函数就变成了以现代产业产品计量的农业产值的生产函

数，其形状便同时受到了 p 波动的影响。我们假设在 t 时点上，p 是一个大于零

的有限常数，并据此绘出了图 1 的农业产值生产函数图形 pY1。如果出于任何原

因，p 提高到 p1 > p，则 p1Y1 将上扬为 p1Y1；反之，如果 p 下降到 p2 < p，它将

相应下抑为 p2Y1。注意，在这样的波动中，农产量可能完全没有变化。当然，

即使 p 保持不变，pY1 的形状也完全可能因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升降而改变，因

此，p 的引入，在提高模型解释能力的同时，又增加了模型分析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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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业产值生产函数和现代产业生产函数  
 
 
 另一方面， pY1 和 Y2 的表示方式，实际上假定了现代产业产品的价格不变，

因此把农业产品和现代产业产品交换比率的变化，单方面地反映到农业产值生产

函数的变动上，而忽略了现代产业生产函数因为同样的价格波动而发生的变化。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由价格变化造成的农业产值生产函数的变动，实质上是它比较

于现代产业生产函数的相对变动。因此，如果我们设想农业产值生产函数的形状

是稳定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考虑价格波动造成的现代产业生产函数的相对变动

（反方向的变动）。然而，pY1 的表示方式使这样的考虑很不方便。这是本文把

 

 

pY1 

Y2 

p2Y1 

p1Y1 

左 O1  L1

右 O2

L 

L L2=L-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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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产业产品当成计值单位所带来的一个缺点。作为补偿，它的优点是让我们更

方便更集中地分析发生或者起源于农产品一侧的价格波动，并可以用一种很简便

的方式分析这样的相对价格变化与波动。 
 图 1的劳动力部门配置线的位置表示农业和现代产业的劳动力各占总劳动力

的二分之一左右。这样的标示虽然直接以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经济为背景，但

我们阐述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以及我们将获得的基本结论，应当也适用于经济发展

过程的大部分时期，特别是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明显大于零的时期。图 2 在价

格稳定的前提下考虑劳动市场均衡，增加了表示工资的两条直线。这是因为，如

果在 t 时点上劳动市场达到均衡，劳动力的部门配置平衡，那么，在分散经济和

劳动力自由迁移的前提下，任何一个劳动力都不准备离开本部门而去它部门寻求

就业，特别是任何一个农业劳动力不再打算转移。要做到这一点，农业和现代产

业两个部门的工资必须相等。我们用 w1 和 w2 分别表示这两个部门工资的实物形

式，并用 pw1 表示用现代产业产品计量的农业货币工资，现代产业实物工资则和

其货币工资相同。下面我们所提到的工资，如果不加特别说明，都是指这种实物

货币工资。显然，如果在 t 时点上，劳动力不再流动，我们有条件 
  
 （6） pw1＝w2 
 
 根据胡景北的农业一阶级模型或者自耕农模型，我们假设农业部门的实物工

资由农业平均劳动生产率决定，并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出农业而上升。2 从图 2
的左原点引出一条到农业生产函数上点 A 的直线。不考虑 p 的时候，这条直线

与横轴的夹角α1 指示 t 时点上农业劳动的平均实物生产率或者实物工资。图 2
考虑了 p，因此α1 表示以现代产业产品计量的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或者农业货币

工资，即 
 
 tgα1＝pw1 = pY1/L1 
 
 我们假设现代产业部门是资本主义经济，其工资由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决定。

                                                        
2  农业工资由农业劳动的平均生产率决定是个很强的假设。如果说，当一个自耕农经济从其前资本主义

形式开始经济发展的时候，绝大部分劳动力滞留在农业中，这个假设还能够比较好地模拟现实。但在经济

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业劳动力离开农业，转移到现代产业就业，这个假设的有效性也就越来越动

摇。因为，在自耕农制度下的经济发展中，离开农业的劳动力将出售或出租或出让自己原有或现有、但自

己不再耕种的土地给继续留在农业的劳动力耕种。这样，土地的价值即“租金”开始出现。另一方面，在

一部分农业劳动力离开农业的同时，资本开始进入农业。当个体农业劳动力自己的资本投入还很少的时候，

他们很可能把资本投入仅仅视为生产的一种“流动成本”并在产品价值中回收，就像他们对待容易损坏、

所以每年必须在地方集市上重新购置的镰刀那样。然而，随着劳动力的转出，农业资本投入日益增加，农

民的“机会成本”意识将浮现并且增强起来，资本的价值或“利润”开始出现。 后，在土地的出售、出

租和出让过程中，一部分农民可能获得远远超过自己耕种能力的大量土地。即使引入大型农业机械，他们

也必须雇佣季节性帮工来耕种。这样，严格意义上的“工资”开始出现，农业生产者和农业工人开始分离。

所以，一个农业劳动者或者自耕农或者农业生产者将逐渐淡化他们原有的意识，即他们的全部净收入仅仅

是他们的劳动所得。在决定自己是否转移到现代产业的时候，他们用以和现代产业工资相比较的农业收入，

可能也不再是他们的全部净收入。所有这些变化都意味着农业生产从前资本主义形式向资本主义形式的转

变。事实上，即使仅仅对农业劳动者、生产者而言，经济发展过程本身必然地又是一场制度变革和意识形

态变革的过程，是农业生产的社会制度、农业生产者劳动者的思维方式、农业生产者劳动者作为大写的“人”

本身的变革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事情是稳定的，人的行为模式尤其不可能稳定不变。所以，特

别是在经济发展离开其初期阶段、但还没有达到终期阶段的长时间里，我们对农业劳动者生产者的任何行

为假设，都必然是过渡性，并且不可能适用于经济体系在我们研究的时点上的所有农业劳动者生产者。本

文的平均生产率工资假设也是如此。关于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变化，参见例如 Schultz (1964) 关于贫穷但有

效率的农民观点、陆桔利（2007）关于主动务农农民的调查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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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直线 BZ 是现代产业生产函数在 t 时点上的切线，它与过点 Z 的水平线的

夹角α2 指示了现代产业的边际生产率工资，即 
 
 tgα2＝w2 = df2(K2, L2)/dL2 
 
 显然，如果劳动力的配置在 t 时点上取得均衡，我们必然有 
 
 α1＝α2 
 
 从图形上看，我们可以向下平移直线 BZ，使点 Z 与横轴右原点重合，则 BZ
与 OA 两条射线的交点与横轴左右两原点的距离必然相等，该交点与两原点两两

之间的线段必然形成一等腰三角形。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方向设想α1 与α2 的相

等。如果我们像计量农业劳动力那样从左原点起计量现代产业劳动力，并从左原

点引出现代产业生产函数，那么，在劳动力部门配置均衡时，现代产业生产函数

在 t 时点上的切线将是一条向左下方与左纵轴相交的直线，并且必然和与左原点

相交的直线 OA 形成平行线关系，两者与左纵轴的夹角相等。 
 如果α1 与α2 不相等，劳动力配置将不可能均衡。假设在 t 时点上，农业工

资低于现代产业工资，α1 < α2, 那么，在 L1 中一定会有一部分农业劳动力打算

离开农业而到现代产业寻求就业。一部分劳动力离开农业后，直线 OA 以原点为

中心向左旋转，α1 变大为α’1；现代产业雇佣了新的转移劳动力后，劳动边际

生产率下降，直线 BZ 以 Z 为中心向下旋转且同时向上平移，α2 变小。这样，

现代产业高于农业的工资差距导致了农业劳动力向现代产业的流动，后者起着缩

小工资差距的作用，劳动力转移和工资升降两者变化的结果，在图 2 中是代表劳

动力部门配置的垂直线向左平移，经济将在农业劳动力更少、现代产业劳动力更

多、但α1 和α2 重新相等的某个点上恢复均衡。然而，劳动力部门配置线向左平

移还有一个重要后果，就是α1 大于原先的角度，整个经济的均衡工资提高了。

相反，如果在 t 时点上，α1 >α2，一部分在现代产业就业的劳动力将希望转移

到农业就业。由于两部门的生产函数形状给定，现代产业只能减少劳动力来提高

边际生产率及工资，直线 BZ 向上旋转且向下平移，α2 变大。同时，农业部门

增加劳动力的结果之一是工资的下降，直线 OA 向右旋转，α1 变小为α’’1，在

图 2 中，它们表示劳动力配置线向右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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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劳动市场均衡 
 
 
 
 所以，在偏好、技术、资本投入、制度等外部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劳动力在

农业和现代产业之间的流动，将把两部门工资拉到同一高度，并 终实现均衡。

这就是图 2 在点 A 上的情况，也是胡景北 1994 模型的均衡。由于外部条件事实

上总在变化，在它们的变化给经济发展提供有利空间的时候，农业劳动力会不停

地向现代部门转移。不过，对这样的动态问题，本文暂时不予考虑。 
 

α2 α2 

α’’1 

pY1 

Y2 

α1’ 

 

A 

左 O1  

Z 

B 

L1

右 O2

L 

L L2=L-L1 

α1 



 12

 
三、引入价格 
 

现在我们进一步讨论价格。经济在 t 时点上的均衡，不但要求α1＝α2，即

两部门工资相等，而且要求更多的条件。这里我们考虑价格条件。实际上，工资

相等不仅仅依赖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而且也依赖价格的自由波动。从工资相等公

式 
 
（6） pw1 = w2 

 
我们立即可以看出价格的重要性。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劳动者在考虑其迁移

决策时，重视的不是他在农业或现代产业中获得的实物工资，而是通过价格反映

出来的两部门货币工资的比较。注意，我们定义的货币是一种实物货币。由于只

存在两种商品，因此一种商品对另一种商品的购买力是一目了然的，实际工资即

工资的购买力是清晰的。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工资常常以信用货币或纸币形式

出现，商品并有繁多的种类，劳动者在某种程度上出现“货币幻觉”，即他们特

别重视纸币工资，而忽视其购买力。但我们暂时不考虑这一点。我们假设每个劳

动力都是理性的。他们在做出转移与否的决策时，注意的是两个部门实际工资的

比较。他们既能够认识到实物工资的局限性，也能够认识到纸币工资的局限性。 
 假如农业和现代产业的实物生产率不变，根据实际工资原则，我们可以指出，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只要 p 波动，两部门的工资关系将立即发生变化，原有的工

资均衡立即会被打破。设想 p 提高为 p1。在图 3 中，它表示农业产值生产函数上

扬，点 A 垂直上升到点 A’，直线 OA 相应地向左旋转成 OA’，α1 扩大成α’1，

α’1 >α2，农业工资超过现代产业工资，因为农业工资购买到的现代产业产品数

量，超过了现代产业工资代表的该产品数量。所以，t 时点上的均衡被打破。此

时，如果 p1 不迅速下降回 p，一部分现代产业劳动力就准备流动到农业去，工业

劳动减少，农业劳动增加，其结果，和我们上一节用图 2 分析单纯的工资均衡机

制一样，在图 3 中，劳动力配置线向右平移，农业劳动的实物生产率下降并带动

农业工资下降，现代产业由于减少了劳动力，边际生产率提高，工资上升，α2

变大。因此，劳动力配置线右移一定距离后，将会达到α’1 =α2，两部门工资重

新相等，劳动市场重归均衡。反之，如果 p 由于任何原因降低为 p2，农业产值生

产函数将下抑，α1 变小，农业工资低于现代产业工资，由此触发的劳动力转移

机制将推动劳动力配置线向左平移并重新实现工资均衡。所以，p 的升降波动虽

然会造成两部门工资差距，但劳动力的部门转移将消除这一差距，经济恢复均衡。

然而，p 的升或降引致的新均衡结果却不相同。p 上升后出现的新均衡点上，农

业劳动力增加，现代产业劳动力减少，工资率提高，总工资也增加，以现代产业

产品计量的经济总产量很可能上升，但总利润将减少。如果 p 下降，在新的均衡

点上，农业劳动力减少，现代产业劳动力增加，工资率降低，总工资也降低，经

济总产量很可能减少，但总利润将增加。3 所以，价格上升（通货膨胀）或价格

下降（通货紧缩）的总产量效应、收入分配效应和社会福利效应并不相同，对劳

                                                        
3 本文注 1 列举的前几位学者关心长期发展和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因此认为 p 下降好，上升不好，因为上

升减少了利润并从而减少了资本积累，严重的价格上升甚至会把利润空间挤压得太小，现代产业企业不再

有积极性生产与投资，经济发展便会中断。本文不做这样的价值判断。这里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本文研究的

重点为短期波动，此时 p 的双向而非单向波动构成了研究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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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转移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不同。但几乎在任何情形下，只要价格变动，劳动

市场就会波动，针对这类波动的短期宏观分析就有了必要。 
 
 
 
 
 
 
 
 
 
 
 
 
 
 
 
 
 
 
 
 
 
 
 
 
 
 
 
 
 
 
 
 
 
 

图 3 价格变化对劳动市场均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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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引入商品需求 
 
胡景北 1994 年模型注意到了价格，并用农产品为计价单位。这一选择虽然

无损于对劳动市场分析，但却阻碍了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直接分析，而农产品价

格的波动构成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短期价格波动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胡景北

1994 年模型把价格视为外生变量。本文到现在为止亦是如此。然而，为了研究

价格波动，我们必须把价格变成模型的内生变量，把价格决定方程引入到该模型

中。为此我们要研究造成价格波动的原因。原因很多。货币注入经济的方式便是

原因之一，因为货币很难同等程度地注入到现代产业和农业。不过，我们在这里

不考虑货币原因与其他原因，而仅仅关注产品市场供求引起的价格波动。同时，

即使在这一狭隘范围内，我们也仅仅关注农产品的市场供求引起的价格波动。我

们已经假设，农产品是消费品，现代产业产品既可以消费也可以投资。这里，我

们进一步假设经济体系已经发展到了某个超越了生存水平的阶段，每个人消费的

农产品，多于其维持生存的需要量。简单地说，我们假设每个人维持生存所需要

的农产品已经得到满足；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即使一个人因收入下降而减少其

农产品消费，他也不会减少到维持生存所需要的低程度。因此，我们将完全不分

析农产品消费落到生存水平或更低的情形。根据这一假设，一个人是否更多地或

者更少地消费农产品，取决于这个人的消费习惯、个人收入以及农产品的价格。

农业生产者在考虑农产品的自我消费和市场销售时，更多地关心的也是农产品的

售价，以及他对现代产业产品的消费需求和购买这类产品作为农业投资的需求。

对现代产业的劳动者来说，农产品需求仅仅是他们消费需求的一部分，并视自己

的收入和农产品价格而定。同时，现代产业的企业希望向农业销售自己的产品。

下面，我们把农业生产者、劳动者对农产品的自我消费也视为他们对农产品的某

种市场需求。 
由于我们仅仅把经济体系分成两个部门，生产两类产品并在两个市场上出售

它们，所以，经济中仅仅存在一个相对价格，即本文前面定义的 p。就农产品市

场来说，虽然对它的需求可以分成农业劳动者和现代产业劳动者的需求，但我们

把农产品市场视为两部门统一的市场，因此把他们的需求总量视为统一的对农产

品的总需求 Yd
1。进一步，我们假设一个人在其收入已知时，用自己收入的一个

相对固定的百分比来购买农产品消费。4 就总收入给定的宏观经济来说，所有个

别消费者的需求加起来形成宏观的农产品总需求，即在 t 时点上，经济中所有人

对农产品的需求总和是经济总产品或总收入的一个部分，如下式 5 
 
（7） pYd

1 = cY 
 

其中 c 是恩格尔系数，表示用于购买农产品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6 由此出发，

                                                        
4 显然，我们可以从消费者 优化选择出发，将其产品消费分为农产品和现代产业产品两类，并假设农产

品的边际效用降低速度大于现代产业产品，即求解 max Ui(Yd1，i, Yd2，i)，i 代表消费者，约束条件为 Yi
＝Y*i, |d(dUi/dYd1，i)/dYd1，i| > |d(dUi/dYd2，i)/dYd2，i|,我们将能够导出收入约束与农产品消费之间的关

系即 Yd1，i＝f(Yi)，dYd1，i/dYi > 0,  d(dYd1，i/dYi)/dYi < 0, 且在给定 Yi 时在其邻域内简化为 Yd1，i
＝ciYi。参见 Kongsamut/RebeloXie, 2001。 
5 Cardoso（1981）曾经用δαY 表示农产品需求函数，其中 1 >δ,α> 0，δ代表食品消费占总消费比重，

α代表消费倾向。 
6 注意，本文的恩格尔系数与常见的恩格尔系数的定义有所不同。1、本文是用收入而非支出定义的；2、
本文是用农产品而非食品定义的。农产品要经过加工才能变成食品。一个人通常购买的食品，其价格包括

了农产品的加工、运输、储存、销售等费用，因此远远高于所谓的农产品价格；3、本文定义中的收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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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产业产品的需求显然为 7 
 
（8） pYd

2 = (1 – c)Y 
 
农业与现代产业产品的市场供给由它们各自的生产函数决定，即 
 
 pYs

1 = f1(K1, L1) 
 pYs

2 = f2(K2, L2) 
 
因此，两类产品市场各自的均衡条件为 
 
（9） f1(K1, L1) = cY 
（10） f2(K2, L2) = (1 – c)Y 
 
由于在两个市场同时均衡时，经济体系的产品总需求必然等于总供给，因此，

根据瓦尔拉斯定律，任何一个市场实现均衡的条件是另一个市场实现了均衡，所

以，在考察两产品经济的供求平衡时，我们只需要研究一类产品市场怎样实现均

衡。 
我们考察农产品市场，并把农产品需求函数即（7）式的图形引入图 3。为此，

我们需要仔细地考虑绘图方式。首先，我们考察农产品需求 Yd
1 和总收入 Y 的关

系。在短期中，根据 c 的常数假设，我们有表述两者关系的图 4。 
 

 

                                                                                                                                                               
整个经济的总收入，而非个人收入，后者往往需要加上税收、企业留存利润等后才等于前者。由于分子和

分母两方面的原因，所以本文所指的恩格尔系数 c 应当比常用的恩格尔系数小很多。 
7 这里隐含着一个重要假定，即收入一定时，人们先决定农产品需求，后决定现代产业消费需求和储蓄、

投资需求，或者说对现代产业产品的需求仅仅是收入减去农产品需求后的“剩余”。在短期分析中，消费先

于储蓄而决定的思想 初来源于 Keynes（1936）。农产品消费先于工业品消费的假定则广泛见于与经济发

展有关的研究，参见例如 Cardoso, 1981, Matsuyama, 1992。但无论如何，本文的这个假定过于强烈。如果

从社会总需求、总供给角度研究短期价格波动，我们将没有必要区分农产品与现代产业产品的需求，这一

假定便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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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用于农产品消费的收入和总收入的关系 

 
 
Yd

1 在图 4 中比较平坦的原因是农产品消费占经济总收入的比重不高

(Kongsamut/RebeloXie, 2001) 8。图 4 和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常见的

收入－消费图形类似。9 它和凯恩斯主义的收入－消费图一样，只适用于短期分

析，因为在长期中，经济体系不可能出现收入小于农产品消费或者总消费的阶段。

另外，在图 4 中，收入数值既可以用横轴也可以用纵轴标示，消费数值则只能够

用纵轴标示。因此，严格说来，横轴在图 4 中是多余的，可以删去。把图 4 的横

轴删去并将纵轴以原点为中心倒翻转 45 度，我们得到图 5。 
 
 
 
 
 

                                                        
8 这里的关键是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低于现代部门产品的收入弹性。本文注一引用的研究长期结构变化

的学者基本都做这样的假设，本文亦如此。 
9 参见例如 Branson（1989），Mankiw（2003）。 

45 

Y 

Yd
1 

(1-c)Y 

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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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用于农产品消费的收入和总收入关系的一维图    

 
 
 图 5 和图 4 的表示是等价的，即农产品消费滞后于收入，滞后的距离是（1 - 
c）Y，而农产品消费则是收入的 c 倍（0 < c < 1）。把图 5 以数轴起点为中心逆

时针旋转 45 度，图 5 就变成方向朝上的直立图形，我们就可以把它引入图 3 了。 
 在把图 5 引入图 3 之前，我们还需要考虑图 5 数轴的起点在图 3 纵轴上的位

置。这个问题同时是收入 Y 在图 3 中的数值确定问题。由于 Y = pY1 + Y2，所以，

对应于横轴上的任意一点 t 或者说任意一条劳动力配置线，必然有 Yt = pY1,t + 
Y2,t，即在每一种可能的劳动力部门配置上，Y 在纵轴上的数值，应当是该配置

上农业产值生产函数和现代产业生产函数在纵轴上的取值之和，也就是说，农业

产值和工业产品相加便等于总产值即总收入。 
 我们的下一个问题是确定 Y 的 小值。我们设想经济体系的所有劳动力都在

农业就业的时候，这个经济是贫穷的，其居民只能把农产品消费维持在生存水平。

一旦经济开始发展，资本开始投入，一些人开始转入现代产业，产量就将增加。

虽然一些人转出农业可能降低农业产量，但这些人进入现代产业后将创造更多产

量，因此总产量将上升。所以，Y 的 小值应当是所有劳动力从事农业而又几乎

没有资本投入农业时的经济总产量。从这点开始，随着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资本

在农业和现代产业的投入，这两个部门的产量都将上升，作为两部门产量之和的

总产量上升的更快。我们把劳动力几乎全部从事农业（L1  L）、农业中几乎没

有资本投入（K1  0）的农业也就是发展起点上的经济体系的生产函数视为经济

发展的初始生产函数。如果假设它是新古典型的生产函数，那么，它从左原点开

始，上升的非常缓慢，并向右延伸交右纵轴于点 C。点 C 便是 Y 的 小值。从

点 C 开始，Y 随着农业劳动力向现代产业转移而向左上方延伸并迅速升高。所

以，Y 的起点在右纵轴上。图 5 数轴旋转为直立形式后，我们就可以按照数轴起

点为图 3 右纵轴上的 E（> C）点、且 Y 与 Yd
1 向左上方延伸的标准把图 5 引入

到图 3。在新的图 6 中，Y 向左上方迅速升高，Yd
1 则平缓地向左偏上延伸。 

 当然，这里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几点： 
1、 为避免图形过高，我们在图 6 中没有绘出 Y。但我们可以想象 Y 的图

形。它是一条以右纵轴的某点为起点向左上方上升的曲线。在从左原

Yd
1 Y 

(1-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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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或更方便地从右原点开始观察的横轴的每一个点上，相应地映射到

纵轴上的 Y 值是对应横轴上该点的农业产值生产函数和现代产业生

产函数的值之和。例如，在 t 时点的劳动力配置线上，Y 的值是 A 和

B 点对应的纵轴数值之和。所以，Y 的图形表示在劳动力部门配置变

化的过程中，或者说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特定的劳动力配置

所生产的社会总产品。 
2、 农产品需求直线 EA 是一条与 Y 相联系的射线。根据图 5，它在引入

了 EA 的图 6 的右纵轴上截距的取值是 E > C, 在其它点的取值是 cY。

截距E的含义是经济体系为维持居民生存所需要消费的农产品 低数

量。 
3、 Y < E 或者 Y1 < E 当然仅仅是一种想象，或者是社会遇到特别严重的

灾难而颗粒无收的情形。一个社会万一遇到这样的灾难，社会必须动

用它的农产品储备来维持居民的生存。我们假设，一个社会越发展，

这个社会的人均农产品储备越多；同时，一个社会越发展，这个社会

的生活水平越高，这个社会的人越不能适应原始的或早期的简单生活

方式，因此这个社会内每一个人对农产品消费的 低水平也越高。具

体到图 6，我们假设 E 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随 Y 变动的变量。Y
提高，E 将相应提高；反之亦反是。 

4、 EA 是一族直线。从一个社会在 贫困状态下的农产品绝对 低消费

量 E 开始，从纵轴向上的每一个点，我们都可能引出一条类似 EA 的

向左偏上方向延伸、并与劳动力配置线相交的农产品需求曲线，因此

EA 有无限多条。 
5、 截距不同的 EA 线可能互有交点。这是因为，在长期中，随着经济发

展，总收入提高，总收入中用于购买农产品的部分将会下降，c 会变

小。因此，一条 EA 线的截距越高，这条线的斜率可能越小，直线越

平缓，所以它可能与截距较低、斜率较大的 EA 线相交。c 逐渐降低

是长期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特征现象，所以我们只能够在短期分析中

假定 c 是常数。当然，即使在短期分析中，我们往往也需要假设 c 在

某个稳定取值的邻域内波动。 
6、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EA 线与图 6 的横轴无关。EA 线与过点 E 的水平

线之间的夹角，仅仅表示用于农产品消费的收入和总收入的关系，而

不表示它和横轴指示的劳动之间的关系。这是 EA 线与 BZ 线的重要

区别。过点 Z 并与 BZ 线形成夹角的水平线，和横轴指示的意义相同，

代表的都是劳动力配置，因此可以视为横轴的平移线，可是过点 E 并

与 EA 线形成夹角的水平线，代表的是收入，因此不能视为横轴的平

移。 
7、 根据前面的第 3、4 点，我们在图 6 中标示的点 E，是在 t 时点上社会

所能承受的 低农产品消费。同时，在我们所关心的 t 时点上，劳动

力的部门配置已经成为 L1 + L2 = L，且 L1 远远小于 L；农业部门已经

拥有大量资本存量，K1 远远大于零。因此，即使假定此时 p = 1，t 时
点上的农业实物生产函数也已经远远高于初始生产函数。现代产业的

生产函数同样远远高于经济发展初期、资本存量很少阶段上的生产函

数，因此，图 6 的 Y1、Y2 和 Yd
1 代表的都是 t 时点的状况，而与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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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点尤其发展初期的同类函数很少联系。10 
 
 
 
 
 
 
 
 
 
 
 
 
 
 
 
 
 
 
 
 
 
 
 
 
 
 
 
 
 
 
 
 
 

图 6 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同时均衡 
 
 

 
 
 

 
                                                        
10 决定图 6 中两个生产函数形状的主要因素，是两部门的资本投入绝对数量以及结构（Varian，1992）。同

时，决定农业产值生产函数形状的还有当期价格 p。本文没有研究资本的配置，但隐含了一个假设，即尽

管给定不变的资本配置具有刚性，但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的自由竞争，仍然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实现这两个

市场的短期共同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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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同时均衡：长期观察 
 

 现在我们观察引入了农产品需求曲线 Yd
1 的图 6。该图向我们展示，在 t 时

点上，农业和现代产业生产的总产量或总收入 Y，使得这时的农产品需求达到

Yd
1 水平。Yd

1 与 pY1 相交，在交点上，农产品需求等于农产品供给，农产品供求

相等。相应地，现代产业的产品供求也相等。所有两个产品市场同时实现均衡。

不过，虽然在图 6 中，Yd
1 和 pY1 两条曲线必然有一个交点，只要生产能够迅速

跟上需求的变化，产品市场总是可以实现供求相等的，但事实上，在图 6 中，两

条曲线只有在 A 点相交，农产品供求才可能均衡，因为只有在 A 点上，t 时点上

劳动力部门配置所“分配”给农业的劳动力数量 L1，才能够利用农业当时给定

的资本、土地、技术和制度，不多不少地生产出当时社会所需要的农产品数量，

在价格 p 上实现农产品供求平衡。同时，农业劳动力获得的工资，即农业总产值

与农业劳动力之比，又恰好等于 L2 数量的现代产业劳动力，在现代产业利用给

定的资本、技术和制度所生产出来的边际产品数量，所以两个部门工资相等，劳

动市场均衡。因此，劳动力部门配置线上的 A 点，是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共同

的均衡点。 
另一方面，在劳动力部门配置线上，也只有 A 点才能标示产品和劳动市场的

共同均衡。我们观察其它点。如果 Yd
1 与劳动力配置线上任何其它点 A’相交，农

产品市场不可能均衡。因为，如果 A’ > A，则 t 时点上农业劳动力数量 L1 不可能

生产出对应于 A’的产量 Y’1 以满足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农产品市场将出现供不

应求状况；如果 A’ < A，L1 数量的农业劳动力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将出现部分过剩，

农产品市场供过于求。Yd
1 与农业生产函数 pY1 在 pY1 的任何其它不等于 A 的点

相交，都可以等价地视为 Yd
1 与 t 时点上的劳动力部门配置线在不等于 A 的某个

点相交。当然，两种表示法的直接含义有所不同。如果 Yd
1 与 Y1 的交点是 A～

，

A～
不等于 A 并且处于劳动力部门配置线左侧，则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低于 L1

数量的农业劳动力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产量，一部分农业劳动力实际上是多余的，

农业部门出现劳动力过剩和农产品过剩，劳动力部门配置线就必须左移。反之，

如图 6 标示的那样，若 A～
处于劳动力部门配置线右侧，则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

将高于 L1 数量的农业劳动力所能够生产出的产量，农业部门缺乏劳动力生产出

社会需求的产量，所以，农业部门劳动力短缺和农产品短缺，劳动力配置线便必

须右移。因此，仅仅在 A 点上，农产品的供给才等于农产品需求、农业劳动力

的供给才等于农业劳动力需求；相应地，现代产业产品的供给和劳动力需求，也

才分别等于对其产品的需求和对其的劳动力供给。 
本文的数学附录将证明点 A 的存在性和唯一性。它表明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

可以同时实现相互制约的均衡。从长期角度观察，如果不存在外部冲击，经济处

于 A 点上，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均衡，那么，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态变化，

将取决于资本投资和其部门配置。本文为方便分析而假设资本总量和资本的部门

配置给定，即 K、K1、K2 皆是常数。但只要一超过短期，它们就必须变化。在

我们考虑的 t 时点上，一部分利润和一部分工资收入将被储蓄并用于投资，而一

部分工业品将作为投资品被这些储蓄起来的收入所购买。投资将增强生产能力。

只要两个部门的资本投入增加，一定量劳动生产的产品就会增多，图 6 中两个生

产函数就会上扬。我们绘出图 7。图 7 的粗线表示两个部门资本增加后的新生产

函数、农产品需求函数以及指示新工资水平的曲线。假设新增加的总资本以“适

当”结构配置在农业和现代产业两个部门，两部门的生产函数都在上扬。它们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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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社会总产品和总收入的增加，意味着农业工资从而现代产业工资的提高，

以及整个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收入增加，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也相应增加。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农业实物生产函数的上扬和农产品需求函数的升高保持同

步，农产品供求始终相等，价格水平就可能保持稳定。因此，长期经济发展便可

能表现为收入不断提高、资本不断扩大、工资不断上升、价格持续稳定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增加幅度低于总收入提高幅度，农业生

产函数的上扬幅度也将低于总收入提高幅度，更低于现代产业生产函数上扬幅

度，所以，生产的扩大和资本的投资将主要表现在现代产业。资本在现代产业的

更多投资将提高现代产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现代产业工资会高于农业工资，从

而吸引农业劳动力转移入现代产业。而资本在农业的投资，又会上扬农业实物生

产函数，让更少的劳动力生产出社会需求的农产品。所以，长期经济发展又同时

表现为农业劳动力不断向现代产业的转移过程，即图 7 中劳动力部门配置线不断

向左平移的过程。图 7 还显示了，在资本增加后形成的新均衡点 A*上，整个社

会的工资水平上升了，11 因此，包括产品价格、工资和资本价格在内的价格机

制调节的经济发展过程，将是一个提高社会福利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将不断持

续，直到劳动在农业和现代产业的边际生产率相等（图 7 中直线 GA*的斜率是

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同时农业部门转型为现代产业，前资本主义的农业经

济制度完全消失。从那时起，经济发展将进入新古典的富裕中发展过程。12 
 但是，对长达几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并且成功了的发展过程的上述鸟瞰景象，

忽略了存在于整个长期发展过程中的此起彼伏的经济波动，劳动力更多地转出农

业的同时会不断出现短暂的更多地转入农业的现象；工资的时而下降，价格的高

昂和低落，资本部门配置的过多和过少，一句话，上述鸟瞰景象忽略了不断出现

的短期不均衡。那么, 什么机制把短期波动约束在长期发展轨迹的邻域而避免短

期波动阻遏甚至停止了长期发展过程呢？13 
 

                                                        
11  由于绘图技术原因，图 7 的现代产业边际生产率直线反而变的更平缓了。作者将试图改进绘图技术，

以求准确地表现现代产业劳动边际生产率的上升。 
12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产品价格的长期趋势是另一个问题。就两部门经济体系而言，图 7 表明不变的农

产品长期价格是可能的。一些文献也表明农产品价格至少没有明显的长期上升趋势，参见例如 Lomborg，
2001；卢锋/彭凯祥，2003。而正是农产品价格的基本稳定，进一步保证了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社会福利提

高的过程。 
13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在 1949 年到 1978 年被打断了。在这三十年和平时期，农业

劳动力转移缓慢，工资完全没有提高，社会陷入类似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产品极端短缺状态，参见例如胡景

北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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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经济的均衡发展 
 
 

导致长期发展成功和避免短期波动过度的机制应当是价格机制。价格包括了

工资、产品价格和资本价格。就我们所关心的资本部门配置而言，我们假定社会

统一的储蓄、投资利率给定。那么，长期价格机制就主要是工资和产品价格发挥

作用的机制。在两部门经济体系中，长期动态发展离不开资本在两部门的动态配

置。但没有产品价格的波动，资本配置就没有方向，“适当的”资本配置结构就

是一句空话。14 实际上，正是产品价格的波动，在短期地调节产品供求的同时，

又影响着工资的部门比较、指引着资本的部门流动，从而发挥着长期地调节资源

                                                        
14 研究资本配置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这里仅仅在引入价格波动后考虑长期发展时提及资本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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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的作用。而劳动和资本在两部门之间的自由流动，在改变实物生产函数并从

产品结构角度调节产品供求的时候，能够抑制价格过度波动，把它约束在一定范

围，使价格波动在指引劳动和资本的部门配置时，能够纠正过去配置的偏差，或

者指示经济体系应对突如其来的外来冲击的方向和规模，又不造成经济过大动

荡，避免经济脱离长期发展轨迹。 
例如，资本在两个部门增加后，两条生产函数上扬，各部门产量增加，总收

入增加，社会对农产品的总需求也在增加。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农产品市场出现

供不应求状况，价格上升，农业收入增加。后者在吸引更多劳动力从事农业的同

时，也会吸引更多新资本投资到农业，因为以上升了的农产品价格计算的农业投

资收益会更高。这样，比之现代产业，农业实物生产函数上扬幅度更大，农业产

量提高也更快；反过来，若农产品市场供过于求，价格下跌，农业收入减少，农

业投资收益随之下降，一部分农业投资就会转移到现代产业去，收入从而对农产

品的需求会比农产品生产更快提高。因此，和工资机制一起，产品价格机制本身

便是经济发展中调节资本部门配置的长期机制。这一机制确实不能避免短期波

动，相反，正是通过短期波动，这一机制才能够调节资本配置。所以，短期波动

不但不可避免，而且它正是价格机制的作用形式。15 长期的均衡发展是通过持

续不断的短期波动实现的。 
 
 
六、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波动：短期观察 
 

从前面的长期观察中，我们也许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时点上，劳动力的部门配置结构不但受到资本存量

的影响，而且受到产品供求关系的影响。 
2、 在经济发展的每两个时点之间，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数量是一个既受资本

配置也受产品供求影响的变量。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虽然是经济政策的目标，但每

一个时期内的转移量应当是个均衡量。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并非越多越好。超过均

衡转移量的劳动力转移会通过农产品市场的供不应求而造成经济波动。 
3．一个无波动的平滑的劳动力转移过程应当是产品价格保持不变的过程。

在理想状态中，资本的适当配置和劳动力的适当流动，应当实现无波动的经济发

展。16 
4．如果均衡价格可以视为一个常数，那么，在非理想但成功的的经济发展

过程中，短期波动将是围绕均衡价格并实现均衡价格的波动。 
我们观察资本配置给定时的短期波动，同时说明图 6 表示的产品市场和劳动

市场共同均衡的稳定性问题。在图 8 中，我们假设由于某种原因，社会在 t 时点

上对农产品的需求，高于现行价格 p 下的农产品供给，Yd
1 与 t 时点的劳动力配

置线相交于 A’。此时 Yd
1 > pY1，农产品市场供不应求。市场的正常反应之一，

是农产品相对价格 p 上涨，一单位农产品现在能够换得更多单位现代产业产品。

如果农产品供不应求全部反映到 p的上涨上，农业产值生产函数将上扬成为 p1 Y1

并在 A’与 Yd
1 相交。这样，在产品价格的作用下，农产品市场重新实现供求相等。

此时，农业产值生产函数会形成 O1AA’A^形状，并在 A 和 A’两个点折弯，表示

                                                        
15 几乎所有的社会工程家都相信人的有意识活动可以避免经济的短期波动，因此，通过短期波动调节经济

发展的价格机制可以取消。然而，二十世纪的经济史证明这种信仰过于天真。参见 Hayek (1988)。 
16 由此，我们也许可以用农产品和现代产业产品交换比率的不变性定义稳态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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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p 的一次性拉升作用，农业产值生产函数在实际要素如资本、劳动力、技术

不变前提下的上扬。 
 
 
 
 
 
 
 
 
 
 
 
 
 
 
 
 
 
 
 
 
 
 
 
 
 
 
 
 
 
 
 
 
 

图 8 价格上涨带来的经济波动 
 
 
 

然而，A’和 p1 Y1 共同标示的产品市场供求相等并不稳定，因为： 
1） 在 A’上，人们对农产品的实物消费总体上没有增加，只是用更多的

现代产业产品去购买原有数量的农产品。 
2） 由于 p 上涨，人们的实际收入将下降，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人们将

减少对农产品的需求，因此，Yd
1 线将以 E 为中心向下旋转为 Y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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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 A’与 A 之间的某个点上与劳动力配置线相交，因此产品市场不

可能在 A’上稳定下来。 
3） 更重要的是，由于 p 上涨，农业生产函数上扬并在 A’与劳动力配置

线相交，那么，连接 OA’的直线与横轴的夹角α’1 将大于α1 也大于

α2，农业工资高于现代产业工资，原有的劳动市场均衡被打破。 
4） 由于 p 上涨，现代产业实际工资下降，同时现代产业工资也低于农业

工资。两者都要求现代产业提高工资，并促使一部分现代产业劳动力

打算转移到农业就业。现代产业劳动力减少，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提高，

BZ 线在 Z 点向下移动的同时以 Z 点为中心向上旋转，B 点沿着 Y2 向

下移动，α2 变大，现代产业工资上升，两部门工资可能重归平衡。 
5） 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劳动力配置线向右平移，农业劳动力增加到

L1*，现代产业劳动力减少到 L2* = L - L1*，农业产量提高，点 A 与

点 A’之间的某个点将沿着过该点的稳定的农业生产函数向右移动，

并在点 A*与农产品需求曲线相交，农产品市场会重新趋向平衡。 
6） 在农业产量提高、需求不变甚至有所下降的情形下，p 会停止上涨，

甚至会转而下跌，在农产品供求趋向平衡的同时，p 将趋向稳定。17 
 
因此，由于价格和工资的变动，劳动力的流动，需求和产量的调整，在产品

市场遭遇导致供不应求的一次性外部冲击后，经济会出现波动，价格、工资、产

量、需求量、劳动力部门配置会相应变动以吸收和适应外部冲击造成的新环境，

并在新环境下重新趋于均衡。当然，在新的均衡上，所有经济变量的绝对水平可

能都会变化。在我们的造成农产品供不应求的外部冲击例子里，重新实现的新均

衡点 A*上，p 和 w1、w2、Y1、L1 将高于原均衡水平，Y2、L2 和利润将低于原均

衡水平，以现代产业产品计量的社会总产量 Y 也将高于原先水平。就收入分配

来说，国民收入更可能向工资劳动者转移。 
国民收入与利润受价格波动的影响需要进一步解释。对社会总产量 Y 来说，

由于 
 

Y = pY1 + Y2 
 
所以有 
 
 （11）  dY/dp = Y1 > 0 

 
p 的上涨将直接提高总收入，提高的程度是农业实物产量。对利润来说，根

据定义，利润Π是现代产业产量和工资之差： 

 
（12）  Π= Y2 – w2L2 = Y2 - pw1L2 = Y2 - p(Y1/L1)*L2 

 
所以有 

 
                                                        
17 图 8 显示在新的均衡点上，p 依然比原先的均衡水平高。这是因为资本没有变化，所以农业实物生产函

数本身没有上扬，新均衡点上的产品供求平衡和农业产值函数到新均衡点的上扬皆来自于农产品价格上升

与劳动力流动。农业实物生产函数上扬到 pY1 = p*Y1 并促使 p*降回到 p，需要农业投资，而在短期分析中，

我们不考虑投资与资本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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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Π/dp = -(Y1/L1)*L2 = -w1L2 

 
可见农产品价格上涨会减少利润，减少的幅度是用农业实物工资计算的现代

产业总工资。但我们的证明过程表示，利润减少的条件之一，是现代产业工资随

着 p 的上涨而相应地向上调整。如果现代产业的资方力量过强，迫使工人接受下

降的实际工资来全部吸收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利润就不会减少。但即使如此，农

产品价格上涨后，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利润份额也会下降。这是因为，农产品价格

上涨后，特定数量的农产品可以换算成更多现代产业产品。若现代产业的生产规

模不变，则仅仅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以现代产业产品计量的国民收入就会提

高。可由于农产品全部分配给劳动者，18 所以新提高的国民收入都属于工资范

畴，因此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升高，利润比重相应下降。例如，假定 w2 完

全不随 p 的上涨而上升，由于利润份额可写为 
 
（13）  Π/Y = (Y2 - w2L2)/(pY1 + Y2) 
 
求导并设分子不受价格变化影响，我们有 
 

d(Π/Y)/dp = -Y1(Y2 - w2L2)/(pY1 + Y2)2 < 0 
 
如果分子受价格变化影响，我们有 
 

d(Π/Y)/dp = -[(Y1/L1)*L2]/(pY1 + Y2) - Y1(Y2 - w2L2)/(pY1 + Y2)2 < 0 
 
两式等号右边括号内的结果都是正数，因此两个导数都小于零。可见，无论

现代产业的资方是否有力量把农产品价格上涨的负担转嫁给本产业的工人，利润

占国民收入的份额都会下降。但在工人保持住实际工资的时候，利润份额下降的

更大。所以，在现代产业工资应当上升多大水平的问题上，劳资双方可能发生对

立。因此，农产品价格上涨可能触发现代产业劳资双方的收入分配斗争。另一方

面，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推动工资水平上升，工资占国民收入份额提高。从 小

大的罗尔斯福利原则观察，农产品价格上涨可能有利于提高社会总福利。 
另一方面，如果任何供给或者需求方面的原因导致农产品供过于求，价格将

下降。这样的原因有比如连续几年的风调雨顺、农业投资的滞后产量效应、19 农
产品的大规模疾病使消费者怯于购买等等。p 下降后，图 8 所指示的各条曲线将

朝相反方向移动，农业工资降低，农业劳动力转出农业，农业产值和产量下降；

现代产业工资降低、劳动力增加，产量上升；劳动力配置线向左平移，经济将在

波动之后，在较低的工资、价格水平上实现新的均衡。此时，利润占国民收入的

份额上升，国民收入本身对价格下降的直接反应是减少。 
无论价格上涨或下降，国民收入或社会总产量对价格的全部反应，更多地经

由劳动市场的渠道。因此我们分析价格变化对劳动需求的影响。就现代部门来说，

我们知道该需求函数可从现代产业利润 大化问题出发引出工资决定方程 w2 = 
dY2/dL2，从中求出劳动需求函数 

                                                        
18 在本文中，劳动者可以同时是资本所有者，因为由于工资高于生存水平，我们假定劳动者也储蓄部分收

入并作为资本投入到生产中，所以他们也获得资本收入利润。 
19 它和著名的“蛛网效应”有关，参见例如佩歇简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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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L2

d = L2
d(w2) ,     dL2

d/dw2 < 0 
 
考虑到 pw1 = w2, 我们得到现代产业劳动需求对农产品价格的反应函数 
 
（15） L2

d = L2
d(pw1) = L2

d(p),    dL2
d/dp < 0  

 
导数小于零的原因是 p 越高，w2 上升的压力越大，现代产业对劳动的需求便

越小。这里，企业资方关心的是他从工人生产的总产品中必须拿出来给工人的产

品数量的多少。工资越高，他的利润便越低，他需要的劳动越少。20。这里，他

不必用农产品价格来计算，因为现代产业产品就是计价单位，所以，（14）式从

而（15）式的导数对他来说小于零。图 9 绘出了企业的劳动需求与价格的反方向

变化关系。同理，由于 L1
d(p) = L – L2

d(p)，所以 dL1
d/dp > 0。图 9 也绘出了农业

劳动需求和价格的正方向变化关系。21 
图 9 中，两部门的需求曲线在 E 点相交。由于在 E 点上两部门的劳动之和等

于社会总劳动，因此 E 点是均衡点。均衡价格 p~在实物生产函数与产品需求函

数一定时促成了劳动市场的均衡。如果 p1 > p~, L1 增加，L2 减少。如果 p~足够

高，则 L1 的增加量低于 L2 的减少量，劳动力供过于求，失业出现；22 反之，如

果 p2 < p~，L1 的减少量低于 L2 的增加量，劳动力供不应求，劳动市场紧张。这

里，劳动力市场本身很难自行调节而恢复均衡。但是，劳动力的部门再配置会改

变产量结构，影响产品市场的供给，而产品市场的供求波动才能够调节价格。 
 

                                                        
20 这里的阐述和常见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不同。在那里，p 越高，w2/p 即实际工资越低，利润将越高，企

业应当扩大就业，因此劳动需求函数和 p 正相关。然而，这一观点的前提是价格以信用货币为单位来计量，

所以价格上涨时，现代产业产品和农业产品都在涨价。若 w2 不变，w2/p 自然降低，利润扩大，企业劳动

需求上升。如果研究发展中的两部门经济并用农业品做计价单位为 q，情形也如此。q 上涨意味着一单位工

业品能够换得更多农业品，为购买一定量农业品消费而需要的 w2 下降，Y2 减去 w2 后的利润上升，企业

将扩大劳动需求。参见胡景北 (1994)。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本文所讲的企业劳动需求与价格反方向变

化，应当理解为企业劳动需求与农产品价格反方向变化。 
21 新古典生产函数的一般性质是连续且（至少）二次可微。如果仅仅二次可微，劳动需求函数的二阶导数

将等于零，图形在图 9 中将是直线。这里我们利用远远超过二次可微的 Cobb－Douglas 型生产函数，得出

劳动需求函数的二阶导数，即 d(dL1d/dp)/dp < 0, d(dL2d/dp)/dp > 0, 并据此绘出图 9 中的曲线。 
22 这里没有讨论具体的调整过程。例如，如果现代产业由于按照订货生产而不能瞬时地减少劳动需求，失

业便不会出现，劳动市场反而更加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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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农产品价格波动和两部门劳动需求 
 

 
因此，由于两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不同，价格波动会经由劳动需求的波动

影响总产量的升降，所以价格波动对总产量的影响除了直接的“计算效应”外，

还有经由劳动市场发挥的效应。它对产量的总效应可写为 
 
（18） Y = pY1[L1(p)] + Y2[L2(p)] 
 
对其求导得 
 
（19）  dY/dp = Y1 + p*dY1/dp + dY2/dp 
         = Y1 + p*(dY1/dL1)*(dL1/dp) + (dY2/dL2)*(dL2/dp) 
 
上式右边第 1 项仅仅表示用新价格计算原有产量所造成的产值的变化，右边

后两项可以称为“实际产量效应”，因为它们表示了价格变化给农产量和现代产

业产量本身造成的增减，由于价格的实际产量效应在现代产业是负数，在农业是

正数，所以如果价格上升，现代产业减产、农业增产；价格下降，现代产业增产、

农业减产。社会总的实际产量效应是两部门产量效应之和，因此在价格升、降时，

它都可能是是正数、负数甚至零。总产量效应的具体取值范围取决于（20）式中

的 X： 
 
（20） p*(dY1/dL1)*(dL1/dp) + (dY2/dL2)*(dL2/dp) =X 
  p*(dY1/dL1)/(dY2/dL2) + (dL2/dp)/(dL1/dp) = X/[(dY2/dL2)]*[(dL1/dp)] 
 
方程右边的分母是正数，所以 X 的正负号取决于方程左边的取值。方程左边

第 1 项是两部门劳动边际产值之比，第 2 项是两部门劳动需求与价格函数的导数

之比。我们把农业部门的变量都放在分子。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于现代产业，

p(农产品价格)

L2
d 

L1
d, L2

d 

L1
d

p~ E
p1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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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门边际产值之比是小于 1 的正数。两部门劳动需求与价格函数的导数比是负

数，因此我们有 
 
X > 0,     如果 p*(dY1/dL1)/(dY2/dL2) < (dL1/dp)/|(dL2/dp)| 
X = 0,     如果 p*(dY1/dL1)/(dY2/dL2) = (dL1/dp)/|(dL2/dp)| 
X < 0,     如果 p*(dY1/dL1)/(dY2/dL2) > (dL1/dp)/|(dL2/dp)| 
 
也就是说，只有在两部门劳动的边际产值之比小于两部门劳动需求与价格的

函数导数之比的绝对值时，实际产量才与价格波动正相关，否则的话，实际产量

可能不受价格影响，也可能与价格波动负相关。。带来的总效应才 
 

(dL2/dp)/(dL1/dp) = {[(dL2/dp)*(p/L2)]/[(dL1/dp)*(p/L1)]}*[(L2/p)/(L1/p)] 
      = (L2/L1)*e2

L,p/ e1
L,p 

 
其中 eL,p 是劳动需求的产品价格弹性，e2

L,p < 0, e1
L,p > 0。把它代入（20）并乘

L1/L2，整理后得 
 
  (21)  pW1

mp/W2 + e2
L,p/ e1

L,p = aX  
 
其中 W1

mp = pL1(dY1/dL1), 是以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值计算的农业总工资，W2 = 
L2(dY2/dL2), 是现代产业的总工资，a 是系数且 
   a = (L1/L2)/[(dY2/dL2)]*[(dL1/dp)] > 0 
 
 显然，X 即总实际产量效应的取值范围视两部门按照边际原则计算的总工资

之比和两部门劳动需求的价格弹性之比的差而定，并可能大于零、小于零与等于

零。进一步，在农业劳动力已经大量转移到现代产业的情形下，我们可能有

pW1
mp/W2 < 1，所以只要在绝对值上，现代产业劳动需求的价格弹性大于农业劳

动需求的价格弹性，|e2
L,p|/ e1

L,p > 1，X 就会成为负数，价格波动与实际产量变动

的关系便是负数。 
 
 
附录：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共同均衡的数学证明 
 

参照本文正文的论述，我们有如下假定： 
1） 二部门或二产品经济。其中一个部门生产食品（农产品、农业部门），另

一个部门生产其它产品，根据下面的假设 2），我们称它为现代部门。 
2） 二元经济或二种经济制度的经济。农业部门实行的是前资本主义经济制

度，其标志是工资决定不遵循边际原则。现代部门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经

济制度，工资由边际生产率决定。 
3） 农业实行自耕农制度，工资由劳动的平均生产率决定。 
4） 两个部门的生产皆使用资本和劳动。农业部门并且使用土地。假设土地

为常数，因此不明确出现在研究中。 
5） 两个部门的生产函数都具有新古典性质。 
6） 人口总量给定且充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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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资本总量和部门配置给定。 
8） 农产品仅用于消费，现代产业产品可用于消费或投资。 
9） 用于农产品消费的收入是总收入的一个固定比率 c。 
10） 实物经济，不考虑货币的作用。 

 
依据上述假设和正文的论述，我们建立方程组如下 

 
A1）   Y = pY1 + Y2 

A 2)  Y1 = f1(K1, L1) 
A 3)  Y2 = f2(K2, L2) 
A 4)  w1 = f1/L1 
A 5)  w2 = df2/dL2 
A 6)  pw1 = w2 
A 7)  pY1 = cY 

A 8)  L = L1 + L2 
A 9)  L = L*  

A 10)  K1 = K1
*  

A 11)  K2 = K2
*  

A 12)   c = c*       (1 > c > 0) 
 
其中上标*表示常数。我们的经济体系由 12 个方程组成。它们将决定 12 个变量：

Y，Y1，Y2，K1，K2，L，L1，L2，w1，w2，p，c。各个变量的含义和正文定义

相同。在它们中，K1，K2，L 和 c 四个变量外生决定，Y，Y1，Y2，L1，L2，w1，

w2 和 p 八个变量必须在模型内决定。各个方程的意义是： 
 A1) 总产量决定，其中的 p 是相对价格，p = p1/p2。 

A2）农业产量决定 
A3）现代产业产量决定 
A4）农业工资决定 
A5）现代产业工资决定 
A6）工资均衡（劳动市场均衡条件） 
A7）农业产量供求平衡（产品市场均衡条件） 
A8）充分就业假设 
A9）及以下：数量约束和参数假设 

 
显然，这个体系和胡景北 1994 年的体系几乎完全相同。重要的区别仅仅在于

这个体系把胡景北 1994 年体系中的 p 从常数变成了变量，并为 p 的决定增加了

方程 A7）。因此，本文的体系可以视为胡景北 1994 年体系的一种扩展，即将其

从一个仅仅包括劳动市场的体系扩展为同时包括了产品市场的体系。 
上面的体系中，f1、f2 为满足 Inada 条件的新古典型函数。同时，f1 还有对 Inada

条件的两个例外： 
A2a）f1(L1  0) > 0 
A2b）f1(L1 ∞)  H   (H: 有限常数) 
 
为求解上述体系，我们考虑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均衡条件 A6）和 A7）。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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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代入 A7），A7）可改写为 
pY1 = c(pY1 + Y2) = cpY1 + cY2 

合并同类项得 
  (1 – c)pY1 = cY2 
整理得到 

A21） p = [c/(1 – c)]*(Y2/Y1) 
把 A21）和 A4）代入 A6），我们有 

A22） [c/(1 – c)]*(Y2/Y1)*(Y1/L1) = df2(K2, L2)/dL2 
令 

γ= c/(1 – c) > 0 
代入并整理 A22)，同时考虑 A8）我们得到 
 A23） γ*f2(K2, L2)/(L – L2) = df2(K2, L2)/dL2 
方程 A23）中仅仅有一个变量 L2，所以应当是可决定的。设想一个函数 G 
 A24） G =γ*f2(K2, L2)/(L – L2) - df2(K2, L2)/dL2 
如果 L2 的某个和某些值使得 A24）的 G = 0, 那么，这个或这些值也是 A23）

的解。因此我们仅仅观察 A24）。由于 f2 是新古典型生产函数，f2 连续且至少二

次可微，所以 G 是连续且至少一次可微的函数。对 G 求导得 
  dG/dL2 =γ*[df2(K2, L2)/dL2)]/(L – L2) +γ*f2(K2, L2)/(L – L2)2  

- df2
2(K2, L2)/dL2

2 
      = R + S – T 
其中，由于 R 和 S 的分子项与分母项皆大于零，所以 R > 0。S > 0。T 是 f2

的二阶导数。由 Inada 条件知 f2 的二阶导数小于零，所以（-T）> 0，因此我们有 
 A25） dG/dL2 > 0 
A25）表明 G 是 L2 的单调函数。从图形上看，G 是图 A1 中一条从左下方向

右上方倾斜的曲线。为简便起见且不失一般性，我们在图 A1 中把 G 绘成一条直

线。 
现在我们需要证明 G 的图形在 L2 的定义域内过横轴。由 A8）知 L2 的定义

域是 
A26） L ≥ L2 ≥ 0 

把 A24）改写成 
   G =γ*A/B – C 
考虑 L2  0，我们有 
A = f2(L2  0)  0 
B = L – L2  L             
C = df2(K2, L2)/dL2 ∞      
所以，在 L2  0 时 
G =γ*A/B – C  -∞      
考虑 L2  L，我们得到 
A = f2(L2 L)  I   (I 是很大的有限数) 
B = L - L2  0     
C = df2(K2, L2)/dL2  J     (J 是很小的有限数) 
所以，在 L2  L 时 
G =γ*A/B – C  ∞      
综合这两方面的考虑，我们可以说在 L2 从 0 到 L 的连续的定义域内，G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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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负数变成正数，因此至少有一个 L2 = L2
～
使得 G = 0。在图 A1 中，直线 G 将在

L2 的定义域内与横轴相交。所以，G 等于零的解 L2
～
是存在的，L2

～
同时是令 A23）

式的等号两边相等的解。 
考虑到 G 的单调性，直线 G 将仅仅在 L2 的定义域内与横轴相交一次，所以，

L2
～
是 G 等于零的唯一解，也是令 A23）成立的唯一解。 

 

 
图 A1 解的存在性和唯一性 

 
 
 
把 L2

～
代入到 A3）、A5）和 A8）并考虑诸常数假设方程，得到解 Y2

～
、w2

～

和 L1
～
。把 L1

～
代入到 A2）、A4）得到 Y1

～
和 w1

～
。把 w1

～
、w2

～
代入到 A6），得

到 p～
。 后，把 p～

、Y1
～
和 Y2

～
代入到 A1）或把 p～

、Y1
～
代入到 A7），得到 Y～

。

体系中所有内生变量都有解。由于体系内各个函数的单调性，所以各个变量的解

都是唯一解，它们共同构成了体系的唯一一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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