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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总序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正在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赢得越来越多的

拥趸。近年来，相关的译著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便是明证。 

在民国时期，中国已有奥地利学派的译著。比如在 1938 年，商

务印书馆便出版了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在之后的“黑暗时代”

里，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系列也打着批判的旗号零星地出版过一些

奥地利学派的著作，如《自然价值》、《资本实证论》等书。但总的说

来，数量极少。 

从上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邓正来、冯克利、姚中秋等陆续翻译

了哈耶克和米塞斯的系列著作，如《自由秩序原理》、《法律、立法与

自由》、《致命的自负》、《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等书，为奥地利学派在

中国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7 年冯兴元和 2008 年姚中秋、张旭昆分别主编了“奥地利学

派译丛”，又进一步打开了局面。这两套丛书中的《货币的非国家化》、

《竞争与企业家精神》、《经济学方法论探究》、《权利与市场》、《货币

生产的伦理》等书都是奥地利学派的重要著作。世纪文库则出版了《国

民经济学原理》和《人的行动》这两本堪称奥地利学派基石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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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米塞斯评传》、《银行的秘密》、《货币、银行信贷与商业

周期》、《终结美联储》、《欧元的悲剧》也相继出版。 

还有一系列即将出版的著作。比如，朱海就翻译的《动态效率理

论》，董子云、李松等翻译的巨著《人、经济与国家》，李杨、王敬敬

等翻译的《奥地利学派的大师们》。此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也将

推出一个奥地利学派译丛，包括《资本家与企业家》、《资本及其结构》

等作品。 

在庞巴维克、维塞尔、米塞斯、哈耶克之外，我们又有了门格尔、

罗斯巴德、柯兹纳、德索托、拉赫曼、许尔斯曼、彼得･克莱因、汤

姆･伍兹、亨利･黑兹利特、荣･保罗、马克･斯库森、瓦特･布拉克、

罗伯特･墨菲 、菲利普･巴格斯。我相信，接下去一定还会有菲特、哈

特、霍普、加里森、萨雷诺等人的作品在中国问世。放眼望去，前景

大好。 

然而，还有一些很有翻译价值的文献，因为篇幅过于简短或是内

容过于小众等原因无法得到出版商的青睐。但在我的眼里，它们都意

义非凡。如果这些书最终仅仅因为商业因素而无缘与中文读者见面，

不免令人遗憾。所幸在网络时代，出现了新的选择——电子出版。借

助网络的力量，这些文献可以以电子书的形式绕过一切障碍，直达奥

派同道。这套书就是为这些难以通过传统渠道出版的著作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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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会因为没有实体书出版而有所懈怠。相反，我们会坚持自

己的质量标准。 

奥地利学派的衰落是 20 世纪最大的悲剧之一，为此各国的人民

都付出了惨痛的教训。我们愿意为奥地利学派思想的研究和传播添砖

加瓦，这样我们或许会拥有一个更美好的 21 世纪。感谢米塞斯研究

院慷慨提供版权，感谢网易云阅读的大力支持，感谢各位译者的辛勤

付出。 

熊越 

上海松江 

201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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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收录在这本专著里的两篇文章是我的老师穆瑞·N. 罗斯巴德

（1926-1995）就他的老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881-1973）所写

的。第一篇写于米塞斯辞世后不久，是最受欢迎的米塞斯思想简介。 

第二篇写于 1988 年，它的内容更偏向传记，可视为约尔格·吉

多·许尔斯曼所著权威传记《米塞斯：自由主义的最后骑士》的原型。

这两篇文章合在一起，精彩地向读者展现了米塞斯的思想、生平及其

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 

米塞斯研究所把这两篇文章分开出版已有多年，而把它们合在一

起则最好不过。环顾整个二十世纪，我们只能发现为数不多的知识英

雄，社会科学在这方面尤为匮乏。然而，考虑到他付出的代价，米塞

斯脱颖而出了。他被驱除出了自己的祖国，不得不为了赢得学生和在

美国教学的机会而奋斗。然而，理念是不可阻挡的。今天我们看到米

塞斯主义学派在前所未有地蓬勃发展。 

这个版本在进一步传播米塞斯思想这个目的上做出了独特的贡

献。读者们应当感谢罗斯巴德使这一切成为可能，感谢他自己的科研

工作和他对自己老师饱含热情（甚至是虔诚）的感恩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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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E. 弗伦茨 

2009 年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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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精要米塞斯 

 

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世界里，我们常常只有两个选项，然后被告

知要在给定的框架内做出选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左派告诉我们，

我们必须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进行选择：这些是我们仅有的

选项。现在，在当代美国经济学的世界里，我们只应在“自由市场”

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之间进行选择;我们又应该在重视联邦政府应

该扩张货币供应的精确数量还是联邦赤字的确切水平上做选择。  

第三条道路几乎被人遗忘，这种方案超然于货币/财政上政府政

策“组合”的无谓争论之外。几乎没有人考虑第三种选项：根除任何

政府对货币供应，或者是实际上对经济体系的任一部分或全部可能施

加的影响或控制。这是被忽视的真正自由市场之路：孤军奋战、卓越

超群并具有惊人创造力的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已经为这条

路做好路标并为之奋斗终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这个世界想摆

脱中央集权的乌烟瘴气，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经济学界想重新向合

理而正确的经济分析发展，那么两者都不得不舍弃当代的泥沼，而走

向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业已为我们建好的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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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奥地利学派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881-1973）出生于 1881 年 9 月 29 日的

伦贝格市（Lemberg，如今在乌克兰），当时这里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

他的父亲阿瑟·埃德勒·冯·米塞斯驻扎在这里，他是一位就职于奥

地利铁路部门的杰出建筑工程师。米塞斯在维也纳长大，在世纪之交

进入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学与经济学研究生学位。1973 年 10 月 10 日，

他在纽约市逝世。 

米塞斯在伟大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热潮中出生和长大，要理

解米塞斯及其对经济思想的重要贡献，绝不能离开他研究和专注的奥

地利学派传统。 

到了 19 世纪后叶，以大卫·李嘉图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

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在英国已经明显发展到了极限，一些根本性的

缺陷使这座沙滩上的大厦轰然倒塌。古典经济学最关键的缺陷在于，

它试图用“类”（classes）1而不是个体的行动来分析经济。结果，古

                                                             
1 译者注：classes 在英文中既有“类”的意思，又有“阶级”的意思。在下文中，作者交替使用这两个意思，

多少会给中文读者造成一些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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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经济学家们无法为决定商品和服务之价值和相对价格的根本力量

找到正确的解释；他们也无法分析消费者的行动这一经济中生产者活

动的重要决定因素。例如，通过考察商品的“类”，古典经济学家们

永远无法解决“价值悖论”问题：事实上，面包极为有用，是“生命

的支柱”，在市场上价值很低；而钻石是奢侈品，因而对人的生存而

言几乎没有用处，却在市场上有着很高的价值。如果面包明显比钻石

更有用，那为什么面包在市场上如此便宜？ 

由于根本无法解释这一悖论，古典经济学家不幸地决定，价值在

根本上是分割开来的：虽然面包的“使用价值”比钻石高，但出于某

种原因，它的“交换价值”却比钻石低。正是根据这一分割，随后几

代学者都在谴责市场经济，称其悲剧地把资源错误引导至“为利润而

生产”，而非更为有利的“为使用而生产”。 

奥地利学派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家未能分析消费者的行动，故而无

法令人满意地解释是什么在决定市场价格。在探求一个解决方案时，

他们不幸地得出结论：（a）价值是固有在商品之中的某种东西；（b）

价值是由生产过程赋予这些商品的；以及（c）价值的最终来源是生产

“成本”，甚至是这样的生产过程中耗费的劳动时间数量。 

正是李嘉图的这种分析，后来引发了马克思完全合乎逻辑的结论：

因为所有价值都是劳动时间量的产物，那么，资本家和雇主所获取的

全部利息和利润，就必然是不公地从工人阶级的真实收入中榨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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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 

授人以柄之后，后来的李嘉图主义者试图回答说，资本设备是生

产性的，因而理应在利润中获取相应的份额；但马克思主义者则反驳

说，资本也是“具体化”或者“固化”的劳动，因此，工资应当囊括

从生产中所得的全部收入。 

古典经济学家对利润没有一个让人满意的解释或辩护。再一次，

李嘉图主义者单单以“类”来处理生产收益的份额，，故而只能看到

在“工资”、“利润”和“地租”之间不断的“阶级斗争”，工人、资

本家和地租为了各自的份额无尽地斗争。李嘉图主义者只用重量来考

虑问题，可悲地把“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分开，而分配就是这

些不断斗争的阶级间的冲突。他们不得不得出结论，如果工资上涨，

只能是以利润和地租降低为代价；反之亦然。李嘉图主义者再一次授

马克思主义者以柄。 

古典经济学家考察阶级而非个人，所以，他们不得不放弃对消费

的任何分析，而且，对价值和价格的解释也误入歧途；他们甚至不能

对单个生产要素——特定单位的劳动、土地、或资本品——的定价作

出解释。19 世纪中叶之后，李嘉图经济学的缺陷和谬误变得越来越刺

眼。经济学本身已经走入穷途末路。 

人类的发明史上常常会发生相隔千里、条件迥异的人，同时完全

独立地做出相似发现的事情。英国的威廉·史丹利·杰文斯、瑞士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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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的莱昂·瓦尔拉斯和维也纳的卡尔·门格尔在同一年，1871 年，完

全独立地以不同的形式提出了上述悖论的解决之道。在那一年，现代

（或者说“新古典”）经济学诞生了。 

杰文斯的解决方案及其新经济观点是零碎和不完整的；此外，他

不得不和李嘉图经济学在英格兰知识界所积累的巨大声望进行斗争。

结果，杰文斯影响力甚微，追随者甚少。瓦尔拉斯的体系那时也没什

么影响；不过，正如我们能在后面看到的，后来它不幸复活了，构成

了如今“微观经济学”种种谬误的基础。在这三位新古典经济学家的

观点和解决方案中，维也纳大学经济学教授门格尔的观点和方案是最

为突出的。正是门格尔建立了“奥地利学派”。 

门格尔的开创性著作在其才华横溢的门生、他在维也纳大学的继

承者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的伟大系统性著

作那里那里结出了硕果。庞巴维克的著作主要写于 19 世纪 80 年代，

并在其三卷本《资本与利息》（Capital and Interest）那里达到顶峰，

正是庞巴维克里程碑的著作标志着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已经成熟。另外

一些伟大、富有创造力的经济学家也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为奥地利

学派经济学做出了贡献；尤其是庞巴维克的妹夫弗里德里希·冯·维

塞尔，某种程度上还有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但庞巴维

克的贡献显然胜过他们所有人。 

奥地利学派（或者说门格尔-庞巴维克主义者）对经济学的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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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远比李嘉图主义者的全面，因为奥地利学派的方案建立在完

全截然不同的认识论基础之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正确地将其分析

重点放在个体、行动的个体之上，因为在现实世界里，个人依据其偏

好和价值进行选择。从个体出发，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能够将其对经

济活动及生产的分析建立在个体消费者的价值和欲望之上。每个消费

者都按照他自己选择的偏好和价值尺度采取行动；而正是这些价值相

互作用、组合，形成了消费者需求，从而形成了一切生产性活动的基

础和方向。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把他们的分析建立在生活在现实世界

中的个体之上，他们洞悉到生产性活动是建立在服务于消费者需求之

预期的基础上的。 

因此，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看来，显而易见，不论是劳动还是

其他生产要素，任何生产活动都不可能赋予商品或服务以价值。价值

来自个体消费者的主观评价。简而言之，我可能花了三十年的劳动时

间和其他资源来完善一辆巨型蒸汽动力三轮车。然而，如果把这个产

品放到市场上却找不到购买三轮车的消费者，不管我为之花费了多少

方向错误的努力，它没有经济价值。价值是消费者的评价，商品和服

务的相对价格是由消费者对这些产品的评价和欲望之水平和强度来

决定的。[3]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明确关注个体而非宽泛的“阶级”，因而得

以轻松解决难倒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悖论”。市场上的任何个体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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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会在作为一个类别的“面包”和作为一个类别的“钻石”之间

做出选择。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揭示了，一个人所拥有的某种商品数

量越多（单位数量越大），他对任一给定单位的评价就越低。一个在

沙漠中磕磕绊绊、缺乏水分的人，会对一杯水的“效用”赋予极高的

价值，然而，同一个人在供水充裕的维也纳或纽约市区的话，会对任

意一杯水都赋予很低的价值。因此，在沙漠中他愿意为一杯水所付的

价格要比在纽约市里高得多。总之，行动的个体面对着特定单位或者

说“边际”，并以这种方式进行选择；奥地利学派的发现可以概括为

“边际效用递减法则”。“面包”比“钻石”便宜得多的原因，便是可

获得的面包的条数要比钻石的克拉数大得多，因而每条面包的价值和

价格，就比每克拉钻石的价值和价格小得多。这里并不存在“使用价

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在可获得面包数量充裕的情况下，

对于个体来说，每条面包是没有每克拉钻石“有用”的。 

对个体行动的同样关注，并因而侧重“边际分析”，也解决了市

场上收入“分配”的问题。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证明了，不管是哪种

类型的劳动、土地和资本设备，每单位生产要素在自由市场上的价值

都取决于其“边际生产率”：简而言之，取决于一单位该要素对消费

者购买的最终产品的价值的实际贡献。“供应”越多（任意给定要素

的单位数量越多），其边际生产率越低——因此其价格——也趋于降

低；其供应越低，其价格就趋于越高。因此，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揭

示了，不同类别的要素之间不存在无意义、无缘无故的阶级斗争或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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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相反，每种类型的要素都和谐地服务于最终产品，以最有效率的

方式（即耗费资源最少的方式）满足消费者最强烈的欲望。因此，每

单位的各种要素都形成其边际产品，都对生产结果有自己具体的贡献。

实际上，如果说存在着任何利益冲突，那也不是发生在不同类型的要

素（即土地、劳动、资本）之间，而是在同一要素的竞争性供应商之

间。例如，如果某人发现了一处新的铜矿供应，增加的供应会压低铜

价；对消费者、对合作的劳动和资本要素来说，这只会带来好处和收

益。唯一不高兴的只能是那些现有的铜矿主，他们发现自己的产品价

格在下降。 

因此，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揭示了，在自由市场上，并不存在“生

产”和“分配”的分离。消费者的价值和需求决定消费品（消费者所

购买的商品）的最终价格，正是消费者在设定生产活动的方向，并因

此决定合作要素单位的价格：个体工资率、租金以及资本设备的价格。

收入的“分配”仅仅是每种要素价格的结果。因此，如果铜的价格是

每磅 20 分，而一个铜的所有者售出 10 万磅铜，那他会收到 2 万美元

的“分配”；如果某人的工资是每小时 4 美元，而他一周工作 40 小时，

那他每周会收到 160 美元，以此类推。 

利润和“凝固的劳动”（体现在设备中的劳动）问题的情况又如

何呢？庞巴维克再一次从分析个体出发，发现人的行动的一个基本法

则是，每个人都希望尽早实现自己的欲望和目的。因此，比起要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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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长度时间在未来才能得到的商品和服务，每个人都会喜欢眼前的

这些商品和服务。对一个人来说，一只已经到手的小鸟，总是会比一

只还在丛林里的鸟价值更大。正是因为“时间偏好”这一最基本的事

实，人们不会为了提高未来可以生产的商品之数量，而把自己的全部

收入投资于资本设备。因为他们必须先购买当下的消费品。不过，在

不同条件和文化下，每个人具有不同的时间偏好率，即偏爱当下商品

甚于未来商品的程度不同。他们的时间偏好率越高，他们收入中用于

当下消费的比例越高；比率越低，他们越会为了未来的生产而储蓄和

投资。正是因为时间偏好，产生了利息和利润；正是时间偏好的程度

和强度，将决定利率和利润率多高。 

以一笔贷款的利率为例。中世纪和近代初期天主教的经院哲学家

的确是非常出色的经济学家和市场分析者；但他们从未就为什么要对

一笔贷款收取利息作出解释和辩护。他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具有风险的

投资应当获得利润，但他们却被亚里士多德的错误——货币本身是没

有产出和非生产性的——思想迷惑了。因此，一笔贷款（假设没有违

约的风险）的纯利息怎么会是正当的呢？教会和经院哲学家无法找到

答案，只好将贷款利息斥之为罪恶的“高利贷”，结果他们的方法在

世人眼中信誉扫地。庞巴维克最终用时间偏好的概念找到了答案。当

债权人将 100 美元借给债务人，以换取一年之后的 106 美元，这两人

在交换的不是同一样东西。债权人给债务人的 100 美元是“现在财货”，

这笔钱债务人可以在现在起任何时间使用。但债务人作为交换给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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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并不是钱，而是一张借条，是一年后收到钱的前景。简单说，债

权人给债务人的是“现在财货”，而债务人给债权人的只是“将来财

货”，这笔钱债权人只能等上一年才能使用。而且，因为时间偏好这

一普遍事实，使得现在财货比将来财货更有价值，所以债权人必须收

取一笔对现在财货的溢价，而债务人也愿意支付这笔钱。这个溢价就

是利率。溢价的多少将取决于市场中所有人的时间偏好水平。 

庞巴维克并未仅限于此，他进一步说明了时间偏好如何以同样的

方式决定企业的利润率：实际上，企业“正常的”利润率就是利率。

因为当生产过程中使用劳动或土地，重要的事实是他们不必等待自己

的收入，而如果没有资本家雇主的话，在产品生产和销售给消费者之

前，他们将不得不苦苦等待。如果没有资本家雇主的话，劳动者和土

地所有者将不得不在几个月甚至几年都没有工资的情况下埋头苦干，

直到消费者购买了最终产品——汽车或面包或洗衣机。而资本家从他

们先前的收入中储蓄下来的资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劳动和土地一旦

投入使用，就能立即支付劳动者和土地所有者；资本家起到了在最终

产品销售给消费者并收回自己的钱之前等待的作用。正是因为这种重

要的服务，劳动者和土地所有者都更乐于向资本家“支付”自己的利

润或者说利息。简而言之，资本家的位置就是“债权人”，他储蓄并

提供现在财货，接着等待它们的最终回报；而劳动者和土地所有者从

某种意义上说则是“债务人”，他们的服务只有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才

有成果。再一次，多方面的时间偏好水平共同决定正常的企业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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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巴维克也从另一种方法阐述了这一点：资本品不仅是“凝固的

劳动”，他们也是凝固的时间（和土地）；只有在至关重要的时间元素

和时间偏好这里，才能解释利息和利率。他也极大推进了对资本的经

济分析；因为他不仅和李嘉图主义者不同，也和当今大多数经济学家

不同，他并不简单把“资本”视为一个同质的团（blob）[4]，或一个

给定的量。资本是一种具有时间维度的复杂网格（latticwork）；而经

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并不简单来自增加资本量，也要增加其时间结构，

使“生产过程越来越长”。人们的时间偏好水平越低，他们就越愿意

牺牲现在的消费，以便能进行储蓄并投资于那些更长的过程，这些过

程会在未来某个时候产生明显更大数量的消费品回报。 

  



The Essential von Mises 

    

 

17 

第二章 

米塞斯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货币与信

用理论》2 

 

年轻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于 1900 年进入维也纳大学，并于

1906 年获得法学和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很快就使自己成为了欧

根·冯·庞巴维克持续举办的讨论班上最才华横溢的学生。米塞斯沉

浸于奥地利学派的方法中，不过他发现庞巴维克和更早的奥地利学派

经济学家做得还不够：他们没有没有把自己的分析一推到底，因而在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仍然留下了重要的空白。当然，任何科学学科都

是如此：学生和门徒站在自己伟大的导师肩膀上更进一步。然而，导

师很多时候也会否定或者忽视自己继任者的进展的价值。 

尤其是，米塞斯觉察到的主要空白是对货币的分析。诚然，奥地

利学派经济学家们已经分析了消费品和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但

从古典经济学家的时代起，货币就一直在一个孤立的盒子里，不受涵

                                                             
2 译者注：米塞斯 1912 年的 Theorie des Geldes und der Umlaufsmittel 一书在 1934 年被英文版译者错误地翻

译为了 The Theoory of Money and Credit，并因此被台湾版译者错误地翻译为了《货币与信用原理》。根据德

国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许尔斯曼和菲利普·巴格斯，Umlaufsmittel 更准确的英语表达应该是 fiduciary media。

但在本书中，因为作者罗斯巴德沿用的是 The Theoory of Money and Credit，此处也只好翻译为《货币与信用

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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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经济系统其余部分的方法分析。对更早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和欧

美其他新古典经济学家而言，这种脱节仍在继续，分析货币与“价格

水平”越来越和分析市场经济的其他部分截然分开。我们现在正品尝

这种严重分裂（即目前这种“微观”和“宏观”之间脱节）的苦果。

“微观经济学”至少还大致建立在个体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行动之上；

但一旦经济学家面对货币，我们就突然陷入了虚幻总量构成的想象世

界：货币总量、“价格总水平”、“国民生产总值”和总开支。由于脱

离了个体行动的坚实基础，“宏观经济学”从一个谬误跳跃到另一个

谬误。在米塞斯那时，二十世纪的头十年，这种误导性的割裂已经在

美国人欧文·费雪的著作中快速发展，他精心建立了“价格水平”和

“流速”流速，却对个体行动置之不理，也并未尝试把这些理论整合

进新古典“微观”分析的健全体系。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着手修复这种割裂，将货币及其购买力（常

被错误地称为“价格水平”）的经济学建立在奥地利学派对个体和市

场经济的分析基础之上：以达到一种完整的经济学，从而能解释经济

体系的方方面面。米塞斯在其首部杰作《货币与信用理论》中取得了

这一里程碑式的成就。这是富有创见的成就，值得庞巴维克本人刮目

相看。经济学终于实现了圆满，成为了建立在个体行动之上的完整分

析体系；货币与相对价格之间、微观与宏观之间再无鸿沟。米塞斯明

确清除了费雪关于货币量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必然关系，以及“货币流

速”与“交换方程”的机械观点，代之以对货币自身的供需整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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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效用理论。 

具体而言，米塞斯表明，货币单位的可用数量和消费者对其需求

的迫切程度（根据它对消费者的边际效用），决定它的“价格”或购

买力，正如其他任何商品在市场上也正是以同样的方式决定。对货币

的需求，是人们对持有现金余额（在钱包里或在银行里，以便或早或

迟用于有用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货币单位（美元、法郎或金盎司）

的边际效用决定着对现金余额的需求强度；而货币的可用数量与对其

的需求则决定了美元的“价格”（即美元可以购买多少其他商品）。米

塞斯赞同古典“数量理论”，即增加美元或金盎司的供应会导致其价

值或“价格”下跌（即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但他极大改进

了这种粗糙的方法，并将其整合进一般经济分析。一方面，他解释了

这种波动几乎不可能是成比例的；增加货币供应会趋于降低其价值，

但下降多少，乃至是否真的下降，取决于货币的边际效用发生了什么，

因而也取决于民众对维持其现金余额中货币的需求。此外，米塞斯也

证明了，“货币数量”并不以一个总体增加：增量在经济体系中的某

个点被注入，新货币在经济体中波纹般扩散开来，物价才会随之上涨。

如果政府印了一批新钱，并假设将其用于回形针，结果并不会像奥地

利学派之外的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价格水平”上涨；而是

首先回形针商收入增加，回形针价格上涨，接着回形针业的原料价格

上涨，以此类推。因此，增加货币供应至少会暂时改变相对价格，最

终也可能会导致永远改变相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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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塞斯也证明了，李嘉图及其早期追随者一个早已被人遗忘的洞

见完全正确：在黄金的工业或消费用途之外，增加货币供应对社会无

论如何也不会有任何好处。增加土地、劳动和资本这样的生产要素会

促进生产并提高生活水平，与之相反，增加货币供应只能稀释其购买

力；它并不促进生产。如果每个人钱包或银行里的货币供应都在一夜

间奇迹般增加三倍，社会并不会进步。而米塞斯表明了，“通货膨胀”

（增加货币数量）的巨大吸引力正是在于，并非所有人都同时立刻得

到了同等数量的新增货币；恰恰相反，政府及其垂青的那些人（享受

政府采购或补贴的人）首先得到新增货币。在各种物价随之水涨船高

之前，他们的收入增加了；而在链条末端才收到新增货币的那些不幸

的社会成员（或者说，压根没有收到新增货币的人，如退休人员）则

会遭受损失，因为他们所购买的商品的价格在他们可以使用新增货币

之前已经上涨。总之，通货膨胀的吸引力就在于，政府及经济体中其

他团体可以悄然无声却卓有成效地牺牲无权无势的民众，从中渔利。 

米塞斯证明，通货膨胀——扩张货币供应——是一种征税和财富

再分配的过程。在一个不受政府诱导增加货币供应之阻碍，处于发展

中的自由市场经济中，价格将随着商品和服务供应的扩张普遍下降。

事实上，十九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工业扩张的一个受人欢迎的标志

就是物价和成本下降。 

在把边际效用应用于货币领域时，米塞斯必须解决绝大多数经济

学家认为无法解决的难题，即所谓的“奥地利学派循环”（Aust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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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le）。经济学家可以理解鸡蛋、马匹或面包的边际效用如何决定各

自的价格；人们需要这些东西是为了消费，与之不同，人们需要货币

并保持现金余额是为了购买商品。因此，除非市场上已经存在能标定

价格并具有购买力的货币，否则没有人会需要货币（并对其有边际效

用）。但是，如果要使货币在一开始就被人需要，它就必须具有预先

存在的价格（价值），那么，我们又如何以其边际效用来充分解释货

币的价格呢？米塞斯用他一个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回归定理”

（Regression theorem）解决了“奥地利学派循环”问题；他揭示了，

在逻辑上，我们可以把对货币的需求一直回推到古代某个时点，那时

候充当货币的商品还不是货币，而仅仅是一种有其自身用途的交换商

品，简而言之，回推到到货币商品（如金银）仅仅因为自身消费和直

接使用的商品特征而被人需要的那个时点。于是，米塞斯不仅因此合

乎逻辑地解释了货币的价格或购买力，他的发现也还有另外的重要意

义。因为它表明了，货币只能有一种起源：在自由市场中，从该市场

对一种有用的商品的直接需求中形成。而这意味着，货币不可能起源

于政府宣称某种东西是货币，或是起源于某种一次性社会契约；它只

能来自具有普遍用途和价值的商品。门格尔此前就已经表明货币可能

是这样出现的；但到了米塞斯，才证明了货币必然起源于市场。 

但这还有进一步的含义。因为这意味着，与当时和现在绝大多数

经济学家的看法相反，“货币”并不是由政府随意规定的单位或是纸

片：“美元”、“英镑”、“法郎”等等。货币只能起源于有用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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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金银或别的什么东西。最初的货币单位——记账和交换单位——

并不是“法郎”或“马克”，而是黄金克或白银盎司。本质上，货币

单位是市场上生产的特定价值的商品的重量单位。这也难怪，事实上

今天所有货币的名字：美元、英镑、法郎等等，都源于黄金或白银重

量单位的名字。即使在今日的货币混乱之中，美国的法典仍然把美元

定义为一盎司黄金的三十五分之一（现在是四十二分之一）。 

这一分析，结合米塞斯的论证——政府增加随意生产的“美元”

和“法郎”的供应会造成无法缓和的社会恶果——为我们指出了一条

将政府和货币体系完全分离的道路。因为这意味着，货币的本质是一

定重量的黄金或白银，这还意味着，再次以这样的重量作为记账单位

和货币交换媒介是完全可能的。金本位制远不是荒蛮的迷信，或另一

个政府专断的工具，我们认为它能提够一种只有市场能产生的货币，

从而不受强制性政府内在的通胀和再分配倾向的影响。一种可靠、非

政府的货币将意味着一个这样的世界：其中价格和成本会随着生产率

提高而再次不断下降。 

这些不过是米塞斯里程碑式的《货币与信用原理》中的一个成就。

米塞斯还论证了银行在货币供应中的作用，表明了自由银行制度（不

受政府控制和支配的银行业）不可能导致货币的疯狂通胀性扩张，而

会迫使银行在兑付压力下只得奉行可靠、无通胀倾向的“硬货币”（hard 

money）政策。大多数经济学家支持中央银行（美联储这样的政府银

行控制银行业），因为政府必须限制私人银行的通胀倾向。但米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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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中央银行的作用历来恰恰相反：它使银行免于自由市场对其活

动的严格约束，并刺激和推动他们通胀性扩张自己的贷款和存款。中

央银行最初的支持者心知肚明，它是并且一直是使银行免于市场约束

的通胀性工具。 

《货币与信用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成就，在于消除了一些违背个

人主义的异常，这些异常曾削弱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的概念。一些奥

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罔顾自家关注个人实际行动的基本方法论，而是附

和边际效用的杰文斯-瓦尔拉斯版本，试图把边际效用变成一个可以衡

量的精确数量。时至今日，每本经济学教科书都还是在用效用的复数

（utils）3——一个照理说可以进行相加、相乘以及其他数学运算的单

位——来解释边际效用。如果学生觉得说“我对每磅黄油赋予 4 效用

的价值”毫无道理，他其实完全正确。米塞斯根据他在庞巴维克讨论

班的同学，捷克人弗兰茨·居赫尔（Franz Čuhel）的洞见，无情批驳

了可以衡量边际效用的想法，并表明，边际效用是严格序数排列的，

个体根据偏好次序（“我喜欢 A 多于 B，喜欢 B 多于 C”）列出自己的

价值，而不会假设任何虚构的效用单位或数量。 

如果说个人可以“衡量他自己的效用”毫无意义，那么，试图比

较社会中不同人的效用就更没意义了。然而，中央集权者和平等主义

者在整个世纪里都在尝试以这种方式使用效用理论。如果你可以说，

                                                             
3 译者注：utils 是效用（util）的复数形式。如果效用是序数的而非基数的，不能进行加减乘除，那就不应

该使用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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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每个人积累了更多货币，一美元对他的边际效用在递减的话，那

么你难道不能说政府可以通过从富人（一美元对他价值不大）那里拿

走一美元，并把它交给穷人（一美元对他价值更大）来提高“社会效

用”吗？米塞斯论证了效用完全不可衡量，从而使边际效用不能用来

主张国家主导的平等主义政策。然而，纵然经济学家嘴上都说不可能

比较个人之间的效用，他们却仍然自以为是，想要比较“社会收益”

和“社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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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米塞斯论经济周期 

 

在《货币与信用理论》中至少还包括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另

一个杰出贡献的雏形：长期以来人们孜孜以求的对神秘、恼人的经济

现象——商业周期——的解释。早在十八世纪后期发展工业和先进市

场经济之时，观察家们就已经注意到，市场经济就是会受制于一连串

看似无尽的盛衰交替，扩张（有时会达到失控的通货膨胀），或严重

的恐慌和大萧条。经济学家尝试过很多解释，但即使是他们中最出色

的，也都因一个根本缺陷而无功而返：没有一位经济学家试过整合对

商业周期的解释，对经济体系的一般分析，以及价格与生产的“微观”

理论。事实上，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因为一般经济分析表明，市场

经济总是趋于“均衡”：充分就业、预期错误最少等等。那么，一系

列持续的繁荣或萧条从何而来？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洞察到，因为市场经济自身不会导致繁荣

与萧条的不断循环，那么，只能用市场之外的某些外部干预来进行解

释。他在三个此前没有联系起来的因素之上建立了自己伟大的商业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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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理论。其一是李嘉图论述的途径：政府和银行系统惯于扩张货币和

信用，推高物价（繁荣）并导致黄金外流和随后的货币和物价收缩（萧

条）。米塞斯意识到，这是一个极佳的初步模型，但它并没有解释，

生产体系如何深受繁荣影响，或是萧条何以不可避免。另一个因素是

庞巴维克对资本与生产结构的分析。第三是瑞典“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家”克努特·维克塞尔对生产体系和“自然”利率（不受银行信用扩

张干扰的利率）和实际上受银行贷款影响的利率之间价差的论述。 

从这三个重要而又分散的理论出发，米塞斯构建了自己伟大的商

业周期理论。市场经济原本运行得顺畅而和谐，却突然发生了政府及

其中央银行鼓励、推动的银行信用及银行货币扩张。随着银行扩张货

币供应（现金或存款），并把新增货币借贷给企业，利率被压低到“自

然”利率或时间偏好水平（即反映公众自愿消费、投资比例的自由市

场利率）之下。由于利率被人为降低，企业获得新增货币并扩展生产

结构，增加资本投资，尤其是对“远端 ”4的生产过程的投资：长期

项目、机器设备、工业原料等。新增货币被用于抬高工资和其他成本，

以及把资源转移至这些更早或者说“更高级”5的投资。然后，当工人

和其他生产者收到新增货币，他们的时间偏好并未改变，他们仍然按

照原来的比例花钱。但这就意味着，公众的储蓄不足以购买新的高级

投资，那些企业和投资的崩盘也就变得不可避免。因此，衰退或萧条

被视为对生产体系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再次调整，通过这一过程，市场

                                                             
4 译者注：指在生产结构中离消费者远。 
5 译者注：最靠近消费者的财货被称为消费品或一级财货，用于生产一级财货的财货是更高级的财货。所以

这里指的同样是远离消费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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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了通胀性繁荣时期不可靠的“过度投资”，并恢复到消费者偏好

的消费/投资比例。 

因此，米塞斯第一个把对商业周期的解释和一般的“微观经济”

分析融为一体。政府控制的银行系统造成的通胀性货币扩张，导致资

本品行业出现过度投资，消费品行业却投资不足；而“衰退”或“萧

条”则是一个必要过程：市场清算繁荣时期的种种扭曲，并回归用来

服务消费者的自由市场生产体系。当这一调整过程完成，就会出现复

苏。 

米塞斯的理论所暗含的政策结论与当下的流行——不论是“凯恩

斯主义”还是“后凯恩斯主义”——大相径庭。如果政府及其银行系

统正扩张信用，米塞斯给出的对策是：（a）尽快停止扩张；以及（b）

不要干预衰退调整，不要人为维持工资率、物价、消费或不可靠的投

资，让必要的清算过程尽可能迅速、平稳地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经

济已经处于衰退，对策也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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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两次大战之间的米塞斯 

 

《货币与信用理论》使年轻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跻身欧洲一

流经济学家行列。次年（1913），他就任维也纳大学经济学教授；在

整个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初期，米塞斯在维也纳的讨论班成为

了全欧洲聪明、年轻的经济学家的指路明灯。1926 年，米塞斯成立了

享有盛誉的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Austrian Institute for Business 

Cycle Research），而在 1928 年，他出版了对商业周期理论的进一步研

究 《 货 币 稳 定 与 经 济 政 策 》（ Geldwertstabilisierung und 

Konjunkturpolitik）。
[6] 

然而，尽管米塞斯的书和他在维也纳大学的讨论班名声在外，米

塞斯的非凡成就及其《货币与信用理论》却从未真正被经济学家真正

认可或接受。以下事实可以生动说明这种排斥：米塞斯在维也纳一直

是私人讲师（privatdozent），即他在大学里的职位享有教授的名望，

却没有薪水。 [7]他的收入来自充当奥地利商业委员会（Austrian 

Chamber of Commerce）经济顾问的薪水，他从 1909 年开始到 1934

年离开奥地利，一直担任这一职位。米塞斯的成就受到普遍忽略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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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被归结为翻译，更深入地说被归结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学界

的发展方向。英美学术界与世隔绝，未被翻译成英语的著作不会对他

们产生任何影响；而不幸的是，《货币与信用理论》直到 1934 年才有

英文版，正如我们可以看到的，此时已为时已晚。德国向来没有新古

典经济学的传统；至于奥地利本国，庞巴维克在 1914 年辞世，已不

大活跃的门格尔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去世，象征着奥地利学

派已经走向衰落。正统庞巴维克主义者强烈反对米塞斯发展庞巴维克

的理论，也反对他把货币与商业周期整合到奥地利学派分析中。于是，

米塞斯必须重新创造出有自己学生和追随者的“新奥地利”学派。 

语言并非在英美两国所面临的唯一问题。在新李嘉图主义者阿尔

弗雷德·马歇尔密不透风、居高临下的影响下，英国学界对奥地利学

派思想从未有过好感。而在美国，奥地利学派思想曾经根基牢固，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其经济理论水平却出现了令人悲痛的下滑。

美国两位执牛耳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康奈尔大学的赫伯特·J. 

达文波特（Herbert J. Davenport）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弗兰克·A. 菲特

（Frank A. Fetter）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双双停止了对经济理论

的贡献。在 20 世纪 20 年代这一理论真空期里，出现了两位不可靠、

断然不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他俩协助形成了“芝加哥学派”：

耶鲁大学的欧文·费雪，他持一种机械的货币数量理论，并强调追求

政府操纵货币和信用以提高和稳定价格水平；另一位则是芝加哥大学

的弗兰克·H. 奈特（Frank H. Knight），他强调追求“完全竞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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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幻假设，并否认时间在资本分析中的重要性和时间偏好决定利率。 

此外，经济世界和经济学界一样，都越来越敌视米塞斯的观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世界一度流行相对的自由放任和金本位制度，

米塞斯在这个世界的暮色时分写出了自己伟大的《货币与信用理论》。

很快，战争便引入了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十分熟悉的经济制度：一个属

于中央集权、政府计划、干预、政府法币、通货膨胀及恶性通胀、通

货崩溃、关税与贸易控制的世界。 

终其一生，米塞斯都在以十足的勇气和人格尊严抵御他周围日渐

昏暗的经济世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从未屈服于那些他认为会带

来不幸和灾难的风向转变；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科中的变化也从未让

他丝毫背离追求并阐述自己心中的真理。在一篇致敬米塞斯的文章中，

法国经济学家、知名金本位倡导者雅克·吕埃夫（Jacques Rueff）谈

到了米塞斯的“毫不妥协”，并正确地写道： 

他（米塞斯）具有不知疲惫的热情，无畏的勇气和信念，他从未

中断批判那些为大多数我们的新制度辩解的错误理由和谎言。他

最为名副其实地证明了，那些制度声称会增进人类的福祉，却直

接带来了种种艰难困苦，并最终导致种种冲突、战争和奴役。 

不管什么理由，都不能使他丝毫偏离自己的冷峻推理所指引的道

路。在我们这个非理性主义的时代，他依然是一个纯粹理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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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聆听过他的人，常常会惊讶地发现，自己正被他推理的力量

指引到一些自己出于人之常情的胆怯而从来不敢探索的领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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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米塞斯论经济计算与《社会主义》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历来暗含着对自由市场政策的偏爱，但在十九

世纪末期平静和相对自由的世界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从未费心去

发展对自由或政府干预的明确分析。随着中央集权和社会主义日渐抬

头，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继续发展自己商业周期理论的同时，把

他强大的注意力转向了分析政府干预与计划经济学。1920 年，他在一

份期刊上的文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9]仿佛一颗重磅炸弹——它首次证明，

对一个工业经济来说，社会主义是一个不可行的体制；因为米塞斯表

明，社会主义经济抛弃了自由市场价格体系，因而不能理性计算成本

或把生产要素有效配置到最需要它们的任务上。再次，尽管米塞斯这

一著作迟至 1934 年才被翻译为英文，但他的论证对欧洲的社会主义

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不得不花费数十年时间来反驳米塞斯，并

为社会主义计划提出可行模型。米塞斯后来把自己的洞见整合成了一

本全面批判社会主义的著作《社会主义》（Socialism, 1922）[10]。在米

塞斯对计划经济的批判被翻译成英文之前，美国经济学界盛传，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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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者奥斯卡·兰格已经“驳倒”了米塞斯，社会主义者们松了

一口气，不用为阅读米塞斯自己的贡献而烦恼了。俄罗斯和东欧的共

产主义经济计划随着这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工业化水平提

高，而被人公认为日益失灵，生动地证明了米塞斯的洞见——尽管米

塞斯本人的论证依然一如既往地被人遗忘。 

如果社会主义不可行，那么，米塞斯称之为“干预主义”

（interventionism）的种种政府干预市场的活动也同样如此。在 20 世

纪 20 年代的一系列文章中，米塞斯批判处置了林林总总的中央集权

经济措施，这些文章被收录进了《干预主义批评》（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1929）[11]一书。如果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都不可行，

那么我们就只剩下“自由放任”自由主义或者说自由市场经济了，而

米塞斯在其著名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us, 1927）[12]一书中扩展了

他对古典自由主义的优势的分析。在这本著作中，米塞斯证明了国际

和平、公民自由与自由市场经济之间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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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米塞斯论经济学方法论 

 

因此，20 世纪 20 年代见证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成为著名的

中央集权和社会主义批评者，自由放任和市场经济的拥护者。但对他

那极具创意而多产的头脑来说，这远远不够。因为米塞斯已经看到，

经济理论本身，即便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还没有完全形成系统，也

没有完全摸索出自己的方法论基础。此外，他还意识到，经济学越来

越明显地中了两种不健全的新方法的邪：一种是“制度学派”，它从

根本上否定了经济学，另一种是“实证主义”，它愈发追求把经济理

论误导性地建构和物理学同样的基础上。古典经济学家和早期奥地利

学派经济学家把经济学建立在了正确的方法论之上；但他们在方法论

上的个别洞见往往比较杂乱无章，不成体系，因此他们并没有建立起

一种足以抵御新兴实证主义或制度学派冲击的明确、自知的方法论。 

米塞斯着手为经济学建立一种哲学基础和方法论，从而使奥地利

学派的方法最终圆满并形成系统。他在《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Grundprobleme der Nationalökonomie，1933）一书中初步发展了这

一思想。[1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度学派最终衰败，而实证主义却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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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遗憾地掌控了经济学界，米塞斯在这时候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方法

论，并在其《理论与历史》（Theory and History，1957）[14]以及《经济

科学的终极基础》（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1962）[15]

中驳斥了实证主义。米塞斯尤其反对实证主义方法，它运用物理学的

方法，像对待石头或原子一样看待人。对实证主义者来说，经济理论

的作用就是观察人的行为中可量化、统计的规律性，并想出一些能用

来进行“预测”并由进一步统计证据进行“验证”的定律。实证主义

方法当然只适合那种认为经济应该由那些“社会工程师”——把人当

做没有生命的物体对待的人——管理、计划的观念。正如米塞斯在《经

济学的认识论问题》（Epistemological Problems）的前言中所写，这种

“科学”方法是 

……根据牛顿物理学研究质量和运动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的行为。

根据这种研究人类问题的所谓“实证”方法，他们计划发展“社

会工程学”，这是一种新技术，可以使未来计划社会的“经济沙皇”

用工程师处理没有生命的物质的技术来处理活生生的人。（第 5 页） 

米塞斯在两个来源之上发展了自己的对立方法论，他将其称之为

“行动学”（praxeology），或人的行动的一般理论：古典经济学家和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演绎、逻辑、个人主义的分析；以及二十世纪

之交的“德国西南学派”（Southwest German School），尤其是李凯尔

特（Rickert）、狄尔泰（Dilthey）、文德尔班（Windelband）和米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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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朋友马克斯·韦伯的历史哲学。本质上，米塞斯的行动学的基石是

行动的人：他是个体的人，而不是依照物理定律定量决定而“运动”

的石头或原子，他有其力图实现的内在意图、目标或目的，也有如何

去实现它们的想法。总之，和实证主义者相反，米塞斯肯定了这一首

要事实：人有意识——人的头脑决定目标并试图采取行动来达到这些

目标。我们可以运用内省和观察人类的活动来发现这种行动的存在。

因为人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在这个世界里行动，所以他们会产生后果

的行为决不能总结成量化的历史“规律”。因此，经济学家企图为人

类活动找出可预测的统计定律和相关性，只会徒劳无功、误入歧途。

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事件、每一个行动，都是不同和独特的，都是人

自由行动并互相影响的结果；因而，不能做统计预测，也不能“验证”

经济理论。 

如果行动学表明，人的行动不能被归类总结成量化定律，那么，

科学的经济学又如何能存在？米塞斯回答说，作为一门研究人的行动

的科学，经济科学必须并且确实完全异于物理学的实证主义模型。因

为，古典经济学家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已经表明，经济学可以从

把自己建立在极少几个广泛成立且显而易见的公理（axiom）之上开

始，通过内省人的行动之性质和本质，可以获得这些公理。从这些公

理出发，我们可以推导出它们的逻辑含义作为经济学真理（truth）。比

如，存在人的行动的这一基本公理本身就能推出：个体具有目标，会

行动去实现这些目标，行动必然要通过时间，会采用序数偏好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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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久才被翻译，米塞斯关于方法论的想

法却在当时就已经以一种被高度削弱的形式，被他的学生和追随者，

年轻的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传播到了英

语世界。在罗宾斯的《论经济科学之性质与意义》（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1932）[16]中，作者致谢了米塞斯

对他的“恩惠有加”，这本书在英美两国被奉为经济学方法论名著多

年。不过，罗宾斯强调，经济学的本质是研究把稀缺的手段配置给供

选的目的，这是一种高度简化和兑水的行动学。它毫无米塞斯对演绎

方法本质的深刻洞见，亦缺乏米塞斯对经济理论和人类历史本质之区

别的深刻洞见。结果——再考虑到米塞斯本人在这一领域的著作未被

翻译——罗宾斯的著作根本不足以抵御日益高涨的实证主义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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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米塞斯与《人的行动》 

 

能阐述正确的经济学方法论固然很好；但要在这一基础之上，运

用这一方法，真正去建构经济学——经济分析的整个体系——却又是

另一回事。我们通常认为不可能指望同一个人来完成这两项任务：先

创建方法论，再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整套经济学体系。鉴于米塞斯已

经著作等身，我们几乎不可能再期待米塞斯本人来完成这一极其艰难

困苦的任务。然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孤立无援、孑然一身，

几乎完全被自己的追随者抛弃的情况下，在逃离法西斯治下的奥地利，

流亡于日内瓦的期间，在一个完全遗弃他的观念、方法和原理的社会

和学界里，做到了。1940 年，他出版了自己登峰造极的里程碑式著作

《经济学》（Nationalökonomie），然而这本书却在饱受战火蹂躏的欧洲

迅速被人遗忘。所幸在 1949 年，《经济学》一书在扩充之后被翻译成

英文，取名《人的行动》（Human Action）。[17]光是写出《人的行动》，

已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而米塞斯能在此等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完成这

一成就，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人的行动》就是那本书（IT）；它是经济学的全部：它建立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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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的行动学公理，完全根据对行动着的人——在真实世界中行动的有

目的的个人——的分析。它是用演绎方法发展出来的经济学，织造出

人的行动这一事实的逻辑含义。笔者曾有幸在出版过程中阅读本书，

它竟然改变了笔者的人生和观念轨迹。因为书中是一套我们中一些人

曾经梦寐以求却一直以为难以企及的经济思想体系：一种完整而理性

的经济科学，一种早应存在但从未现身的经济学。一种由《人的行动》

所提供的经济学。 

米塞斯的巨大贡献可以从这一事实中略窥一二：《人的行动》不

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奥地利学派传统的第一本综合性经济学论

文集；在所有传统中它都是第一本这样的综合性论文集。第一次世界

大战后，经济学越来越支离破碎，被瓦解成零散、残缺的分析；而在

菲特、克拉克、陶西格（Taussig）和庞巴维克等才俊战前的著作之后，

经济学家就不再将自己的学科看作一个连贯、演绎的整体。眼下唯一

还在试图呈现这个领域全景的著作者是那些基础教材的作者：但他们

缺乏连贯性，只能反映出经济学已经陷入的惨状。但现在，《人的行

动》为走出这片不连贯之泥沼指出了一条路。 

关于《人的行动》已经无需多言，这里我们只想再指出这本伟大

的经济学巨著里众多具体贡献中的几点。尽管庞巴维克发现并强调了

时间偏好是利息的基础，他本人却没有在此基础之上完整建构出自己

的理论。弗兰克·A. 菲特曾经改进并完善这一理论，并在其二十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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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前二十年那些值得注意却遭人忽视的著作中，建立起一套利息的纯

时间偏好解释。菲特的经济体系图景大致是，消费者的效用和需求决

定消费品的价格，而每种要素都获取其边际生产率，那么，所有这些

回报都以利率或时间偏好进行贴现。米塞斯复兴了菲特被人遗忘的成

就，并进一步指出，时间偏好是人的行动领域中一个必不可少的行动

学范畴，他把菲特的利息理论和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以及他自己的

商业周期理论整合到了一起。 

米塞斯还从方法论上对当今在经济学中流行的数学和统计方法

提供了一个迫切需要的批评，这一体系源于瑞士新古典主义者莱

昂·瓦尔拉斯，其方法论可谓应有尽有，却唯独把语言或言语逻辑排

除在经济学理论之外。米塞斯延续了古典经济学家和奥地利学派经济

学家（他们中很多人受过全面的数学训练）明确的反数学传统，他指

出，数学方程只能用来描述脱离时间、静态、虚构的“一般均衡”。

一旦我们离开这一天堂，去分析真实世界——一个存在时间、预期、

希望和错误的世界——中个人的行动，数学就变得不仅无用，而且极

具误导性。他指出，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本身就是实证主义谬误的

一种表现，这种实证主义把人当做石头，并因此相信，可以像在物理

学里测绘导弹飞行轨迹那样，通过某种精确的数学方法用图表表示人

的行动。此外，因为每个行动者都只能从全然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和判

断，所以在人的行动科学里使用微分学——假设变化的量无限小——

格外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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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数学“函数”也意味着，市场中的所有事件是“互相决定”

（mutually determined）的；因为在数学里，如果 x 是 y 的函数，那么

y 也在同样意义上是 x 的函数。这种“互相决定”的方法论可能在物

理学领域完全合适，在物理学中没有只为原因的东西。但在人的行动

领域，存在着原因，“单一的”原因：个人有目的的行动。因此，奥

地利学派经济学指出原因具有流向，比如，从消费者需求到生产要素

定价，而决不能反方向进行。 

同样流行的“计量经济学”方法试图把统计事件和数学融为一体，

这是错上加错；因为任何使用统计数据来得出可预测定律的行为，都

假设了在分析个体行动时，可以像在物理学里一样，发现恒定不变的

定量定律。然而，正如米塞斯所强调的，从未有人在人的行为中发现

过哪怕一个定量行为，也没人有可能发现，因为每个个体都有其固有

的意志自由。从这个谬误出发，目前人们对“科学”经济预测的狂热

接踵而至，米塞斯则尖锐地指出了这种经久不衰却又总是徒劳无功的

渴望在根本上是荒谬的。过去几年，尽管使用了高速计算机和所谓的

复杂计量“模型”，计量经济学的预测却总令人大失所望，反而再次

证实米塞斯的先见之明。 

可悲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除了少许方法论之外，米塞斯

的经济学只有一个方面渗透进英语世界。根据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

米塞斯预测到了一次萧条，而当时正值 20 世纪 20 年代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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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欧文·费雪在内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在宣扬政府中央银行的

操纵已经确保了未来会永远繁荣下去。当大萧条降临，经济学界，尤

其是英国经济学界才开始对米塞斯的商业周期理论产生浓厚的兴趣。

米塞斯杰出的追随者弗里德里希·A. 哈耶克迁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则进一步激发了这种兴趣，哈耶克自己对米塞斯的商业周期理论的发

展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被迅速翻译成英文。在此期间，哈耶克在伦敦

政治经济学院的讨论班培养了许多奥地利学派周期理论家，包括约

翰·R. 希克斯（John R. Hicks）、阿巴·P. 勒纳（Abba P. Lerner）、路

德维希·M. 拉赫曼（Ludwig M. Lachmann）和尼古拉斯·卡尔多

（Nicholas Kaldor）；而米塞斯的那些英国追随者，如莱昂内尔·罗宾

斯、弗雷德里克·本汉姆（Frederic Benham），也在英国发表了一系列

米塞斯主义对大萧条的解释。米塞斯在奥地利的学生，如弗里茨·马

赫卢普（Fritz Machlup）和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Gottfried von 

Haberler）的著作也开始被译成英文，而罗宾斯也终于在 1934 年指导

了米塞斯《货币与信用理论》一书的翻译。1931 年，米塞斯出版了他

对大萧条的分析《经济危机的原因》（Die Ursachen der Wirtschaftskrise）。

[18]米塞斯的商业周期理论在 20 世纪 30 年代前期看起来如日中天，如

果事情果真如此，那么，米塞斯经济学的其他方面也不会落后。 

美国在接受奥地利学派理论上慢人一步，但英国经济学在美国的

巨大影响力确保了米塞斯的周期理论也能在这个国家广泛传播。戈特

弗里德·冯·哈伯勒在美国发表了米塞斯-哈耶克周期理论的第一份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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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19]不久后，正在崛起的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

转而接受了奥地利学派学说。周期理论之外，哈耶克、马赫卢普，和

年轻的经济学家肯尼斯·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在美国期刊上以

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文章，复兴了奥地利学派的资本和利息理论。 

看起来，奥地利学派越来越像未来的潮流，米塞斯也终将得到他

早应得到却始终没有的承认。然而，在胜利来临的节骨眼上，著名的

凯恩斯革命使悲剧降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他的《就业、

利息与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

1936），他对通货膨胀和政府赤字混乱而不成熟的全新辩护和合理化，

像一把野火席卷了经济世界。在凯恩斯之前，经济学为通货膨胀和赤

字支出筑起了一道不受欢迎的铜墙铁壁；现在随着凯恩斯的出现，经

济学家借助他那阴沉、晦涩、半数学化的术语，争先恐后与急于扩张

自己影响和权力的政客和政府进行名利双收的勾结。凯恩斯主义经济

学是为浩浩荡荡的现代福利-战争国家、干预主义和中央集权量身定做

的精美知识保护伞。 

就像在社会科学史上常常发生的那样，凯恩斯主义者根本不屑于

反驳米塞斯的理论；后者就这样被人遗忘，在冠冕堂皇的凯恩斯革命

洪流中被席卷而去。米塞斯的周期理论和奥地利学派的其他理论，被

草草倒入奥威尔笔下的“忘怀洞”（menory hole）6，从此在经济学家

                                                             
6 译者注：“忘怀洞”是在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中真理部所使用的一种文件销毁

工具，按小说的描写，“忘怀洞”是个带门的火炉，把文件丢进去，历史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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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世界中销声匿迹。这场浩大的忘却之中，最大的悲剧或许莫过于

米塞斯那些最能干的追随者也抛弃了他：投奔凯恩斯主义的不只是哈

耶克的英国学生，不只是随后成为美国凯恩斯主义领军人物的汉森，

还有那些更有学识的奥地利人，他们飞快离开奥地利，远赴美国谋求

学术高位，并构成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的温和派。在 20 世纪 20 年

代和 30 年代天花乱坠的承诺之后，仅有哈耶克和名气稍小的拉赫曼

坚守信念未曾变节。就是在这种孤立无援之下，在他应得的厚望破灭

之即，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奋力完成了《人的行动》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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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米塞斯在美国 

 

由于在自己的祖国奥地利受到迫害，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也加

入了著名的欧洲流亡者大军。米塞斯首先去了日内瓦，从 1934 年到

1940年在高级国际关系学院（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任教；正是在日内瓦，他于 1938 年迎娶了迷人的玛吉特·瑟伦妮-赫

兹菲尔德（Margit Sereny-Herzfeld）。1940 年，米塞斯来到美国。[20]

然而，尽管无数信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欧洲流亡者在美国学术界

大受欢迎，尽管自己以前的追随者得到了显赫的学术要职，米塞斯自

己却被人忽视和遗忘。由于在经济方法和政治哲学上难以抑制、毫不

妥协地坚持个人主义，他被正是标榜自己“自由追求真理”的学术机

构拒之门外。然而，靠着纽约市几家小基金会的资助，米塞斯得以在

1944 年出版了两本用英语写成的名著：《全能政府》（Omnipotent 

Government）[21]和《官僚体制》（Bureaucracy）[22]。《全能政府》表明，

纳粹政权并不像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所称的那样，是“资本主

义的最高阶段”，相反，却是一种极权社会主义。《官僚体制》则为利

润管理和官僚管理之间的关键差异提供了一种极为重要的分析，并表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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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官僚主义的严重低效率是任何政府活动中固有和不可避免。 

米塞斯从未获得一个付薪的全职大学教职，这是美国学术界不可

饶恕的可耻污点。从 1945 年起，米塞斯就一直只是纽约大学管理学

院的客座教授。他常被大学当局视为二等公民，远离享有盛誉的学术

中心，并且身边多是主修会计或企业财务，趋炎附势、不明就里的人，

就是在这些条件下，米塞斯恢复了他名噪一时的每周讨论班。不幸的

是，在这样的职位上，米塞斯不可能指望培养出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年

轻理论经济学家；也不可能指望重现其维也纳讨论班的那种灿烂成就。 

尽管情况糟糕而不幸，米塞斯还是骄傲且毫无怨言地开展了自己

的讨论班。我们这些在其纽约大学时期才结识米塞斯的人，从来没有

从他嘴里听到过一句辛酸怨言。米塞斯以其无限温和、亲切的方式，

努力去鼓励和激励学生们产生哪怕一丁点火花。每周，他都会倒出一

大串他建议的研究项目。米塞斯的每堂课都犹如精心雕琢的珠宝，充

满洞见，勾勒出其经济图景的全貌。对那些一言不发、心里犯怵的学

生，米塞斯会眼中闪烁着招牌式的幽默对他说，“别怕发言。记住，

不管你就主题说了什么，不管你说得多荒谬，总有一些著名经济学家

说过同样的话。” 

尽管米塞斯身处绝境，他的讨论班中还是涌现出一小群毕业生接

过了奥地利学派传统的衣钵；此外，讨论班也成了整个纽约市区的未

注册学生的灯塔，他们每周都聚来参加米塞斯的讨论班。不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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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班的乐趣还在于课后在附近餐厅的聚餐，这多少能微微反映出著

名的米塞斯圈子（Mises-kreis）在维也纳咖啡馆侃侃而谈的日子。米

塞斯会滔滔不绝，讲述迷人的轶事和洞见，从这些轶事之中，从独特

的氛围之中，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身上，我们都看到了更为高贵、

更为迷人的旧时维也纳的化身。我们这些有幸参加他在纽约大学讨论

班的人，都能够很好地理解米塞斯何以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导师和一位

伟大的经济学家。 

尽管当时他的处境艰难，米塞斯还是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

成为了自由、自由放任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孤独明灯。正如我们所

见，米塞斯非比寻常的生产力在新世界里依然不曾中断。幸运的是，

很多热心人士在翻译他的经典著作，并出版他源源不断的新作。米塞

斯是美国战后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中心焦点：指引并永远鼓舞着我们

所有人。尽管备受学术界忽略，米塞斯的所有著作今天都还在出版，

越来越多的学生和追随者把它们保存了下来。即使在那些心存抗拒的

学院经济学家当中，近年来也能看到越来越多研究生和年轻教师接受

了奥地利学派和米塞斯的传统。 

不仅在美国；尚未广为人知的是，通过他的学生和同事，路德维

希·冯·米塞斯在二战后西欧从集体主义转回至少部分自由市场经济

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西德，米塞斯在维也纳时的学生威

廉·勒普克（Wilhelm Röpke）是德国从集体主义转向相对自由市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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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主要思想动力。在意大利，米塞斯在自由市场经济上的老同事路

易斯·埃依诺蒂（Luigi Einaudi）总统，在战后推动国家远离羽翼已

丰的社会主义上起到了关键作用。而米塞斯的追随者雅克·吕埃夫则

是戴高乐将军在英勇奋战，几乎仅凭一己之力恢复金本位之时的主要

经济顾问。 

最后要致敬的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不可战胜的精神，他每

周都坚持在纽约大学开展自己的讨论班，在他 1969 年春天作为美国

当仁不让的最年长活跃教授退休之前从未间断，那时他已 87 岁高寿，

依然精神矍铄，精力充沛。   



The Essential von Mises 

    

 

49 

第九章 

出路 

 

越来越多让人满怀希望的证据表明，对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

思想和贡献事实上长达一生的孤立有望终结。近年来，社会科学和政

治领域转向错误方向所造成的内在矛盾和惨重后果，已变得愈发明显。

[23]在东欧，共产党政府无力计划其经济已经众所周知，这导致了一场

越来越浩大的自由市场转向运动。在美国和西方世界，凯恩斯主义和

通货膨胀论者的秘方正显示出重要的破产迹象。“后凯恩斯主义”美

国政府无助地苦苦挣扎，以控制看似永无宁日的通货膨胀，即使在衰

退期，通货膨胀也挥之不去，无情嘲讽着传统经济智慧。凯恩斯主义

政策的崩溃，加上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明显缺陷，导致整个凯恩斯主义

框架越来越如芒在背。政府支出和官僚统治导致的明显浪费，让凯恩

斯著名的格言听起来格外刺耳：政府是把资源花在生产性资产上还是

金字塔上根本无关紧要。国际货币秩序无助地走向崩溃，导致全世界

的后凯恩斯主义政府在难以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之间从一场危机

转向另一场危机：对法币实现浮动汇率，还是通过汇率管制实行会削

弱外贸和投资的固定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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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在中央集权和干预主义危机的大框架里，从思想和行动

两方面来看待凯恩斯主义的危机。在美国，现代中央集权“自由派”

（liberalism）已表明自己无力应对它自己创造出来的危机：国家军事

集团的冲突，公立学校的财政、内容、人员和结构，持续的通货膨胀

与公众对苛捐杂税日益强烈的抵触之间的冲突。现代福利-战争国家的

福利和战争都正遭受日益严重的挑战。在理论领域，越来越人开始反

抗这一理念：“科学”技术官僚组成的精英必须用他们的社会工程学

把我们当原料统治。而政府可以而且必须采取强行手段，使不发达国

家和发达国家都实现人为“经济增长”这一观点也越来越被人诟病。 

总之，在思想和行动的各个领域的所有地方，人们在幻想破灭后，

用越来越猛烈的炮火批评米塞斯与之战斗终生的现代中央集权。人们

不再愿意温顺地服从那些自称“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的法规和命令。

但问题是，只有找到一种可行、连贯的选择，这个世界才能从中央集

权的瘴气之中杀出一条路来。我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路德维

希·冯·米塞斯提供了这一选择：他为侵袭现代世界的危机和困境提

供了出路。终其一生，他都在预言我们现在的幻想破灭，并为这一预

言出示原因，并开辟了一条供我们遵循的建设性替代道路。因此毫不

奇怪，在其辉煌人生的第九十二年，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并接受了这条

路。 

在《自由与繁荣的国度》英译本（1962）的前言中，米塞斯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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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年前，我试图概括这种曾被称之为自由主义的社会哲学的

思想和原则，我并没有妄想自己的说明能阻止迫在眉睫的灾难发

生，欧洲各国所采取的政策明显更重要。我想要达到的只是向少

数有思想的人提供一个机会，去大致了解古典自由主义的目标，

并因此为即将到来的崩溃之后复兴自由精神铺平道路。[24] 

在致敬米塞斯的文章中，雅克·吕埃夫声称：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捍卫了理性经济科学的基础……。通

过他的教诲，他已经播下重生的种子，人们一旦开始更喜欢告诉

人真相的理论，而不是讨人们欢心的理论，这种子就会结出果实。

当那一天到来，所有经济学家都将认识到，路德维希·冯·米塞

斯值得他们钦佩和感激。[25]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央集权正在土崩瓦解，这的确正在导致

发生一场重生，而米塞斯希望影响的有思想的少数人队伍也在快速壮

大。如果我们真的处于复兴自由精神的起点，那么，这场复兴就是为

纪念这位高贵、伟大的人物之生平和思想的无上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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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学者、创造者与英雄 

 

本文意在讨论和颂赞本世纪一位伟大创造者的生平与著作。路德

维希·冯·米塞斯出生于 1881年 9月 29日奥匈帝国加利西亚地区的

伦贝格市（现在的利沃夫）。他的父亲阿瑟·埃德勒·冯·米塞斯是

一位为奥地利铁路部门工作的维也纳建筑工程师，当时正驻扎在伦贝

格。路德维希的母亲阿黛尔·兰道也来自维也纳的显赫家族：她的叔

叔约阿希姆·兰道博士，是自由党在奥地利议会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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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青年学者 

 

虽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出色的理论家，年

少时他感兴趣的却是历史，尤其是经济史和管理史。米塞斯上高中的

时候，历史学派（Historical School）倡导的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正在

德语国家大行其道。米塞斯对此十分反感。在早期对历史的钻研中，

米塞斯沮丧地发现许多历史研究不过只是在重述政府的官方文件；年

轻的米塞斯对历史研究中的国家中心倾向深恶痛绝。他想记录的是真

正的经济史。对此，米塞斯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对历史知识的强烈兴趣，让我迅速觉察到了德国历史主义的不足。

它并没有在解决科学问题，而是沉迷于赞美普鲁士政府的政策，

并为独裁政权开脱。德国的大学属于官方机构，教员都是公务员。

教授们清楚自己工作的公共服务性质，也愿意把自己看作普鲁士

国王的仆人。[1] 

米塞斯在二十世纪之交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他的专业导师，经

济史学家卡尔·格伦贝格（Karl Grünberg）是德国历史学派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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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倡导中央集权，对劳工史、农业史以及马克思主义很感兴趣。格伦

贝格同时也是德国经济史学家乔治·弗里德里希·克纳普（Georg 

Friedrich Knapp）的追随者。克纳普认为货币纯粹是政府设计的产物；

他的相关作品是这一观点的经典著作。科纳普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经

济史中心与许多自己的学生从事研究。研究主题通常是农民是如何在

不同的德意志诸侯国里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的。格伦贝格教授希望在

维也纳成立一个类似的中心，所以他安排自己的学生去调查在奥地利

不同省份农奴制的废除情况。年轻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被分配去

调研自己的家乡加里西亚。米塞斯为这一研究所写的著作在 1902 年

出版。后来再谈起这本书的时候，他感叹道，由于采用了科纳普·格

伦贝格的研究方法，“这本书顶多记录了政府的政策措施，而不能算

真正的经济史。”[2]三年后他出版了第二本关于奥地利儿童劳工法律的

历史著作，这本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被认为“好不了多少”。[3] 

尽管他对历史学派倡导的中央集权和普鲁士主义的心存芥蒂，那

时的米塞斯还没有接触到奥地利学派的经济理论和自由市场经济自

由主义。在大学的最初几年，米塞斯虽然很快拒绝了马克思主义的影

响，但他仍然是一个自由左派（left liberal）和干预主义者。他加入大

学里的社会科学教育社团，投身到实际中的经济改革中。三年级的时

候，米塞斯在尤金·冯·菲里波维奇（Eugene von Philippovich）教授

的指导下调查了当地住房情况，并在随后一个学期中做了些刑法方面

的研究，调查有关家佣的法律变化。在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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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塞斯开始意识到法律改革有时会适得其反，而工人生活条件的改善

主要是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 1903 年的圣诞假期前后，米塞斯阅读了卡尔·门格尔伟大的

《国民经济学原理》，并第一次开始接触奥地利学派的观点。他开始

理解与自己先前观点完全相反的经济理论和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再

加上他亲身观察到干涉主义的无能，米塞斯的思想倾向发生了很大变

化。 

米塞斯接下来推出了两本经济史的著作，并在 1906 年获得了博

士学位。此时的他遇到了行将困扰自己一生的问题：学术界拒绝给予

他一个全职付薪的工作。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虽然米塞斯长期被迫从

事政治经济学的应用研究，他依然凭其多产和才思，在知天命之年在

经济理论和哲学方面获得巨大的成就。总的来说，中年以前的米塞斯

只能在业余时间钻研经济学理论，撰写他那些伟大且极富影响力的书

籍和论文。要是他能像其他学者一样享受休假，而在工作时间全力钻

研理论，他会做出何种成就？这个世界会有何种收益？米塞斯自己也

说他在经济史和社会史上的研究计划，往往受制于缺乏空闲时间。他

伤感地说：“我一直没有机会来做这些研究。自从完成学业以后，我

就找不到时间徜徉在文献和图书馆中做学术。” [4] 

米塞斯的博士学位是在维也纳大学的法学院取得的，所以在 1906

年后的几年里，他在各种政府部门、商业机构和刑事法庭担任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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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成为了一家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除此以外，为了准备日后的教职，

米塞斯开始在维也纳女子商业学院高年级讲课，教授经济学、宪法以

及管理。他的这份兼职一直做到 1912 年。[5]那一年，他完成了人生第

一本重要著作。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投身于应用经济研究。

米塞斯从 1909 年开始担任中央住房改革协会的经济分析师。他成为

了该协会在房地产税收方面的专家，发现奥地利极其恶劣的住房条件

是对公司和资本利得的高税率造成的。米塞斯主张降低这些税收，尤

其是对房地产的重税，他指出，这样并不会大幅降低租金，因为这会

提升房地产的市场价值，并因此刺激住房投资。米塞斯成功推动了房

地产税的大幅降低。他一直在这个职位上呆到了 1914 年，直到战争

终止了住房建设。 

从 1909 年到他二十五年后离开奥地利这段时间，米塞尔的全职

工作是在维也纳商会担任经济分析师。[6]在奥地利，商会类似于“经

济议会”，由政府设立，代表由商人选举产生，由国家财政出资赞助。

商会向政府提供经济方面的建议，其权力的中心是代表大会，由各级

地方和省份的商会代表组成，并配有相应的委员会。向商会和代表大

会建言的专家，会被召集到各级商会的秘书处。二十世纪之交，在维

也纳商会（奥地利最重要的商会）秘书处工作的经济分析员，都是奥

地利政府重要的经济顾问。第一次世界大战晚期，米塞斯在商会半独

立的位置上小有成就，成为当时政府主要的经济顾问，我们下面会看

到，他为自由市场和稳健货币赢得了不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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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货币与信用理论 

 

1903 年，著名货币经济学家卡尔·赫弗里希（Karl Helfferich）在

其著作《货币》（Money）中向奥地利学派提出了一项挑战。他正确地

指出，尽管伟大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比如门格尔、庞巴维克以及

他们的追随者们，在分析市场以及商品和服务的价值上（也即我们现

在所说的“微观经济学”）颇有建树，但他们还未能真正解决地货币

问题。边际效用理论还没有被延伸到货币价值上。货币被继续放在“宏

观”的大框架下，与效用、价值以及相对价格严格区分开——这与英

国古典经济学的做法没什么两样。即便是通货学派的李嘉图和美国的

欧文·费雪所著的作品，也仅仅是在“价格水平”和“流通速度”这

样的加总概念上下苦功，完全忽略对个体行动的微观分析。 

要拓展奥地利学派的货币分析，需要克服一个看似不可逾越的障

碍，即“奥地利学派循环问题”：对直接消费品来说，我们可以清楚

理解其效用，并进一步明白对商品的需求。消费者发现商品，衡量商

品，并通过自己的价值尺度对商品排序。商品对于消费者的效用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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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形成市场需求。市场的供应由预估的市场需求所决定，两者间

相互影响，决定市场价格。但这个框架在分析货币的效用和需求上捉

襟见肘。货币之所以有市场需求，个人之所以会在账户里持有货币，

并不是为了存放本身，而只是为了在未来购买其它商品。货币与众不

同的本质是它不能被消费，只能作为交换媒介，以便市场中的交换。

因此，只有当货币在市场上有着事先存在的购买力、价值或者价格，

市场才能产生对它的需求。对于一切消费品和服务，需求在价格之前，

需求决定价格。货币的价值尽管由需求决定，却存在于需求之前。事

实上，我们对货币的需求，是以货币已有既定的价值和价格为前提的。

用需求的因果关系解释货币的价值，似乎陷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循环

论证。 

1906 年，博士毕业的米塞斯决定应对赫弗里希的挑战。他的任务

是将边际效用理论运用在货币上，以解决奥地利学派循环问题。他花

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全心投入到货币问题的经验和理论研究上。米

塞斯最初的研究成果是发表于 1908-09 年的三篇学术论文，其中两篇

发表于德国的期刊，一篇发表在英国《经济期刊》（Economic Journal）

上，讨论的是外汇管制和奥匈帝国的金本位制度。在写作期间，米塞

斯逐渐树立起一个与当时的主流论调相悖的观点：货币膨胀才是贸易

收支逆差的罪魁祸首，银行信贷不应该为了满足所谓的贸易需求而进

行“弹性”变化。 

米塞斯关于金本位的论文在当时极具争议性。他认为奥匈帝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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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可以回归到黄金兑换制度，并指出这是现存制度的必然逻辑结

果。米塞斯的观点在通货膨胀、低利率以及低汇率支持者中掀起了轩

然大波，同时也遭到了奥匈帝国银行（奥匈帝国的央行）的强烈反对。

银行副主席甚至暗示要给米塞斯一点小恩惠来缓和他的立场。几年以

后，米塞斯从财政部部长庞巴维克那里得知央行强烈反对金本位制度

的原因：黄金的合法赎买很有可能使央行失去投资外汇的权利。长期

以来，央行利用这些投资的利润，积聚起了一大笔隐蔽的非法公关基

金，用来向官员、政客和有影响力的记者行贿。银行害怕失去这项公

关基金，进而指示它们的受贿对象——经济学杂志的出版人——坚决

反对米塞斯的提议。 

在这次事件以后，米塞斯决定不再揭露论辩对手的腐败之处，而

专心辩驳对方的错误逻辑和论点。这项决定贯穿他在奥地利的职业生

涯。米塞斯将反对者视为值得尊敬的人和客观公正的学者，纵然是出

于高尚和克制的立场，实际上起到了为腐败开脱的效果。最最起码，

米塞斯在公共辩论中给了对手不应得的社会地位。假设公众得知政府

干预经常伴随着腐败，那么中央集权者和通货膨胀论者就更容易被拉

下神坛，米塞斯一生中与中央集权者史诗式的搏斗也许会更加成功。

总之，也许采取一个折中办法效果会更好：自由主义者可以既指出中

央集权者在经济理论上的缺陷，同时也向大众揭示取消政府特权能带

来的实际好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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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 年，在完成了初步调查以后，米塞斯开始写作他第一部里程

碑式的作品。该书在 1912 年以《货币与信用理论》的名字出版。自

英国古典经济学派李嘉图将宏观和微观经济理论分离后，本书首次将

宏观和微观再度统一，是个了不起的成就。自此，经济学作为一个整

体性学科，终于可以用个体的行动进行按部就班的逻辑分析，并完美

地将货币整合到市场经济和个体行动分析的整体框架当中。 

米塞斯的分析是建立在个体行动上的。他因而能够揭示货币数量

论和欧文·费雪所提出的“交易方程式”的核心缺陷。货币数量论是

当时英美学界的正统，缺点是有其机械僵化的一面：货币量的增长并

不像数量论者所想的那样，能在在不影响相对价格的情况下自动将 

“物价水平”提高相应的百分比。恰恰相反，货币量的增长不仅会降

低单位货币的购买力，也会不可避免地改变相对收入和价格。这里，

米塞斯展示了宏观和微观经济是如何相互交织的。通过关注个体行动

和社会对货币的需求和选择，米塞斯不仅将货币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的

价值和价格理论结合到一起，还完全改造了原有的货币理论。通过将

研究重心转移到研究个人选择，米塞斯修正了先前理论不切实际的，

对总量之间的机械关系的关注。[8] 

此外，米塞斯还让李嘉图和 19 世纪前半叶英国通货学派的独特

观点重获新生：尽管货币作为一种商品，与其它商品一样由供需关系

决定价格，但它也有非常独特的一面。相同条件下，消费品的供给增

加，通常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但货币与之截然相反。货币只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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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功能，即在当下或者未来的某一刻，为货币持有者换来资本品或

者消费品。货币并不会像消费品一样被吃掉或者用完，也不会像资本

品一样在生产过程中磨损。货币量的增长只会减少单位货币的购买力，

而不会造福社会。实际上，政府及其掌控的银行系统之所以倾向于增

加货币供给，正是因为它们明白新增货币不会平均分到每个人头上。

相反，新增货币往往先到政府自身和中央银行手上，再流入银行新贷

款客户、政府服务承包商和政府官员手里。米塞斯指出，最早收到增

发货币的人，必然牺牲了别人来获益；而处于利益链末端、晚得到新

增货币的人，或者是那些依靠固定收入生活，没有收到新增货币的人，

必然是货币增发的受害者。从更深层的意义上看，货币膨胀是一种隐

秘的税收和财富再分配手段，能将财富从大部分人手上转移到政府及

其青睐的利益集团。米塞斯因此得出结论：一旦货币作为商品的地位

在市场上得以确定，就不再需要人为增加货币供给。这意味着任意货

币供应量都是“最优的”，而政府鼓动的货币增发可能带来危险后果。

[9] 

在否定费雪关于货币是一种价值尺度的观点时，米塞斯顺道对效

用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纠正了门格尔和庞巴维克在奥地利学派效用

分析上所犯下的错误。他们的错误虽然不至于像杰文斯和瓦尔拉斯那

样严重，但有证据表明早期奥地利经济学家认为效用可以被衡量，或

者认为商品的“边际效用”加在一起便是商品为社会提供的“总体效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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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问题上，米塞斯的观点受到捷克经济学家弗朗茨·居赫尔

的重要启示。居赫尔是庞巴维克研究生讨论班的一名学生，他认为，

既然边际效用完全取决于个人主观，那么它便是纯粹的喜好排序，没

有任何理由对个人喜好做加减运算或是进行估值，更不用说不能在不

同人之间进行比较。米塞斯进一步丰富了这个主题，揭示了所谓边际

效用总和的“总体效用”这一概念的荒谬性。在衡量商品的边际效用

时，我们只需要看多加一部分商品带来的效用。假如我们在考虑一箱

鸡蛋的边际效用，那么将这箱鸡蛋的效用算成“每个鸡蛋的边际效用”

之和，是极不妥当的。在一箱鸡蛋和一个鸡蛋的对比问题上，我们只

是在处理两个大小不同的商品而已。关于两种商品的效用之比，我们

最多只能说一打鸡蛋的效用比一个鸡蛋的效用高，而无法说出高几倍，

高出多少。效用只能排序，不能加减乘除。米塞斯纠正前辈错误的方

法，与奥地利学派的基本方法论一致：永远将焦点放在个体的真实行

动上，而不是偏离至机械的加总概念。[10] 

假如居赫尔-米塞斯的先见之明能够被吸收到主流的效用理论中

的话，经济学家在 19 世纪 30 年代晚期也不用完全弃用边际效用理论，

把它当做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基数，以至于拥抱无差异曲线和边际替代

率。此外，今天的微观经济学课本也不至于荒谬地讨论“效用”的复

数形式这样一个测量和数学操作的虚构存在。 

那么，对于著名的奥地利循环问题，米塞斯又有什么看法呢？实

际上，米塞斯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构成了他最重要也是最被忽视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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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贡献：回归定理。米塞斯发展了门格尔对货币取代物物交换的逻

辑-历史解释，并且富有逻辑地证明了货币只可能由这种方式产生。由

此，他解决了解释货币效用时遇到的循环论证问题。具体而言，循环

问题指的是，在某个既定的时间点第 N 天，当时的货币价值（购买力）

由两个因素决定：第 N 天的货币发行量和第 N 天的货币需求。这两者

都是基于对第 N-1 天的货币购买力做出的判断。米塞斯跳出这样的论

证方式，准确地理解并抓住了货币价格推演的时间维度。当天的货币

需求取决于前一天的货币购买力，因此又取决于前一天的货币需求。

但是这样的解释依然是循环论证，每一天的购买力都取决于当天的需

求，因此取决于前一天的购买力，以此类推，向过去追溯源头是一个

永远不可能结束的过程。因此，这样的逻辑仍不足以逃离循环论证。 

但米塞斯的高明之处，在于指出奥地利学派在货币问题上的逻辑

推导并不是无穷无尽的。米塞斯认识到，货币在某个时刻必然只是物

物交换体系下的非货币商品。让我们假设在第 1 天，某种商品开始扮

演交换物的角色（也就是“货币”）。在那个时刻之前的第 0 天，这种

商品（假设是黄金）尚不是交换物，只是物物交换体系下的直接商品。

货币价值产生的因果链条从第 N天开始向前溯源，一直到第 1 天为止，

然后再从第 1 天向第 0 天推导。第 1 天的黄金需求由第 0 天的黄金购

买力决定，而在第 0 天的黄金需求，只与当天黄金在用于消费时的直

接价值有关。自此，我们的逻辑溯源就达到了尽头：第 0 天的货币价

值不用再涉及任何过去的因素（比如前一天的货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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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确定了货币价值或购买力的决定因素、解决了奥地利学派的

循环论证问题，米塞斯还阐明了货币的特殊性——货币价值的决定因

素需从历史的角度考虑。回归定理还说明，在任何社会，货币能从物

物交换中脱颖而出并确定其地位的过程，只有在市场中才可能发生。

货币不可能产生至社会契约、政府强制或经济学家人为提出的计划。

货币只能从市场中“自发”地产生。[11] 

理解米塞斯的回归定理，有助于我们认清许多不可行的计划：有

的是奥地利学派和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提出，计划凭空创造新货币

或通货单位，比如，哈耶克就曾提议使用“达卡金”（ducat）；有的是

计划将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分开。 

米塞斯除了将货币理论和一般经济学理论结合到一起，并将其放

在个体行动的微观基础之上以外，还在《货币与信用理论》中改进了

当时的对银行业的分析。他重拾了李嘉图-通货学派的传统，进一步说

明废除通胀性部分准备金信贷的合理性。米塞斯区分了银行承担的两

大功能：将存款转化成生产信贷（“商品信贷”），以及作为货币仓库

的保管现金的作用。两者都合法，且不会造成通货膨胀。但一旦货币

仓库（银行）发行虚假的存储回执（钞票或活期存款），将那些根本

不存在于银行保险柜中的资产变为现金（“信用贷款”），这些没有硬

货币支撑的信用就会扩大货币的供给并造成通货膨胀。米塞斯因此赞

同通货学派的看法，认为银行的债务必须有 100%的现金保障。他指

出，英国根据通货学派原则制定的 1844 年《皮尔法案》（Peel's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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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求为市面流通的钞票准备 100%的准备金，而没有看到活期存款

其实是现金的替代品，因此可以看做货币供给的一部分，所以有违制

定者的初衷。在米塞斯成书的年代，大部分的经济学家仍然没有认识

到这一点。 

不过，米塞斯不指望政府会推行 100%准备金制度，因此他提倡

依靠自由银行制度来实现这一理想。《货币与信用理论》指出，协调

和推动银行信贷增长的始作俑者是各个国家的央行，因为它们有中央

储备，能够救急陷入困境的其它银行，并确保所有银行一同增长信贷。

在 C.A.菲利普斯（C.A. Phillips）的著名表述的八年前，《货币与信用

理论》就已经表明个体银行很难有扩张信贷的空间。 

但是故事还没结束。米塞斯在自己的货币和银行理论的基础上继

续钻研，开创了后来闻名于世的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米塞斯将

这个理论与一般微观经济学结合到了一起，并在分析个体行动的基础

上开拓创新。这个雏形在 1924 年的第二版《货币与信用理论》中被

进一步发展。 

首先，米塞斯绝妙地在银行活动中辨认出了两个几乎雷同的过程：

（a）银行扩大信用，就必然面对存货紧缩和兑现需求的增加；（b）所

有银行在央行的指示下，增加货币供给，提高信用，从而为休谟-李嘉

图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提供了足够的生成时间。随着信用和货币供给

增长，收入和价格的上升，黄金开始流向国外（例如通过国际收支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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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从而导致银行和信用崩溃，银根紧缩，价格下降，现金流动的

方向重新指向国内。米塞斯不仅发现这两个过程大体一项，而且第一

个勾画出了繁荣-萧条周期的原始模型——模型中，繁荣由货币增发所

产生并推动，“创造”出的银行信用先是促成增长，进而被迫紧缩。 

19 世纪 20 年代，米塞斯在三大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构思了自己商

业周期理论；通货学派的繁荣-萧条周期模型、瑞典“奥地利学派经济

学家”克努特·维克赛尔对“自然”和银行利率的区分，以及庞巴维

克的资本与利息理论。米塞斯卓越的贡献在于，他把之前毫不相关的

分析联系到了一起，并且说明了如下这套事实：不管是往经济中注入

货币，还是将商业贷款的利率降低至市场的时间偏好以下，任何虚高

甚至凭空创造出银行信用，都不可避免地导致原理消费者的资本品行

业中不良投资过度。当通胀性银行信用繁荣持续越长，资本品上不良

投资的规模越大，这些清算这些不良投资的需求也就越大。一旦信用

扩张停止或转向，甚至只是大幅减缓，不良投资不可持续的问题就会

显现出来。米塞斯笔下的经济衰退并不是一个陌生、无法解释的不正

常现象，而是一个市场经济中的必要过程。市场经济需要清算那些繁

荣时期造就的不良投资，让市场回归正确的消费-投资比例，以便更有

效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因此，与干预主义者和中央集权者不同的是，米塞斯不赞同政府

必须抗争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内在机制造成的经济衰退。他的观点恰恰

相反：政府必须停止干预经济衰退，只有这样，衰退期才能纠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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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的通胀性繁荣期所造成的扭曲。 

尽管《货币与信用理论》中的贡献光彩夺目，米塞斯却感到沮丧。

他塑造出货币与信贷理论，并首次将其整合进一般经济理论。他同样

看见一般理论本身也需要修正，他原本打算和他的新货币理论一道，

提出修正后的直接交换和相对价格理论。他还希望对经济学里新潮的

数学方法提出彻底批评。但他不得不把自己综合正面理论和批评数理

经济学的宏伟计划暂且搁置，因为他正确地意识到，一场世界大战迫

在眉睫。正如米塞斯所写，在接下来悲惨的世界大战中， 

如果我可以抽出时间安心工作，我会在第一卷从直接交换理论开

始写;然后是间接交换理论。但事实上，我只得从间接交换开始写，

因为我相信，我的时间不多了;我知道我们处在大战前夕，我想在

战争爆发前完成自己的著作。[12] 

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靠着《经济学》（1940）及其大幅扩充后

的英文版——他的杰作《人的行动》（1949），米塞斯才得以完成自己

对经济理论的宏伟重建，使其登峰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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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米塞斯及其《货币与信用理论》的反响 

 

《货币与信用理论》并未获得它应有的礼遇。施穆勒主义历史学

派主导的德国经济学界不出所料对这本书关注甚少。连奥地利学派的

学者，也对米塞斯的天才创新充耳不闻。在那时，米塞斯多年来一直

是欧根·冯·庞巴维克在维也纳大学著名的讨论班的忠实成员。在《货

币与信用》出版之后，庞巴维克讨论班花了整整两学期来讨论米塞斯

的著作。他们一致彻底拒绝了米塞斯的贡献。庞巴维克承认米塞斯的

逻辑及其一步步进行的分析是正确的，因此他并没有否认，货币供应

的变化不是简单地等比例增加全部物价。与此相反，货币对价格体系

而言不可能是“中性的”，货币供应的任何变化都必然会改变相对价

格和收入。庞巴维克承认这些观点，但他随后背叛了奥地利学派方法

论的精髓，声称这一切都可以当做“摩擦”而愉快地忽略掉。正如米

塞斯所说， 

据他【庞】所说，旧学说“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并对针对“纯

经济行为”的分析继续保持其完整的意义。在现实生活中，存在

着阻力和摩擦，造成结果偏离理论上得出的结果。我试图说服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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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维克，借用力学的比喻是不可行的，却徒劳无功。[13] 

庞巴维克和追随他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未能理解，他们拒绝了

米塞斯和实证主义方法截然相反的“行动学”（也就是说他的如下认

识：为了避免给理论带来无法根除的错误和谎言，演绎理论的每一步

都必须正确），并摒弃了他把货币纳入一般理论的整合（施穆勒主义

者和实证主义者也同样不屑），米塞斯毫无怨言地走上了开创一个全

新的“新奥地利”经济思想学派的孤独道路。 

不管你是否同意他，路德维希·冯·米塞斯都显然是一个主要的

创新经济学家，当然配得上一个维也纳大学的学术职位。诚然，作为

《货币与信用理论》的结果，米塞斯在 1913 年被任命了一个维也纳

大学教授7的职位。但它只是一个不付薪水，只享有称号的私人讲师职

位。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米塞斯虽然在大学里授课并主持非常成功

的每周讨论班，他却从来没有得到一个付薪的大学教职，因此不得不

继续担任商会的全职经济学家，并担任国家的主要经济顾问。他仍然

没有闲暇去毫无阻隔地追求自己在经济理论上才华横溢的创造性工

作。 

和许多人一样，米塞斯的职业生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迫中断。

头三年，米塞斯作为炮兵军官奋战在前线。最后一年，他在战争部的

经济司任职。在那里，他写了些外贸方面的期刊论文，继续反对通胀，

                                                             
7 译者注：罗斯巴德原文所用的词是 professor，但这里的“教授”意思是“教授课程的人”，理解为“老师”

更好，和现在中文里通常理解的教授不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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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少数族群的民族和文化自由出版了《民族、国家和经济》（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1919）。 

战争结束后，教职的问题彻底显露出来。维也纳大学提供了三个

付薪的经济学教席；战前，这三个位置分别由庞巴维克、他的小舅子

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和尤金·冯·菲里波维奇所占据。庞巴维克

在开战后没多久就悲惨地去世。菲里波维奇战前就退休了，而维塞尔

紧随其后，战后没多久也退休了。第一个空缺被米塞斯过去的老师，

卡尔·格伦贝格补上，但格伦贝格在 20 年代初就辞职去了法兰克福

大学主持工作。所以维也纳大学的三个空缺，普遍猜测米塞斯能够得

到其中的一个。确实，依照任何学术标准，米塞斯得到教职都是实至

名归的事。 

格伦贝格的教席给了另一个历史学派：费迪南德·德根菲-琼博格

（Ferdinand Degenfeld-Schönburg）伯爵，一个“彻底的无名之辈”（弗

里茨·马赫卢普），他在这个职位上唯一够格的地方是他的贵族头衔

和他那“在战争中毁容的伤”。[14]接替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另外两个

教席——都是为理论家准备的——又情况如何呢？尽管米塞斯的创

新未被正统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8接受，他显然仍是伟大的奥地利学派

传统的优秀传承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优秀的教师，而他 1920 年

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计算不可能性的开创性期刊论文是有史以

来对社会主义发起的最重要的理论批判。不仅如此：它同样被整个欧
                                                             
8 译者注：现在的“正统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或许是指米塞斯主义者，但在当时，所谓正统指的是庞巴维

克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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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承认，他们努力了近二十年，试图反驳米塞斯的

挑战性批评，但始终未能成功。 

但是米塞斯从未选上过任何一个付薪的学术职位。连续四次，他

在选择中被直接跳过。他竞争的两个理论研究的职位分别给了（a）在

德国受教育的奥地利有机论社会学家奥斯马·斯潘（Othmar Spann），

他很少因经济学而被人所熟知，倒是不久之后成了奥地利最重要的法

西斯主义理论家，以及（b）维塞尔亲自挑选的继承人汉斯·迈耶（Hans 

Mayer），尽管他也对奥地利学派的效用理论做出了贡献，却不能和米

塞斯同日而语。此外，迈耶强烈反对米塞斯的自由放任自由主义结论。

在欧洲战火点燃前，维也纳大学的全体教授开始用动物园的规矩做事，

斯潘和迈耶暗中互相针对对方，他们也针对作为私人讲师位于学术图

腾柱底层的米塞斯。迈耶在学生面前公开羞辱斯潘，并且，如果他俩

一起进入房间的话，迈耶常常会当着斯潘的面摔门。而斯潘呢，在一

个日渐反犹的环境中，变得越来越反犹。他在秘密教职工会议上谴责

对犹太学者的任命，也抨击迈耶对这种任命的支持。另一方面，迈耶

设法轻易适应了奥地利 1938 年的纳粹上台假设；并带领着教职工大

张旗鼓地投身纳粹事业。实际上，迈耶告知纳粹斯潘不够亲纳粹，结

果斯潘被纳粹逮捕和折磨。[15] 

在这种臭气熏天的气氛中，也难怪米塞斯会报告说斯潘和迈耶歧

视他的学生，他们只得在不注册的情况下参加米塞斯的研讨班，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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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让那些想和我一起写论文的社会科学博士生处境艰难；那些想获

得大学授课资格的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不让人知道自己曾做过我的

学生。”注册了米塞斯的讨论班而没有注册他竞争对手之一的讨论班

的学生，被经济学系的图书馆拒之门外；但米塞斯自豪地指出，他自

己在商会的图书馆比经济学系的图书馆“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所

以至少这种限制没有给他的学生造成麻烦。[16] 

在采访过米塞斯的朋友和学生之后，爱莲娜·克雷娃（Earlene 

Craver）指出米塞斯未能入围教授席位的提名，是因为有三股力量在

反对他：（1）他在政策上是坚定的自由放任主义者，很快就成了社会

主义者的靶子，无论这些人是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右派的社团主

义-法西斯主义者；（2）他是个犹太人，身处一个日益反犹的国家；（3）

他个人拒绝妥协，在原则问题上不愿意做出让步。米塞斯的学生 F.A.

哈耶克和弗里茨·马赫卢普总结说：“虽然米塞斯的成就之大可以让

人忽视这三条缺点的中的两条，但还是没法让人完全无视全部三条缺

点。” 

但我相信，这种可耻的对待还存在另一个克雷娃没有提到的重要

原因，而虽然看起来可能并不明显，米塞斯却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有所

暗示。门格尔和庞巴维克都不把学术舞台视为一个有待征服的政治战

场，这和他们飞黄腾达的敌人（比如施穆勒和卢约·布连塔诺，甚至

是维塞尔）截然不同。因此，不像他们的对手，他们拒绝提拔自己的

门徒或追随者，或是阻止对他们的敌人的任命。事实上，庞巴维克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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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更进一步督促对自己和奥地利学派的死敌的任命。这种奇怪的自我

克制形式有助于破坏对米塞斯的或任何类似的学术任命。门格尔和庞

巴维克显然坚持着天真的观点：真理无需帮助也总是会胜出，而没有

意识到，在学术或者任何其他舞台上，真理都很难靠这种方式取胜。

真理必须被促进、组织并向错误争取。即便我们能保持信心，认为真

理不靠战略或战术上的帮助也会在长期胜出，不幸的是，在难以忍受

的长期里，我们都死了，这也当然包括米塞斯。然而，门格尔采纳了

毁灭性的战略观点：“一个科学观点的最终胜利只能靠一种确定的方

法：通过让每一个相反的命题自由而彻底地表达自己。”[19] 

不提教职，二十年代米塞斯的观点、声望和作品，在奥地利和欧

洲的其它国家名声鹊起。不过由于《货币与信用理论》直到 1934 年

才被翻译成英文，他在英语国家的影响有限。美国经济学家小本杰

明·M. 安德森是第一个称赞米塞斯作品的英语作家，这在他 1917 年

的《货币价值》（The Value of Money）中有所提及。米塞斯影响英美

学界的机会，直到三十年代早期才到来。当时，年轻的凯恩斯正担任

英国经济学重要学术期刊《经济学杂志》的主编。要不是他带着轻视

口吻、完全不着调的书评，《货币和信用理论》原本可以有更大的影

响。凯恩斯写到，这本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为它“最大程度

地使人豁然开朗”【不清楚什么意思】。凯恩斯还写到作者“博览群书”，

但又在结尾处表示失望，因为他觉得这本书没有“建设性”和“原创

性”。这个评论实在令人挠头：不管论者以为《货币与信用理论》是



 

 
74 

好是坏，这本书都极具建设性和系统性，其中新颖的观点层出不穷，

这些都是事实而非价值评价。这么看来，凯恩斯的反应着实令人费解。

不过 15 年后，凯恩斯在他的《货币论》（Treatise on Money）一书中写

到，“对于德语著作，我只能清楚地理解我之前就已知道的观点—外

语的难度使得新观点与我之间隔了一层纱。”谜团就此解开。凯恩斯

智识人格的所有特点，都在这件事里得到了体现：他傲慢得令人咂舌，

厚颜无耻地评论自己仅一知半解的外文书，然后宣称这本书里没有任

何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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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20 世纪 20 年代的米塞斯：政府的经济顾问 

 

一从战争服役中回来，米塞斯就在 1918 年恢复了自己在大学里

的无偿教学工作，以及经济学讨论班。米塞斯写道，他只能在商会继

续工作，因为付薪的大学教职是对他关闭的。尽管实际上“我【并不】

渴望在政府部门的职位”，尽管他已有教学工作并在闲暇时间致力于

创造性学术工作，米塞斯还是全情投入、能量满满并快速处理，作为

经济学官员完成了许多任务。[21]战后，除了在商会的职位，米塞斯还

被聘为战后临时政府处理战前债务办公室的领导。年轻的 F. A. 哈耶

克虽然参加过米塞斯在大学的课，首次结识米塞斯时却是作为他在债

务办公室的下属。哈耶克写道，“在那里我才基本上认识他，他极为

高效执行，就像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说的那种人，因为他在两个

小时里就完成了一天的日常工作，桌子上总是干干净净，有时间谈任

何事。我才知道他是一个据我所知受过最好的教育并且最为学术渊博

的人……”[22] 

    许多年后，米塞斯及其特有的魅力和文雅的智慧，让我联系起他

被奥地利政府任命为其与匈牙利布尔什维库恩·贝拉（Bela Kun）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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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战后短期贸易谈判代表时的故事。库恩政府的代表是后来在美国成

为著名左翼经济史学家的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米塞斯眼里

闪烁着光芒，告诉我，“波兰尼和我都知道，库恩政府将在短期内垮

台，所以，我们都设法拖延‘谈判’，这样波兰尼就可以在维也纳继

续舒服地呆着。我们在维也纳有许多令人愉快的散步，直到库恩政府

走向其必然的归宿。”[23] 

匈牙利并不是唯一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和混乱后果中

暂时走向布尔什维克的政府。在一片失败的混乱中，中欧和东欧的许

多国家都受到激发和诱惑，追随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例子。德国的

一些部分走向了布尔什维克一段时间，而德国也仅仅是因为转向了曾

经致力于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右派，才得以幸免于难。在缩

减后的新生小国奥地利，情况也是同样的危险，它仍然备受协约国

1918-19 年悲惨的冬天里食品封锁的煎熬。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主

导着政府，而才华横溢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奥托·鲍尔是

他们的领袖。奥地利的命运大大取决于奥托·鲍尔。 

鲍尔是一个富有的波西米亚北部制造商的儿子，他的高中老师使

他转而追随了马克思主义，并毫不气馁、热情满满地将其一生致力于

激进的马克思主义事业。他决心永不像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过去所做

（将来还会继续做）的那样，为了任何形式的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背

叛该事业。鲍尔参加了庞巴维克伟大的讨论班，决定运用他即将学到

的知识，就庞巴维克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著名破坏，写作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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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的最终反驳。在讨论班的过程中，鲍尔和米塞斯成了亲密的朋

友。鲍尔最终放弃了尝试，实际上向米塞斯承认了劳动价值论确实站

不住脚。 

现在，鲍尔计划把奥地利带入布尔什维克阵营，米塞斯作为政府

的经济顾问——并且首先是一位祖国的公民和自由的拥护者——与

鲍尔及其同样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妻子海伦·贡普洛维茨（Helene 

Gumplowicz）促膝长谈了一夜又一夜。米塞斯指出，奥地利的食品已

经严重匮乏，一个维也纳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将不可避免地被协约国切

断其食品供应，在随后的饥荒中，这样的政权维持不了几周。最后，

米塞斯勉强说服了鲍尔接受这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并做了他们曾经发

誓永远不会做的事情：向右转，并背叛布尔什维克事业。 

从那时起，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鲍尔唾骂为叛徒，鲍尔则把怒

火转向了他们认为应该为行动负责的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鲍

尔试图撤除米塞斯在大学的职务，并且，从那时起，他们再没有和对

方说过话。有趣的是，米塞斯认为是他自己一手阻止了布尔什维克掌

权；无论是保守党派、天主教会，还是商人或经理团体都没有帮助他

的反对工作。米塞斯痛苦地回忆道： 

每个人都如此坚信布尔什维主义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们

关心的只是如何保证自己在新秩序中占据有利地位。天主教会及

其追随者基督教社会党（Christian Social Party），已经准备好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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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主义——这些大主教和主教在二十年后以同样的热情欢

迎了纳粹主义。银行董事和大实业家们则希望以布尔什维克主义

下的“经理”身份，过上优越的生活。[24] 

如果说米塞斯在阻止奥地利的布尔什维主义上大获成功的话，他

作为政府经济顾问的第二个伟大的任务——打击战后的银行信贷通

胀，就仅仅是部分成功了。有了他在货币和银行上的伟大洞察力和专

业知识，米塞斯在反对历史潮流并阻止现代通货膨胀和廉价货币风气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的所有欧洲国家都放弃了金本位，

这充分助长了这种迫切要求——上有着异乎寻常的强大装备。 

反对廉价货币和通货膨胀，并要求平衡预算和停止一切银行券增

发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米塞斯在这个任务中得到了他的朋友威

廉·罗森伯格（Wilhelm Rosenberg）的帮助，他是卡尔·门格尔以前

的学生，也是一位著名的律师和财务专家。因为米塞斯和罗森伯格，

奥地利没有走向在 1923 年肆虐德国的灾难性恶性通货膨胀。然而，

米塞斯和罗森伯格仅仅是成功减缓和推迟了通货膨胀的影响，而没有

消灭它。由于他们的英勇努力，奥地利克朗在 1922 年稳定在 14400

纸克朗兑换 1 金克朗，虽然贬值严重，但尚未失控。然而，米塞斯写

道，他们的“胜利来得太晚了。”通胀的破坏性后果延续，资本被通

货膨胀和福利国家计划消耗，而银行终于在 1931 年崩溃——米塞斯

的努力把它推迟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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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继续自己不可动摇的反通胀战役，米塞斯和罗森伯格开始寻

求政治盟友，并设法确保基督教社会党，特别是其领袖伊格纳兹·塞

佩尔（Ignaz Seipel）神父的勉强支持。在塞佩尔在 1922 年同意稳定

克朗之前，米塞斯和罗森伯格警告他，对通货膨胀的每次阻碍，结果

都是“稳定衰退”（stabilization recession），而他必须准备好在不可避

免的衰退发生时，接受公众的抱怨。不幸的是，基督教社会党把它的

金融事务交到了戈特弗里德·孔瓦尔德（Gottfried Kunwald）律师手

上，他是一个喜欢舞弊的政客，会掩护亲近的政客和商人得到有特权

的政府合同。虽然孔瓦尔德私底下认为米塞斯是对的，并且在稳定后

延续通胀政策已经开始导致灾难，他却坚持米塞斯作为政府经济学家

需要对现实情况保持沉默，以免银行的情况吓到公众或国外市场。而

且，特别是这样孔瓦尔德就不会失去他在采购许可和政府合同上对其

客户的影响力。米塞斯的确处于一个压抑的局面之中。在 1926 年，

米塞斯创办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四年后，为了调查奥地利的经

济困难，米塞斯成为了富有名望的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米塞斯为研

究所准备了一份给委员会的报告，显然，银行正处于崩溃的边缘，而

奥地利正在灾难性地消耗资本。银行当然反对委员会或研究所发布该

报告，从而危及自己本已摇摇欲坠的地位。在他对科学真理的热爱和

努力尽可能长久地巩固现有体系的任务之间，米塞斯左右为难；所以，

作为妥协，他同意委员会和研究所都不发布该报告，而这份会造成损

害的报告将以研究所总监奥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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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名义出现。 

在这种沉重的压力下，也难怪威廉·罗森伯格会在绝望的形势中

被逼死；米塞斯却在勇敢地战斗，而奥地利银行在 1931 年终于不可

避免地灭亡时，他几乎是得到了一种解脱。[25] 

米塞斯的话完全适用于他反对通胀的战斗，也适用于它们本来表

达的他反对纳粹最终占领奥地利的漫长而失败的斗争： 

十六年来，我在商会艰苦奋战，赢得的却只是推迟了灾难的降临。

其实我始终明白自己已无力回天，但我还是做出了巨大的个人牺

牲。我并不后悔自己尝试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别无选择。我

奋力作战，只因我必须如此。[26] 

米塞斯经常因顽固和不妥协而被人指责。在其回忆录的一个感人

段落里，米塞斯回顾了他担任政府顾问的生涯，却自责于相反的错误

——妥协太多：  

有时，人们责备我在陈述自己观点时过于直率和顽固，他们对我

说，如果我更愿意妥协的话，本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我觉得

这种批评是没有道理的；我只在如实呈现自己看到的情况时，才

会充满力量。今天，当我回顾自己在商会的工作，我唯一感到遗

憾的就是我愿意妥协，而不是我的顽固。只要我可以挽救其他更

重要的事，在一些细枝末节上我总是做好了投降的准备。 有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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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会做一些智识上的妥协，签署一些并不代表自己立场的报告。

这是保证一些我认为重要的报告获得商会代表大会接受或者民众

批准的唯一可行方式。[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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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20 世纪 20 年代的米塞斯：学者和开创者 

 

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一战之后日益增长的社团主义情绪，逐渐

将社会主义由乌托邦似的幻想和目标转化为日益壮大的现实。在米塞

斯思想的探照灯投射到这一话题之前，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局限在道德

和政治范畴，强调其使用高压统治。当批评涉及经济问题时，论者也

只是关注公有制或集体所有制所带来的缺乏积极性的问题（批评者常

常会用嘲讽的语气说，“社会主义下，谁会自告奋勇去倒垃圾呢？”）。

但是米塞斯在其递交给经济学会（Nationalökonomisch Gesellschaft）

的一篇论文中讨论了这个问题，提出了对计划经济最具毁灭性的反驳

意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经济计算是不可能的。次年，米塞斯的论

文以《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经济计算》（Die Wirtschaftsrechnung im 

sozialistischen Gemeinwesen）为题发表在了《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

献》（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上。对于思考型的

社会主义者来说，米塞斯理论带来的震惊是千真万确的。因为米塞斯

指出，在计划经济中，生产手段没有真正的价格体系可依靠，所以计

划制定者无法理性计算成本、利润或资源的生产力，因此更无法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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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复杂经济中理性分配资源。米塞斯这一观点重大的影响还在于它

运用社会主义自身的逻辑推翻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很重要的一个目

标便是让中央计划制定者分配资源，以达到既定的目标。但米塞斯却

揭示了，即使我们暂且不去考虑计划制定者的目标是否和大众的意愿

相符这一复杂问题，社会主义本身便不允许计划制定者理性地实现自

己的目标，更不用说消费者或大众的利益了。因为理性地计划和分配

资源要求进行经济计算的能力，而这样的计算反过来需要资源价格在

自由市场中得到确定，而这个价格又是私有财产所有者间进行交换产

生的。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标志是政府和集体拥有（至少是控制）所

有人力以外的生产手段，包括土地和资本，这也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无

法计算或者理性地计划一个现代的经济体制的运行。 

米塞斯深刻的文章在欧洲的社会主义者中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

尤其是在德语国家。在接下去的二十年间，他们前赴后继地尝试解决

米塞斯提出的问题。20 世纪 30 年代末，社会主义者自信地宣称他们

运用数理经济学解决了米塞斯的问题。但问题是，他们所使用的新古

典主义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和一般均衡理论基是完全不切实际的。这点

在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和阿巴·P. 勒纳（Abba P. Lern）的

构想中尤其明显。他们设想让中央计划委员会命令各家“社会主义公

司”的经理，从而使它们能够在市场上“过家家”，形成市场价格。

在 1922 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一书中，米塞斯更深入地探讨了自己

在期刊文章中的观点，并发表了自己对计划经济最为完整的批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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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那篇会议论文直到 1935 年才被翻译成英文，而这本《社会主义》

更是在 1936 年才被翻译。哈耶克还在其中添加更详细的说明和其后

发展的观点。最后，米塞斯在其 1949 年出版的里程碑式作品《人的

行动》中给了社会主义者致命一击。 

虽然社会主义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知识分子中如日中天，官方的

课本甚至裁定兰格和勒纳已经解决了米塞斯提出的关键问题，米塞斯

和自由市场还是笑到了最后。今天，人们——尤其是共产主义国家的

人——普遍承认米塞斯和哈耶克是对的，计划经济在实践中遭受了巨

大的失败。在几乎每一个共产主义国家，都有着朝自由市场迅速转型

的运动，甚至是恢复股票市场（一个存在私有制的市场）的运动。与

此同时，西方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大多脱离了严酷的社会主义现实，

他们通过同时否定理性配置和计算这一核心目标，并声称本能和非理

性才是社会主义的关键和自豪之处，摆脱了这一问题。 

米塞斯最初在 1920 年的期刊文章，预示和包含了他日后论点的

关键和精华。一些现代的奥地利学派圈子，喜欢把米塞斯和社会主义

者之间的根本差异强调为企业家不确定性对完备的知识，以及社会主

义者一方的一般均衡。但这并不是米塞斯的说法。米塞斯写道，他的

《货币与信用理论》一书让他开始考虑社会主义的计算问题。在这里，

米塞斯首次敏锐清晰地意识到，货币经济并没有、也不可能直接计算

或衡量价值：它只用货币价格——个体评值的合力——进行计算。因

此，米塞斯意识到，只有存在基于私人所有者的评值和交换的货币价



The Essential von Mises 

    

 

85 

格的市场，才能合理配置资源，因为政府没有办法直接计算价值。因

此，对米塞斯而言，他就社会主义所写的文章和书籍，都是他深入整

合发展微观和宏观、直接交换和货币交换的组成部分——他在《货币

与信用理论》中开了个头，但没有完成。因此，后来哈耶克所强调的

分散知识和创新是对米塞斯主要观点的重要注释和精心阐述，却不是

核心问题。米塞斯的中心论点是，即使给定资源、价值和技术，即使

把它们从变化中抽离出来，即使这样，剥离了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的

社会主义也无法计算或合理分配资源。当然，更重要的是，在变化的

现实世界中它肯定并非如此。因此，比较米塞斯对社会主义者的驳斥

和当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对不确定性的专注：  

他们【社会主义者】没能看到这个首当其冲的挑战：总是由偏爱

和割爱（即做出不等的评值）组成的经济行动，如何转化为相等

的估值，通过使用方程吗？因此，社会主义的倡导者提出了荒唐

的建议，即用数学交换方程，描绘出一幅排除人的行动的图景，

以此来替代市场经济中的货币计算。[28],[29] 

米塞斯的《社会主义》一书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力，它不仅对社会主义者提出了深刻的问题，还让无数年

轻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转向了自由和自由市场的事业。才华横溢的年

轻社会主义者弗里德里希·A. 哈耶克和德国的威廉·洛卜克、英国

的莱昂内尔·罗宾斯，都是众多因《社会主义》转变的人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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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成了米塞斯多年的追随者和门徒。[30] 

在《货币与信用理论》一书中，米塞斯把货币整合进了一般的微

观经济学，此时商业周期理论已经初露头角，在 20 世纪 20 年代，米

塞斯又继续发展了这一理论。在期刊文章和书中，米塞斯扩展了他的

理论，他警告了那个时代的通胀性信贷政策，并就欧文·费雪的原初

货币主义稳定观点，对这位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新时期里大受欢迎的

经济学家开始了火花四溢的批评。费雪和他的门徒们坚持认为，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一切都很好，因为，比如说，美国的价格水平保持了恒

定。而对米塞斯来说，重要的一点被生产力增加导致的水平价格掩盖

了：通胀性信贷在资本投资和资本所有权市场——股票市场和房地产

——创造了不稳定的繁荣。1929 年后，人们想起了米塞斯对金融崩溃

和萧条的警告，虽然他们在当时曾不屑一顾。[31]
 

米塞斯的早期研究让他明白，政府干预经常会适得其反；而他在

货币和商业周期上的探索，则进一步论证了他的观点。在 20 世纪 20

年代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米塞斯调研了多种形式的政府干预，并认

为它们无一例外地低效，且经常产生反作用（这部分文章在 1929 年

以《干预主义批评》为名出版成书）。实际上，米塞斯还得出了一个

普遍法则：一旦政府为解决某个问题而干预经济，结局往往不能达到

预期，甚至制造出另一个或另外许多问题。这些制造出来的问题似乎

又都迫切需要政府的进一步干预，问题和干预不断循环。这就是为什

么政府干预主义下的经济，即“混合经济”是不稳定的。在面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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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时，“混合经济”政府不得不做出一个选择：要么废除之前的干

预，要么继续新的干预。从逻辑上推导，这样的政府要么回到自由放

任，要么就得推行完全的社会主义。 

但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的研究，阐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现代社会的

“不可能性”。计划经济缺少经济计算必不可少的定价机制，更谈不

上运行一个现代工业化的经济。如果国家干预下的经济是不稳定的，

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不可行的，那么现代工业化体制中唯一合理的经济

方针就只剩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了。因此，米塞斯将他奥地利学派前

辈对市场经济的松散支持，对其反复锤炼，最后形成一个有逻辑、前

后一致、坚定信守自由放任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型。为了把这些思路记

录下来，米塞斯在 1927 年出版了《自由主义》，在其中全面探讨了“古

典”（或自由放任）自由主义。 

因此，尽管米塞斯还没有完成他对经济学的全面论述，他却已经

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敲定了他正在建立的宏大体系中完整、彻底的政

治经济部分。他仔细比较和对比了自由放任、干预和社会主义，并对

自由放任做出了充满激情的承诺。他在《社会主义》一书中已经提出

的洞见强化了这一承诺：劳动分工及其相伴的私有财产和交换自由，

绝对是文明和社会本身的根基。米塞斯一贯主张，而其他政治经济学

派的对手一贯破坏的是，维系文明和一个支撑现代高水平人口的经济

所必需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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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对社会和劳动分工口若悬河的讨论中，在他对工业与军国主

义原则的斯宾塞式对比中，米塞斯还发展了奥地利学派的关键洞见，

即买卖双方及劳资双方都必然受益于他们的每个交换行动。米塞斯总

结道，对劳动分工的采用和发展，依赖于人的理性和意志，依赖于他

对交换的互利性的认识。这种理性主义的高贵传统中，对人的理性和

意志的强调，与哈耶克或苏格兰启蒙运动把社会或市场作为某种趋向

（tropism）或本能的产物形成鲜明对比，例如，哈耶克强调“自发秩

序”趋向性、非自愿的出现，或者亚当·斯密编造虚假的本能或“对

买卖和易物的倾向”来解释交换。[32] 

事实上，哈耶克抓住了为米塞斯死后几年再版的《社会主义》写

序的机会，大大改变了二十年前在致敬米塞斯的晚宴上慷慨给予这本

书的纯粹赞美。现在，他严厉批评米塞斯在《社会主义》里把“社会

合作（特别是市场经济）当做一种理性认识的效用的化身”的说法，

把这作为“极端理性主义”和事实错误的例子。他继续污蔑地“解释”

道，米塞斯“作为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一直没能“逃脱”这种理性主

义——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声明，因为米塞斯的“时代”弥漫的是非理

性主义。相反，哈耶克坚称，“导致市场经济传播的肯定不是对一般

利益的理性洞察。”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不禁要问，市场经济一开始

是如何得以建立的呢？对于每次个体交换，除非一个人有意识地和

“理性地”知道他将从中受益，否则他根本不会参与。而就作为一个

整体的市场经济而言，在早期作品里已经正式宣告过理念创造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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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却无法解释自由市场是怎么出现的。此外，哈耶克在此忽略

了在西欧和美国超过两个世纪的致力于自由和自由市场的古典自由

主义运动。哈耶克忽略了根本的一点，即一切人的行动都是个体的价

值和理念决定的（这是一个在米塞斯思想中居于核心的“行动学”洞

见），只得相信（虽然没有明说），人类不是有意识的行动者和选择者，

而只是趋向刺激-相应机制。[33] 

令人惊讶的是，写了这么多，我们还没有道尽米塞斯在上世纪二

十年代为学术界和经济学做出的卓越成就。早年，米塞斯就曾挑战过

在德国经济学界占主流的历史学派。历史学派认为不存在经济规律，

只存在特殊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下发生的特殊事件。经济学存在的价值

不在于它的理论，而在于它对于历史的审视。这一观点的政治意味在

于，一旦取消了经济规律，政府就铲开了一大绊脚石；政府政策带来

的不良后果，也就没有经济规律来指证了。这也难怪历史学派的掌门

人，柏林大学的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会宣布德国

学者的作用是形成“霍亨索伦众议院的智识保镖。”在 20 世纪 20 年

代，制度主义（历史学派的产物，但缺乏后者的学术成绩或知识基础）

在美国占据了主导地位。米塞斯在他的讨论班上把这些人称为“反经

济学家”的说法肯定是正确的。但是，除此之外，米塞斯看到，奥地

利学派经济学家和许多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如萨伊和西尼尔，已经习

惯使用的经济学方法论，正因为不同的理由被产生于它的家乡维也纳

的一个新团体——逻辑实证主义者——攻击。事实上，小路德维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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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两岁的弟弟，数学家和航空工程师理查德·冯·米塞斯，成为了这

个“维也纳圈子”的领导成员。此外，一位参加米塞斯讨论班的学生

费利克斯·考夫曼（Felix Kaufmann）后来写了一本关于社会科学方

法论的实证主义著作。这个维也纳圈子（或者说以他们的领袖命名为

“史里克圈子”）在人数上并不多，却在维也纳哲学圈越来越占据主

导地位，后来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几乎在美国占据了所

有的哲学场所。[34] 

一个关于逻辑实证主义者及其影响的故事，让我想起米塞斯的机

智和魅力。他当时正在维也纳和他的好朋友，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

勒（Max Scheler）一起散步。 

“这个城市的气候有什么特别之处，”舍勒在他身边挥手，“抚育

了这么多该死的逻辑实证主义者？” 

“行了吧，马克斯，”米塞斯回答道，“维也纳有两百万人，而目

前只有十二个逻辑实证主义者。所以不可能是气候原因。” 

逻辑实证主义也向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该主义认为经

济规律的确认是一个试探性的过程，并认为必须使用经验事实（通常

指的是数据）来证实经济规律的预测。根本他们对自然科学方法论的

解读，实证主义者试图铲除经济学中“不科学”的研究方法。 

制度主义和实证主义者对经济学理论的猛烈抨击，迫使米塞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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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考经济学的方法论和研究行动学科的基本认识论。米塞斯深入思

考了主题，为早期奥地利学派学者和其他一些新古典主义学者采取的

方法论第一次做了哲学上的辩解。米塞斯还说明，只有行动学的方法

论才具备“科学”的特质。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日益流行的实证主义方

法论，有着极大的缺陷和不科学性。简而言之，米塞斯认为，关于人

类行为的知识，必须建立在二元论的方法论基础上。对人类的研究，

与对石头、分子和原子的研究，必须在方法上有根本的不同。因为人

类个体是有意识的，他们吸收价值观，并为了维系价值观和达到目的

而做出选择。他指出，解释人类行为的公理是不言自明的，人类行为

的公理具有以下两个特点：（a）一旦被指认出来，该公理是否正确，

对于个体是显而易见的（b）除了自相否定外，该公理不能被否定，

或者说不存在任何否定它的其他公理。既然关于人类行为的公理是不

言而喻的，那么任何从人类行为中做出的逻辑推理一定是绝对、不可

辩驳的、清楚明了的。既然经济学中的主干部分是绝对地正确，这些

公理又是不言而明的，那么实证研究必然要采用这些公理的——任何

说要用事实来检验公理的说法，都是荒谬和无意义的。此外，历史事

件不像发生在实验室里的自然事件；人类历史缺乏同质性、不可复制，

并且没有可控制变量，所以也不可能有所谓对历史事件的检验。一切

历史事件都与众不同、不可复制，并且是由复杂的因素共同作用产生

的。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经济史，都不能用来检验理论，但是可以用

来说明发展中的理论，并且用理论来解释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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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塞斯把经济理论视为描述人的行动——一个不可变更的事实

——的形式逻辑。这样的理论不关心行为本身的内容以及关于行动价

值和动力的心理学解释。经济学理论是行为事实的形式描述。因此，

米塞斯晚年把这种方法称为“行动学”，即行动的逻辑。 

在米塞斯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里，把人当做石头和原子——其

行为可以预测并根据定量的法则决定——来对待的哲学，尤其容易导

致社会工程师——他们把人当做无生命的物体处理——的观点。事实

上，实证主义者奥托·纽拉特（Otto Neurath）就是一位在中欧领军的

社会主义理论家。米塞斯写道，这种所谓“科学”的方法，将按照牛

顿物理学研究质量和运动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的行为。在这种研究人类

问题的所谓“实证”方法的基础之上，他们计划发展“社会工程”，

这种新技术将使未来计划社会的“经济沙皇”得以处理活人，就像技

术使工程师得以处理无生命的材料一样。[35] 

米塞斯从1928年开始发表他一系列关于认识论的文章，并在 1933

年出版了合集《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这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哲学

和方法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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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20 世纪 20 年代的米塞斯：教师和导师 

 

正如前面所提及的，米塞斯在维也纳大学的教学工作深受限制，

他在学校的影响也非常有限。虽然米塞斯在 20 年代的时候有哈耶克、

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奥斯卡·摩根斯特恩这样突出的追随者上

过他的课，他手下却只有一名博士学生——弗里茨·马赫卢普。马赫

卢普还因为经济学教授中普遍存在的反犹情绪而被拒绝授予任教资

格。没有这个资格，他没法以私人讲师的身份教书。 

米塞斯在他位于商务部办公室里创办了一个私人研讨会，他作为

老师和导师的巨大影响都是从这里开始。从 1920 年到 1934 年他搬到

日内瓦之间，每两周的周五晚上 7 点到大约 10 点（根据参与者的情

况而定），米塞斯都会举办一个研讨会。研讨会结束后，他们会到意

大利餐厅 Anchora Verde 享用集体晚餐。之后，大概在半夜左右，研

讨会的主要参与者会到维也纳最受经济学家欢迎的咖啡厅 Kiinstler 继

续聊天，直到凌晨 1 点甚至更晚才兴尽而归，这其中也包括米塞斯。

米塞斯的研讨会不对参与者打分，也不授予任何大学或商务部的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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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尽管如此，米塞斯作为老师和导师的非凡品质很快就体现出来。

他的私人研讨会成为了全欧洲最卓越的研讨会和论坛，参与者可以尽

情讨论、研究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相关话题。受到参与米塞斯研讨会

的邀请函成了很光荣的事。不久，研讨会成了一个非官方但又非常关

键的博士后研究中心。在参会者名单上的人，不管是在英国、美国还

是在奥地利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他们后来又以“米塞斯圈子”而闻名。 

尽管米塞斯作为一个对自己的信念毫不妥协的斗士而享有盛誉，

但所有的参与者都能证明，他的私人讨论班是一个用于讨论的论坛，

他尊重所有人的意见，并不会强求别人与他持同一立场。因此，汉

斯·迈耶的学生，后来成为联合国经济学家的保罗·N. 罗森斯坦-罗

丹（Paul N. Rosenstein-Rodan）博士，这样回忆米塞斯的讨论班： 

……我对米塞斯的货币理论非常崇拜，却很怀疑他的极端【自由

放任】自由主义。这可以证明米塞斯是多么的通融和宽容（和普

遍的观点相反），尽管我有一些“左倾”，或者说持有一种费边主

义的人生观（一直没有变），我们的关系还是维持得非常好的。[37] 

米塞斯自己也深情地描写了他开展讨论班的方式：  

我的主要教学精力都集中在我的私人讨论班上……。在这些聚会

上，我们无拘无束地讨论经济学、社会哲学、社会学、逻辑学和

人的行动科学认识论的所有重要问题。在这个圈子里，年轻的【后

庞巴维克】奥地利学派茁壮成长；在这个圈子里，维也纳文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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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了最后一轮怒放。在这里，我既不是教师，也不是讨论班的导

演，我只是同道中的长者，我所获得的东西超过了我所给予的。 

属于这个圈子的每个人都是自愿来的，他们只受自己求知欲的指

引。他们来的时候是学生，但年复一年就成了我的朋友…… 

我们没有形成学派、社团或者宗教。我们通过反驳而不是赞同来

互相帮助。只有一件事是我们都同意的，它把我们联合了在一起：

努力推动人的行动科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遵循自己的法

则……我们从未考虑出版一份期刊或者一本文集。每个人都以适

合思想者的方式做他自己的事。不过我们每个人仍然为整个圈子

而努力，图的只是朋友之间的认可，而不是掌声。这种谦逊的思

想交流包含着伟大；我们沉浸其中，深感愉悦和满足。[38] 

米塞斯这种方法的结果是，许多讨论班的成员都成了彻底的米塞

斯主义者，而其他人，在多少触及了米塞斯的伟大之后，也都以这样

或那样的方式被打上了印记。即使是那些后来转投了凯恩斯主义和其

他反米塞斯主义学说的学生，也都仍然保留着清晰可见的米塞斯主义

标记。因此，像马赫卢普或哈伯勒这样的人，他们的凯恩斯主义，就

从来不像其他纯粹的门徒那样毫无限制。米塞斯讨论班的成员格哈

德·汀特勒（Gerhard Tintner）后来在爱荷华州成为了一位杰出的计量

经济学家，但汀特勒在其《计量经济学》一书的第一章里，对计量经

济学做了米塞斯式的保留，这要比他计量经济学界的同僚们严肃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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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塞斯给他的所有学生都打上了被证明不可磨灭的记号。我们只需看

一下米塞斯私人讨论班成员的部分名单，和他们后来的身份和成就，

就能知道他的学生们所取得的巨大荣誉，和他们身上的米塞斯主义印

记： 

弗里德里希·A. 哈耶克 

弗里茨·马赫卢普 

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 

奥斯卡·摩根斯坦 

保罗·N. 罗森斯坦-罗丹 

费利克斯·考夫曼（《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作者） 

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学家，新社会研究学院） 

卡尔·博德（方法论学家，斯坦福大学） 

阿尔弗雷德·斯托尼尔（方法论学家，伦敦大学学院） 

埃里希·沃格林（政治学家、历史学家，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 

卡尔·施莱辛格 

理查德·冯·施特里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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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门格尔（数学家，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卡尔·门格尔的儿

子，芝加哥大学） 

沃尔特·弗罗利希（马奎特大学） 

格哈德·汀特勒（爱荷华州立大学） 

埃瓦尔德·沙姆斯 

埃里希·希夫 

赫伯特·冯·菲尔特 

鲁道夫·克莱恩 

来自英国和美国的成员和参加者包括： 

约翰·V. 范·西克尔（洛克菲勒基金会，后来去了沃巴什学院） 

霍华德·S. 埃利斯（伯克利分校，《德国货币理论》作者） 

莱昂内尔·罗宾斯（伦敦经济学院） 

休·盖茨克尔（英国工党） 

必须承认，还有其他一些在日后生活中看不出受米塞斯影响的参

与者，包括瑞典凯恩斯主义者拉格纳·纳克斯（哥伦比亚大学）和阿

尔伯特·盖伊诺德·哈特（哥伦比亚大学）。[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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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米塞斯讨论班的女性成员人数，在欧洲那个时代里算是很不

寻常的。海伦·利塞尔后来在巴黎国际经济协会做了很多年的秘书，

她是奥地利首位获得社会科学博士学位的女性。伊尔莎·明茨是经济

学家理查德·舒勒——门格尔的学生，贸易常任副部长（后来去了新

社会研究学院）——的女儿。明茨后来移民美国，她曾在国家经济研

究统计局工作，并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其他优秀的女性成员包括玛

丽安·冯·赫兹菲尔德和玛莎·斯蒂芬妮·布朗，她后来任教于布鲁

克林学院和纽约大学。玛莎·布朗在回忆起米塞斯的讨论班时说道：

“冯·米塞斯教授从不在要讨论的话题选择上限制任何参与者。”她

总结道：“我在很多城市居住过，为很多组织服务过。我不相信还会

有第二个圈子能在讨论的热烈程度、有趣程度和知识水平上和米塞斯

讨论班相提并论。”[40],[41] 

米塞斯并不满足于自己的讨论班，他一手复兴了经济学会，这是

一个他和卡尔·普里布拉姆一起在 1908 年帮助创建的经济学家专业

学会，在战争期间遭到废弃。米塞斯圈子形成了社团的核心，这个社

团要比米塞斯讨论班大得多。米塞斯和他的同僚们设法摆脱了奥斯

马·斯潘，并且，为了确保汉斯·迈耶的参与，迈耶被任命为协会主

席，而社团的驱动力米塞斯则同意担任副主席。米塞斯主义者主导了

该协会，哈耶克担任秘书，马赫卢普担任财务，而摩根斯坦成了马赫

卢普财务职位的继任者。理查德·舒勒是社团的杰出成员，米塞斯研

讨会成员，全国银行家协会会长卡尔·施莱辛格，则确保了提供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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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协会的大型会议室供协会会议使用。协会的许多论文都发表在了汉

斯·迈耶的学术刊物《经济学期刊》上。 

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米塞斯花了很大的力气来帮 F.A. 哈耶

克找一份工作。他试图说服商会在自己的办公室创建一个研究职位给

哈耶克担任，但他的努力失败了。哈耶克在美国呆了一年并回归对经

验商业周期研究的赞扬之后，米塞斯在 1927 年 1 月成立了商业周期

研究所，并任命哈耶克为商会一个办公室的主任。1930 年，在原米塞

斯讨论班成员，洛克菲勒基金会巴黎办公室助理主任约翰·范·西克

尔的要求下，基金会投入了大量的经费给资金匮乏的研究所。新增的

经费使研究所得以聘请摩根斯坦和哈伯勒协助哈耶克，而当哈耶克在

1931 年离开奥地利前往英格兰时，摩根斯坦接任主任一职。[42] 

大多数的维也纳人，包括米塞斯的朋友和学生都抱着极度乐观的

心态，觉得纳粹主义不可能在奥地利发生。但在 30 年代早期，米塞

斯就预见到了这项灾难，催促他的朋友趁早移民。马赫卢普把自己性

命得保归功于米塞斯的建议。米塞斯以其特有的智慧和洞察力，向他

的朋友和他自己描绘了新世界的可能情况：他预言，他们所有人将在

拉丁美洲某处开一间咖啡厅和夜总会。米塞斯将是门卫，正经和孤傲

的哈耶克任领班，歌手费利克斯·考夫曼将是主唱，而文雅的马赫卢

普则是夜总会的男舞伴。[43] 

第一位移民的米塞斯主义者是哈耶克。通过阅读《社会主义》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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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参加米塞斯的私人讨论班，莱昂内尔·罗宾斯已经转向了自由放

任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担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系主任之后，

罗宾斯很快便成为了学院院长威廉·贝弗里奇爵士颇具影响力的顾问。

罗宾斯在 1931 年邀请了哈耶克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讲一系列讲座，

而讲座风靡了全院。很快，伦敦经济学院为哈耶克提供了一个全职教

授的教职。20 世纪 30 年代上半叶，哈耶克和罗宾斯在伦敦政治经济

学院势如破竹，传播特别是奥地利学派资本和商业周期理论的影响。

哈耶克使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顶尖的年轻经济学家转向了奥地利学派

的硬货币和自由放任观点；热情的奥地利学派皈依者包括后来的凯恩

斯主义领军人约翰·希克斯，阿巴·P. 勒纳，尼古拉斯·卡尔多，肯

尼思·博尔丁和 G.L.S. 沙克尔。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期刊《经济学刊》

（Economica）当时满是奥地利学派的文章。只有凯恩斯的大本营剑

桥大学还保持敌意，而即使在这里，D.H. 罗宾逊的货币分析路径也和

奥地利学派相似。罗宾斯是埃德温·坎南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生，

自己也是硬货币和自由放任的拥护者。坎南的学生弗雷德里克·贝纳

姆，接受了奥地利学派对大萧条的观点，而罗宾斯在 1934 年写了一

本才华横溢的米塞斯主义著作《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在

罗宾斯的影响下，贝弗里奇在他 1931 年出版的《失业：工业的问题》

（Unemployment, a Problem of Industry）一书中，把战后英国的大规模

失业归因于过高的工资率。 

此外，罗宾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在微观经济学和人口理论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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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了一些引人入胜的奥地利学派文章。并且，他在 1932 年出版米塞

斯行动学的一个简化版本，《论经济科学之性质与意义》，在米尔顿·弗

里德曼于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发表他那不幸的实证主义宣言之前，这

本书成了经济学家们在方法论上的圣经。[44]除了上述这些令人惊叹的

努力，罗宾斯还组织翻译出版了两本哈耶克论商业周期理论的书（《货

币理论与商业周期》和《物价与生产》），并最终组织翻译了米塞斯的

《货币与信用理论》和《社会主义》。 

但接下来，就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看起来即将征服英格兰（特别

是因为已经预测到了大萧条，并提供了对它的解释）之时，凯恩斯的

《通论》横空出世，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所有哈耶克的信徒都

突然转向了凯恩斯主义，即便他们那时候理应足够成熟，懂得更多。

所有的中坚分子，包括罗宾斯、希克斯、贝弗里奇和余下的人，都已

经改换门庭，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末，只剩哈耶克一人未受凯恩斯主

义风暴波及。[45]但眼见马赫卢普和哈伯勒这样的爱徒成为凯恩斯主义

者（尽管是相对温和的凯恩斯主义者），对米塞斯而言无疑是一记极

为沉重的打击。 

除了对奥地利思想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米塞斯也对德国的经济

学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乔治·哈尔姆加入米塞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

经济计算可能性的抨击。德国银行家和经济学家 L.阿尔伯特·哈恩，

在 20 世纪 20 年代曾是原初凯恩斯主义通胀主义者，在 20 世纪 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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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却转向了对凯恩斯的严厉批评。其他受米塞斯强烈影响的德国经济

学家包括威廉·洛卜克、阿尔弗雷德·穆勒-阿玛克、工会专家戈茨·A.

贝利弗斯、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批评者沃尔特·苏尔茨巴赫、经济

史学家亚历山大·罗斯托、莫梯茨·J. 波恩，路德维希·波勒。意大

利的路易吉·伊诺第和法国的货币专家雅克·吕埃夫也是受米塞斯影

响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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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流亡与新世界 

 

米塞斯比其他同事更加警惕日益逼近的纳粹威胁。也正因为如此，

他在 1934 年接受了一份在日内瓦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教授工作，

方向是国际经济关系。因为一开始与日内瓦大学的合同只有一年，米

塞斯还在商务部兼职，拿之前三分之一的薪水。米塞斯的合同每年都

有续签，一直到他 1940 年离开日内瓦。尽管他为离开自己深爱的维

也纳十分伤心，但在日内瓦的六年他过得非常开心。他在第一份（也

是最后一份！）付薪的学术职位上做得十分出色。不仅研究院宾客满

堂，米塞斯身边还有许多志同道合的同事，比如研究院院长、法学家、

经济学家威廉·E. 拉帕德；研究院联合主任、法国著名经济史学家保

罗·芒托；米塞斯儿时的朋友、杰出的法学家汉斯·凯尔森；因为纳

粹而离开德国的威廉·洛卜克；法国学者路易斯·胡希耶和路易·博

丹。 

米塞斯的讲座是用法语做的，但他能说流利的法语，说话不带一

点口音。米塞斯每周只需上周六早晨的一堂大课，而且不再需要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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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的政治和行政义务。他终于可以享受他的业余时间，着手准备

完成他最伟大的杰作。在这本书中，他将宏观和微观经济结合到一起，

分析了市场以及政府在市场中的干预，所有的这些研究都倚赖于他在

20 年代之 30 年代早期开创的行动学方法。这本书最后在 1940 年以《经

济学》为名发表于日内瓦。 

尽管有了这些有利条件，面对 1937 年后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浪

潮，面对左右社会主义学说的兴起、纳粹的紧逼和第二次恐怖的世界

大战的迫近，米塞斯还是花了很大的勇气才得以继续他的工作。1938

年，米塞斯惊恐地看到纳粹征服了奥地利，并随之毁坏了他的私人图

书馆和论文，但未婚妻玛吉特·瑟伦妮顺利逃到了日内瓦并与他成婚，

又让他感到振奋。[46]
 

二战开战以后，米塞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一方面，二战带走了

学校里许多非瑞士国籍的学生。另一方面，战争意味着像米塞斯这样

的难民将愈发不被瑞士欢迎。当纳粹德国在 1940 年春天攻占法国后，

米塞斯在妻子的鼓动下决定离开这个被轴心国包围的瑞士，作为暴政

的受害者，前往心中的“麦加”美国避难。 

移民美国对米塞斯来说是一段特别痛苦的经历。此时他已年近六

旬，与流利的法语相比，他的英语只是从书本上学来的；他要逃离生

活一辈子的欧洲，却一贫如洗，在美国也没有工作的可能性；为了躲

避德国的军队，他和玛吉特只得横穿法国和西班牙，最后从里斯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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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去美国。他的整个世界，他的希望和梦想，都已四分五裂，被迫在

一个全新的国度，用并不熟悉的语言开始全新的生活。而最痛苦的是，

正如他看到世界屈服于战争和中央集权，他的伟大杰作《经济学》在

战时条件下出版，却无人问津。二战期间显然不是大家拜读高深理论

的好时机。此外，理所当然构成其市场的德语国家禁止了这本书，而

它的瑞士出版公司则在战争期间倒闭。 

米塞斯一家在 1940 年 8 月抵达纽约，由于缺乏就业的可能性，

他们只能依靠多年积蓄维持生活，不断变换住所，入住不同的酒店和

临时公寓。这是米塞斯人生中的低谷。安顿下来没多久，米塞斯就开

始撰写自己的传记。这本带着绝望，但又散发着知识分子心灵的炽热

的书，于当年 11 月完成，但到了他死后才被翻译并以《札记和回忆》

（Notes and Recollections，1978）的名字出版。[47]这本忧伤的书的一

大主题是绝望和消极。这是许多古典自由主义者，包括米塞斯的朋友

和导师都感同身受的。他们看到中央集权日趋强势，并亲眼目睹了二

十世纪的毁灭性战争。门格尔、庞巴维克、马克思·韦伯、奥匈帝国

的鲁道夫大公、米塞斯的朋友兼同事威廉·卢森堡（Wilhelm Rosenberg）

都在精神上倍受打击，有些甚至被当时的政治热潮推向了死亡。米塞

斯终其一生都试图克服在战斗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尽管这样的抗争可

能终结没有希望。在解释为何身边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会向一战时的绝

望低头时，米塞斯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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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此以往，我陷进了这样毫无希望的悲观中。同样的感受，也给

欧洲最聪明的人们施加了厚重的压力。悲观击垮了卡尔·门格尔，

也给马克思·韦伯的人生罩上了一层阴影。这是性格使然，得看

个人如何在得知一个无法逃脱的大灾难后安排自己的人生。在高

中，我选择将维吉尔（Virgil）的诗作为人生信条：不要向邪恶低

头，而要更勇敢地继续与之对抗（Tu ne cede malis sed contra 

audentio ito）。 

在战争最黑暗的时候，我回想起这则格言。一次次，面临理性思

考找不到出路的处境。但总有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让我绝处逢

生。直到今天，我还是没有失去勇气。我会尽到作为经济学家的

职责。为了传达心中的真理，我永远不会感到疲劳。[48] 

正是在这个时候，米塞斯继续前进，他决定写一本关于社会主义

的书，这本书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就已经深思熟虑过。 

米塞斯面对人生中遇到的所有逆境，都以如此巨大的勇气来面对：

对抗通胀、抵制纳粹、二战中的背井离乡。每一次，不管环境如何险

恶，米塞斯都能持续抗争，继续自己对经济学以及行动学科的贡献。 

到了美国后，米塞斯的生活有了起色。约翰·范·西克勒和洛克

菲勒基金会与米塞斯是旧交情，给他带来了一笔微薄的年金。这笔经

费通过国家经济研究所发放，从 1941 年 1 月开始，一直续期到 1944

年。用这笔经费，米塞斯出版了两本重要的作品，它们是米塞斯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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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英语写成的作品，都在 1944 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一本

是《全能政府：全权国家与全面战争的兴起》。[49]在那个年代，对纳

粹主义的解释，主要来自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德国难民弗朗茨·诺

依曼（Franz Neumann）。诺依曼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纳粹：他认为

纳粹是德国大财团临终前迫切想要摧毁崛起的工人阶级的最后挣扎。

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笑，但在当时《全能政府》却是第一本向

其发出的挑战的著作。《全能政府》指出，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不

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其本质都是中央集权和集体主义。米塞斯出版的

另外一本书《官僚主义》是一部令人称赞的经典读物。从来没有人能

像米塞斯那样清晰地勾画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非盈利机构的官

僚体制和政府官僚制度的本质不同。 

1943 年年初，在米塞斯完成《全能政府》的手稿之后，亨利·黑

兹利特把它带给了耶鲁大学出版社持自由主义观点的编辑尤金·戴维

森，他对这本书很热心。从那时起的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著名的耶

鲁大学出版社担任了米塞斯所有全新著作和重印著作的出版商。事实

上，正是戴维森在 1944 年初提议米塞斯写一本关于官僚主义的小书，

而米塞斯在该年六月完成了书稿。[50]
 

通过黑兹利特的斡旋，米塞斯在 1942 年和 1943 年在《纽约时报》

上发表 9 篇关于世界经济问题的文章。这在美国传播米塞斯的观点，

并导致国家制造商协会——当时一个致力于自由放任的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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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诺埃尔·萨金特在 1943 年 1 月邀请米塞斯加入国家制造商协会

的经济原则委员会。米塞斯在 1943 年至 1954 年在国家制造商协会委

员会任职，并因此能够遇见许多致力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杰出企业家。

[51]
 

米塞斯从来都没有能够在任何一所美国大学里找到一个付薪、全

职的职务，这仍然是美国学术界的记录上无法抹去的污点。每个三流

马克思主义难民都能在学术界找到一个享有盛誉的高位，二十世纪最

伟大思想家中的一位却无法找到一个学术职务，这的确是一件很耻辱

的事情。米塞斯的遗孀玛吉特在她描写与路9生活的感人回忆录里，记

录了他们的幸福和她对纽约大学工商管理研究生院的感激，该院在

1945 年任命米塞斯为客座教授，一学期教授一门课。米塞斯很高兴能

回到大学教学；但这个每年支付 2000 美元微薄酬劳的兼职岗位很难

让笔者热衷起来。一开始，米塞斯的课程是“中央集权与利润动机”，

后来则改成了“社会主义”。这个兼职的教职被延长到了 1949 年。 

米塞斯的朋友，威廉·沃尔克基金的哈罗德·鲁诺（Harold Luhnow），

则踏上了为米塞斯寻找合适教职的长征路。一份付薪的教职对于米塞

斯是几乎不可能的，所以沃尔克基金准备为米塞斯支付全额薪水。即

使是在有资助的情况下，寻找教职的任务还是很艰巨。最后，纽约大

学商学院同意接收米塞斯，给他一份永久的“访问教授”的工作，米

塞斯得以再次主持他所热爱的讨论班并教授经济学理论。从 1949 年

                                                             
9 译者注：路是玛吉特·冯·米塞斯对她丈夫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爱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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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米塞斯每周二晚上在他的讨论班上课，一直到他八十七岁的时

候退休。在这二十年间，他一直活跃在讲坛上，生气勃勃，堪称美国

最年长的活跃教授。 

即使在有利的财务条件下，纽约大学对米塞斯的支持是不情愿的，

完全是因为广告负责人、纽约大学校友劳伦斯·费尔提（Lawrence 

Fertig）对校方施加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他是一位经济新闻记者，也

是米塞斯和黑兹利特的密友。事实上，费尔提在 1952 年成为了纽约

大学校董会董事。即便如此，尽管米塞斯可以指导博士论文，他的头

衔仍然是耻辱性的“客座教授”。更重要的是，院长、米塞斯的崇拜

者 G. 罗兰·柯林斯退休之后，继任的院长尽了最大努力减少注册米

塞斯课程的学生，他声称米塞斯是一个反动的尼安德特人10，而他的

经济学只是一种“宗教”。 

相比米塞斯在美国学术界得到的寒酸待遇，他以前喜欢的学生们

——他们为了凯恩斯主义抛弃了米塞斯主义学说，对经济学的真正贡

献却都来自米塞斯主义——却都得到了声名显赫的学术高位，这对米

塞斯来说一定是一件烦心的事。戈特弗里德·哈伯勒被哈佛大学授予

了正教授职位，马赫卢普去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后来则是普林斯

顿大学。奥斯卡·摩根斯坦也去了普林斯顿大学。所有的这些学术高

位当然都是由大学来支付薪水的。[54] 

                                                             
10 译者注：尼安德特人是生存于旧石器时代的史前人类，他是在讽刺米塞斯已经是一个彻底过时

的老古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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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塞斯从未对自己的命运，或是对其前追随者的变节表示过任何

怨言，也确实没有表现出对那些受他启发和称赞的学生有任何嫉妒。

只有一次，笔者——他讨论班十多年的学生和他余生的朋友——听到

他对美国学术界的待遇表达了悲伤和痛苦。当时是 1954 年，哥伦比

亚大学建校 200 周年庆，哥伦比亚大学从世界各地邀请了知名学者前

来参会发言。米塞斯看到他过去的学生哈耶克、马赫卢普、哈伯勒和

摩根斯坦都应邀发言了，但住在离哥伦比亚不到一英里的米塞斯却被

完全忽略。而米塞斯还有四名以前的学生——明茨、纳克斯、哈特和

定性学派银行理论家本杰明·H. 贝克哈特——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玛吉特·冯·米塞斯写道，只有那一次，他向她表达了对学术职务的

渴望——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拜访了他的老朋友，货币经济学家温

菲尔德·W. 里夫勒之后。她写道：“我记得路曾经告诉我，里夫勒在

普林斯顿的工作是唯一会令他真正高兴的职位。路真的很少表达对没

有他份儿的东西的渴望”[55]如果在学术世界还存在正义的话，研究院

的头头们应该敲破米塞斯的门，吵着让他加入他们的行列。 

笔者有幸在 1949 年参加了米塞斯的第一届讨论班，讨论班的经

历是鼓舞人心、令人振奋的。对那些并没有在纽约大学注册，却在多

年来定期旁听讨论班的同学来说也是如此，他们是纽约地区的一些自

由主义和自由市场学者和商人。由于讨论班的特别安排，学校同意让

米塞斯主义者们旁听课程。但即便如此米塞斯还是有少数优秀的研究

生在他名下读博士——特别是还在纽约大学任教的伊斯雷尔·M. 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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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纳——大部分学生都是不明就里的商学院学生，只为了轻松拿到 A

而参加课程。[56]据我估计，自由主义者和入门中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家在总人数中的比例大约在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 

米塞斯尽力去重现他伟大的维也纳私人讨论班的环境，包括正式

会议结束后，在晚上九点半集合去柴尔兹餐厅继续进行非正式而又热

烈的讨论。即使对我们中最笨的学生，米塞斯也是无限耐心和容忍的，

他不断抛出研究项目来启发我们，并始终鼓励最害羞和不善言辞的学

生发言。米塞斯的眼中闪烁着招牌式的光芒，向他们保证，“别怕发

言。记住，不管你就主题说了什么，不管你说得多荒谬，总有一些著

名经济学家说过同样的话。” 

然而，不管讨论班的体验对博学的学生来说是多么精彩，想到这

些凌乱的环境该让米塞斯多委屈，还是会让我心碎。可怜的米塞斯：

现在这些会计和金融专业的学生中间，几乎找不出哈耶克或马赫卢普

或舒茨，而柴尔兹餐厅也不是维也纳咖啡馆。但一件事部分纠正了这

种观点。有一天，米塞斯应邀去哥伦比亚大学为经济研究生和教师发

言，这是一个在全国经济学系里排名前三的系。米塞斯的发言之后，

典型的问题是这样的：“米塞斯教授，你说你赞成废除政府的干预措

施。但这种废除本身不就构成一种干预的行为吗？”针对这种空洞的

问题，米塞斯给出了敏锐而生动的回答：“好了，一位医生冲向被卡

车撞倒的人，同理你也可以说，医生正在以和卡车相同的方式‘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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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后来，我问米塞斯教授感觉如何。他回答说，“恩，我更喜

欢我【在纽约大学】的学生。”在那之后，我意识到，即便从他的角

度来看，或许米塞斯在纽约大学的教学也是真正有价值的。[57]
 

早在 1942 年，米塞斯就对他《经济学》的惨淡命运感到失望。

但他并没有气馁，反而开始这本书英文版的写作。新书并不只是简单

地翻译《经济学》，而是对其进行了修订、润色和扩充，算得上是一

本新书。这是米塞斯学术生涯的扛鼎之作，在尤金·戴维森的关照下，

在 1949 年于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定为《人的行动：关于经济

学的论文》。 

令米塞斯开心的是，他的首期研讨会正好是《人的行动》一书的

出版日，即 1949 年 9 月 14 日。《人的行动》就是那本书：米塞斯最

伟大的成就，也是本世纪人类智慧最好的产物之一。在他自己所开创

的行动学方法论的基础上，基于“人类存在并在世界上行动，运用手

段来试图达到自己价值最高的目标”这么一个无法回避且至关重要的

公理，使经济学成为一个整体。米塞斯将经济学理论的大厦建造在个

体的人的行动这一根本事实的逻辑意蕴之上。他为被分割为许多相互

隔绝、碰撞的小领域的经济学提供了安居之所。《人的行动》是自一

战以前的陶西格和菲特以来，第一部将经济学理论进行整合的著作。

除了提供了完善的、集大成者的经济学理论以外，《人的行动》批评

了奥地利学派在方法论上的对手，譬如历史学派、实证主义、新古典

主义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等等。他还更新了自己对社会主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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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干预主义的批评。 

除此之外，米塞斯还对前辈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庞巴维克在其《资

本与利息》的第一卷里舍弃了生产力利息理论，但之后却又把这个假

命题带回了经济学领域，而米塞斯在经济学领域引进了美国奥地利学

派经济学家弗兰克·费特的纯时间偏好利息理论，纠正了庞巴维克的

理论漏洞。 

美国学术界的另一个污点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通过了所有的博

士课程，却从来没有发现有奥地利学派这样的东西，更不用说其现存

最重要的支持者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了。在通常被歪曲的社会主义

计算辩论故事之外，我几乎没有听过米塞斯的大名，因此在 1949 年

春得知米塞斯将要在纽约大学开始常规讨论班时，我感到万分惊讶。

他们还告诉我，米塞斯打算在今年秋天出版一本巨著。“哦，”我问道， 

“是关于什么的书呢？”“关于一切”，他们回答。 

人的行为确实是一本关于一切的书。这本书让我们这些泡在现代

经济学里的人耳目一新；它解决了我在经济理论里察觉到的所有问题

和矛盾，并为正确的经济方法和理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一流结构。此

外，它为殷切的自由主义者提供了一种毫不妥协的自由放任政策；相

比当时或日后的其他所有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它没有逃生门舱口，不

会用“当然，政府必须打破垄断”或者“当然，政府必须提供并监管

货币供应”这样的话来让自己前功尽弃。从理论问题到政治问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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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斯在所有问题上都保持了严谨和一致的灵魂。米塞斯决不对自己的

原则妥协，决不为追求体面、社会赞同或政治赞同而卑躬屈膝。作为

一个学者、一个经济学家和一个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我们所

有人的快乐、灵感和榜样。 

《人的行动》是——并将继续是——一个了不起的出版现象。按

今天的话说，这本书对出版社来说是一本畅销书，以至于出版社拒绝

把它发行成平装本。像《人的行动》这样一本宏大、艰深的著作确实

是值得关注的。令人惊讶的是，每月最佳书俱乐部把这本书列入了备

选清单，而它还出版了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中文和日语版。

[60]因此，通过《人的行动》，米塞斯得以发起了一个全国乃至国际范

围内的奥地利学派和自由放任运动。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由《人的行动》掀起的米塞斯主义运动是多

阶级的：从学者到学生到商人、牧师、记者和家庭主妇。米塞斯本人

始终重视对商人和大众的推广。同时，曾有计划建立一所研究生院，

名为美国经济学院，由 J. 霍华德·皮尤提供资金，米塞斯担任院长。

我们一些年轻的米塞斯主义学者也在校董会里。米塞斯强调，学校的

教师应该像在欧洲很普遍的那样，向公众提供定期讲座，使合理的经

济教育不局限于专业学者。不幸的是，学校的计划最终告吹。 

耶鲁大学对《人的行动》的畅销程度和质量深感惊讶，主动要求

做米塞斯二十年内作品的出版商。1951 年，全新加长版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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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1953 年，耶鲁出版加长版的《货币与信用理论》。然而，在《人

的行动》出版以后，米塞斯并没有在坐在桂冠上休息。他接下来写的

关于“盈亏问题”的论文，也许是关于企业家的作用和市场盈亏体制

最重要的讨论。1957 年，耶鲁出版了米塞斯最后一本著作，内涵深刻

的《理论与历史》一书。在这本哲学杰作里，米塞斯解释了人类行为

和经济学理论与人类历史间的关系，并且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和

各种形式的唯科学主义进行了批评。《理论与历史》成了米塞斯除《人

的行动》以外最钟意的作品。然而好景不长，1959 年，负责米塞斯作

品出版的尤金·戴维斯离职去了保守派季刊《现代》（Modern Age）

担任创始人兼编辑，耶鲁大学出版社不再是米塞斯作品的安身之处。

在其运作的最后几年，沃尔克基金会的出版项目负责发行了米塞斯剩

余的作品，包括 1962 年出版的《自由与繁荣国度》和《经济学中的

认识论问题》。除此以外，在沃尔克基金会存在的最后一年里，基金

还发行了米塞斯最后作品《经济学的最后基础：经济学方法论和对逻

辑实证论的批评》。 

二战之后的美国岁月，米塞斯在观察他之前的学生、朋友和追随

者的行为和影响中，了解了人生的起起落落。一方面，他非常荣幸能

成为朝圣山学社（成立于 1947 年）的创始人之一。这是一家由信奉

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和学者组成的国际社团。他非常欣慰地看到他的

朋友，路易吉·伊诺第成为了意大利的总理，雅克·吕埃夫成为了戴

高乐将军的经济顾问，勒普克和阿尔弗雷德·米勒-阿尔马克成为了路



 

 
116 

德维希·艾哈德的重要顾问。50 年代，他们在各自国家向着自由市场

和硬货币方向转变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米塞斯对朝圣山学社

的领导并没有持续多久。愈发明显的中央集权倾向和对于经济政策暧

昧不明的观点，使他对学社的美梦破灭。尽管米塞斯和哈耶克至死都

保持着亲密的关系，米塞斯也从来说过他这位老朋友和门徒的坏话，

但是他显然对哈耶克在二战之后的改变感到不满。他觉得哈耶克逐渐

脱离了米塞斯主义行动学和方法论个人主义，向着逻辑经验主义和新

实证主义靠拢。例如，在 60 年代，当米塞斯听说哈耶克在纽约大学

“内部和外部秩序”（Nomos and Taxis）课上含蓄但清楚地否定了哈

耶克自己在《科学的反革命》中所用到的行动学方法论时，感到十分

“震惊”。总体来看，米塞斯虽然欣赏哈耶克 60 年代所写的关于政治

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作品的，特别是《自由宪章》。他坚定地批评了

哈耶克认为福利国家与“自由相容”的这一观点。 

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米塞斯的健康不断恶化。1973 年 10 月 10

日，本世纪的思想界巨匠之一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去世，享年 92

岁。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翌年，哈耶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不是

因为他后来的哲学漫谈和冥想，而恰恰是因为他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作为一名狂热的米塞斯主义者，在阐述米塞斯的商业周期理论

上所做的工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有人比哈耶克更应该获得诺

贝尔奖，那个人显然会是他的导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我们一些

人根据愤世嫉俗的猜测得出判断，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特意把该奖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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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米塞斯去世后颁发，否则他们将不得不把该奖授予一个他们认为难

以理喻地教条和反动的人。 

给哈耶克的诺贝尔奖，加上十五年来日益壮大的米塞斯主义运动，

使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复兴开始了其名副其实的“起飞”阶段。至少，

痴迷于诺贝尔奖却从未听过哈耶克的一般经济学家，开始感到有必要

调查一下这个人到底做过什么。哈耶克也是首位打破该奖只授予数学

家和凯恩斯主义者僵局的诺贝尔奖得主；从那时起，许多自由市场经

济学家都获得了该奖。 

从 1974 年起，奥地利经济学开始复兴，对米塞斯及其思想的关

注程度也与日俱增。尽管米塞斯的思想在他生命最后四十年受尽了嘲

笑，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尤其是其中米塞斯的贡献，至少是今日混乱

的经济学界中难得的一缕清风。 

1974 年之后的几年中，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复兴活跃了起来，每

年都有值得注意的会议和出版文集。但随后潮流似乎转向，到 20 世

纪 70 年代末，以前致力于复兴米塞斯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和研究

所也开始失去兴趣。会议和书籍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出现下降，我们开

始再次听到老掉牙的谣言：米塞斯太“极端”太“教条”，当一个米

塞斯主义者已经“风光不再”，不可能再继续获得政治影响力，或者

对年轻学者来说，不可能再获得终生教职。从前的米塞斯主义者开始

追求异邦神，在米塞斯所厌恶的德国历史学派、制度主义、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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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条那里找到价值，甚至胡扯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更糟糕的是，

一些年轻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实际上在试图暗示米塞斯本人——

一个人为真理奉献了一生的人——实际上认可了这种可恶的花招。 

幸运的是，就在米塞斯主义道路看起来即将再次遗失的时候，路

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在 1982 年成立了。从那时起，其蓬勃发

展就几乎单枪匹马地复兴了米塞斯主义经济学，并让其主导了不断增

长的奥地利学派运动。通过年度学术期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

（The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季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通讯》

（Austrian Economics Newsletter），和月刊《自由市场》（The Free Market）

11，越来越多的书籍、不定期论文和工作论文出版项目、年度的教学

讨论班、政策会议、许许多多的非住校研究生奖学金和在奥本大学及

全国其他大学的住校奖学金，米塞斯研究所终于建立起奥地利学派主

义，它不仅是一种可行的新范式经济学，还是真正的奥地利学派。在

精神和奇妙的思想主体上，我们继承了伟大的米塞斯，而本着米塞斯

的精神，研究所打造了多层次的项目，从学术的最高层，到大胆讲出

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具体政策问题。因此，幸亏有了米塞斯研究所，

在起起落落之后，我们终于打造了米塞斯真正会引以为傲的奥地利学

派复兴。我们感到遗憾的只是他没能活着看到它。 

  

                                                             
11 译者注：本刊已在 2015 年正式更名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The Aust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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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尾声：米塞斯其人 

 

米塞斯是谁？自从他死后，他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最心仪的一些学

生，特别是 F.A. 哈耶克，都散布了米塞斯是“难处”，“严厉”，“严格”，

和他的学生不亲近，甚至还有“为人讨厌”。这些苛责要么是对采访

者说的，要么是在赞美米塞斯时作为批评插入的。[66]但是，他是一个

一辈子都被热心崇拜者和追随者包围着的那种老师吗？当然，我可以

作证，他的所有美国追随者都不仅钦佩其智慧和创造力的伟大和严谨，

仰慕他不屈的勇气，也都热爱他灵魂中的甜蜜。而如果有人认为他的

个性不知何故变得比 20 世纪 20 年代时更严厉了，但哪种冷漠、不近

人情的老师，能让费利克斯·考夫曼这样的人为了纪念米塞斯的讨论

班而创作歌曲呢？[67]
 

我们这些美国学生不仅被米塞斯其人深深打动，我们还都意识到，

从米塞斯身上我们看到了一战前老维也纳文化辉煌的最后踪迹，这种

文明要比我们会重新认识的优良得多。和米塞斯年龄相仿的威廉·E. 

拉帕德在他 1956 年准备的米塞斯纪念文集里，很好地抓住了这种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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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拉帕德写到了米塞斯，在日内瓦的岁月里， 

我时常——恐怕这样说很轻率——享受他的陪伴。所有有幸享受

此殊荣的人都会意识到，他不仅在当代经济学家中有着最为敏锐

的分析头脑，同时也保存着一座历史文化宝藏，一种在今日世界

难得一见的人性与奥地利智慧，让其中的珍宝光彩夺目。实际上，

我有时会不无担心地想，我们这一代是不是最后一批有幸见识那

些似乎被战前维也纳垄断之物的人。[68]
 

但感激米塞斯其人的最佳话语，是他的长期崇拜者拉尔夫·莱科

（Ralph Raico）教授在纪念米塞斯思想时敏锐而优美地写下的：  

六十多年来，他一直在与时代精神作战，与每种进步、胜利或只

是时髦的政治学派——无论左右——作战。 

十年又十年，他转战军国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通货膨胀主义，

社会主义的每种类型和干预主义国家的每个政策，并且大部分时

间他都几乎在孤军奋战。只有他为之奋斗的内心深处的真理和理

想的最高价值，才能维持米塞斯旷日持久的全面战役。这和他的

气质一起，让他的语气有一些“傲慢”（我们米塞斯讨论班的一些

人喜欢用他自己最喜欢的词，亲切地将其称之为“超然”），学术

圈里的自由左派和社民主义者无法接受有人为之辩护，他们认为

容忍是没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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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缺乏认可似乎丝毫没有影响和左右米塞斯。 [69]
 

而莱科教授以这段非凡而敏锐的话作为了总结： 

对米塞斯缺乏感激只会使这个人更完整，而无需再多说什么。米

塞斯巨大的学术成就，使我想起其他说德语的学者，如马克斯·韦

伯和约瑟夫·熊彼特，他似乎在按这个原则工作：总有一天让所

有百科全书从书架上消失；他在课堂上的讲解犹如笛卡尔般的清

晰（大师才能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说明）；举手投足都能表现出

他对理性生活的尊重；即使对初学者，他也保持礼貌、善良和理

解；他的真正智慧，众人皆知地孕育于伟大城市之中，近似于柏

林、巴黎和纽约的，却是维也纳的，也更加温和——让我这样说，

早早遇见伟大的米塞斯往往会让一个人在头脑里对理想的知识分

子应该是什么样子产生一个终生的标准。这种标准对他遇见的其

他学者是不公平的，用它来评判的话，普通的大学教授——芝加

哥、普林斯顿的或哈佛的——就会沦为笑柄（但用这种衡量标准

去评判他们是不公平的；我们在此谈论的完全是两种不同类型的

人）。 

米塞斯去世时，我正在准备讣告，莱科教授好心地从《阿多尼》

（Adonais）里雪莱对济慈的伟大颂词中找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段落送我，

莱科像往常一样，在最终评价米塞斯上一语中的： 

正如他能给予—他们消受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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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将世界变成祭品的壮丽； 

随后他逐渐恢复了王者之气— 

与其同时代的腐朽之风为敌， 

过去的一切不可能销声匿迹。[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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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receipt of their habilitations by the three other leading students of 

Mises, who were not Jewish, Hayek, Haberler and Morgen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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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 might have been saved much suffering if Lord Keynes’s 

German had been a little better.” The trouble with Keynes was hardly 

confined to his defective knowledge of German! Hayek, “Tribute to 

Ludwig von Mises,” in Mises, My Years, p. 219. 

21
 Mises, Notes, p. 73. 

22
 Hayek, in Mises, My Years, pp. 219–20. 

file:///D:/Temp/360zip/360$16/OEBPS/chapter23.html%23fn_18
file:///D:/Temp/360zip/360$16/OEBPS/chapter23.html%23fn_19
file:///D:/Temp/360zip/360$16/OEBPS/chapter23.html%23fn_20
file:///D:/Temp/360zip/360$17/OEBPS/chapter24.html%23fn_21
file:///D:/Temp/360zip/360$17/OEBPS/chapter24.html%23fn_22


 

 
132 

23
 For three years before the outbreak of war, Mises, in his work for the 

Chamber, had investigated trade relations with Hungary, and so was 

highly qualified for the post. Mises, Notes, pp. 75–76. 

24
 Mises notes that the man reputed to be the best industrial manager in 

Austria, and an industrial consultant to a leading bank, 

the Bodenkreditanstalt, assured Otto Bauer in Mises’s presence that he 

really preferred serving “the people” to serving stockholders. Mises, Notes, 

p. 18, see also pp. 16–19, 77. The collapse of the Bodenkreditanstalt in 

1931 was to precipitate the European banking crisis and Great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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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es, Notes, pp. 77–83. Mises writes that, given his reputation in 

money and banking, several big banks offered him a position on their 

boards. He adds that “until 1921 I always declined for the reason that 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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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s bore me out.” Ibid., p.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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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es, Notes, p. 112. In contrast to Lavoie, who sees the entrepreneu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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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al argument (which it was) but as an improvement, because of 

the shift from equilibrium to more dynamic considerations. Thereby 

Kirzner misses the absolute centrality of the original “static” focus, which 

makes Mises’s impossibility of economic calculation (under given as well 

as under uncertain conditions) a far stronger argument against socialism 

than the later Hayekian or Kirznerian versions. 

    Mises’s first article is in F.A. Hayek, ed.,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35), and his latest views 

are in Human Actio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9), 

pp. 694–711. Lavoie’s views are in his Rivalry and Central 

Plan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Kirzner’s are 

in Israel M. Kirzner, “The Economic Calculation Debate: Lessons for 

Austrians,”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2 (1987): 1–18. The best and 

most comprehensive work on 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is still 

Trygve J.B. Hoff 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Society (London: 

William Hodge & Co., 1949). 

29
 These conclusions are reinforced by Professor Joseph Salerno, who 

concludes from his studies that Hayek’s contributions, though seemingly 

more dynamic than Mises’s, are actually far more static in almost totally 

ignoring entrepreneurship. Hayek’s economic actors tend to be pa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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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ipients of information instead of entrepreneurial appraisers and 

forecasters. Conversations with Professor Salerno. 

30
 On the enormous impact of Mises’s Socialism on himself and his 

generation, see Hayek, in Mises, My Life, pp. 220–21. 

31
 Mises’s most important business cycle writings of the 1920s and early 

1930s are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in Ludwig von Mises, On the 

Manipulation of Money and Credit (Dobbs Ferry; N.Y.: Free Market 

Books, 1978). 

32
 See in particular, Ludwig von Mises, 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1), 

pp. 289–313. I am indebted to Professor Joseph Salerno for calling my 

attention to these passages. 

33
 F.A. Hayek, “Foreword,” Ludwig von Mises, Socialism (Indianapolis: 

Liberty Press/Liberty Classics, 1981), pp. xxiii–xxiv. I am indebted to 

Professor Hans-Hermann Hoppe for calling my attention to this passage. 

Hayek’s tribute to Mises in 1956 is in Mises, My Years, pp. 217–23, and 

his discussion of Socialism in ibid., pp. 220–21. It is curious that Hayek 

does not even mention, much less try to rebut, Mises’s full presentation of 

the rationalist case in Socialism (1951), part III, chap. II, “Society,” pp. 

289–313. 

34
 The Vienna Circle included, in addition to Kaufmann and Richard von 

Mises, their leader Moritz J. Schlick, and Otto Neurath, Rudolf Carn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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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 C. Hempel, Herbert Feigl, and Gustav Bergmann. Fellow travelers 

and also logical positivists with their own circles were Ludwig 

Wittgenstein and Karl Popper. (Fanatical Popperians assert enormou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ositivists and Popper, but from the present 

author’s perspective these are largely distinctions without a difference.) 

   The two Mises brothers seem to have been estranged from an early age. 

They formally reconciled after Ludwig’s marriage in 1938, but were never 

close. One time, when Richard’s book Positivism was published, I asked 

Ludwig what he thought of his brother’s book. Mises drew himself up into 

an uncharacteristically stern pose, eyes flashing: “I disagreed with that 

book,” he stated in no uncertain terms, “from the first sentence until the 

last.” It was not a tone that invited further inquiry. 

35
 Ludwig von Mises,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0] 1978), p. xiii. 

36
 See note 17. 

37
 Mises, My Years, p. 208. 

38
 Mises, Notes, pp. 97–98. 

39
 On cafés and private seminars in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Vienna in the 

period, see the perceptive account in Craver, “Emigration,” pp. 13–14. 

40
 Mises, My Years, p.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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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On Mises’s private seminar, see Mises, My Years, pp. 201–211; 

Mises, Notes, pp. 97–100; Craver, “Emigration,” pp. 13–18. 

42
 Morgenstern soon took the Institute onto decidedly non-Misesian paths, 

sponsoring econometric studi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is friend Karl 

Menger, including work by Menger students Gerhard Tintner and 

Abraham Wald. Craver, “Emigration,” pp. 19–20. 

43
 Part of this story is told in Mises, My Years, p. 205. 

44
 Unfortunately, the better known edition of Robbins’s book was the 

second, in 1935, which was already substantially less Misesian and more 

neo-classical than the first edition. 

45
 The apostasy was so fervent that at least two of these men took the 

unusual step of openly repudiating their own Mises-influenced work. 

Lionel Robbins repeatedly denounced his own Great Depression and 

Hicks repudiated his Austrian-oriented Theory of Wages. The only 

anti-Keynesian remaining besides Hayek, was former Cannan student 

W.H. Hutt, whose brilliant quasi-Austrian refutations of Keynes passed 

unnoticed, since Hutt taught and published in South Africa, not exactly the 

center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argument. 

46
 On the Geneva years, see Mises, My Years, pp. 31–49, and 

Mises, Notes, pp. 136–38. 

47
 A decade or so later, after Mises had launched his graduate seminar at 

New York University, some of us, during a post-seminar snack at Chi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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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urant, reacted to some of the marvelous anecdotes Mises told us 

about the old days in Vienna by suggesting that he write his autobiography. 

Mises drew himself up, in a rare moment of severity, and declared; 

“Please! I am not yet old enough to write my autobiography.” It was a 

tone that brooked no further discussion. But since Mises was then in his 

seventies—a very advanced age to the rest of us—and since this is a 

country where twerps of twenty are publishing their “autobiographies,” we 

naturally though silently, disagreed with the master. 

48
 Mises, Notes, pp. 69–70. 

49
 An earlier version of Omnipotent Government, dealing only with 

Germany and Austria, had been written in German in Geneva just before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I; after arrival in the United States, Mises 

added an appendix. This earlier and smaller work was published after 

Mises’s death in Stuttgart, in 1978, under the title, Im Namen des Staates 

oder Die Gefahren des Kollektivismus (In the Name of the State, or the 

Dangers of Collectivism). 

50
 Hazlitt relates the story of his first personal contact with Mises: “One 

night at home, I received a telephone call, and the voice on the other end 

of the wire said, ‘This is Mises speaking.’ As I later told some of my 

friends, it was almost as if somebody had said, ‘This is John Stuart Mill 

speaking.’” Mises, My Years, p. 58. 

file:///D:/Temp/360zip/360$20/OEBPS/chapter27.html%23fn_48
file:///D:/Temp/360zip/360$20/OEBPS/chapter27.html%23fn_49
file:///D:/Temp/360zip/360$20/OEBPS/chapter27.html%23fn_50


 

 
138 

51
 These included J. Howard Pew of Sun Oil Company, the major financial 

contributor to laissez-faire causes; B.E. Hutchinson, vice-chairman of 

Chrysler; and Robert Welch, of Welch Candy Corp., who went on in the 

late 1950s to found the John Birch Society. 

52
 Harold W. Luhnow was head of the William Volker Company, a 

furniture distributing house in Kansas City, and of the William Volker 

Fund, which played a vitally important but still unsung role in supporting 

libertarian and conservative scholarship from the late 1940s until the early 

1960s. 

53
 For a while, Mises continued to teach his Socialism course as well as 

conduct his seminar. After a few years, the seminar was his only course at 

NYU. 

54
 American academia treated F.A. Hayek, who was still a Misesian 

intellectually and politically only slightly less shabbily than Mises. The 

Volker Fund tried to place Hayek at an American university and was 

finally able to find a wholly subsidized post for Hayek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Chicago economics department, however, rejected Hayek, 

but he was accepted at the scholarly but offbeat graduate 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 where he had only a few, even though first-rate, graduate 

students. It was becaus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refused to pay Hayek 

any pension that he was forced to return to German and Austrian 

universities after reaching retirement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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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Mises, My Years, p. 59. 

56
 As a European professor, Mises never fully adapted to the grading 

system in the U.S. At first, he gave every student an A. When told he 

could not do that, he alternatively gave students As and Bs depending on 

their alphabetical placement. When told he could not do that, he settled on 

a policy of giving an A to any student who wrote a paper for the course, 

regardless of its quality and a B to everyone else. 

57
 When the Volker Fund collapsed in 1962, Lawrence Fertig, with a 

consortium of other businessmen and foundations, kept the seminar going 

until Mises retired in 1969. 

58
 I have been so informed by my German-American colleague, Professor 

Hans-Hermann Hoppe of the economics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Nevada, Las Vegas, a knowledgeable and creative praxeologist and 

Misesian. 

59
 A particularly valuable assessment of the importance of publishing an 

English version of Nationalökonomie was sent to Davidson in January 

1945 by Dr. Benjamin M. Anderson, monetary economist, economic 

historian, and friend of Mises, and formerly economist for the Chase 

National Bank. “Nationalokonamie is von Mises’s book on general 

economic principles. It is the central trunk, so to speak, of which the 

subject discussed in his book on money and his book on socialism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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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ely the branches. It is the fundamental theory of which the conclusions 

in the books on socialism and money are the corollaries.” Mises, My Years, 

p. 103. 

60
 Thus, Human Action was able to surmount a vicious review in the New 

York Sunday Times Book Review by Harvard’s John Kenneth Galbraith, 

who chastised the Yale University Press for having the temerity to publish 

the book. 

61
 “Profit and Loss” was written as a paper for the meeting of the Mont 

Pèlerin Society held in Beauvallon, France, in September 1951. The essay 

was published as a booklet the same year by Libertarian Press, and is now 

available as a chapter in the selected essays of Mises, in Ludwig von 

Mises, Planning for Freedom (4th ed., South Holland, Ill.: Libertarian 

Press, 1980), pp. 108–50. 

62
 Mises, My Years, p. 106. Unfortunately, Theory and History has been 

grievously neglected by much of the post-1974 Austrian School revival. 

See Murray N. Rothbard, “Preface,” Ludwig von Mises, Theory and 

History: An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Evolution, 2nd ed. 

(Auburn University,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85). 

63
 The grisly story of the botched—seemingly deliberately—second 

edition of Human Action in 1963 can be found in Mises, My Years, pp. 

106–11. The Yale University Press settled Mises’s lawsuit on this 

horrendous printing job out of court, giving in to virtually all his dem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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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ghts to publish were transferred to Henry Regnery & Co., which 

published the third edition of Human Action in 1966, but the Yale 

University Press continues to take its cut to this day. The worst aspect of 

the affair was the torment inflicted on this 82-year old intellectual giant, 

distressed at the mangling of his life’s masterwork. 

64
 All three works were published by D. Van Nostrand, whose chairman 

was a Mises sympathizer, and who had a publishing arrangement with the 

Volker Fund. Grundprobleme was translated by George Reisman, 

and Liberalismus by Ralph Raico, both of whom started attending Mises’s 

seminar while still in high school in 1953. On Raico and Reisman, see 

Mises, My Years, pp. 136–37. 

65
 Mises, Planning for Freedom, p. 219. 

66
 See, for example, Craver, “Emigration,” p. 5; and Mises, My Years, p. 

222. 

67
 Mises, My Years, p. 211. 

68
 William E. Rappard, “On Reading von Mises,” in Mary Sennholz, 

ed., On Freedom and Free Enterprise: Essays in Honor of Ludwig von 

Mises (Princeton, N.J.: D. Van Nostrand, 1956), p. 17. 

69
 Ralph Raico, “The Legacy of Ludwig von Mises,” The Libertarian 

Review (September 1981), p. 19. The article was included in a M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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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nnial Celebration issue of the magazine. An earlier version was 

published in The Alternative, February 1975. 

70
 Raico, “Legacy,” 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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