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历史长期延续性和路径依赖的一个根源: G·克拉克经济史研究综述
郝煜
Technology, institutions, and people were interacting in
an elaborate dance in the long eight-to-ten-thousand-year pre-industrial agrarian era…
All Malthusian societies, as Darwin recognized, are inherently shaped
by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They reward certain behaviors with reproductive success,
and these behaviors become the norm of the society.

经济增长的终极源泉是什么？地理、文化、人力资本还是制度。“都很重要，但都
是内生的（包括地理，比如苏伊士运河）。” 经济学家会这么回答。的确，最近 20 年的
跨国面板计量史学，各路经济学家集谋篇布局之匠心、计量方法之机巧、数据挖掘之苦
功，成功证明了：
（1）控制了其他所有因素之后、因素 x 显著；
（2）通过工具变量、历
史自然试验、DID、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排除内生性之后，因素 x 对经济增长有独立
影响；
（3）作为（2）的推论，history matters: 某个外生随机历史事件可能通过路径依赖
永久性地影响经济增长。随着大部分好题材好故事被开垦殆尽，学者们就 everything
matters and everything matters in its specific way 这一点恐怕没有什么异议。但恐怕没有哪
个经济学家像 Gregory Clark 一样旗帜鲜明的鼓吹只有因素 x 重要，别的都不重要。
Clark 2007 年的专著“farewell to alms”（《告别施舍》）甫一出版，便引起巨大争议，
因其挑战了几乎所有的经济史学家和所有经济增长理论，并提出了一个在理论、实证甚
至政治正确性上都非常“不安全”的理论。尽管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一个从各种原始资料研
究英国长期工资、利率、地租和人口的经济史学家，重实证轻理论，但是不被注意的是，
他从 1987 年对印度棉纺织工业的研究开始，就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相信制度并不重
要（印度 19 世纪的机器棉纺织业几乎照搬了英国所有的机器、设备、管理者和管理制
度，而其时孟买的社会法律制度也几乎克隆宗主国，但结果劳动生产率还不如英国的童
工）。和一般文化决定论者不同，他一直在致力于探寻文化差异的源泉。主流的看法认
为文化是一系列初始条件和约束条件动态演化所引致的均衡社会规则（Grief），Clark 的
看法是文化差异的形成是一个基因选择过程（selection process）：那些在马尔萨斯经济中
成功的人们，也获得了生育上的成功，而他们的态度和倾向（attitude and aptitude）—勤
奋、耐心、节俭和愿意妥协也随着代际传递，成为越来越大比例人口的态度倾向。这才
是现代增长的源泉，国富国穷的分野。Clark 理论的基本观点可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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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业革命前（1800 年）各经济体被马尔萨斯陷阱支配，长期生活水平（收入
水平）决定于并仅仅决定于生育率和死亡率；技术进步完全转化为人口增长，而不是收
入增长。生育率是收入的增函数，死亡率是收入的减函数。生育和死亡函数的参数则取
决于文化习俗。这部分其实是传统马尔萨斯论点，在经济学界被广泛接受。
（2） 自中世纪晚期（12-13 世纪）到工业革命前的英国私有产权受到保护、制度长
期稳定，但是并没有出现长期经济增长。甚至制度变革对短期的经济增长都没有任何影
响（见图）。另一方面，人口的识字率上升、时间偏好下降（利率下降）、暴力倾向趋弱
（暴力犯罪率下降）、更加勤劳工作（工作时间变长）。这就为工业革命和现代经济增长
准备了“现代人”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而早期现代化论者(early modernist)观察到的一
系列革命，不过是这一“进化”在社会层面的反映。
（3） “现代人”的出现，不是来自于工业革命前后的人口革命，不是来自于内生的
人力资本投资（质量取代数量，quality-quantity trade-off），而是孕育在长期稳定的马尔
萨斯经济中。所谓富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richest），勤劳者致富，致富者多生。而致富
者的态度、倾向和能力, 通过基因的遗传和文化的传承在下一代人口中占据更大比例，
并随着向下社会流动扩散到整个社会。这一机制在西欧特别是英国比亚洲、非洲和美洲
都更为显著，这不但解释了工业革命为什么在英国和西欧首先发生，也解释了之后的大
分流：在落后的亚非国家，劳动生产率的低下不是因为技术落后资本不足，而是因为人
口和文化不能适应现代生产方式。
在第一部分部分，笔者讨论了 Clark 对马尔萨斯模型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结果，特别
总结了其对早期现代化论者，特别是制度主义者的批评。这一部分很大程度上涉及到对
经验事实的取舍和解读，包括工业革命前 300 年的欧亚生活水平的比较。在第二部分，
笔者讨论了 Clark 建立的 “富者生存”的经验事实，以及 Clark 对内生增长理论和人力资
本理论的质疑，特别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子女的数量-质量取舍—加以检验。最
后， Clark 和他的合作者们用姓氏方法而不是传统方法系统考察多个社会多个时期的长
期社会流动性，希望证明是富者的态度、倾向、能力主要通过基因遗传。他们发现，“真
实社会地位”的代际相关性（传递性）要高于个人水平上收入、教育、职业的代际相关
性。而各社会，各时期的社会流动率实际非常接近—而和静态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无关。
他认为，这一事实证明了基因是决定代际传递的决定因素，基因不仅决定了当代人的经
济成功，也决定了后代人的经济成功。现代社会的各种“先进”的制度、文化和组织都是
我们的先民中那些成功者的基因之繁衍、传承并慢慢压倒不成功者基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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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尔萨斯长期均衡：理论和实证
马尔萨斯陷阱
Clark 认为，英国是马尔萨斯理论的绝好范例。如图 1 所示，工业革命前至少 600
年，人均收入上下波动，但没有长期增长趋势。黑死病爆发之后一百多年人口持续下降
（1310-1450），劳动力短缺，生活水平提高，但是随着人口恢复，技术进步不能跟上，
生活水平重又下降，并停滞到工业革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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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aled technological advance in England, 1200–1800.

图 1：工业革命前的英国人口和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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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was growth in the medieval period from 1200 to 1316; at six million, the
population in 1316 was as great as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But the arrival from Asia of the bubonic plague (the so-called Black Death) in 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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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d a long period of population decline from then to the 1450s.9 By then
England had barely two million people. Population grew again fromBirth
1540rate
to
b0=d0	
  
	
  
1640 as the plague loosened its hold. From 1200 to 1650, as population
chang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isease shocks, the income-population points
	
   d1	
  
lie along one downward-sloping line. This implies a completely stagnant production technology for 450 years. After 1650 the implied technology curve
shifts upward, but not fast enough to cause significant increases in output per
Death rate
person. Instead technological advance, as predicted, resulted mainly in more
people. In particular in the later eighteenth century all technological advance
created only a larger population without generating
any income gains. Before
y*
1800 the rat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 in all economies was so low that incomes could not escape the Malthusian equilibrium.
Because I want to show that the same economic model applies to all sociN 1 * even those with no labor market, and also to animal populaeties before 1800,
9. The popular
N 0 * term Black Death for the plague was introduced in England only hundreds of year after its o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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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5

Effects of isolated technological advance.

图 2：马尔萨斯陷阱

Changes in Technology

马尔萨斯陷阱的逻辑可用图二来解释。首先，在农业和采集经济下，生育率是收入

The real income in Malthusian economies was determined from the birth rate

的单增函数，
死亡率是收入的单减函数。生育和死亡函数的参数则外生取决于文化习俗。
and death rate schedules alone. Once this income was determined the population size depended just on how many people could be supported at this in-

	
   come level given the land area and technology of the society. For each soci-

ety, depending on the land area and the production technology, there was a
schedule connecting each population level with a given real income level.
This is called the technology schedule, because the major cause of changes in

3	
  

另一方面，给定技术水平，人均收入是人口的减函数，这是由于劳动力的边际收益递减。
在初始技术水平上，均衡收入水平为 y*, 均衡人口为 N0*, 相应地，出生率死亡率相等。
假定外生的技术进步发生，人口-收入曲线向右移动，在原有的人口水平下，人均收入
上升到 y1*，对应地，出生率上升到 b1，死亡率下降到 d1, 这样就产生了出生率死亡率的
不均衡（马尔萨斯之剪），人口将上升。而收入将沿着新的人口-收入曲线下降，直到人
口停止增长。在新的均衡下，人口上升到 N1*, 但人均收入还是 y*。技术进步的成果全
部被人口吞噬。
马尔萨斯模型的一个重要推论就是人口行为决定生活水平。要提高长期人均收入，
唯一的方法是降低生育率（生育率曲线向左平移）或者提高死亡率，西北欧比亚洲享有
更高生活水平，一方面是因为亚洲的生育率曲线较高，其早婚、女性普遍结婚的婚姻模
式和“传宗接代”的文化规范迥然不同于西北欧的晚婚、禁欲和独身主义。如下图所示，
在每一个既定的生活水平下，亚洲的生育率水平高于欧洲。另一方面，西北欧的城市化
率较高，生活习惯较为肮脏（尤其是和日本相比），死亡率曲线较高。在每一个既定的
生活水平下，亚洲的死亡率水平低于欧洲。这样，西北欧的长期马尔萨斯均衡是较低人
口和较高生活水平的组合。需要指出的是，可能两个人口行为截然不同的社会，其均衡
生育率和死亡率相当接近，这非常接近英国和日本的实证结果。人口行为完全体现在人
口密度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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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4

Fertility and mortality: England versus Japan.

图 3：马尔萨斯经济的人口行为和生活水平：欧亚比较
in preindustrial northwestern Europe. Testators with wealth of less than £25 at

death, who had been married twenty or more years, had only 5.4 births.
早期现代化者的观点

Europe versus Asia
早期现代化者认为在工业革命前两百年的
17 世纪初，西北欧已经开始呈现长期增
Given that the gross fertility rate was about the same in northwestern Europe

长的趋势(Broadberry,
etc.)，突破马尔萨斯陷阱。并出现 N 个相互作用、环环相扣的“革
as in East Asia, why were living standards so low in Asia? The observation above
that fertility within marriage increased with income in England suggests that
命”。这些革命，而不是人口行为，把欧洲和亚洲区别开来。

	
  

the low fertility within marriage in Asia may in part be just a product of
poorer nutrition. Figure 4.4 shows the apparent difference in the Malthusian
equilibrium in preindustrial England and East Asia. If fertility within marriage also increased with income in Japan and China, then the observed similarity in birth rates implies that at a given income fertility was higher in
Japan and China. So Europe did apparently have a low fertility regime compared to Asia, and in this respect Malthus seems correct in his suppositions.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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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度层面，自十三世纪以来的英国和荷兰，逐步建立了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和
对国家权力的节制，大西洋贸易更加强了商人阶级力量（Acemoglu）到光荣革命而巩固，
是为制度革命或民主革命(North and Weingast)。法律和社会层面，是为商业革命(greif)。
思想文化层面，宗教改革使信众追求现世成功，文艺复兴使人们变得理性和注重经验，
是为宗教革命(Webber)和科学革命(Mokyr)。经济层面，追求现世成功和物质消费的劳动
者，面对贸易的扩展和市场的扩大带来的更多种类的商品和服务，显著增加了劳动时间
和 投 入 （ 而 不 是 闲 暇 ）， 带 来 收 入 的 提 高 ， 是 为 勤 劳 革 命 (De Vries) 和 消 费 革 命
(Mckendrick)。结果，昂贵的劳动力和便宜的化石资源，使英国的技术进步朝着节省劳
动力使用资源的方向发展，是为早期技术革命(Allen)。农业革命(Overton)，农业生产率
的提高。总之，西欧的发展和东亚的不发展（大分流），不在于工业革命，而在于前现
代，在于上述革命没有发生在东亚，上述条件在东亚不具备。1
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变得比中世纪更富裕么？
早期现代化者主要的实证基础，是 Broadberry 等人提出的英国长期实际收入序列。
如图 4 所示，1600 年到工业革命前，英国的实际生活水平提高了 80%，显著高于中世
Alternative Estimate of Pre-Industrial England –
纪晚期水平。为什么两者的分歧如此之大？
Broadberry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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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两个英国实际收入的长期趋势：早期现代化论者（黄色）和马尔萨斯论者（黑色）

Clark 采 用 了 收 入 路 径 ， 即 要 素 收 入 加 总 ， 而 不 是 产 出 加 总 ， 人 均 收 入 ,
。收入的主要部分工资，采用了农业雇工工资和建筑工人工资的加
权平均资本收入和地租收入，构成价格指数的商品篮子考虑到了产品权重的变化和新产
品的加入，如茶、糖、咖啡等 BCKOV 则采用了产出加总法，他假定 1200-1700 年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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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对大分流的解释集中于制度层面，比如信息约束和“坐寇”约束下，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和国家征税能力

低下的悖论(Debin Ma)，科举考试不能提供技术创新的激励(Yifu Lin), 宗族制度限制了信任的范围、法律的非人格化
和城市的兴起(Greif)，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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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产出是农业产品（80%以上），而农业产出则来自单产和耕地面积。Clark 认为，BCKOV
一是高估了农业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二是低估了耕地面积，导致 1700 年以前的实际
收入被大大低估了。
哪个数据更接近真实呢？一般历史学者往往争论数据来源的可靠性，而经济学者常
用的方法是归谬法，通过一些结构性假定，从某个数据推出一些结论做出一些预测，如
果和明显的经验事实相抵牾，那么这个数据自然值得怀疑。这里的结构性假定，就是实
际收入和农业人口比例的反向关系（恩格尔法则）。从现代的跨国比较研究，Clark 得出
了这两者之间的线性关系，再把这个估计的参数带入 BCKOV 和 Clark 的收入数据，推
断出农业人口比例的长时间趋势。从图 5 中看到，BCKOV 收入数据意味着英国的农业
人口比例从十三世纪的 80%左右下降到工业革命前的 40%；而 Clark 的收入数据意味着
从十三世纪到
世纪中期，这一比例稳定在
60%。
Figure
7: Implied Farm18
Shares
in Employment, 1200-1869, Clark vs BCK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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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根据两个实际收入序列推算出的农业人口比例长期趋势

乍一看，BCKOV 更为靠谱。大多历史学家都同意，英国的城市化率在十四世纪只
有 5%左右，1400 年的伦敦只有几万人口，而到 1800 年，只有 4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
仅仅伦敦已有百万人口。问题是，城市化率和非农人口比例一定存在正比例关系么？
Clark 认为 14 世纪英国的非农人口已经很高了，他的理由有两个，一是 1379-81 年英国
最后一次征收人头税并引发暴乱，此前进行了广泛的职业调查。根据这个来源，连
Broadberry 本人都同意尽管大多数人口住在农村，但是非农比率高达 41-44%。二是 Clark
搜集的十万份遗嘱的职业描述。自十四世纪，立遗嘱行为变得越来越精英，表现在立遗
嘱人的平均收入水平越来越偏离社会平局水平；但另一方面，农村比城市保存了更多的
遗嘱。两种 bias 的净效应，是遗嘱的职业分布非常接近实际职业分布。1560-79 年的 15,768
份遗嘱统计出农业人口比例为 61.2%，1652-60 年的 32,043 份遗嘱农业人口比例为 59%，
纺织业人口比例为 13%。总之，英国早在中世纪就建立了繁荣的农村工商业，城市化和
非农业并不同步 (clark,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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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k 对 BCKOV 的第二个归谬是根据其农业产出和耕地面积推算出农业生产旺季
的劳动投入。结果，1270-1670 年每年八月农场工人的劳动天数是 20 天左右，到 1770-1861
年上升为工作 30 天而不休息（勤劳革命的另一个证据）。但另一方面，淡季/旺季工资
比可以追溯到 1270 年：旺季工资始终是淡季的 1.5 倍。这表明从 1270 到 1861 年，给定
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没有变化，旺季农村始终是充分就业的，所有的闲散劳动力都投入了
劳动。因此 1770 年以前 BCKOV 对农业产量的估计过低了。
最后，尽管 Clark 本人对细节处见历史的治学方法不以为然，但他本人不吝使用直
观证据。按照 BCKOV 的估计，13-17 世纪英国的实际收入仅仅相当于今天的马拉维。
但是 13 世纪英国的很多小乡村已经有宏伟的教堂存留至今；1450 年普通英国人 25%的
收入用于购买肉类、13%购买奶制品，23%购买酒，13%购买衣服，仅仅 20%购买谷物
(clark, 2006)。1700 年英国罪犯的平均身高达到了 1971 厘米（社会下层），而今天马拉维
收入的 30%用于购买谷物，男性的平均身高只有 1965 厘米(clark, 2007, p52-55)。种种证
据表明中世纪的英国是一个富有的马尔萨斯社会。
消费革命和勤劳革命，幻象还是现实？
早期现代化者的另一个论断是,在 17-18 世纪的西欧，普通人，男人和女人，把自己
从物质匮乏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他们购买的规模和种类前所未有：服饰、家具、书籍…
为此，他们工作的态度、强度、时间都大大增加了，妇女儿童也加入了劳工大军，为了
Evidence
England?
满足节节升高的家庭开支和物质欲望。
Median Inventory Value £

Figure 1: Median Inventory Appraisal 1600-1749 (£)

120
100
80

All 5 counties

Builders' wages

60
40
20
0
1600-29

1630-59

1660-89 1690-1719 1720-49

图 6：消费革命：十七到十八世纪英国的遗产价值中值对比工人实际工资

1600-1749 年，英国的法律制度规定对立遗嘱人的财产状况进行调查和上报。学者发
现，这一时段财产增长的趋势远远快于日工资增长速度（图 6），另外越来越多的家庭
拥有了书籍、陶器、瓷器、玻璃制品和装饰画。人们如何用缓慢增长的工资去购买快速
增长的物质呢？唯一的解释，就是增加工作天数以及让妇女儿童也加入劳动力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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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立遗嘱人是否代表了社会平均水平呢？有多少人是简奥斯丁有多少人是威
廉退斯特呢？Clark 考察了立遗嘱人的社会经济状况的时间趋势(Clark, 2010)。首先，从
1540 到 1700 年，男性立遗嘱人占全部男性的比例从 0.4 降到 0.15，到 1860 年降到 0.05。
其次，从 1540 到 1700 年，在男性立遗嘱人当中，绅士/非绅士的比重从 0.05 上升到 0.5。
最后，从 1540 到 1750 年，在控制了社会阶层变量（职业）后，每个立遗嘱人的房屋数
量从 1.2 上升到 1.5，而在这一时期，英国的房屋数量和家庭数量非常接近。总之，不仅
是更高社会阶层的人更可能立遗嘱，而且在每个阶层内部收入更高的人更可能立遗嘱。
我们在图 6 看到的财物拥有和工资趋势的差距，只是上述趋势造成的。的确，社会上层
开始消费更多种类的产品和服务，
为各种艺术形式所记载。但出现在文学作品和艺术作
annual  wage

days  per  year =   

品中的，毕竟不是沉默的大多数。
day  wage

Period

Observations

Implied Days
per year

Standard
Error of
Estimate

1867-9, England

7

293

13.4

1771, England

10

280

12.9

1733-6, Norfolk

24

295

4.6

1700-32, England

3

286

13.7

1650-99, England

16

276

6.5

1600-49, England

12

266

5.9

1560-99, England

17

257

4.8

表 1：勤劳革命：16 到 19 世纪英国工人的工作天数估计（年工资/日工资）

再来看勤劳革命，表 1 显示，从 1560 年到 1869 年，年工作天数仅仅提高了 10%左
右。这个数字是由年工资/日工资得来的。尽管来自小样本，但估计的效度较好（标准
差比较小）。这个提高不足以产生早期现代化论者所主张的收入增长（工业革命前），也
称不上革命(Clark, 1998)。事实上，通过研究中世纪的建筑工人的工作时间表，发现他们
已经有了一星期七天的概念，并由此规划生产和休息。2当然，在狩猎采集的社会和稳
定农业社会之间，工作时间的差距是巨大的：前者每天的工作时间只有 4 小时左右（采
集、狩猎、照看孩童）。Clark 认为，这个变化是渐进发生的，是选择性压力长期作用的
结果，而不是宗教改革或消费革命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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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限制工作的清规戒律（比如天主教会规定了一系列圣徒日）在实际生活中的约束力很值得怀疑。
8	
  

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变得比中世纪更有效率么？
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并不比中世纪更富裕，是不是更有效率呢？从 1550 到 1750 年，
生产铁钉和玻璃窗的效率提高了至少五倍，印刷技术的效率提高了十倍，新式武器、战
法和船只层出不穷，连绘画和音乐的技法也大大提高了。Mokyr（2002）认为 17 世纪的
科学革命和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使西欧人用理性和经验主义的方法来处理技术问题。
Allen(2007)研究了工业革命前的技术研发，发现这一时期出现了诱导性/偏向性技术进步
（induced/directed technological change）。由于劳动力昂贵、能源便宜（主要是煤），技术
进步倾向于节省劳动力，使用资源。而且技术进步又强化了要素价格的结构，产生路径
依赖。

Purchasing power of average income (1860s = 100)

120

100
Average person
80

60

40

20

0
1270

Consumer with modern tastes

1370

1470

1570

1670

1770

1870

Figure 12.12 Real purchasing power of the average income and hypothetical modern consumers,

图1270s–1860s.
7: 不同视角的效率增长，英国：1270-1870（黑色：前现代消费者；灰色：现代消费者）
discontinuity around 1800. Real purchasing power triples between the me然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计算效率用到的商品和权重。如果商品和权重是当时普
dieval period and 1800. While the growth rate of real purchasing power for
such a consumer rose by 0.76 percent per year after 1800, from the 1480s to
通人口的消费组合，也就是更多的面包，啤酒和牛奶，则效率从
1250 到 1750 年只有波
the 1800s real purchasing power rose at 0.33 percent per year, far beyond the
动，
没有增长。
但如果用现代人的商品和权重，
上述技术进步带来的总效率改进非常大。
average
for the preindustrial
world.
Thus the dynamism of the English economy in different periods seems to
不过即便采用现代消费者的视角—更多的服饰、家具、装饰品，效率的提升也不超过
depend crucially on the consumption interests of the observer. From the per40%（1550-1750
年）。哪一个视角更合理呢？Clark
spective of the lowest-paid
workers, farm laborers, even by the 本人也没有确切的答案。
end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y had not attained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the golden
years of the late Middle 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modern American
工业革命前东亚核心区域出现了增长么？
with middle-class consumption habits, there was a world of change in consumption possibilities even before 1800. These changes made it possible to
Revisionist
（加州学派）
live
in light-flooded
houses, with，认为在工业革命前两百年，在东亚的核心区域（日本西南
painted or papered walls, and eat a wide
range of tasty foods from fine china and glassware. They made reading a daily
部和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出现了和西北欧相似的长期增长趋势，特别是市场的整合、
newspaper possible. They extended the length of the day by providing cheap
artificial illumination.
分工的深化和扩大、识字率的上升和乡村工业化的滥觞（斯密增长）
。李中清等人认为
If innovation were an activity that followed an economic logic, if the
通过积极抑制（positive
check）东亚实现了对人口的有效控制。之所以工业革命没有发
budget for innovative effort were
devoted to producing the maximum value of
productivity advance per research dollar, then the aggregate efficiency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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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这一地区，是因为化石资源不足；而西欧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二是英国煤矿优
越的地理位置。一旦化石资源供应充足，在二十世纪上半页东亚核心区的工业化速度是
惊人的。而东亚其他地区的不发展，在于贸易全球化（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导致的分
工。所以，西欧的发展和东亚的不发展（大分流），在于要素禀赋、地理和运气。
一方面，Clark 对加州学派薄弱的实证基础（特别是工资）持批评态度，另一方面他
又怀有一点同情。因为在他看来，加州学派在试图证明早期现代化者所鼓吹的一系列条
件在东亚核心区已经具备，根本就是找错了对象。因为那些条件，那些革命并不是工业
革命发生的原因。
28

ALLEN, BASSINO, MA, MOLL-MURATA, AND VAN ZAN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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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Welfare ratios in Asia

图
8：工业革命前后欧亚各城市的实际工资（Allen, etc., 2010）
Sources: For Bengal welfare ratio, see Allen, ‘India in the great divergence’. Kyoto/Tokyo welfare ratio is based on Bassino and Ma,
‘Japanese unskilled wages’. As the ‘Japan B’ consumption basket constructed in Bassino and Ma article is roughly equivalent to
the ‘bare bones basket’, we use real wages deflated by the cost of the ‘Japan B’ basket.

在实证方面，最直观的证据来自三个方面，乳糖耐受度、酒精耐受度和身高。西方

least expensive way to get calories is to boil the cheapest grain into a gruel or
porridge. In northern Britain, the poorest people
ate oat porridge; in the Yangzi
和东方在这三方面的差距是显著的，
这直接反映了生活水平的长期差异和由此导致的基
Delta, they ate wheat gruel.44
Figure 6 tests the generality of these conclusions by including all of the Asian
因差异。
东亚民族用粮食作物供养了更多的人口，
welfare ratios
for comparison. There was variation in experience,西欧则用大量的粮食作物酿酒和饲养
but that variety
does not qualify the conclusion that Asian living standards were at the low end of
牲畜，换得了更高卡路里的食谱，由较少的人口享受。最近，欧亚实际工资对比的最新
the European range. The history of living standards in Japan, India, and Canton
was very similar to that of Beijing or Suzhou. Real wages in Istanbul, as shown by
成果再次验证了东西方工业革命前生活水平的差异（图
8）。
Özmucur and Pamuk, were at a level as low as China’s, so it may have characterized much of the non-industrializing worl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45 There is
evidence of rising living standards across Asia after 1870, but the gains were not
enough to catch up to the standard of mid-eighteenth-century London or Amster制度革命
dam, let alone the much higher standard of living enjoyed by workers in those citie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Figure
6 broadens our comparison by inserting the welfare ratio of Oxford, with
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人是理性的。只要有正确的激励—低税率，稳定的私有
the view that London may be exceptional in terms of real wages among English
towns. Indeed, real wages
in Oxford were always lower than in London, although
产权和人身安全，
自由的要素和商品市场—增长就是水到渠成的。
马尔萨斯经济的漫漫
the gap narrowed from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46 Nonetheless, at a welfare ratio
between 2.5 and 3.0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still seemed far more

长夜，就是因为这些制度的缺失：暴虐的君主可以随意横征暴敛，剥夺子民的财产和生
44

Li,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 207, n. 25.
命，农村的农奴和城市的行会工人不能自由流动，商品流通受到层层关卡的盘剥，定价
Özmucur and Pamuk, ‘Real wages’.
45
46

For welfare ratios in Oxford and other towns in England, see Allen, ‘Great divergence’, pp. 4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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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欺行霸市者的控制，创新的成果得不到应有的收益。因此，Acemoglu
和 Robi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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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06）认为，那些建立了包容性制度（inclusive）的国家在工业革命前 200 年的
兴起和掠夺性制度(extractive)国家的衰落才是国富国穷的分野。
Clark 认为，如果人是理性的，无效的制度会被有效的制度代替。比如奴隶制，如
果强迫劳动的收益小于自由劳动的收益，奴隶可以从两者的差距中拿出一部分补偿奴隶
主，赎回自由。Clark 认为古罗马奴隶制和中世纪英国农奴制的消亡都是在没有解放运
动（emancipation movement）的情况下实现的(Clark 2007, p223)。但是 Allen(2006)认为，
古罗马奴隶制的终结在于奴隶的供给短缺，庄园主重新组建了庄园，让奴隶繁衍，也把
自由农民农奴化。实质上，奴隶制以农奴制的面目重新出现了。中世纪农奴值的消亡也
不是由于农奴赎回了自由，而是黑死病带来了劳动力短缺。政府限制工资上涨和劳动力
流动的法令导致了暴动。结果，废除这些法令促成了劳动力的流动和农奴制的终结。制
度主义者对“赎买自由”持悲观态度的另一个理由是，因为奴隶主担心奴隶和农奴后解放
后，不能信守承诺补偿自己，所以宁愿维系一个无效的制度（Acemoglu, 2006）。事实上，
美国奴隶制、俄国农奴制和亚非大陆的奴隶制的废止，都是政府强制介入的结果。
Clark 以华盛顿共识定义的制度要素为基准，对比了中世纪和现代英国的制度质量
（表 2）。他发现，中世纪的英国，具有 3%以下的低税率、低通胀、低公共债务、安全
的产权（理由是资产价格的波动在动乱期间波动很小）以及自由的要素市场。短板一是
人身安全不如现代--中世纪的暴力犯罪率较高。二是没有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但是这两
个因素对工业革命的发生并没有起决定作用。尤其是工业革命中的主要发明创造者，都
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但这并没有妨碍这些发明创造的出现。总之，工业革命没有发生
在中世纪，不是因为人们不够富裕，也不是没有好的制度，而是由于某种文化或基因的
理由，人们不能对市场信号和激励作出“正确”的反应。
Table 8.1
England

The Incentives of Medieval versus Modern

Economic desiderata

1300

2000

Low tax rates
Modest social transfers
Stable money
Low public debt

Yes
Yes
Yes
Yes

No
No
No
No

Security of property
Security of the person
Social mobility

Yes
?
Yes

Yes
Yes
Yes

Free goods markets
Free labor markets
Free capital markets
Free land market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o

Rewards for knowledge creation

?

Yes

表 2：中世纪英国和现代的制度各要素对比
Taxation
Preindustrial societies were generally low-tax societies. England, in particular,
was an extremely lightly taxed nation. Figure 8.2 shows all government ex	
   both central and local, by year as a function of GNP from 1285 to
penditures,
3
2000. Before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of 1688–89, which established the
modern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of Britain,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of all
types were extremely modest. In the years 1600–88 these averaged just 2.2 percent of national income. Before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se expenditure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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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k 的观点受到制度论者的反驳。Allen（2007）认为，第一，Clark 只考虑皇家征
税，而没有考虑君主和领主对子民的地税(tallage)、人头税和劳役；只考虑自由民受到普
通法保护，而忽略农奴的财产不受当地法庭保护。第二，clark 忽略了很多其他重要的
制度，如灾害救济、义务教育和公共基础设施。第三，以上这些制度没有在中世纪引致
经济增长，只能证明它们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但不能证明它们不是经济增长的
必要条件（Solow, 2007）。
不过，在 Clark 看来，制度和意识形态只是物质基础和文化的产物，制度的产生、
消亡和演进被更基本的经济力量左右。历史上，千百万制度被创造出来并被试错，在古
代中国、古罗马、古希腊，民主制度都曾经存在过。为什么只有在 17 世纪的英国，而
不是在其他时间和地点，一种叫君主立宪的制度—统治机构可以代表大多数人利益而不
是少数特权阶层的制度—被设计出来、沿用下来？在大多数技术进步缓慢的社会，人们
不会需要建立一个正式制度来保护创新者的知识产权。为什么只有到了十七八世纪的西
北欧，才有雄心勃勃和追逐利润的政府和企业主为了吸引各国的专门人才，创造了专利
权来补偿他们—足以补偿在母国的行会制度下他们从专门技能获得的收益？天主教在
欧洲统治了 1000 年，其间有很多宗教领袖试图改革，可为什么十五世纪一个来自德国
穷乡僻壤的下级牧师，可以使数百万西北欧人改宗易主？为什么东欧和南欧的人们对路
德的呼声无动于衷？人类对自然世界的探求至少数十万年，为什么偏偏在 17 世纪在欧
洲的一部分人们开始用系统性的、理性的、经验的态度来探求自然世界的秘密？因此，
制度更应该是被解释的对象。而工业革命发生的时机和地点需要新理论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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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富者生存”
把工业革命前的西北欧和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区别开来的不是逐步提高的生活水平，
不是消费和勤劳革命，而是更高的识字率、识数率、更低的利率和更低的暴力水平（可
能是加速的效率增长）。在这几项指标的长期趋势中，制度变革的影响几乎无迹可寻。
更可能的原因是选择性压力：那些在马尔萨斯经济中成功的人们，也获得了生育上的成
功，而他们的特质和偏好：勤奋、耐心、节俭和愿意妥协也随着代际传递，成为越来越
大比例人口的特质和偏好。
识字率和识数率
对英国识字率的估计可以追溯到 1580 年代。历史学家统计了有多大比例的人口能
够在法律文件签名，比如在婚姻契约上新浪新娘的签名和目击者证言的签名。图 9 显示，
男性的识字率从 1580 年的 30%上升到 1740 年的 60%以上；女性的识字率从 17 世纪中
期的 5%上上到 18 世纪中期的 30%。中世纪的情况如何呢。自诺曼征服后（1066 年），
牧师获得了在宗教法庭而不是民事法庭受审的特权，而鉴定牧师资格的测试是让嫌疑人
念一段圣经的文字，只要通过测试，嫌疑人就可以获得轻判。1351 年这种办法成为法
律。这说明这一时期，在牧师以外识字的人口很少，也说明即便识字能获得更高的法律
地位，大部分人还是没有动机去识字。但是，到十五世纪这一法律名存实亡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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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9.3 Literacy in England, 1580–1920. Data for 1750s–1920s from Schofield, 1973, men

and 9：英国成年识字率（1580-1900）
women who sign marriage resisters; for the north, 1630s–1740s, from Houston, 1982, wit图
nesses who sign court depositions; for Norwich Diocese, 1580s–1690s, from Cressy, 1980, witnesses
who sign ecclesiastical court declarations.

另一方面，人们对数字的看法也在发生着改变。在文明早期，人们对数字相当随意。
proxy measures for literacy go back to the 1580s: such things as the percent古罗马北非的墓碑，3%的墓主被记载活了一百岁以上，不乏
120 到 130 岁的。古代史
age of grooms who signed the marriage register or the percentage of witnesses
in court cases who signed their depositions. These measures similarly show a
籍对出生年代的处理也相当随意。
另一个指标是 Age heaping。如果每个人确切汇报年龄，
long upward movement in implied literacy rates as England approache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应当有
20%的人汇报年龄的个位数是零或五。但是前现代的年龄记载表明，这一比例常
It is hard to define measures of actual literacy before 1580, but we know

that literacy rates must have been extremely low in medieval Europe. In
常高于
20%。这个偏离的幅度，被经常用于衡量识字率，偏离幅度 Z 越高，意味着更

	
  

England, for example, after the Norman Conquest of 1066 clergy had the
privilege of being tried only in ecclesiastical courts, the so-called benefit of
clergy. The test for whether an accused in secular courts could assert benefit
of clergy became the ability to read a passage from the Bible. By 1351 this was
established as the test in law. In the medieval period the number of people
outside those with clerical training who could read was so low that this ability was regarded as a sufficient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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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识字率。表 3 显示，1350 年的英国，富人的 age heaping 还高达 61%，而 1427 年的
北部意大利已经是一个更“精细”的社会了。可是到了 1790 年以后，英国的 age heaping
已经非常接近现代社会了。
Table 9.4 Age Heaping over Time
Location

Date

Type

Group

Z

Rome*a
Roman Africa*a
Carthage*a

Empire
Empire
Empire

Urban
Both
Urban

Rich
Rich
Rich

48
52
38

Englandb
Florence, Italya
Pistoia, Italya
Florentine territorya

ca. 1350
1427
1427
1427

Both
Urban
Urban
Rural

Rich
All
All
All

61
32
42
53

Corfe Castle, Englandc,d

1790
1795
1796
1801
1833

Urban
Urban
Rural
Rural
Both

All
Poor
All
Poor
Workers

8
14
30
19
6

Ardleigh, Englande
Terling, Englandf
Cotton operatives, Englandg

Sources: aDuncan-Jones, 1990, 84–90. bRussell, 1948, 103–11. cHutchins et al., 1796, xc–xciii.
d
e
fEssex Record Office,
D/P 299/12/3. Parliamentary Papers, 1834, 21–31.
Note: * denotes ages of the dead. Since age heaping is more evident with the elderly, the table
was constructed for ages 23–62.

Record Office, P11/OV197.
Essex Record
表Dorset
3：不同社会的
Age-heaping
率Office, D/P 263/1/5.
g

在没有国家提供公共教育的情况下，对识字率的投资取决于其私人收益率（private

rate）
。Clark
Another
feature认为，识字率的上升主要原因在于供给面，是文化和基因的选择过程而不
of the Roman tombstone age declarations is that many
ages were greatly overstated. We know that life expectancy in ancient Rome

是人力资本收益率驱动的（需求）
。图
10 people
显示，工业革命前技术工资溢价的最高点是在
was perhaps as low as 20–25 at birth. Yet the tombstones
record
as dying at ages as high as 120. In North Africa, 3 percent allegedly died at 100 or

黑死病发生之前。
如果识字率的提升是人们对市场信号的反应，
那么应该发生在这一时
more.20 Almost all these great
ages must be complete fantasy. In comparison,
a set of 250 relatively prosperous testators in England circa 1600, whose ages

期，而不是以后。不过，Clark
并不能排除影响识字率需求和供给的其他因素，比如印
can be established from parish records, had a highest age at death of 88. Yet
the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who memorialized richer Romans did not
刷产业的效率提高，比如宗教改革。
Wage
of Skilled/Unskilled
Building,
England
detect
any implausibility
in recording these fabulous
ages.
For literacy the earliest measure we have is the ability of people to sign
their name
2.5 on various legal documents, shown in figure 9.3. For England these
Craftsmen's wages relative to laborer's

Matched pairs
2.0

have their ages updated from the previous census by the census takers every seven years, accuracy will be preserved, even if the individuals themselves have little idea of their own ages;
Bagnall and Frier, 1994.
20. 1.5
Hopkins, 1966, 249.

178

All data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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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英国工资的技术溢价

利率
在中世纪的英国，测量实际利率较为容易：通胀率和资产价格的波动都很小，名义
利率和价格的比例通常被用来作为实际利率。Clark（2002）首先测算了中世纪以来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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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收益率和房屋租金率。这两种资产被认为是生产性资产，所以其利率不被天主教
反高利贷的教条约束。图 11 显示，到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和荷兰，利率下降到了 4%，接
近现代水平。而 20 世纪初的江南地区土地收益率还高达 12%（Clark, 2007, p263）。
15

Rate of return (%)

12

9

6
Rent charges

3
Farmland
0
1150

1250

1350

1450

1550

1650

1750

1850

1950

Figure 9.1 Return on land and on rent charges by decade in England, 1170–2003. For the years
图 before
11：英国长期土地收益率(farmland)和房屋租金率(rent
charges)
1350 the land returns are the moving average of three decades because
in these early years
this measure is noisy.

利率是当期消费向未来消费的让渡，它至少反映了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风险考
had fallen from these medieval levels in Genoa, the Netherlands, Germany,

虑和时间偏好。Clark
认为，在工业革命以前的农业经济下，未来收入的年增长率微乎
and Flanders.4
All societies before 1400 for which we have sufficient evidence to calculate

其微。
所以利率的长期下降，
不是反映了资产安全性的增强，
interest
rates show high rates by modern
standards.5 In ancient Greece loans 就是人们变得更加耐心了。
secured by real estate generated returns of close to 10 percent on average all the
way from the fifth century to the second century BC. The temple of Delos,
资产收益的风险一是来自法律对产权的保护程度，二是负债人的死亡（在没有破产
which received a steady inflow of funds in offerings, invested them at a stan法的情况下）
。Clark
认为工业革命前法律对产权的保护程度并没有变得比中世纪更强。
dard 10 percent
mortgage
rate throughout this period.6 Land in Roman Egypt
in the first three centuries AD produced a typical return of 9–10 percent.
他的理由是利率在政局不稳定和战争时期的波动不大。
财产充公和征用极为少见。
比利
7
Loans secured by land typically earned an even higher return of 12 percent.

时泽莱地区 16-17 世纪的利率趋势表明，利率在战争和和平时期的利差不超过 5%。即
4. De Wever, 1978; Clark, 1988; Cipolla, 1993, 216–17; 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1997,
使在西班牙和联省共和国激战正酣、大量工商业者逃离佛兰芒的
1581-1590 年，利率也
113–29.
5. Hudson, 2000.

没有超过
10%3。interest
另一方面，由于工业革命前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并没有显著下降，负
6. Compound
was not charged, so since some of the loans ran for a number of
years the actual rate charged was somewhat lower than 10 percent. See Larsen, 1938, 368–79.

债人死亡的概率并没有显著下降。
7. Calculated from the ratio of rents to land sale prices given in Johnson, 1936, 83–173,
using wheat prices from Duncan-Jones, 1990, 146.

Clark 认为，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人们变得更有耐心了。对美国六岁孩童的研究表明，
他们宁愿要今天的一块糖，也不要明天的两块糖，其时间偏好意味着
150%的月利率。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MAN
169
从这个意义上说，采集狩猎社会就是人类的童年（对现代马达加斯加一个处在采集和农
耕过渡期的 Mikea 种族的研究发现了相似的月利率）。在 13 世纪的英国则处在人类的青
壮年：一个无地的英国农民如果从他十五岁开始，把每年 10%的收入投资土地，并且把
	
  	
  	
  	
  	
  	
  	
  	
  	
  	
  	
  	
  	
  	
  	
  	
  	
  	
  	
  	
  	
  	
  	
  	
  	
  	
  	
  	
  	
  	
  	
  	
  	
  	
  	
  	
  	
  	
  	
  	
  	
  	
  	
  	
  	
  	
  	
  	
  	
  	
  	
  	
  	
  	
  	
  	
  
3

此外，在 12 世纪的英国，Clark 发现不同城市的利率显示了惊人的一致性。这一时期，英王由于财政困难把
征税和司法权卖给各地的领主，造成了各地产权执行程度的差异—如果这是决定利率高低的决定因素，那么利率应
该呈现一定的地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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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再投入，到 50 岁的时候，他已经拥有 85 英亩的土地！但是似乎没有多少人好好利
用 10%的无风险实际利率。那些足够耐心的人，积累了财富，也获得了生育上的成功。
Allen(2007)认为，Clark 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地缘政治。孤悬于大陆之外的英伦三
岛，抽身于大陆的列国征战，米兰、佛罗伦萨和阿姆斯特丹的金融机构为各国的战争机
器融资，而伦敦的金融业则发育不良。1689 年，奥兰治亲王继承王位，也带来了大陆
的金融架构，也带来了中央银行体系和政府公债系统。这才是英国利率下降的原因。
无组织暴力和有组织暴力
中世纪的英国，非法杀人者的财产被冲作皇室财产，国王有动机调查和追查搜有的
谋杀事件，通过研究此类档案，历史学家建立了谋杀率的长期趋势。谋杀率从 1200 年
的千分之 0.1-0.3 下降到了 1600 年的 0.05-0.1 之间，和 1900 年的千分之 0.1 左右。16 世
纪，时人的日记和笔记当中，还充斥着观赏公开行刑归来的满足感。到 18 世纪晚期这
样的文字就少得多了。不过如果考虑到现代打猎采集社会的谋杀率在千分之 1.4 到千分
之 15 之间，我们有理由相信，中世纪晚期的英国已经变得“相当文明”了。
另一方面，有组织暴力的造成的死亡率，并没有时间趋势。冷兵器时代死亡率最高
的玫瑰战争（千分之 1.5），死亡率也低于当时的谋杀死亡率。总的来说，中世纪的战争
造成的人员直接伤亡无法和现代全面战争相比（不考虑战争引起的瘟疫和饥荒）。20 世
纪的战争，一方面冲突规模更大武器杀伤力更强，另一方面把摧毁敌人人力资本作为战
略目标，甚至带有社会工程的性质，如种族清洗和阶级仇杀。这不能不说是对 Clark 理
论的一个嘲讽：人类变得更文明了么？
2.0

0.4

Male death rate (per thousand)

Homicide rate (per thousand)

Wars of the Roses

0.3

0.2

1.5
Civil War

1.0

0.5

0.1

0.0
1200

0.0
105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2000

Figure 6.9 Homicide rates for males in England, 1190s–2000.

图 12：英国男性的谋杀死亡率（1200-2000）
Figure 6.10 shows estimated English male death rates from the various ex（1050-1850）
ternal and internal wars by decade from the 1170s to the 1900s.13 Here the
average losses were surprisingly small, of the order of 0.12–0.15 per thousand
people for most of the period 1150–1800. Thus even in medieval England before 1350 the average annual death rate from all violence was 0.4 per thousand. Even allowing for the fact that the death rates for forager societies were
calculated for men, this is an order of magnitude less than the rate currently
	
   observed for forager societies. It is also less than the estimated Neolithic rate.
Early European wars produced few casualties because the size of armies
before 1700 was typically small. In the 1290s, when Edward I assembled the
largest armies of his long reign, before he was severely constrained by financial problems, his army to suppress the Welsh rebellion of 1294–95 was 31,000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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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

1450

1550

1650

1750

1850

Decade

Figure 6.10 Death rates from military conflicts in England, 1170s–1900s. The line shows a fiftyyear moving average of combat death rates in England.

图 13：冲突和战争导致的英国男性死亡率

When Henry V invaded France in 1415 he had only about 10,000 men. And
casualties from violence in war were limited because battles were infrequent
and the battles themselves did not always produce large numbers of casualties.
Edward I, who reigned for thirty-five years from 1272 to 1307, and who led
armies in Wales, Scotland, Flanders, and the Holy Land, took part in only one
full-scale battle, at Falkirk in Scotland in 1298.14 Thus one reason that forager
living standards were probably as high as those in Europe by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as the relatively low rates of death from violence in these settled
agrarian economies—though England was a particularly stable and peaceable
preindustri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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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压力(selection pressure)和生育成功：农耕文明和采集狩猎社会
农耕文明在生育上奖励哪些美德？不妨先看看狩猎采集社会，什么最能预测生育上
的成功？Chagnon（1987）对亚马逊丛林的 Yanomamo 种族的人类学研究表明，杀过人
的男性在各个年龄段都比没杀过人的男性生育了更多的子女，在 20-24 岁，这种生存竞
争更为残酷。而巴拉圭的 Ache 种族，能把更多肉带回宿营地预测了男性的生育率。在
肯尼亚的游牧民族，拥有更多的牲畜预测了男性的生育成功（Clark 2007,p128-129）。
Table 6.4

Age
20–24
25–30
31–40
41+

Reproductive Success of Male Yanomamo, 1987
Number of
killers

Killers’
average
offspring

Number of
nonkillers

Nonkillers’
average
offspring

5
14
43
75

1.00
1.57
2.83
6.99

78
58
61
46

0.18
0.86
2.02
4.19

Source: Chagnon, 1988.

表 4：Yanomamo 的暴力和生育成功

Social
Mobility with Survival of the Richest
农耕社会的人们在三个方面区别于他们的祖先和他们的游牧民族兄弟：1，人们生
England in the years 1585–1638 was still a relatively static society, with little
活在更稳定、更大、更密集的社群。2，部分人拥有了相当数量的土地、房屋、牲畜和
change in income per person. It was, as noted, a society still in the grip of the

Malthusian Trap, in which economic change was slow or nonexistent. Con其他财产。3，分工的扩大和深化催生了市场和交易。交易的数额越大，财产的规模越
sequently the relative numbers of occupations, the wage rates for different

大，涉及的人越多，越需要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和价值中介，越需要文字来清晰地界定交
occupations, and the stock of housing per person changed little. The amount
of land per person fell, but land values were increasing with the growth of
易的内容。识字和识数，从可有可无的技能，成为决定经济成功的关键。而随着土地的
the population, so the value of land per person also changed little. The great

开垦、资本的积累，这些财产的收益开始下降，只有那些足够耐心的、足够勤奋的人，
reproductive success of richer testators thus meant that their children were on
average moving down the social ladder in terms of wealth and occupations—

才能用今天的努力获得明天的成功。最后，经济上的成功和生育上的成功高度关联，经
and moving down reasonably rapidly.
Table 6.5 illustrates this for Suffolk in 1620–38. The second column of
济成功者的后代多于不成功者的后代。慢慢地，一个社会的文化和制度就随之改变了。

Figure
3: shows
Assetthe
Class
andof Children
Death,
the table
sample
males fromatSuffolk
whomen
madeborn
wills,1500-1840
arranged

Mean Children

by wealth class. Added to the observed wills are the appropriately sized group
of males
4.00 who made no will, assumed to have zero assets, as well as an appropriately sized group of testators whose wills were approved in higher courts
3.50
and whose wealth is assumed to have exceeded £1,000. The next column shows
the share
3.00 of each class of males in the population in the first generation. The
next column gives the observed numbers of male children from each asset
2.50
class who reach at least age 16. We assume those who did not make wills had
the 2.00
same numbers of children as those making wills whose assets were £0–9.
For those whose wills were proved in higher courts we assume they had the
1.50
same numbers of children as those of the highest observed asset class. This
implies
1.00 that of a population of 3,613 wills in the first generation we end up
with 4,266 adult male successors in the next generation, an increase of 18 per0.5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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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资产数目和存活子女数：英国 1500-1840 年出生的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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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显示，Clark 从 15-18 世纪的遗嘱发现，富人死亡时的存活子女是穷人的 1.8 倍
（这个优势在控制了年龄因素后仍然显著）。穷人的未婚率和无存活子女率都显著高于
富人。而富人的平均寿命和识字率大大高于穷人。马尔萨斯经济下，经济上的成功多大
程度转化为生育的成功—“富者生存”的选择强度决定了一个社会多么快速的中产阶级
化。这是由于在传统经济，高收入职业有限，富人多生的子女必然快速向下流动。
Clark 根据日本 17 世纪武士阶层和平民的生育率比较和中国清代的皇族生育率，发
现富人生育率只是略高于穷人(1.1-1.5 倍)，江南地区的族谱研究（Shuie,2012）则发现生
育率和社会地位（功名）存在一定的倒 U 型关系—虽然有功名者的生育率高于无功名
者，但低级功名获得者的生育率高于高级功名获得者(举人贡生)，这可能是由于教育和
考试的高成本导致父母以质量取代数量，也可能是由于子女均分财产制度。日本的武士
阶层，生育率不足以实现人口的再生产(replace themselves)，经常要诉诸于领养来解决爵
位的继承问题。因此中国和日本的中产阶级化要缓慢的多。18 世纪加拿大的法国殖民
社区则呈现越穷生育率越高的特点。但总体来说，Clark 并不能证明“富者生存”是英国
特有的现象。李中清等人对东北旗人社区的研究发现了和英国相当的富者生育率优势。
最后，没有经验证据表明，英国的富者比中国的富人更加具有中产阶级的特质。
人口行为和内生增长理论
经济学家一直在试图破解突破马尔萨斯陷阱，进入索洛增长的机制。Kremer 认为，
天才出现的概率是人口的增函数，而天才具有正外部性，所以人口增长可以内生地提高
技术进步的速度，使其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人口增长的另一个作用是，只有市场足够
大，人们才会有激励去改进技术和创造新产品，分工和贸易的收益才会超过成本
（Krugman, 1987）。人口的规模效益解释了工业革命和现代增长的最终发生，也解释了
为什么 1500 年以前三个相互隔绝的大陆的技术水平的差距。欧亚大陆、美洲大陆和澳
洲中，面积最大的欧亚大陆因其容纳了最大的人口规模，技术进步最快；澳洲面积最小，
容纳最小的人口，技术进步最慢。而技术进步又反作用于人口（马尔萨斯机制），拉大
了人口差距，后者有进一步拉大了技术差距。
人力资本理论者则更进一步： Galor（2001）的统一增长理论（Unified growth theory）
提出，突破马尔萨斯陷阱的关键在于人口革命。在工业革命前后，起初收入的增加使得
最低生存约束（subsistence constraint）放松，生育率提高。但很快，劳动者根据市场信
号，开始用质量取代数量（quality-quantity trade-off），投资于子女的人力资本而不是子
女的数量。或者说，生育率和收入的关系变成倒 U 型。结果，一方面技术进步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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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不一定带来人口增长，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的投入提高了技术进步的速度。这样，
技术进步赢得了和人口增长的竞速，现代增长开始了。
质量-数量取舍的经验研究
Clark 对英国遗嘱的研究表明：1780 年以前，财富和生育率显著正相关。1780 年-1880
年，贫富和生育率没有相关性。“人口革命”后的 1880-1980 年，情况正相反：穷人的生
育率高于富人。最近三十年，穷人和富人的生育率则没有差别。按照人力资本论者的理
论，1780 年以前，农业社会人力资本的收益很低，不存在质量-数量取舍；1780 年以后，
工业革命提升了人力资本的私人市场收益，所以出现质量-数量取舍。我们如何检验这
一假设呢？
现代社会，我们往往观察到子女数量和子女质量（受教育程度和子女劳动市场表现）
的负相关性。但最大的挑战在于子女质量的内生性（图 15）。一方面，父母的质量通过
基因遗传、文化遗传和社会关系直接影响子女的质量；另一方面，父母的质量高，则抚
养子女的机会成本高，所以生育率较低。如果我们用如下回归来估计质量-数量取舍系
数 β，
q = βn + u,
我们会高估 β，因为 u 和 q 直接正相关，又和 n 负相关（遗漏变量偏差）。或者说，
我们观测到的 n 和 q 的相关性都来自 u 和两个变量各自的相关性，而不是 n 和 q 之间的
取舍。即使我们加入对父母质量的控制变量，也很难解决这一问题，因为父母质量很难
用收入、学历、职业等变量完全量度。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利用 n 的外生性，比如意
外双胞胎的降生。这时候，父母的质量依然直接影响子女质量，但是不通过影响子女数
量来影响子女质量，因此, 上述回归可以获得 β 的无偏估计。但一个潜在的问题是，由
于双胞胎在怀孕和哺乳过程中分享母亲的营养和看护，可能对子女的质量产生不利影
响。所以 n 和 q 的负相关可能不是来自质量-数量取舍，上述回归也将高估 β。

Parent 'quality'

-ve

n children
+ve

Child quality

Figure 2: The True and Observed Quality-Quantity Tradeoff
Figure 1: Parent influences on child quality – Modern World

True

?

Observed

child 'quality'

Number

图 15：子女质量的内生性

	
  

图 16：现代社会质量-数量取舍的真实值和经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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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0 年以前则正相反：父母质量和子女质量正相关，因此观察到的 n 和 q 的相关性
会低估 beta。1780-1880 年，由于父母质量和子女数量不相关，所以可以得到 beta 的无
偏估计。不过，Clark 认为，即便 1780 年以前观察到的 q 和 n 的相关性也很接近真实的
质量-数量取舍。理由是，

，偏误的部分很小。1780 年以前，尽管富人在

加总水平上生育率高于穷人，但在个人水平上，随机扰动解释了生育率变动的大部分。
假设子女数 n =θ u +e, u 是父母的质量，e 是随机扰动。由于缺少节育的技术手段，工业
革命前的家庭规模呈现出更大的方差（图 17）。在个人水平上，穷人多子嗣和富人无
子嗣的情况都很多。而工业革命后，家庭规模的方差大大减小了。总之，e 的方差远远
大于 u 的方差。因此，估计偏误

的数值很小，我们可以用观察到

的质量-数量取舍近似真实的质量-数量取舍。如图 18 所示。
Figure 6: The distribution of net family sizes in pre-industrial England

Figure 4: The True and Observed Quality-Quantity Tradeoff, pre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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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Number of observations before 1800, 6,940, after 1800, 1,418.

图 17：英国工业革命前后的净家庭规模（不包括父母）

Number

图 18：工业革命前质量-数量取舍的真实值和经验值

Clark 和 Cummins (2012)研究了英国 1500 到 1950 年的 1029 份遗嘱，希望从这个
有限的样本中发现子女数量对子女质量的影响在工业革命前后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们把
样本按父辈死亡年份分为 1500-1819，1820-1880 和 1881-1950 年三个阶段。在控制了
父辈财富的对数值和早逝子女比例（父亲立遗嘱时已经逝世的子女占所有子女的比重）
之后，作者发现子女数量对数对于子女平均财富对数的系数（也就是数量-质量取舍的
弹性）在三个时期分别为-0.241，-0.312 和-0.390。根据上文的讨论，1881 年以后的
真实取舍弹性的大小应显著低于 0.39，而 1820 年以前的真实取舍弹性应略高于 0.24。
首先，在所有时期，取舍的弹性远远低于人力资本者的预测；其次，工业革命前后取舍
弹性的变化不大。如果用职业类别（绅士、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和仆人）衡量父辈和
子女的质量，则发现了更低的取舍弹性，而且统计上也不显著。该研究的另一个发现是
父辈立遗嘱时的财富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对子女立遗嘱的财富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效应
不受家庭规模的影响—如果是该效应是来自财富继承的话，更多的子女数将减少每个子
女分得的财产，该效应大小应依赖子女数。这暗示，财富/地位的代际传承更可能来自
父辈能力、态度和行为通过家庭文化、社会关系乃至基因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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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姓氏和人力/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
Macloskey (2007), Bowles(2007)和 Allen(2007)认为 Clark 理论的漏洞，在于不能证明马
尔萨斯经济下富人的赖以致富的态度和倾向，也是现代社会的赖以成功的态度和倾向
（Bourgeois value,中产阶级价值观）
。并且这种态度和倾向可以通过基因的遗传、家庭环
境的熏陶和社会关系网络的继承来传承和扩散。另一个问题是，如果社会流动速度很快，
富者的地位在两三代之间丧失殆尽，
“富者生存!中产阶级价值观扩散”就只能作用 100
年左右的时间，而不是如 Clark 所想象的，是一个延续整个马尔萨斯经济的过程。正如
Macloskey 所指出的，“the selective pressure is too strong for a slow story”。
为了回应这些质疑，自 2007 年以来，Clark 开始通过姓氏研究社会流动性。“龙生龙，
凤生凤”究竟是一种生物现象、文化现象还是社会现象？“富不过三代”，“君子之泽，五
世而斩”，是对富贵者的诅咒还是对经验事实的合理描述？公共政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
提高社会流动性？运气的随机扰动（包括遗传扰动和市场扰动）如何影响社会流动？如
何通过不同社会不同时期的社会流动来把这些因素识别出来？社会流动性和经济增长
的关系如何？
社会流动的测度和“回归均值”法则
经济学家关心财富、收入、教育、职业、寿命…的静态不平等，基尼系数是也。社
会学家则更关心社会地位和社会阶层（social status）的代际相关性或代际弹性。假定从
N 个家庭的样本得到两代人的某个变量 y，并作如下回归。

yit = βyit-1+ vit

（1）

其中 yit-1 是父母的值，yit 是子女的值。vit 是正态分布的干扰项。拟合的 β 越高，变量
y 的代际相关性或弹性越高，社会流动率越低，或者说，动态不平等越大。如果随着时
间变化，β 越来越高，叫做社会阶层固化。图 19 和 20 分别呈现了极高的流动性和极低
的流动性。不管初始状态如何，只要 0<β<1, 随着 t!

y 变量的未来值会趋向全社会

均值，这叫做“回归均值”法则（the law of regression to mediocrity）。β 越大，回归越慢。
The Extremes of Mobility Illustrated

The Extremes of Mobility Illust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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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Correlations and In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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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诸国是社会平等的模范：收入的 β 在 0.1 到
0.3Corak,
之间,
收入基尼系数也很低；
Corak. India from Hnatkovska et al., 2013.

美国的 β 值在 0.4 到 0.5 之间，基尼系数高于北欧；拉美不幸地处在高 β 和高基尼系数
的角落。中国则略低于拉美（β 值约 0.6）。如果换成受教育程度，可以发现相似的情况。
Figure 1: 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Correlations and Inequality

Figure 2: 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 Correlation and Inequality

0.7

India

0.6

Peru

China

Chile

UK USA

0.5

Argentina

0.4
0.3

Sweden

0.2

Japan
Finland

Canada

Norway

0.1

NZ

0

0.1

0.2

0.3

0.4

0.5

0.6

Gini Coefficient Income
Source: Corak, 2012, Figure 2. Canada, personal communication from Miles
Corak. India from Hnatkovska et al., 2013.

图 21：收入代际相关性和收入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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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教育程度代际相关性和教育基尼系数

Clark（2012）认为，收入代际相关性正确地刻画了收入的代际变动，教育代际弹性
Figure 2: 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 Correlation and In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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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t=xit+uit , （2）
Sources: Hertz et al., 2011, table 2.

Gini for Income, World Bank.

在传统社会，社会地位体现在爵位和品级上，比较容易量度；在现代社会，则用收
入、财富、受教育水平和职业等量度（印度的种姓制度是一个例外）。任何可观测的指
标（局部变量）y, 都是“真实社会地位” x, 加上一个扰动项 u。 u 的来源有两个：一是
运气。比如一个人真实社会地位很高，但是恰巧很不幸地公司倒闭、炒股失败、被名校
劝退、碰上雪崩遇难…那么不管用收入、财富、学历，还是寿命作为 y，都会低估这个
人的真实社会地位。二是人们可能在各种局部变量之间进行取舍，同一个人选择在华尔
街做投行，那么以收入计，此人社会地位高；做教授，那么以学历计，此人社会地位高；
不工作享受生活，那么以寿命计，此人社会地位高；去非洲做义工，那么以荣誉表彰计，
此人社会地位高。不管那个局部变量，都不可能精确地度量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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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均质的(homogenous) 社会，扰动项（噪音）的变动相对于真实社会地位（信号）
的变动的比率,

/

，越大。比如，如图 23 所示，和美国相比，瑞典收入的分配极为

平均，教授、律师和医生的收入仅仅比巴士司机的收入多 50%（公司总裁的高收入反映
了高风险）。静态上，随机扰动而不是真实社会地位解释了收入的大部分变异。
因此，动态上，局部变量的代际相关性将低估真实地位的代际相关性。假定真实社
会地位: xit = bxit-1+ eit , (3)。 可以由（1）
（2）
（3）证明

（见 Hao and Clark,

2013）。而低估的程度，取决于扰动项（噪音）的变动相对于真实社会地位（信号）的
变动的比率。这样，有两个推论，第一，收入/财富/教育较平等的社会，低估程度更高
（图 24）。第二，如果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变得更加平等，低估程度更高。比如，经
济学家发现最近几十年以来美国的收入分配变得更不平等了，而代际流动性也更低了，
Figure 4: Average Earnings by Occupation, Sweden and the USA, 2008
但是“真实社会地位”的流动性并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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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Sources:
23：当代瑞典和美国不同职业的平均收入
USA –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National Occupational Employment and Wage
Estimates, May 2010. Sweden – Statistics Sweden, Wage and salary structures, private sector
(SLP), 2011.

姓氏方法

Clark 提出，只要界定得当（with appropriate grouping），把群组作为观测单位可以解
决这个问题：对该群组的人口加总平均，那么个人水平上的随机扰动—运气和取舍，就
This explanation can also explain why the proposition that as earnings inequality

加总为零了。静态上，不管用哪个局部变量—收入、教育、职业，都能准确量度社会地
has increased in the past forty years in the USA, social mobility rates have declined, is
位：

wrong.3 All that is happening is that the standard measures of mobility now more
。如果群组 A 的平均社会地位高于群体 B 的平均社会地位，那么
accurately reflect the underlying mobility rates.

A 的平均

收入、平均财富、平均受教育水平、平均城市人口比例、甚至平均寿命都高于姓氏 B。
This simple model also explains another puzzle of conventional mobility

动态上，姓氏水平上各种局部变量的代际相关性，也是“真实”社会地位代际相关性的无
estimates, the stronger than expected correlation of social status between
4

grandparents and grandchildren, and great-grandparents and great-grandchildren.
偏（unbiased）估计。在群组水平上测算代际相关性，可以采用如下回归：
For this model contains the prediction that after the second generation, measured
social mobility rates will slow down to the underlying mobility rate of social
competence. Measured downwards mobility for a high income family will be fast in
kt

=β

k,t-1

+ vkt (4), 其中 k 代表群组，

是群组 k 内人口的平均值。

Though this notion has gained popular currency (see, for example, Foroohar, 2011) there
seem to be no academic studies suggesting it.
4 See, for example, Long and Ferrie, 2013. Lindahl, et al., 20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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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族群和教徒为口径统计的跨代际收入和教育面板数据并不鲜见。但是族群身份在
代际间的变动和族群本身的平均社会地位存在相关性，或者说，

k,t-1

和 vkt 存在正相关

性。以犹太人为例。自公元 70 年，犹太教开始强调男性识字，以阅读旧约。从此，从
事工商贸易的犹太人选择继续信教，而贫穷的犹太人更容易改信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被
其他族群同化。今天的犹太人百分之八十是德系犹太人(Ashkenazi)，是中南欧的犹太人
分支(Sephardic)的后裔；该分支在 1170 年仅占犹太人总人口的 4%。另一个例子是爱尔
兰的清教徒。爱尔兰的清教徒全部来自 17 世纪的苏格兰，和天主教徒生活在不同的社
区，泾渭分明。但到了二十世纪初已经有 10%的清教徒冠爱尔兰人姓氏；另一方面 10%
的天主教徒冠苏格兰姓氏。与其说是信清教提升了人的社会地位，不如说，不同社会地
位的人们倾向于加入不同的宗教。总之，由于这种选择偏误，族群和教派身份在代际之
间不能稳定传承，社会地位较高和较低的族群和教派社会地位都容易巩固和强化。
姓氏则是一个内生性和选择性偏误较小的群组。虽然，历史上既有社会下层的成功
者改姓精英姓氏以提升社会地位，也有社会精英改信普通姓氏消灾避祸（从土改到文
革），但是，这种改姓还是非常罕见的，通常不超过人口的 1%。总之，

k,t-1

和 vkt 的相

关性很小。此外，姓氏可以获得调查问卷所不能获得的长时段代际流动信息。
出于隐私和统计披露的原因，一般得不到姓氏口径的代际收入和教育方面的面板数
据，历史上的数据更无从获得。所以，无法用等式（4）进行估计。Clark 采用了一个巧
妙的方法，通过模拟相对精英率（relative representation among elites，简写为 RRit ）的下
降过程获得 β 的最优拟合值。

RRit(β)=

图 24：相对精英率（RR）的观察值和拟合值。注：散点：RR 的观测值；曲线：RR 的拟合值；虚线直线和实心直线
分别代表两个关键的制度变化：科举废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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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原因，某些姓氏(或姓氏-籍贯组合)代表较高的身份和地位，其在初始阶段
观测到的精英样本（比如牛津剑桥学生）中出现的频率远高于其在一般人口中出现的频
率。在随后的阶段，精英姓氏的地位 RR 不断下降，向 1 逼近，而这个逼近的速度可以
用一个简单的代际传递模型来模拟。RR 下降越快，β 的最优拟合值越低，社会流动性
就越高。获得历史上某个时段的代表性精英样本比较容易（牛津剑桥大学生、上下院议
员、明清进士举人，常春藤大学生，美国的律师医生，等等），而姓氏人口的历史比例
也可以通过现代人口普查倒算出来（backward projected）。
图 24 给出了 RR 方法的例子。郝煜和 Clark (2013)从浙北五府 1645-1690 年 1600 各举
人当中筛出所有 RR 值高于 5 的 60 个姓氏-籍贯组合（如杭州-汪、宁波-范、慈溪-冯），
加总后 RR 值为 8.1。到 1977-2010 年，这些姓氏-籍贯在精英样本中仅占 1.09。在 360 年
间（约 12 代人），β=0.8377 是该过程的最优拟合值。此外，通过比较拟合趋势和实际观
察值，我们发现 1750-1900 年间的 β 高于 0.8377，流动率更低；而 1950-2010 年则低于
0.8377，流动率更高。帝制晚期科举制度下的中国，比今天更像是一个世袭社会。
拟合过程背后的模型（underlying model）如下：总人口的社会地位服从正态分布（0,
σ2），而“精英”姓氏 z 的社会地位也服从同方差的正态分布，只不过在初始阶段，其均
值高于零,

(

,

) 4，如图 25 所示。假定代际传递过程满足（4）。只要 0<β<1，

其分布逐渐逼近普通人口的分布，

(

,

)

所谓“回归均值”。β 越

大，这个逼近过程越慢，RR 的下降过程越慢。
𝑦!!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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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效的推断依赖于正态分布和同方差的假设。如果假定双头分布，或者初始方差小于人口方差，那么拟合的
RR 值会在第二期大幅下降或大幅上升，不符合我们通常观察到的 RR 值时间趋势。 Clark (2012a, 2012b) 以及郝煜
和 Clark(2013)验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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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社会地位的分布（注：图中实心曲线为精英姓氏的社会地位分布，虚线分布为总人口的社会地位
分布）

不同时期精英具有可比性吗？明清的进士举人和民国的大学生、当代的大学生是否
可比？在 Clark 的模型里，精英在全体人口中的阈值（top x%）是一个可控参数。比如
牛津剑桥学生占适龄人口比例自 18 世纪以来维持在 0.7%；而中国江南的举人则要更加
稀缺，大概占男性人口的 0.03%-0.1%。
经验事实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图 25 中的假设？Clark (2012a) 研究了当代瑞典不同姓
氏的收入分布。他发现拉丁文姓氏和贵族姓氏(如 Heckscher、Linnaeus)的收入分布曲线
在普通姓氏（Anderson）的右侧。但是前者的收入分布的方差接近后者，也呈现正态分
布。在瑞典这样一个均质社会，个人水平上的随机扰动如此之大，以至于真实社会地位
只有在姓氏水平上才能识别出来。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英国 1918-1959 的姓氏收入分布
（Clark, 2013），以及李中清和康文林（2009）对中国 18-19 世纪东北旗地宗族间不平等
的研究。所以，这里要强调的是，“精英姓氏”并非姓氏全体成员皆是精英，而是有较高
传统方法 vs. 姓氏方法
的平均收入，更多的精英和更少的穷人。

传统方法在瑞典这样收入
分配特别平均的国家，往
往得出很高的流动性，很
低的代际相关性 （不管是
收入还是教育）
但是用姓氏方法可以看出
滤掉测量误差，揭示出组
间的不平等；
代际相关性接近英国这样
的阶级社会

第一章
图 26：瑞典当代贵族姓氏和普通收入的收入分布曲线

最后一个技术性的困难是通过现代的姓氏人口比例倒算历史上的姓氏人口比例。如
果精英姓氏在工业革命前由于其精英地位生育率更高，那么在第 0 期的人口精英姓氏人
口比例将低于当代。这样，RR 在第 0 期应该更高，图 24 的曲线也应该更为陡峭，拟合
的 β 也应该更低。而在现代社会，精英姓氏的生育率低于社会平均人口，则对 RR 产生
相反的影响。不过，只要精英姓氏的平均社会地位不偏离全社会的平均地位太远，姓氏
水平的生育率差距不会超过 20%，对 β 的影响也不超过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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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方法 vs 传统方法
Clark 和他的合作者们研究了多个国家在姓氏水平上局部变量的代际相关性，发现
通过姓氏方法获得“真实社会地位的代际相关性显著地高于传统方法的结果（0.2-0.7），
而且和静态的收入分配没有任何相关性。瑞典的流动性和日本、美国、英国、智利、中
国、印度没有显著差异（图 27）。不同社会的 β 的估计值在 0.65-0.85 之间，这意味着子
女社会地位 40-70%的变异是被父母解释的（

）。采用何种变量测量，在个人水平上

可能得到不同的结果，但是用姓氏方法，用收入、教育和职业得到的结果差异不大。
Intergenerational Correlation

Figure 3: Conventional versus Surname estimates of Status Persistence, 1950-2012

1
0.8
0.6
0.4
0.2
0

图 27：传统方法（黑色）和姓氏方法（黄色）得到的代际相关性
Why are these results so different from the conventional studies?

One

不同社会和不同时段往往有不同的公共政策。最重要的一个是累进的收入和遗产
suggestion is that by looking at surname groupings we are implicitly controlling for
errors in the measurement of current status that will reduce the estimated

税，另一个是公共教育。人力资本者则认为低收入阶层一方面面临信贷约束（credit
intergenerational correlation β, so estimating higher values for b. But the correlation
estimates in figure 1 are those corrected for measurement error. And in the case of
constraint）
，因此不能足额投资人力资本，实现向上流动，另一方面面临人力资本禀赋
education in figure 2 measurement errors are believed to a relatively insignificant.
The different bs estimated in these ways are not about different degrees
of control
劣势，子女直接继承的人力资本也不足（Solon,
2012）
。因此，公共政策，特别是公共教
for measurement errors.

育，将直接影响人力资本投资决策，进而影响流动率。当然，更为激进和直接的做法，
The resolution proposed here that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have some
xt is always
t
regressing toward the mean across generations to that

是没收私人财产重新分配（乃至肉体消灭）
underlying general level of social status in generation t, x。
, where

令人惊讶的是，姓氏方法得到的结果几乎不受公共政策的影响。英国的最高遗产税
𝑥
= 𝑏𝑥 + 𝑒
(2)
税率(maximum inheritance tax)，1825 年是 5%，1910 年是 10%，1925 年是 40%，1950 年
where xt and xt+1 are assumed to have a mean of 0, and a constant variance 𝜎 ., and

x is normally distributed.
是 80%，1980
年下降到 40%。如果财富的继承对代际流动率很重要的话，50 年代-80 年

代的 β 应该比之前低很多。但是姓氏方法得到的结果（精英样本为剑桥牛津大学学生、
议会议员、医生律师），是 1650-1850 年的 β 为 0.74-0.85，1950-2012 年的 β 为 0.74-0.80。
瑞典社会民主党上台以来（1936 年），厉行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主义政策。推行从学前
班到高中的全民免费义务教育，强制拉平学校间教育经费和质量差别，最近更是推行公
立托儿所，禁止择校。但是姓氏方法得到的结果（精英样本为乌普萨拉大学学生、瑞典
皇家科学院、瑞典医生和律师），是 1700-1900 年的 β 为 0.75-0.88，1950-2012 年的 β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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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0.80。中国经历了本世纪的社会剧变，但是姓氏方法得到的结果（精英样本为江南
地区进士举人贡生、民国各大学学生、建国后南京大学学生），是 1645-1950 年为 0.81-0.83，
1950-2012 年为 0.66-0.74—后者没有考虑改姓和精英移民国外的情况。而这个结果也接
近同期台湾地区的情况。印度独立以来推行民主化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规定低种姓在大
学生和选民中的最低配额，但 β 最近六十年高达 0.89；美国一直被认为是个人奋斗、白
手起家的乐土，平权法案带来的大学录取和工作机会方面对少数族裔和低收入阶层的优
惠也没有带来更高的流动性。

b

传统方法

姓氏方法

估计值范围

0.2-0.7

0.65-0.85

子女之变动被父母之变动解释的部分

4%-50%

40%-70%

地区间差异

高，且和静态收入分配相关

低，和静态收入分配无关

Regime 之间差异

高，且和静态收入分配相关

低，和静态收入分配相关

不同测度之间差异

高

低

祖孙代际相关

显著（爷爷也重要）

无（爷爷不重要）

流动率在不同族群间差异

显著（存在族群固定效应）

存在（如果族群间不通婚）

流动率在不同阶层间差异

显著（底层面对信贷约束）

小

表 5：传统社会学方法和姓氏方法的结果差异

此外，最近的一些基于美国和瑞典多代数据库的微观研究发现，如果在个人水平上
加入祖辈变量，父辈和祖辈对子孙都有显著影响（Ferrie, etc., 2012; Lindal, etc.，2012）。
他们的阐释是在控制了父辈的影响后，祖辈也通过文化习俗和社会网络的传递影响孙辈
的收入、教育和职业，“grandfather matters”。但是，Clark 认为在个人水平的数据，不能
正确度量父辈的真实社会地位，祖辈的背景则提供了这部分无法量度的关于父辈的信
息。但是在姓氏水平上，祖辈的背景不能提供更多的信息，真实社会的信息都被包含在
父辈的信息当中了。也就是说，代际传递是一个马尔科夫过程（Markov process）。
族群、基因和文化
最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发现，在个人水平上加入族群哑变量，静态上，在控制
了其他变量之后，族群哑变量直接影响个人的收入、教育和职业(Borjas, 1994)。动态上，
某些族群的社会流动性显著高于或低于人口平均水平（如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与之相
关联的是，社会流动率的大小，也依赖社会阶层的高低。比如最低阶层向上流动和最高
阶层向下流动的速度要低于其他阶层相对于社会均值的流动率。他们的阐释是，每个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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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通过各自特定的文化资本和社会网络外部性(ethnic capital externality)对个人的劳动市
场表现产生影响。
Clark 认为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和上面类似，在个人水平的数据，不能正确度
量真实社会地位，族群背景则提供了部分无法量度的信息。但是在姓氏水平上，族群背
景不能提供更多的信息。其次，正如上文提到的，族群身份具有内生性和选择性
(selection)。上文笔者谈到了犹太人和爱尔兰清教徒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埃及的基督教
族群科普特人 (Egyptian Copts)。公元 7 世纪，伊斯兰教控制埃及，并不强迫改宗，但只
有交一种一次性付清（lump-sum）的人头税 (Jizyah) 人们才被允许信奉其他宗教，并保
持社区独立，免除兵役。而这种税具有累退性：穷人的相对税负高于富人。结果付不起
税负的基督徒大都改信伊斯兰教，结果科普特人作为一个精英族群被创造出来，直到今
天仍多见于埃及社会的高收入阶层。Saleh(2012)发现，在历史上 Jiazah 税率越高的地区，
今天科普特人在人口比例越高，收入相对于当地平均水平也越高。类似的，在历史上施
行 Jiazah 税的伊朗、叙利亚、约旦、伊拉克和黎巴嫩等国家，基督徒、东正教徒和拜火
教徒都集中在城市和高收入阶层。
吉普赛则是一个反例。17 世纪以来，成功的吉普赛人不断地脱离吉普赛人的族群，
不成功的非吉普赛人则加入吉普赛人的族群。结果直到今天，吉普赛人作为一个族群被
认为停留在社会底层，但其族裔构成业已和吉普赛人的祖源无关（通过观察姓氏统计）。
最后，本世纪 60 年代以来美国日益收紧的移民政策，给不同来源地移民设置了实质上
不同的门槛(ad-hoc)，产生了巨大的筛选效应。移民门槛越高，移民越来自来源地的高
收入阶层。图 28 美国在世的医生的族群 RR 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黑
人移民和海地黑人移民的 RR 高于 1，而低于 0.5 的则有拉丁裔（非法移民及其后裔居
多）、老挝和柬埔寨（难民居多）和非洲裔美国人。总之，我们今天看到的某些族群的
Figure 26: Frequency of Doctors across Immigrant and Domestic Surname
相对成功，并非来自族群本身的经济文化特质，而是这种筛选的结果。
Groups, USA, 2012

Relative Representation

16.0
8.0
4.0
2.0

1.0
0.5
0.3
0.1

Note: The vertical scale measures the numbers of doctors per capita in these groups

图
28：当代美国医生各族群的
relative
to the population of the USA as a whole.RR 值（族群 i 在医生中的比例/族群 i 人口比例）

	
  

In contrast on this measure is the experience of the large Latino community in
the US, 17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with its origin mainly in various countries of
Central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 substantial fraction of this population came
originally to the US illegally. Thus of the current population of 32 million in th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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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筛选过程不能解释为什么最近 200 年科普特人的 RR 没有下降—人头税 1856 年
废除了。Clark 认为，科普特人和中东其他非穆斯林族群在被税收政策创造为精英之后，
不再和其他族群通婚（Endogamous marriage），因此他们的基因—不管是生物的还是文
化的—优势得以保持。这看似是对“回归均值”法则的一种违背，其实不然。假设把人群
按身高分为两组，然后禁止两组间通婚。结果是，两组人的后裔的身高将各自收敛于各
自群组的均值，而不是全体人群的身高均值。Clark 进一步推论，之所以大部分社会的 β
在 0.7-0.8 之间，是因为各社会普遍实行的，不是族内通婚，而是门当户对（assortative
marriage）婚姻。此种婚姻不足以维持一个群组的精英地位—尽管人们倾向于在本阶层
通婚，但是还是会和运气因素偏离社会均值的外阶层通婚（positive or negative luck），比
如没落贵族和暴发户的通婚。族群间通婚也解释了美国非洲裔（black American）整体向
上流动缓慢。相对来说，他们和其他族群的通婚要少于其他族群之间的通婚。
比起文化，Clark 更倾向于用基因来解释社会流动过程。第一，如果是文化传承决
定了社会流动率的话，门当户对的婚姻也可以通过文化传承达成和族群内通婚一样的效
果，维持一个群组的精英地位。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第二，如果是文化传承决定了社
会流动率的话，祖父辈对孙辈也应有独立于父辈影响之外的影响，但数据更支持没有影
响的假设。当然，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进一步检验这两个假设。

四、结语
普世价值的基石，是人人平等，或者确切地说，给每个人平等的机会。制度主义者
认为，机会面前各国平等—给定对的制度，技术和资本的流动不受限制，就会有经济增
长。但如果 Clark 是对的，“拼爹”的实质，并不是每个人不能被赋予平等的机会，而
是面对相同的机会每个人的应对不同—而影响应对的唯一系统性因素就是基因，其他的
都是随机因素。国富国穷（所谓索洛剩余）的实质，不是错误的制度和不幸的地理，而
而是国民的基因构成，制度设计是徒劳的。如果 Clark 是对的，主流经济学理论的预测
力，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预测力就大大减弱了：毕竟理性人和稳定同质的偏
好是大多数理论模型的假设。在 Clark 看来，大分流不可避免，大赶超尚需时日。移植
和设计对的制度如此困难，穷国的发展问题如此复杂难解。即使几个有限的成功经验，
也是纠正先前设计的—结果是错—的制度。
众生平等的理念是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至于我们无法想象在几十年前，由 Galton
开创的优生学理论和实践还大行其道（比如限制低收入人群和残障人士生育的立法直到
70 年代才在北欧和美国废除），并影响着政府决策。在面临痛苦转型的中国，进化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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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演论的传入也激起了“少年中国，强国育种，改造国民性”的思潮。但经历了上个世
纪种族清洗的惨祸和民权运动的荡涤，用基因来解释个人成功和经济增长成为一种禁
忌，像一个幽灵徘徊在社会科学主流的边缘，徘徊在“政治正确”光芒照不到的角落。
正如龚启圣老师在讲到他和合作者关于中国游牧和农耕文明冲突的文章时无奈地提到，
他们一个关于基因的检验被编审删除了。2012 年 Galor 和 Ashraf 的关于基因多样性和经
济增长的 AER 文章（认为一国较高的基因多样性带来较高的创新，但也带来较低的信
任和社会资本，因此存在经济增长的最优基因多样性）引来一干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的
联署反对：
“…the suggestion that an ideal level of genetic variation could foster economic growth and
could even be engineered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misused with frightening consequences to
justify indefensible practices such as ethnic cleansing or genocide…”
不过，经济学家们，包括 Clark 本人，也承认把生物界的演化概念移植到社会科学是
非常困难的。要进一步研究基因和增长的关系，需要更多跨学科的交流：神经生物学家、
古生物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都应该参与到相关项目的研究中去；也需要更大规模
和更严格的实证研究。在更多研究成果问世以前，匆忙地政策阐述（Policy implication）
是危险的。
最后，Clark 对中国经济起飞的解读，也像很多经济学家的评论一样，带着一种雾里
看花的隔膜，却也有一种“此身不在庐山中”的超越:“…it is no real surprise that China,
despite nearly a generation of extreme forms of Communism between 1949 and 1978, emerged
unchanged as a society individualist and capitalist to its core. The effects of the thousands of
years of operation of a society under the selective pressures of the Malthusian regime could not
be uprooted by utopian dreamers…”(Clark, 2007, p188)。漫长马尔萨斯经济下缓慢的但滴水
穿石的选择压力，塑造了“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也塑造了乱、吵、嫉妒、窝
里斗的“丑陋“的中国人（柏杨，1985）。历史留下的或光辉或沉重的遗产，也许真的
深深刻在我们的 DNA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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