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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真价值理性时代的区域经济学使命
金 碚

摘 要：进入新时代，当我们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巨大物质成就后，必须以更为科学理性的精神，来反思经济发

展的本真价值，拨正人类发展的方向。无论是在经济学的宏观领域还是在微观领域，或者是在经济学的各分

支学科中，区域经济学是触及经济活动的本真理性因素最广泛、最直接和最深入的学科之一。进入本真价值

理性时代，区域经济学从其自身的研究领域和关注问题中向前推进、深入探索，将经济学反转的镜像端正过

来，正视和直面经济发展现实。这就会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地将经济学引入对本真性问题和本真目的的研究

领域，这实质上是将经济学所认知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二重性置于统一的理论框架中，做出更符合实际和

吻合人类发展本性的学术贡献。这是经济学研究视角的根本性调整：使经济学的视野从“独眼”观世界变为

“双眼”观世界。独眼所见只是一个平面的图像，而双眼所见才是一个立体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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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出现许多新情

况，必须要有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数十年

来，几乎每一个历史时期甚至每一年都说要

“新”，年年说“新”已成语言惯性。但当前所说的

“新”，却与以往不同，更具有深刻性，不仅是战略

新、政策新，而且真正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深入到

了理念和思维方式的变革。这对经济学提出了

极具深刻性的挑战。而在经济学的所有分支学

科中，区域经济学是一个迎接新时代首当其冲的

领域。区域经济学不仅率先面对各种新情况、新

现象，需要确立新理念、新思维，并为制定新战略

做出直接贡献，而且必须在经济学本身的变革

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随着工业化进入中后

期，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传统经济学的局限

性，难以解释和应对日新月异的现实，甚至其学

术逻辑的底层结构都面临挑战。从一定意义上

可以说，区域经济学正在成为经济发展进入本真

价值理性时代的学术“尖兵”，须从经济学的根基

处进行变革，推进其发展，甚至发生具有颠覆性

的理念更新和方法创新。

一、从交换价值主导向本真价值理性的演进

鉴于本文所研究问题的学术深刻性，我们的

讨论需从经济学的根基处，即商品价值理论开

始。按照马克思的商品价值理论，商品具有使用

价值与交换价值二重性。人的消费需要是由商

品的使用价值来满足的，但在市场经济制度下，

由于所生产的商品是用来交换其他商品，即为交

换而生产的，而且商品交换是以货币为媒介的，

所以，人们的行为目标特别是生产活动目标主要

不是消费使用价值，而是追求交换价值，特别是

追求交换价值的代表——货币。于是，在市场经

济发展历史中，往往充满了“重商主义”的观念、

思维和行为，即视货币为财富，以货币单位所表

现的交换价值为经济体系中的主人和统治者；而

使用价值反而成为交换价值的仆人和工具。人

们疯狂地追求交换价值，积累财富，增值货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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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整个经济机体从微观到宏观都越来越金融

化。而无限度地追求物质财富特别是物质财富

的计量表现——货币以及核算数据（GDP等），往

往导致经济活动根本的目的——以有用的自然

物质和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满足人

的生活和发展需要，反而被极大地忽视。即使是

原本为计量使用价值量的指标，例如GDP等，也

转化为交换价值单位即货币指标，从而使人们认

为，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交换价值量的增长，并

且表现为货币单位计量的金融性数字。有经济

学家称之为“认知俘获”，即人对事物性质的认识

被根本性扭曲。

从 20世纪 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迅速推进，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发展生产力，追求物质成就，成为“中轴原

理”，个人努力脱贫致富，企业经营以利润最大化

为目标，而且，金融活动越来越兴盛。改革开放

初期，“万元户”就已算是稀有的“暴发户”，而今

天，“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以至“首

富”，成为令人羡慕甚至奋力追求的身价目标。

同时，各地区的发展也以物质成就论英雄，进行

以GDP增长为目标的竞赛和竞争。为此，各地区

追求GDP排名，乐此不疲，身不由己。在此过程

中，稍有成就的企业家们纷纷转身为投资家、金

融家。资本运作、收购兼并，转战房地产，涉足金

融界，所拥有或控制的金融资产如同炼金术的产

物，迅速膨胀。短短30多年，进入世界500强（实

际是 500大）行列的中国企业逐年递增。而“低

调”地隐于各地的拥有百亿、千亿、万亿元资产的

企业更是与日俱增，不计其数。

由于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仍然是

“第一要务”，所以，当前以至未来相当一段时期

在总体上将仍然处于物质主义的发展时期。追

求物质财富特别是物质财富的货币表现（即重商

主义倾向）具有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不过，从

21世纪第二个 10年开始，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物质匮乏的境况已

彻底改变，甩掉了“落后”的帽子，甚至在许多外

国人心目中，“中国人”已经成为“有钱人”的代名

词；“中国”已经有了“真有钱”的形象。此时，物

质成就尽管仍然重要，但已越来越不再是唯一重

要的目标，甚至，为了实现其他目标，值得付出一

定的物质代价，社会价值观倾向于多元目标，例

如，为了保护环境，宁可牺牲一些GDP，可以说，

中国正在从“亢奋的物质主义”转向“权衡的物质

主义”。

这是一个多么耀眼的经济繁荣的黄金时

代！但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得失兼具的时

代。“亢奋”是有代价的，“权衡”才是理性的本性。

而当社会转向权衡的物质主义，人们和社会将更

理智地认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关系，在各种体

现了交换经济或使用价值的目标中，有必要进行

适当的权衡，以实现发展的平衡性和全面性。

如前所述，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绝

大多数生产活动是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者是

为向他人提供使用价值而进行劳动，其目的是获

得更多的交换价值（货币），而交换价值（货币）本

身并不具有使用价值。这样的生产方式，实际上

是生产活动目的与手段的角色反转。但也正因

为这样，能够为社会生产注入经济增长的强劲动

力。可以设想，如果生产者仅仅为满足自己消费

的产品使用价值而生产，其数量将是非常有限

的，如果由一个社会计划中心来计算所有人所需

要的使用价值并据此进行生产（即计划经济的逻

辑），其有效的动力和效率机制更是难以形成；相

反，当人们为获得交换价值（货币）而生产时，其

数量可以是无限的，动力可以极为强劲。因此，

当以追求交换价值为目标时，物质财富可以快速

增长和极大积累。而从整个社会看，大量商品的

生产和交换，可以实现商品（主要是工业品）的消

费大众化。所以，我们不必诅咒以交换价值为目

的的市场经济活动的目的与手段的颠倒，所有的

人都会在这个目的和手段换位的市场经济蓬勃

发展中获益。

但是，事情不可走到极端，人对事物的认识

不可偏颇，“认知俘获”不应泯灭了理智。如果极

端崇拜交换价值，失去生产活动的根本目的，使

目的和手段的颠倒走到盲目境地，就会导致出现

如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现象，即人所创造的物反

而统治了人，并损害人的根本利益。例如，体现

了交换价值统治的亢奋物质主义，有可能导致环

境破坏、空间失序和人们的精神空虚。从理论上

说，这就是因为无度崇拜“无用”的交换价值目

标，而舍弃了“有用”的使用价值目的。为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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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膨胀，失去了本真的“目的”。而我们的世

界确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人类发展的本

真目的。如美国学者拉娜·弗洛哈尔所指出的，

金融原本是一种工具，但现在，金融业是世界权

力和信息的终极聚所。如果把全球经济比作一

个沙漏，金融业就是沙漏正中间最狭窄的那截通

道：世界上所有的财富，所有谁创造了财富谁又

攫取了财富的信息都从中间这通道穿过。金融

家们坐在最高级的位置上，随心所欲地从中收取

过路费。单从科技层面就可见一斑：科技通常能

够降低行业的运营成本，却没能让金融中介的成

本降下来。实际上，随着金融业采用了更新、更

先进的工具，这个行业的成本却越来越高，效率

却越来越低。就像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

所主张的那样，金融家从某些意义上讲颇像旧时

代的地主，只不过他们不控制劳工，而是掌握了

现代经济中更加重要的资源的使用权：资本和信

息。结果他们成了地球上最富有、最有权势的那

批人中的最大群体。比起硅谷巨头或石油沙皇，

金融家才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真正主人。在这样

的世界中，经济脱实向虚，财富创造、积累和索取

的过程，并没有带来大多数人实际生活包括生存

空间同样程度的改善。

所以，当我们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巨大物质成

就后，必须以更为科学理性的精神，来反思经济

发展的本真价值，拨正人类发展的方向，这可以

称之为经济发展的本真复兴。

二、经济发展的本真复兴

市场经济是人类最伟大的制度创造，人类发

展进入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市场

经济的基本逻辑是，以“换”（交换）激励和创造更

多的“享”（享用），交换越发达，享用之物就越丰

富。可见，只是将市场经济定义为“交换经济”是

有失偏颇的。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交换”与

“享用”的二重经济。市场经济的这一逻辑基于

一个潜在的假设（有经济学家认为这是无须证明

的公理）：人能够确定自己的行为目的和选择手

段（当然未必是有效成功的手段）。而相信市场

经济逻辑的有效性实际上是相信“市场最了解情

况”，至少是相信没有任何高明之人或社会中心

能比市场更了解情况。因此，让市场机制在资源

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说到了市场经济理论的

根本点上。也可以说这是对人类最伟大的制度

创造的理论认可。

认定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实际上还要有一个

“技术性”假设：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具有直接的

数量相关性，所以，实现交换价值量的增长或最

大化目标，就可以达成使用价值量的增长和最大

化目标。基于这一技术性假设，在统计上，就可

以用交换价值单位作为使用价值的计量指标，例

如，将以货币为单位的GDP作为计量真实产品和

服务数量增长的指标，以致使人们误以为GDP是

一个交换价值量，而往往忘记了它实际上是反映

使用价值量及其增长的统计指标。

尽管经济学的整个体系都基于上述假设，而

且这些假设似乎都合情合理，但人们对于以下推

断并没有绝对的把握：第一，人类在任何情况下

都能够分清目的与手段吗？第二，“市场最了解”

这一信条是无条件正确的吗？第三，交换价值和

使用价值具有完全的数量一致性吗？现代经济

学（常常被称为“西方经济学”）试图将使用价值

作为交换价值量的决定因素，例如，认为商品的

（交换）价值取决于其“边际效用”。而马克思关

于商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二重性的理论却未

得到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充分的学术

延展。这使得关于现实经济的认知，往往陷入混

沌。经济学本身也像谜一样，其大多为经济学家

所“定义”的概念和术语，却未必符合现实。

人类所生产的具有二重性的商品，使用价值

是“目的”，交换价值是“手段”，这本应是不证自

明的常识性“公理”。但如前所述，市场经济的行

为机理实际上将目的与手段反转倒置，即原本的

“享”是目的，“换”是手段，反转倒置为为了“换”

的目的可以牺牲“享”的需要，例如，为了利润最

大化或更多GDP，可以损害环境和健康；为了金

山银山，损失了绿水青山。人们花钱去旅游，不

就是因为向往享受绿水青山而得愉悦吗？但就

为了更多的钱（其本质不过是获取使用价值的

“媒介”或索取权），为什么宁可破坏绿水青山呢？

如上所述，市场经济有“换”和“享”两个根本

基因。而当以交换为统治（主人）时，就需要有产

权的绝对封闭性，即只有取得所有权才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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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使用权）。此时，“换”主导“享”，甚至压抑

“享”。因为，许多东西在其性质上原本是可以共

享的，即只要产权具有非封闭性，“享”的因素可

以大展其能，大创其功。而交换价值的无度滥

权，就可能使社会偏离“共享”的本真理性。例

如，人类集体共享的生态环境就会因没有产权封

闭性而受到破坏。而这就直接损害了所有人的

享用利益。因此，经济发展必须实现其本真复

兴，克服人类“认知俘获”所导致的各种“非理性

的理性”现象，复兴人类发展的本真理性。这实

际上是对市场经济认知的第二次思想启蒙。

经济发展的本真复兴首先会体现在区域发

展的现实中（顺便提一下，“共产主义”的原意就

是一个具有社区共享含义的概念，其词根为

commun）。一个区域就是一个具有共享性因素的

地理空间。在区域中，生态环境是最基本的共享

条件，区域空间条件具有极强的共享性，区域（包

括城市和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也具有很强

的共享性。所以，当前正方兴未艾的各种“共享

经济”业态，也都是区域经济现象。

可见，经济发展的本真复兴，根本上说就是

“享用”的崛起，是“享用”对于“交换”的“平权运

动”。当然，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换”仍然作用巨

大，所有的“享用”或“共享”，都不可能完全脱离

“交换”所发挥的手段作用。拓展交换空间，实现

更大区域范围的互联互通，也是拓展共享空间的

最重要手段之一。

三、区域经济学是本真价值理性时代的

探路尖兵

笔者在《论经济发展的本真复兴》一文中讨

论了当人类发展进入本真价值理性时代，经济学

面临的挑战和使命。而市场经济发展的本质属

性和内在关系所产生的“换”（交换价值）和“享”

（使用价值）之间的对立运动和矛盾现象及突出

问题，在区域经济发展中首先突出地表现出来。

例如，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生态环

境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条件，是最重要的有用

物。人类发展必须适应环境，或者改造环境以使

之有利于人类到达和居住。但在区域经济发展

的一定时期，追求以交换价值（货币）量为目标的

经济增长（GDP增长），反而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

破坏，不宜人居。因此，站在本真理性的立场上，

如果是以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追求经济产

能和产出的规模扩张，那么，宁可不要“大开发”，

也要进行“大保护”。

再如，房地产问题。房子是用来住的，这是

一个极为浅显的常识，但在许多地区特别是城市

化过程中，房地产被彻底地金融化，房子成为交

换价值的体现物。原本是最实在的使用物，蜕变

为像货币一样的“财富符号”和金融投资的标的

物。其使用价值不过是资产增殖的工具和“奴

仆”。但房地产业在交换价值侧所发挥的独特作

用，特别是当房地产成为投资标的而进行金融性

交易运作，也确实能对经济繁荣和增长起到推动

作用。而且房地产作为较可靠的抵押物也往往

成为金融业的“宠儿”。特别是，房地产的价格主

要并不取决于其自身的生产成本，买房子其实在

很大程度上是购买房子的区位以及周边环境和

公共设施，后者都属于区域性因素，而非房地产

本身的成本因素。这样，房地产就是一个极具区

域经济学性质的产业。由房地产的特殊性所导

致的各种关系和现象，都是区域经济学应着力

研究的。

又如，经济发展中产生的地区差距以及地区

协调问题。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分布如何才是

有效和合理的？以交换价值工具——货币、价格

所引导的资源和人口空间分布，能否实现合理的

优化格局？如果据此不能实现合理格局，那么，

可以或者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来进行调节？例如，

北京市要疏解非首都功能、超大城市要治理过度

密集和拥挤的城市病等，从根本的理论上说，就

是当交换价值这个“统治者”无力指挥时，必须诉

诸对真实使用价值的直接安排。加强空间规划，

也是基于这样的理论逻辑。

于是，我们的讨论触及了本文前述的现代经

济学关于市场经济认知的最底层的逻辑基石：即

关于人的行为的理性假定和人具有能够区分目

的与手段的行为特征假定，以及关于“市场最了

解”情况的有效市场理论。当人类发展进入本真

理性时代，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上述认识会发

生怎样的变化？区域经济学首先就要面对这个

问题。对于区域如何发展，市场真的具有可以无

条件地“最了解”的功能吗？人为了趋利避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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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分清目的和手段吗？并且

能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体现其“理性”吗？特别是，

当经济学的利益主体“人”（个体）扩展为“居民”

以至“人民”（群体）时，何为“理性”？区域经济学

能够仅仅基于个体理性而忽视群体理性吗？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现代经济学的缺陷：

对空间和时间的假定是非常任意的。可以说，在

经济学主体逻辑中是没有现实的空间和时间条

件的。因此，在那里，以交换价值（价格）调节的

供求关系，似乎可以在没有空间障碍和时间过程

的假设条件下，瞬间完成。即使考虑到“时滞”

“期间”等问题，也总是在可以用数学方法进行处

理的限度内进行思考，而不考虑空间和时间的现

实复杂性问题。而当我们重点研究人类发展的

本真价值时，就必须侧重于对真实使用价值的观

察，复杂的现实时空因素是不可忽视的。区域经

济学正是特别专注于研究经济发展的时间和空

间复杂性的学科。显然，当区域发展进入本真理

性时代，区域经济学研究大有可为。也正因为这

样，面对急剧变化的现实经济以及解决区域发展

问题的紧迫需要，区域经济学难免常常感觉“力

不从心”。区域经济学有自己的“金刚钻”，可以

揽下区域发展的“瓷器活”吗？

在时间上，区域经济学面对的是超长期的

“长程调节”经济问题，区域均衡、区域协调、区域

优化、区域价值等，不能像一般市场均衡理论那

样假定其可以在瞬间达成、及时调节，而是要有

数十年、数百年，甚至更长期（雄安发展是“千年

大计”）的眼界，其中要处理各种“不可逆”或现象

（例如，把农地建成城市后，如果再要恢复为农

地，其成本非常大；建成了道路、桥梁后，如果发

现其不妥，要重建，也是很困难的）。因此，关于

区域经济发展，如何进行规划和决策？对其价值

的判断和评估应基于多长的时间跨度，以什么时

点作为基准？以至如何据此而安排区域发展的

演进阶段？这些都是区域经济学会直接面对的

问题，甚至可以说，区域经济学的“主业”和专长

领域正在这里，需要有其切合实际的学术逻辑和

分析方法。

在空间上，区域经济学面对的是极为复杂而

且范围迅速扩大、联系日趋紧密的研究对象。特

别是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进展，过去相互分

离、互不往来，甚至隔山隔水相望的不同区域，连

接融合为同一个区域。因而，定义为“区域”的空

间范围越来越大。那么，在区域内及区域间，众

多人的“享用”还是都必须仅仅由“交换”（价格）

来调节吗？如果需要“交换”，那么，此种交换的

原理是什么？特别是，那些共享性极高的空间设

施（享用空间），例如，公园、风景区、博物馆的享

用等，也都要以价格调节来进行交换性供给吗？

再如，当我们说“京津冀协同发展”或“京津冀一

体化”“长株潭一体化”时，对于区域共享性很强

的空间设施，经济学如何进行研究？应采用怎样

的学术逻辑和分析方法？

在区域空间中生产（建设）的公共性产品，不

仅具有很强的公益性，而且往往因规模巨大的土

方工程而具有极强的不可逆性和长周期性，例

如，水电站建设、高铁建设等，如果只能以价格所

调节的供求来进行生产（建设）决策，则以交换价

格机制调节的时滞性和超长程性（今天的决策往

往对应着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的需求），

使得难以判断“市场均衡”状态，所以不得不以群

体理性来替代。空间性规划就成为群体享用的

理性代表，此时，显然要重点考虑使用价值侧的

因素，当然也要兼顾交换价值侧因素，即进行经

济性预测。而当将更大程度上体现了群体理性

的行政力量、空间规划行为引入区域经济的学术

分析框架中时，就是对经济学时空假设缺陷的重

大弥补。这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是一个重大变革。

总之，无论是在经济学的宏观领域还是微观

领域，或者是在经济学的各分支学科中，区域经

济学是触及经济活动的本真理性因素最广泛、最

直接和最深入的学科之一。区域经济学很难像

宏观经济学或微观经济学那样抽象掉经济活动

的本真性（使用价值侧）因素，而专注于交换价值

侧关系，或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以交换价值替代

使用价值因素（以价格替代效用和享用）。也不

可能像宏观经济学或微观经济学那样忽视时间

和空间因素对经济决策（经济平衡与决策权衡）

的复杂作用。而当经济发展进入本真价值理性

时代，那些被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抽象掉的

因素，正变为区域经济学特别需要重视和专注研

究的问题。可见，称区域经济学为“本真价值理

性时代的探路尖兵”，是毫不过分的。

本真价值理性时代的区域经济学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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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于本真价值理性视角的区域经济学

从本真价值理性的视角看，人类经济活动的

根本目的是通过经济活动实现人类的生存、繁荣

和传承，而且在此过程中感受尽可能的愉快（幸

福感）。简单说就是，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人

类的更美好生活。那么，更美好生活的首要条件

是什么？人类需要生活在适宜的环境空间中，这

一空间能够具有人类可以在那里满足衣食住行

需要的良好条件，显然，这正是区域经济学（以及

它的相邻学科经济地理学和城市规划学等）的研

究对象。以传统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区域经济

学的这一本真价值理性被纳入以交换价值的工

具理性的思维模式，即以成本—效益分析为基本

工具进行经济分析，以一个地区的生产发展和收

入水平的提高作为目标指向。研究各地区如何

从低收入发展为中等收入，以至高收入地区，以

及各地区之间发展差距如何趋向收敛。

区域经济学的上述研究当然是很有意义的，

特别是对于工业化中期之前的经济发展，区域经

济开发是中心议题。但是，进入工业化中后期，

人类更需要从本真价值理性的视角研究经济发

展，需要研究经济开发所带来的可以用交换价值

单位计量的产出和收入增长，是否真正带来人类

生存环境的改善。其中特别需要研究的是，那些

难以直接用交换价值单位（货币）计量而又对人

类生活产生很大影响的因素，如何进入区域经济

学研究的领域？区域经济学能够以怎样的方法

来对其进行刻画和解释，从而能够提出对其进行

改善的主张和对策？

对于人类发展来说，时间周期和跨度是另一

个核心问题。人类个体有从幼年、成年到老年的

过程，生命周期的不同时期对生活空间的要求不

尽相同。在一定的区域中，如何更适合他们各个

时期的生活？从人类发展的群体历史看，需要地

区环境适宜于人类繁衍即代际传承，而从人类的

本真价值看，人不仅是“个”体，而且是“类”体，进

化中的群类，因此，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能

仅仅是短期均衡，甚至不仅仅是生命周期跨度中

的利益权衡（所谓“永久收入假定”理论），而是要

将视野延展到数代人（数十年到百年）甚至“千年

大计”的时间跨度。这是一个需要本真理性主导

的问题。从本真价值理性的视角看，人类生产活

动的目的是在一定的时间过程中改变自然物质

的形态，使之为人所用。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

希·冯·米塞斯指出，资本品——过去生产出来的

再生产要素——不是一个独立要素。它们是过

去消耗掉的两个原始要素——自然与劳动——

的联合产品。资本没有它们自己的生产力。把

资本品说成贮藏起来的劳动和自然（资源），这也

不对。倒不如说它们是贮藏起来的劳动、自然和

时间。不靠资本品帮助的生产与利用资本品的

生产，其间的区别在于时间。资本品是从生产的

开端走向其最后目标（生产消费品）之过程中的

一些中转站。利用资本品生产的人，比那开始时

不使用资本品的人享有一大利益：他在时间上更

接近于他努力的最后目标。

如前所述，在本真理性视角下，人类价值不

仅是生存、繁荣和传承，而且需要“幸福”。因此，

如何使人身心健康和愉快（精神性享用的主观幸

福感）是一个根本性目的。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手

段，需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表现为物质财富的

增长，这是传统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但仅此

是非常不够的，人的身心健康和愉快还需要有更

多其他条件，例如，除了优美的生态环境，还要有

生活区域内的便利公共服务的可得性、共享空间

设施的完备性、人际交流的便利性、文体娱乐活

动方式和内容的丰富性等，所以，区域规划和区

域建设，交换价值并非抉择的唯一准则，甚至不

是首要准则。区域规划和区域建设的抉择原则

首先是“功能”即空间效用，不同的区域应有不同

的主体功能，各主体功能区域均有其特殊的区域

经济问题。而在区域功能中，不仅有保护与发展

的需要，而且也要留下“记忆”，即各种历史遗产

遗迹，以体现历史记忆的区域功能。因为，历史

性遗产遗迹对于人类也具有极高的享用价值（精

神性使用价值），区域发展绝不应患“老年失忆

症”。可见，在本真价值理性视角下，区域经济学

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学术张力空间。从这一意义

上说，区域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应用经济学”，

它涉及一系列非常深刻的基本理论问题，具有很

强的基础性（甚至哲学性）学术特性。

总之，进入本真价值理性时代，区域经济学

34



从其自身的研究领域和关注问题中向前推进、深

入探索，将经济学反转的镜像端正过来，正视和

直面经济发展现实。这就会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地将经济学引入对本真性问题和本真目的的研

究领域，这实质上是将经济学所认知的使用价值

和交换价值二重性，置于统一的理论框架中，做

出更符合实际和吻合人类发展本性的学术贡

献。这是经济学研究视角的根本性调整：使经济

学的视野从“独眼”观世界变为“双眼”观世界。

独眼所见只是一个平面的图像，而双眼所见的才

是一个立体的世界。以前者的视角，经济学真的

是一门“忧郁的科学”，正因为这样，我们可以看

到，许多经济学论文都如同“精致的浅碟”，盘子

似乎很华丽，但盘中盛不了多少新鲜物：尽管使

用了各种精致的数学方法和复杂模型，却没有多

少实质性思想新意。而以后者的视角，经济学是

一门寻求人类幸福道路的科学，可以在广阔的时

空中驰骋，观察丰富现实中的人类行为，发挥科

学理性的想象力潜能，探寻实现人类幸福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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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ssion of Regional Economics in the Era of Authentical Value Rationality

Jin Bei
Abstract：In the new era，when we have made great material achievement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more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spirit must be used to rethink the authentical valu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to correct the direction of
human development. Whether in the macro or micro fields of economics，or in the various branches of economics，
regional economics is one of the most extensive，direct and deepest subjects that touches the authentical rationality
factors of economic activities.In the era of authentical value rationality，the regional economics make progress from its
own research areas and concerns，correct the reversal mirror image of economics，face to the re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will naturally lead the economics to the research field of authentical problem authentical purpose，
which is essentially the fact that placing the duality of use value and exchange value of economics cognition in a
unified theory framework，making academic contributions more in line with reality and conforming to the nature of
human development. This is the fundamental adjustment of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research：making the visual
field to the world change from“one eye”to“two eyes”.
Key Words：Authentical Value Rationality；Duality of Value；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Time and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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