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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加速崛起的精神经济时代

李向民

摘要:改革开放４０年,我国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步入新时代,人们开始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对美好生

活的需要,本质上是精神需要,是更高层次地对美、对尊严、对自我实现的需求.以世界经济发展规律为视

角,可以发现我国经济发展步入了加速崛起的精神经济时代,主要生产要素和产业链都在发生重大变化,
智力、人才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文化创意将成为新时代的第一产业,成为驱动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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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① .这一表述是对党的八大概括的我国社会

基本矛盾的重大调整,既反映了党的八大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４０年来,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成

就,也为今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了重要的形势判断.新时代将引领人们从几千年来对物质财

富的执着,转向更美更好的生活,并且实现传统经济的根本转型.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时代也是加速

崛起的精神经济时代② .

一、进入“后昂起阶段”:中国的新时代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

图１　世界各国经济增长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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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１９９３年的研究,对世

界各国经济转型、迈进精神经济时代的拐点进行

了分析.从中发现,人均GDP(以１９９０年盖－凯

美元计算)接近１００００美元时,美国为１９３６年,
日本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韩国为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初.这一时点,几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曲线均从

长期的缓慢增长,突然发生转折.如同一条长蛇

昂然抬头,斜率陡然变高.从经验数据来看,这
也正是各国进入精神经济时代的重要节点.“盖

－凯美元”是 R．S．盖里于１９５８年提出、后由

S．H．凯米斯发展的一种综合考虑货币购买力

平价和商品的国际平均价格因素的货币转换方

法,以美元为计算单位,主要用于多边比较③ .
根据麦迪森的计算,１２个西欧国家按１９９０年盖－凯美元计算的人均GDP算术平均数,１９００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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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９９元,１９１３年为３４８２元,１９５０年为５５１３元;中国１９９２年为３０９８元.在此基础上按照１９９２~２０００
年中国人均 GDP增长指数推算,２０００年中国的人均 GDP为６０６１盖－凯美元.另据«中国现代化报

告２００６»中的数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１９９０年价格),２００１年中国的人均 GDP为３５８３国际美元,接
近于法国１９２３年(３７１８元)、德国１９２５年(３７７２元)、瑞典１９２８年(３６５７元)、挪威１９３６年(３７５７元)、
意大利１９５１年(３７３８元)的水平①.同一份报告还指出,从平均预期寿命和教育等社会发展指标看,
此时的中国也不输于彼时的发达国家.２００３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为０．７５５,接近于美国、英
国和瑞典１９４０年的水平、挪威１９５０年的水平②.

从这里,我们发现一个重要规律,世界各国物质生产经过爆发式增长后,都经历了一个特殊的“昂
起阶段”,这个阶段有几个特点.

一是物质生产短缺问题基本解决.与此同时,物质资源的瓶颈开始突显,体力劳动者稀缺,生态

环境不再宽松,能源危机显现.其标志是汽车大量进入家庭.
二是社会进入转型,供给以创新驱动,需求以文化驱动.由于物质的富足,人们开始关注健康、公

平,开始追求更加舒适美好的生活.
三是人均 GDP将转入一个快速增长期.
美国经济史学家、发展经济学先驱之一罗斯托(１９１６ ２００３)曾经提出著名的“经济发展阶段论”.

罗斯托于１９６０年出版«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提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要经历的五个阶段.«政治与

增长阶段»(１９７１)一书中,他又在此基础上,补充了第六个阶段③.
第一阶段:“传统社会”,这个阶段不存在现代科学技术,主要依靠手工劳动,农业居于首位.
第二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即从传统社会向“起飞”阶段过渡的时期,近代科学知识开

始在工农业中发生作用.
第三阶段:“起飞”阶段,经济史上的产业革命的早期,即工业化开始阶段,新的技术在工农业中得

到推广和应用,投资率显著上升,工业中主导部门迅速增长,农业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
第四阶段:向“成熟”发展的阶段,现代科学技术得到普遍推广和应用,经济持续增长,投资扩大,

新工业部门迅速发展,国际贸易迅速增加.一般从“起飞”到成熟阶段,大约要经过６０年.
第五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主导部门转到耐用消费品生产方面.
第六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主导部门是服务业与环境改造事业.
罗斯托认为“起飞”和“追求生活质量”是两个关键性阶段.他把美国看成处在最先进的理想阶

段,第三世界国家是处于“起飞”阶段.这一阶段论在今天显然已经不适应.罗斯托没有能够亲历中

国经济起飞和数字技术革命双重叠加产生的新景象,中国作为后进的发展中国家能够高效地学习借

鉴先进国家的经验,奇迹般地缩短了发展进程.房地产、汽车、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生产都已经饱

和,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已经迅速掠过,中心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几乎与先进国家一样,已进入追求生

活质量的阶段.
因此,中国经济２１世纪初１５年的持续增长,具备了“昂起阶段”的所有要素.从国际经验看,这

样的昂起阶段将持续１０年左右,然后,进入后昂起阶段.美国的昂起阶段大致是在１９６０ １９７０年.
中国的昂起阶段在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年.中国之所以迅速渡过昂起阶段,一是因为中国进入昂起阶段的经

济总量大于当时的美国,二是因为中国的昂起阶段与数字技术革命相叠加,具备了弯道超车的技术基

础.１７９０２０１６年中美人均名义GDP走势图(图２)与前面世界各国经济增长规律图(图１)相比,曲线

走势是一致的,但变化的时点不尽相同,主要原因是所用计量的美元不同.前者是名义美元,后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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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调整后的１９９０年盖－凯美元.至于不同美元之间的计算问题,我们且留给统计学家,这里主要

关注的是增长曲线的变化趋势和节奏.

图２　１７９０ ２０１６年中美人均名义 GDP趋势图

数据来源: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绘制.　　　　　　　　　　　　　　　　　　

昂起阶段是超长周期经济增长曲线中的拐点.经过昂起阶段后,由于基数的抬升,即便经济增长

速度回落到５％甚至更低,每一个百分点所代表的人均 GDP数量都远远大于前昂起阶段,人均 GDP
的增长幅度也将更高,从而导致增长曲线变得更加陡峭.也就是说,人均 GDP的基数超过１００００美

元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数值将是那些人均 GDP只有１０００美元国家增长一个百分点的１０
倍.可见,一般情况下前昂起阶段的国家与后昂起阶段的国家的人均 GDP差距将会拉大.但是我们

认为,中国将进入高基数复利增长期.按年均增长６％计算为(１＋６％)n,再过３０年,中国人均 GDP
可以达到５７４３５美元,将超过美国２０１５年５６８０３．５美元的水平.只要保持这样的国际安定、社会稳

定,后昂起阶段的中国在人均 GDP上将逐步赶上美国.
这只是从人均 GDP的角度来计算,由于中国人口基数约为美国的５倍,中国 GDP总量赶上美国

的进程也会相应缩短４/５,按中国６％的增长率,美国２．３６％的增长率计算,中国可望在１０年左右超

过美国,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一的大国.因此,新时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伟大复

兴不是国强民穷和穷兵黩武,而是人民富足、社会发达、国力强盛、文化繁荣的壮阔图景.

二、量变到质变:从生活水平提高到需要层次的跃迁

千百年来,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从原始社会的石器时代到资

本主义早期的机器大工业,人们所有的经济活动可以归结于维持生存需要,满足衣食住行的需求.从

逻辑上说,这是最基本的生物本能.
私有制的确立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逐步地推动了少数富贵阶层摆脱对物质的膜拜,出现了凡

勃伦所论述的“有闲阶级”①.这一阶层,其需求等级逐步提升,完整体现了马斯洛需求等级理论的每

一个台阶.但在很长一段时间,这种需求等级的提升只是部分人的实践,对于最广泛的群体来说,人
们依然生存在物质短缺的阴影之中.

工业革命以后的一百年中,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物质资料空前丰富,人们越来越从繁重而枯燥

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开始进入消费狂欢的时代.人们终于摆脱对物质资料的恐慌,开始报复性地

消费甚至浪费.粮食极大丰富,工业品极大丰富,汽车大量进入家庭,大城市开始拥堵,各种摩天大楼

拔地而起.人类第一次有了真正的自信.不仅发达国家如此,一些新兴国家也紧随其后,世界变得前

所未有地财富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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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世界大潮面前,中国曾经一度被“间离”被遗弃,直到近几十年来,我们以夸父逐日的步

伐,迅速赶超,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举世瞩目.随着人民收入的逐年提高,生活水平持续改善,需求层

级也开始提高,社会的基本矛盾也随之悄然改变.
过去我们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归根到底是一句话,供不应求,也就是物质资本供给不足,不能

满足需要.这是从总量规模上的短缺,是对刚需的手足无措.经过２１世纪初的需求拉动,再到近年

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今,供不应求的大格局已经不再.我们已经进入供过于求的阶段,人们不

患寡而患不好不美.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时代变了.我们的指导思想也应当与时俱进,不能以不变

应万变.
物质经济的基本特征是求多、求大、求快,也就是规模的扩张和数量的增加.其背景是需求旺盛

而供给不足.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和物质的极大丰富,供给与需求之间开始出现

结构性矛盾,不再是绝对意义上的供不应求,而是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对称、不衔接.一方面是国内

经济的生产能力过剩,一方面又是国人到海外的疯狂抢购.饥渴的需求与同样饥渴的供给并存,却无

法实现供销两旺的局面.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所有的需求都开始升级转型.食物要求更安全、更健

康,衣着要求更美观、更舒适,住房要求更温馨、更舒适.总之,希望生活得更加美好.
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家族»一书描述了布登勃洛克家族三代人的故事:第一代自

幼家境贫寒,对金钱充满渴望,立志要成为有钱人,经过不断努力奋斗终于成为百万富翁;到了第二

代,由于从小生在有钱人家,对追求财富没有兴趣,却立志于为公众服务,经过努力,最终当选议员,得
到了想要的社会认可与尊重;到了第三代,由于从小生长在既有钱又有社会地位的家庭,对金钱和地

位均不屑一顾,只专注于追求精神享受,他对音乐情有独钟,终于成为音乐家.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在我国前一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当人们为

了生存和安全而奋斗的时候,还谈不上美好生活.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尤其是近年来,我们在

政治、外交、国防领域的重大变革和成就,使人民不仅获得巨大的安全感,也大大提升了人民的自豪感

和幸福感.布登勃洛克家族的故事,在中国这４０多年中,获得了浓缩版的再现.人民从追求物质财

富,到寻求安全和尊严,再到更美好的生活,完成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实现的目标.对美好

生活的需要,其实质是更高层次地对美、对尊严、对自我实现的需求.

三、美好生活的需要:本质是文化需要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国家来说,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需求也是不一样.应当认识到,文化需要并不是高层次需要所特有的.但是,高层次的需要

必然是更偏向精神和文化的.
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一种高层次需要,其本质是以文化为核心的需要.所有的产品和劳务,最终都

成为精神性的,都成为符号,成为价值观的载体.从传统的影视图书等文化产品,到服装、汽车,甚至

住宅,都将成为一个人审美趣味、品牌偏好、社会地位、文化水平的综合载体.文化将成为核心竞争力

和重要驱动力.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
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

十九大报告对文化的论述无论是高度还是深度,都是前所未见的.更重要的是,在修改党章时,
大会又决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并写入党章,并且认为这有利于全党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全面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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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这是我党对文化的意义和作用的最新理论成果,更突显了社会主义文化在

新时代的重大作用.
美好生活的需要,一是美,是可以看得见的.二是好,是一种全面的体验.这些需要,本质上是精

神需要.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的物质商品,都成为精神符号的载体.那些过去人们追逐的财富,物
质功能开始退却,代之而起的是精神的体验.

从食物看,人们不再是为了填饱肚子,也不再是为了绿色健康和营养,更多地考究口味和环境.
这也是酒店用餐与街头小吃的区别.与此同时,即使是那些街头小吃,如肉夹馍、生煎包、鸭血粉丝

汤,也因为承载了太多的地方特色和个人体验,而成为乡愁的一部分.
从服装看,人们不再像从前那样,执着于布料的结实保暖,而更多地考虑个性和舒适.品牌服饰

的主要功能不再是御寒遮羞,而是个人全部价值的外化.从一个人的服饰,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其对品

牌和款式的偏好,以致可以判断他的收入状况、文化程度、民族宗教、审美倾向等等,服装的精神功能

日益彰显.
从住房看,人们不再为了居者有其屋而担心,而通过个性化的装修,将工业化制造出来的建筑空

间,变成自己温暖的家.从这一点来看,所谓家,就是你喜爱的人和物的集合.家与酒店客房最大的

区别,不在于豪华和舒适的程度,而在于个性化的水平.酒店客房尽管设计合理、装修高档,但并不能

代替业主对自己家庭的个性需求.进入一个家庭,我们很容易通过第一眼印象,了解这个家庭的基本

精神气质.
从出行看,人们即使骑单车、坐公交,也不再仅仅是为了通勤,很多人在践行绿色交通的理念,也

为自己的健康和城市的美好尽一份力.对于开车族来说,选择什么车,除了价格和购买力这个永远的

砝码外,更多地在意这台车所表达的精神气质,也正为此,许多品牌汽车如奔驰、宝马、奥迪、兰博基尼

等,都成了独特的文化符号,至于轿车、SUV、越野、跑车等,已成为个人气质的直接代言.
因此,新时代不仅仅是质量好,而且要求设计更加人性化、个性化.新时代是人人得到尊重,个性

得到张扬的多样化包容性社会.
美好生活不是无条件的,是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的.其第一个前提是全体人民的脱贫,其起点

是小康.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除非有极强的意志和修行,人们是很难觉得生活是美好的.要在２０２０
年前完成精准扶贫的攻坚,同时加大对城市困难群体的帮扶,建立健全体制机制,不让一个困难群众

返贫掉队.美好生活的第二个前提是各类基础设施,包括交通、通信设施和各类文化设施的完善.美

好生活的第三个前提是社会的公平正义、自由和秩序.
美好生活是有意义的生活.人们的劳动和活动,不再是为了温饱而挣扎,而是在物质充足的情况

下,从事喜欢的事情.从观光、度假到健身、读书和写作.劳动不再是苦役,而是一种人生态度和生活

方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百多年前所构思的美好未来正在逐步变为现实.

四、供给侧:社会经济结构将出现重大转型

美好生活是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最为直接的表达,也为我们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这

也是企业和市场从未有过的商机.在这样的需求结构下,需求是可以被激活、被唤醒的,因而也是可

以被制造出来的.关键在于企业是否创新,是否能够提供更美更好的产品.
费雪尔的三次产业划分理论曾经架构了物质经济时代的内在产业逻辑.第一产业即农业和采矿

业,从自然界获得生产资料后,由第二产业即制造业对其进行生产加工,制造成工业品.第三产业则

负责对这些所有的产品提供各类相关服务.在这样的逻辑下,农业是基础,工业是关键,服务业只是

陪衬.在进入精神经济时代以后,三次产业的逻辑顺序将发生根本逆转.文化产业将被赋予新的更

重大的使命.文化产业不仅仅是支柱性产业,而且应当成为核心产业,负责为全社会提供最为稀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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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符号、故事、形象和创意.然后,才通过特许经营权的转让,将文化产业提供的精神内容注

入传统产业,使生硬的物质产品有了生气、有了灵魂、有了个性,这才可能唤醒人们潜在的需求,形成

新的现实的市场和交易.
在新时代的精神经济中,创意将成为第一原生推动力.对于传统的物质生产部门来说,设计与品

牌,在技术的加持下,成为产品启动的第一道工序.从世界经济分工的地图上看,发达的工业国,逐步

将消耗资源、劳动密集的制造业转向第三世界国家,而保留品牌、设计、研发和销售的重要部门,也正

反映了创意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作用.对于新兴的产业如文化产业来说,创意更是一切项目的源头.
有人说,创意是灵魂在跳舞.创意无疑是最接近人的灵魂的活动,也是提供精神产品的第一要素.

我们可以看一张图(图３),这也是我在３０年前首次提出精神经济学时,常用的人类财富结

构图①.

图３　人类财富结构图

整个方框代表人类的全部社会产品.根据不同的方法对这个作为总体对象的产品进行划分,EE′
线以上代表产品的精神内容(A、D),以下部分代表产品的物质形式、物质载体(B、C);FF′以左代表人

们常说的文化产品或者精神产品,如影视、字画、图书等.精神经济学中将其称为是准精神产品(C＋
D).FF′以右则代表人们通常所称的物质产品,如汽车、住房、家具等(A＋B).

准精神产品中的精神内容,我们将其称为纯精神产品(D),从本质上看,就是创意(包括形象、故事

等),从法律上看,就是知识产权,或者叫作IP(IntellectualProperty).对纯精神产品进行物质复制,
就是文化的产业化,也是形成准精神产品的过程.如出版社对作者的文稿出版付梓,电影公司再根据

这个故事组织表演和拍摄,又可以形成影视产品.这一过程的本质,是使得创意在最小的物质载体中

得以承载和传播.
将纯精神产品向传统物质制造业进行扩展,即D转化为 A,也就是产业文化化的过程.也就是将

文化创意加载到普通制造中,使之成为独特的个性化的产品.如同样的衣料、同样的加工程序,因为

用了不同的品牌、不同的设计,可能最终销售价格差距达数百倍.当一个普通物质产品的非物质效益

远远超过其物质载体的价值时,我们已经很难分出它是精神产品还是物质产品.大量的文创产品都

属于这种情况.一件黑色的塑料雨衣,可能成本只有５元钱,但如果设计成电影«哈利波特»中斗篷

的样式,再加上一个独特的图案或者标语,便有了文艺的气质,成了文创产品,可以卖到３０元以上.
产业的文化化过程,将成为新时代的第二次产业②.这个过程中,由第一次产业所生产的创意

(IP)将通过特许经营权的方式,加入制造业,也因此,制造业的产品才变得温暖而有趣.比如在儿童

服装和文具上,印上米老鼠、唐老鸭的形象,使得原本普通的物件成为孩子欢乐的伙伴.正是得益于

此,迪士尼公司的特许经营权收益早已超过动画影片的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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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实际上推动了经济的泛精神化.一方面文化产业将成为重

要的支柱性产业,其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将持续上升,另一方面,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度也不

断提高,传统物质消费部门提供的产品日益精神化.从北京的皇家粮仓,到上海的新天地、南京的老

门东,再到景德镇的陶溪川、成都的宽窄巷子,即便是最传统的餐饮业,也因为环境的不同、氛围的不

同,而显得那么别致.一些过去曾经或者即将废弃的老旧建筑,因为文创的注入,而重新焕发了生机.
在这些老旧建筑中,人们可以聆听古老的故事、体验各种前尘往事,从中获得书本中无法读取的情调.

从这一点上看,文化创意将成为新时代第一产业,成为驱动产业.精神经济时代,生产要素资源迥异

于过去,物质生产资料、资本和交通、通信等硬件约束逐步改善,智力、人才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也正因为此,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将是创新能力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文化创意与技术创新将

成为经济增长的两个驱动轮.与此同时,创新不足也将成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原因.一些创

新能力强的企业和地区,将占据产业的高端,分得大部分利润,而创新能力相对较弱的地区和企业,将
不得不从事较为传统的生产加工,获得较少的利润.２０１２年,美国加州大学和雪城大学的３位教授合

作撰写了一份名为«捕捉苹果全球供应网络利润分析»的研究报告①,其中针对iPhone手机利润分配

的研究显示,２０１０年,苹果公司每卖出一台iPhone,就独占其中５８５％的利润;利润分配排在第二的

是塑胶、金属等原物料供应国,占去了２１９％;作为屏幕、电子元件主要供应商的韩国,分得了iPhone
利润的４７％;其他利润分配依次是:未归类项目占去４４％,非中国劳工占去３５％,苹果公司以外的

美国从业者获得２４％,中国大陆劳工获得１８％,欧洲获得１８％,日本和中国台湾各获得０５％.这

充分反映了苹果公司在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这种地位的根本在于其品牌、技术和创意,相比之下,
其他地区即使建造再大厂房、投入再多劳动力,都无法在利益分配中望其项背.

文化的本质是创新,创新将成为时代的主题和最强音.灵魂逐渐取代身体,精神日益超脱物欲,
灵魂安放之处,精神愉悦之所,越发成为经济绽放之源.也正因为此,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②精神经济时

代的到来,不仅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昂起加速,更是自鸦片战争以来１７０余年我国从落后挨打走向

自信腾飞的一个新转折点,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重要里程碑.

ANewEraoftheAcceleratedＧEmergingSpiritual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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