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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随着个人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分配中的/ 公平0 问题越来越为人关注。公平的含义、公平的标准及

其相对性特征, 公平的表现和处理经济公平与伦 理公平的原则等几个方面, 是处理/ 公平0问题所不可忽视的,
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既有理论意义, 也有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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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中的/ 公平0问题是一个直接涉及社
会稳定的敏感问题, 各国都比较关注。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 / 深化分配
制度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初次分配注

长期以来, 我国理论界一直存在着对分配公

重效率 , ,发挥市场的作用 , ,再分配注重公平

平问题的讨论。特别是近几年, 随着我国社会主

,,以共同富裕为目标,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提

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人们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一
些落后地区、
弱势群体与发达地区、
首先致富的群

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0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
期分配制度的总纲。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 调整

体相比, 个人收入水平、
个人和家庭生活水平都呈

个人收入差距, 实现分配公平, 也应该以此为指导

现出很大的差距。随着这一趋势的不断发展, 公
平问题更加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很多理论工作者

思想。
在我国, 个人收入包括工资收入和工资以外

发表著述, 探讨分配/ 公平0问题, 仁者见仁, 智者

的要素收入, 个人收入分配的/ 公平0 问题自然也

见智; 很多实际工作者也不断探索/ 公平0分配的

要体现在这两个方面。本文仅就工资收入分配中

方法和方案, 种类繁多, 各有千秋。
然而, 令人遗憾的, 直接影响人们对公平分配

的公平问题作一探讨, 关于要素收入分配中的公
平问题将另外撰文分析。

问题进行研讨的一个问题是, 很多人对/ 公平0的

一、工资分配/ 公平0的含义

理解并不一致, 谈问题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引用/ 公平0的不同含义, 来说明自己的观点。的

( 一) / 公平0的一般含义

确, / 公平0包括多方面的含义, 在个人收入分配中

公平是一个历史范畴,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

所要求的/ 公平0, 也不是单一含义的。由此, 决定

同时期, 具有不同的内容。同时, 它也是一个价值

了分配/ 公平0的 表现、评价 标准、怎 样来实现等
等, 也都不是十分简单的问题。必须从其科学定

和是非观念范畴, 不同社会、
不同阶级乃至不同个
人都有不同的公平观, 超阶级、
超党派的公平是没

义出发, 全面、
准确地理解/ 公平0 的涵义, 准确描

有的。它体现着不同利益主体的不同价值判断。

述其表现, 确立科学的评价标准, 才能真正探索出

公平的本义是指公正、
公道、
合理、正义, 通常

实行公平分配的方法和途径, 实现公平分配。

人们所说的社会公平包括政治公平、
经济公平、
伦

X 收稿日期: 2004O08O01

作者简介: 杨辉( 1971O) , 女, 硕士, 讲师, 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邓小平理论研究。

杨

辉

工资分配中的/ 公平0 问题探析

37

理公平三个方面的内容。
政治公平是指社会成员的政治权利与地位的

分配属于经济活动, 当然首先要遵循经济公
平原则; 但分配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内涵和表

平等, 也就是要求社会中的制度安排和非制度安

现之一, 因此, 又必须遵循伦理公平原则。

排给每个人的生存、
发展权利是平等的。这种公
平权 利 的范 围和 内 容应 涵 盖社 会 所有 领 域和

从经济公平原则来看, 现代社会中的收入分
配公平, 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 取得

层面。

收入的机会均等。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同等的通过

经济公平是指人们获取经济收入和社会利益
的机会上的均等, 参与经济活动、
遵守经济规则上
的平等, 以及所获取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利益多少
的公平合理。有人把这种公平概括为: 经济活动

自己努力而取得收入的机会和权利, 排除任何特
权、优惠、
垄断等不平等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第二, 分配尺度统一。对每一个参与经济过程的
人( 或物质要素) 都按同样的尺度进行收入分配,

起点的公平和平等; 过程的公平和平等; 结果的公
平和平等。起点的公平和平等或机会均等意味着

同工同酬, 相同的贡献相同的报酬。第三, 与前两

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同样的付出劳动和发挥自己才

有收入的不同, 甚至是较大的差距。
从伦理公平原则来看, 人们的生存权利、
发展

干的机会, 亦即/ 大家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0。人

点相联系, 各个活动主体的所得会因贡献不同而

们面临着多种多样的 参与社会活动 的可能性空
间, 这种可能性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机会。社会

权利都是平等的, 只要不是个人主观上的懒惰、
逃

上的每个职位向所有人开放, 使每个人都具有同

是对社会的贡献比较小, 也应该享受到和别人同
样的社会待遇, 使他们在人格上、地位上、生活上

等地从 事某项活动和 选择某个职位 的权利。而
且, 在选择职位时每个人都以相同的标准、
条件、

避工作等原因, 各人都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 即使

等等各个方面都与别人是平等的。分配上的伦理

规则来进行公平竞争。过程的公平和平等要求每

公平一般应包括: 第一, 不应该存在剥削。如果存

个社会成员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必须遵守同样的规

在无偿占有、不劳而获, 必然导致两极分化, 分配
也就不公平。第二, 允许存在合理差距, 但是, 收

则, 亦即遵守同一法律、
法令、条例、
政策乃至道德
规范等等。当然, 这种意义上的平等是以经济规

入差距必须适当而不能过大, 必须是大多数人能

则的公正性为前提的。结果的公平和平等是指获

够接受、可以容忍的 差别。不能 贫富悬殊、两极

取利益上的公正合理, 它意味着所得利益和个人

分化。

在经济活动中的付出或贡献相对称。
伦理公平是指人格上的平等, 它强调人的生
存权利、
发展权利的平等。无论个人的经济状况
如何、政治地位如何, 个人尊严和价值都是同等
的, 也就是作为人的生存权 和发展权是平等的。
所有的公民都应受到国家法律、政治制度等一切
方面的同等保护, 大家在同一种规则和环境中活
动, 社会提供的生存、
发展、享受的机会和权利是
相同的, 不能因公民的素质、
知识、能力、
性别的差
异, 而使其政治地位、
经济地位、生活享受等方面
产生本质上的差异。如果社会财富和权利平等地
分配于全体社会成员, 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有

二、
工资分配/ 公平0 的标准和相对性
特征
既然公平具有多方面的含义, 那么, 衡量公平
的标准也就不能是单一内容的。笔者认为, 衡量
个人收入 分配是 否公 平, 起 码应该 有以 下三条
标准:
第一, 以人为本。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和社
会主义制度的要求, 作为社会公平的一部分内容,
分配/ 公平0必须立足于人本身, 以人为中心, 以人
为出发点和归宿点, 有利于人的主动性的确立, 有
利于人的潜能和积极性的发挥, 有利于人的全面

平等的社会地位、
收入水平、
生活水平以及共同的

发展, 从而有利于整个人类及其社会的发展。只

生活前景, 每个社会成员不仅对自己的状况满意,

有这样的公平才是有意义的。
第二, 体现经济、
伦理双重公平。从现阶段的

而且对别人的状况也满意, 那么, 社会就达到了伦
理上的公平或平等。
( 二) 工资分配中/ 公平0的含义

分配领域来看, 没有经济公平不足以保证社会的
效率。体现经济公平就是要按经济原则办事, 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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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效率提高和经济的发展。人的生存、发展权利
的实现是以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和前

的公平。
此外, / 公平0具有相对性。特别在我国社会

提的。抛开经济公平和效率来谈社会发展、
人的

主义初级阶段, 无论是经济意义上的绝对公平还

发展, 谈伦理公平和社会公平都会失之偏颇, 也是
没有实际意义的。如果用伦理公平否定了经济公

是伦理道德意义上的绝对公平, 都是难以实现的,
只能是相对公平。

平, 使贡献多者不能多得, 必然损害效率, 使社会

经济公平的实现是相对的。首先, 机会平等

发展失去基础。而没有伦理公平则会使社会严重

是相对的。当人们投身于社会生活时, 由于各人

缺乏人道主义, 最终使社会缺乏效率、不能发展。
因为, 伦理公平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精

的素质、能力、家庭背景、
居住地区等的前提条件
不同, 会造成受教育条件和受教育程度、
文化技术

神状态、
人们活动的积极性、
人们对社会经济公平

水平等诸多方面的不同, 所以即 使大家/ 机会均

的评价标准等, 从而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直
接影响。如果用经济公平代替伦理公平, 人际之

等0, 都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最后也会形成实际
上机会不均的客观事实。在这个意义上, 起点的

间/ 弱肉强食0, 则人类社会无异于动物界。

不平等, 造成了机会的不平等。其次, 结果的公平

在现代社会里, 否认、
忽视经济公平的所谓价

是相对的。既然机会、起点并不具有伦理学意义

值观、
公平观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 最终也是不道
德的; 否认、忽视伦理公平的经济公平观, 最终离

上所说的那样公平, 再加上每个社会成员在经济
活动过程中所遭遇的境况不同, 那么由此影响到

开人的中心地位, 也是没有效率、
不利于社会发展

结果的不公平就是必然的。所以结果的公平也只

的。因此, 不以经济公平和促进效率为基本内容
的公平观实际上不具有共同的价值基础, 不可能

是相对的。另外, 现实生活中很多因素影响着收
入分配中的绝对经济公平的实现。因此我们今天

成为社会认同的公平观; 没有伦理公平原则为约

所说的/ 公平0只能是相对的。

束的片面的经济公平, 是必然会脱离马克思主义

伦理公平的实现也只能是相对的。如前文所

关于人道主义、以人为本、
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轨
道的, 不可能成为社会认同的价值标准, 也不可能

述, 即使机会、规则、竞争、
分配结果等方面再符合
经济公平原则, 结果仍不可避免地会使那些弱者

真正成为社会认同的公平观。

( 尤其是残疾人口等等) 处于低收入阶层或者贫困

第三, 社会绝大多数人认同。/ 公平0虽然是

阶层, 使这部分人生存、发展的平等权利受到损

一个历史范畴, 不同时代、
不同利益集团都有自己
的不同看法, 但在一定社会制度的一定历史时期,

害, 从而出现严重的伦理意义上的不公和社会不
公。即使国家从社会公平、
伦理公平原则出发, 通

会形成相对统一的社会公平观。这种统一的社会

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等等途径予以调节, 也不可

公平观, 就是建立在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认同基础
上的社会公平观。

能达到绝对的伦理意义上的/ 公平0。

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 充分实现
社会公平还缺乏足够的物质基础, 因此, 我国的分

三、工资分配/ 公平0的表现
工资收入分配的公平与否, 有其多方面、
多层

配改革选择0效 率优先、兼顾公平0 的原则, 换言
之, 要把经济公平放在首位, 兼顾伦理公平、
社会

次的表现。本文仅就企业之间、
企事业单位之间、
事业单位之间、企业和事业单位内部分配公平的

公平。这种公平观就是坚持经济公平优先、
兼顾

表现作一概要分析。

伦理公平的社会主义公平观。它承认收入分配上
存在一定的差距, 但这种差距不能太大, 必须是大

在市场经济中, 市场是各种社会资源配置的
基础性机制, 不仅生产部门( 除军事、国防等个别

多数人能够接受、
可以容忍的差距。它有利于社

部门外) , 所需要的资源要直接、间接地由市场来

会的发展和进步, 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 符合

配置; 这些要素的价格, 也直接间接地由市场来决

马克思主义社会公平观的基本要求, 符合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政治、
经济、
文化发展状况。这种公平

定。劳动力要素也是社会资源, 其价格也应该由
市场决定。因此, 劳动力要素的市场价格, 就应该

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绝大多数人都能接受、
认同

成为各部门使用劳动力所应支付的工资的基本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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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和构成部分。这是实现社会范围内工资收入分
配公平的最基本原则。

单位所有、
部门垄断等, 造成高能者低薪或低能者
高薪, 引起事业单位之间工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各企业之间的分配公平。各企业是动员和利

企业、事业单位内 部员工之 间的分配 公平。

用社会资源生产商品和服务的经济组织, 各企业
使用劳动力要素时, 向劳动者支付的工资就应该

在企业、事业单位内部, 要坚持因事设岗, 因岗选
人、
用人。某些事情, 需要什么样的人来做, 就聘

以其市场价格为基本依据。换言之, 各企业中劳

用什么样的人; 受聘者付出了相应的劳动、
做出了

动者的工资收入由统一的市场机制决定, 市场一

相应的贡献, 就可以得到相应的报酬, 能力和贡献

旦形成了某种素质劳动力的价格, 这就是这类劳
动力的社会工资水平, 所有企业就应该执行这一

相同, 工资收入也应该相同。同一单位内部不同

工资标准。当然, 在实际经济过程中, 会有很多不

等级的劳动力的报酬, 应该拉开一定的差距, 这种
差距的依据就是劳动力( 或人才) 市场上相应等级

同的因素影响各个企业的工资水平, 企业工资水
平的最后确定也不能不考虑这些因素, 但是, 市场

的劳动力价格之间的差额。

标准必须是其中最主要、最基本的参照依据。各

我国社会情况来看, 人们所能认同的公平状态应
该是, 中等收入者占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 高收入

企业确定工资水平时, 主要参照市场标准, 同时体

中等收入者在全社会中占较大比重。从目前

现特殊因素的影响, 这才是符合企业之间分配公
平要求的。

者和低收入者在社会成员中所占比重较小。在社

企业与事业单位 之间分配 公平。企 业和机

如此。只有这样, 多数人的心态才能平衡, 才会认
可这种分配结果。

关、
事业单位都是社会不可缺少的部门, 都要有人
从事这些部门中的工作。基本素质、
能力、
努力程
度相同的人, 无论是在企业还是在事业单位工作,
只要付出的劳动、
做出的贡献相同, 就应该得到相

会范围是如此, 在一个企业、
事业单位内部也应该

四、处理工资分配中经济公平与伦理
公平关系的原则

同的报酬。当然, 不同部门个人贡献的表现方式
有所不同, 比如, 在企业中, 劳动者的贡献可以用

从以上分析可知, 经济公平与伦理公平之间
是互相联系、
互相制约、
互相依赖又互相矛盾的对

其创造的产品或创造的价值来表现; 而事业单位

立统一关系。一方面, 经济公平直接促进效率的

一般创造的是社会效益, 无法用产品或价值来衡

提高, 但会产生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倾向; 伦理

量。但是, 从理论上讲, 决不会因此而使企业和机
关、
事业单位人员的贡献失去可比性, 更不能因此

公平虽能保证人格平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平等,

而不去比较, 我们可以用市场化的标准, 从工作人

但又有产生平均主义、
降低效率的倾向, 所以二者
是矛盾的。但是伦理公平的充分实现是建立在效

员的劳动力质量, 即工作人员素质、
能力等方面来
衡量和比较。同样素质和能力的人, 能够做出的

率提高( 这是经济公平的结果) 的基础之上的, 即

社会贡献可以是一样的, 所以, 不管在企业还是在

更好地实现伦理公平。而且, 经济公平中也包含
着伦理公平的因素, 因为, 如果多劳不能多得, 能

事业单位, 他们获得大体相同的工资收入, 才是公

首先要有经济公平才能提高效率, 有高效率才能

平的。
各事业单位之间的分配公平。事业单位也有

够做贡献、应该做贡献却不做贡献者反而能够多

不同的类型和情况, 同样素质和能力的工作者, 只

理公平原则。从一定意义上说, 经济公平的实现
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伦理公平。因此, 离开了

要能做出同样的贡献, 无论在哪一类、
哪一个事业
单位, 得到的工资收入应该是大体相同的。即使

得, 这不仅不符合经济公平原则, 而且也不符合伦

经济公平不会有真正的伦理公平。另一方面, 经

是自收自支类的事业单位之间, 也应该保证同类

济公平的实现从而效率的提高, 又是建立在人们

劳动者的大体同等工资水平, 没有这种工资支付

工作中的积极性、
主动性之上的, 如果没有伦理公
平, 伤害了人们的工作热情, 会降低工作效率, 导

能力的单位, 就应该允许这类劳动者流向其他有
工资承受能力的单位去, 而该单位就只能再降低
等级来选用次一级的劳动力, 决不能通过人才的

致个人权利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 会影响低收入
者对人力资本的现实支付能力, 会造成一种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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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的国内经济环境, 影响投资者信心, 影响
社会公民对社会发展前途的信心, 最终妨碍经济

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还必须注
意动态地处理经济公平与伦理公平即效率与公平

公平的实现。所以, 离开了伦理公平也不会有真

的关系。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 根据社会经济

正的经济公平。因此, 二者又是统一的。这一矛
盾统一关系, 正是各国都必须解决的效率和公平

发展变化的情况, 对经济公平和伦理公平的偏重
情况进行调整。现 阶段坚持/ 效率优先, 兼顾公

的关系问题。

平0的原则无疑是正确的, 但当社会经济发展到较

我国在现阶段处理这一问题的原则是, / 效率

高水平之后, 应从/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0的原则逐

优先, 兼顾公平0, 即经济公平优先, 兼顾伦理公
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 发挥市场的作用, 鼓励一

步向/ 效率与公平并重0过渡, 即向/ 经济公平与伦
理公平0并重过渡; 或者根据当时社会发展的的需

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
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再分配

要, 调整对效率( 经济公平) 和公平( 伦理公平) 的

注重公平, 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 调节过大
的收入差距; 以共同富裕为目标, 扩大中等收入者

偏重程度, 坚持效率与公平科学统一, 使社会公民
的心理感觉与生活富裕程度、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比重,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总之, 把经济公平

相协调一致。否则, 就会影响广大人民的切身利

放在首位, 兼顾伦理公平。这就是前文提到的社

益, 削弱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认同感和社会责

会主义初级阶段上社会绝大多数人都能接受、认
同的社会公平。

任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认为, 收入
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进 程中最具有政 治意义的方

由于实施这一原则, 保证经济公平优先, 提高

面, 也是最容易诱发妒忌心理和社会动荡的方面。

了效率, 促进了经济增长; 同时兼顾伦理公平, 也
在一定意义上提高了 社会公民对社 会发展的信

为此, 我们应当立足于经济公平与伦理公平的双
向互激效应, 坚持注重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并重,

心, 进一步促进了效率提高和社会发展, 使中国经

使每个公民在遵循经济公平的条件下, 获得的利

济取得了巨大成就。实践充分证明了这是处理效

益最大化, 同时又必须防止社会财富不合理地过

率与公平, 或者说是处理经济公平与伦理公平之
间关系的正确原则。

分集中, 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和出现两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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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ntative study of the fair play in payment
YANG H ui
( College of Public M anagement , Hebei N ormal U niversit y, S hijiazhuang, Hebei 050091, China)

Abstract: T he implications, crit eria, relat ivit y, display, and other properties of fairness are not likely
to neglect. Neither are t 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 and ethic fairness in relat ion t o t he fair play . In cont rast,
the explorat ions of all t his are significant in both t heory and practice.
Key words: payment; allocat ion; fair pl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