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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rule 

“天则”语出《诗经》“天生烝民，

有物有则”，取意为“合乎天道自然

之制度规则”，其中的“制度”既包

括企业、市场等经济制度，也包

括政治、文化制度。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由经济学家

茅于轼、张曙光、盛洪、樊纲、

唐寿宁与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

共同发起，于 1993 年 7 月创立。

茅于轼为荣誉理事长，现任理事

长为吴思，所长为盛洪，代理副

天则观点 

茅于轼：我们追求的是一个有缺点但是允许改正的社会 

 

“天下为公，共产主义，天下为私，资本主义。”为公好还是为私好，当然是为公好，所以大

家追求共产主义，花了差不多一百年时间，到现在我们大多数人都明白了，共产主义不好。 

资本主义基础是为私，但是有一个条件，别人也是为私，我也为私，我不能损害别人的私，

除非我有特权，我可以损人利己。平等的社会里，人人都为私，但是人人都不能侵犯别人的

私，当然最好就是双赢，我的事业赢了，你的事业也赢了，这个就是资本主义了。 

资本主义是不是就没有缺点呢，当然不是，资本主义很多的毛病。我们有没有可能追求一个

没有缺点的社会，我觉得是不可能的。我们有可能的是，追求一个有缺点的，但是可以不断

改进的社会，允许自己改进的社会。从哲学上讲，十全十美是不存在的，总归有不够的地方。

资本主义就是一个允许自己改正错误，修改自己毛病的社会。现在中国是什么社会？是一个

有缺点的社会，我们允许不允许缺点的改进呢，那就涉及到今天上午张维迎讲的，有没有思

想的竞争，没有思想竞争就没有新的东西，那就不可能改进。所以中国当前社会的核心问题，

首先要有思想的自由，要有想法的竞争，要有思想的市场。如果否定这一点，就等于否定了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Temp/DreamMail/20142804132846343/2617228/1103468865/20180124110346929.htm%23天则观点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Temp/DreamMail/20142804132846343/2617228/1103468865/20180124110346929.htm%23天则活动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Temp/DreamMail/20142804132846343/2617228/1103468865/20180124110346929.htm%23天则消息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Temp/DreamMail/20142804132846343/2617228/1103468865/20180124110346929.htm%23天则二十周年专辑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Temp/DreamMail/20142804132846343/2617228/1103468865/20180124110346929.htm%23即将举办的活动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Temp/DreamMail/20142804132846343/2617228/1103468865/20180124110346929.htm%23天则图书
http://www.unirule.org.cn/
http://www.china-review.com/index.asp
http://www.ccppp.org/Index.html


所长蒋豪。 

天则经济研究所作为中国最有影

响力的民间智库，其宗旨是支持

和推进经济学理论和前沿性社会

经济问题的高质量研究，为中国

的改革实践提供制度创新的解决

方案。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

瑞新里小区四号楼二单元 

101/102 室  

电话 : 8610-88114520  

传真 : 8610-88114520  
 

 

 

天则图书 

 

 

《嵌入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之

省思》 

姚中秋/著  

 

 

中国问题的经济学 

张曙光著 

 

中国改进的可能性，这个也是当前中国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有没有自由的思想和思想竞争，

如果这个想法不错，我希望在座的各位都在这方面努力，不要以为我们个人就无能为力了，

我觉得每个人行动起来力量还是非常大的，我本人愿意在这方面不断地努力，来改善我们整

体社会的状况。 

[ 茅于轼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人文经济学会理事长 ] 

------------------------------------------------------------------------------------------------------------- 

最新动态 

「新经济系列沙龙第七期——“谁的大数据？」研讨会召开 

 

2017 年 12 月 8 日，由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新经济系列沙龙第七期——“谁的大数据”研

讨会在北京召开。著名经济学家盛洪教授，互联网实验室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方兴东教

授，腾讯竞争政策办公室、首席经济学顾问吴绪亮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周子衡

副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汪庆华教授，国家信息中心主任分析师张振翼先生，南开大学踪家

峰教授等诸多学者专家参加了研讨会并做了精彩的主题发言。 

盛洪教授提出大数据是全社会互动形成的一种资源，它是人为的，又是人的非目的的行动自

由形成的整个数据。大数据具有一定公共性，把大数据谨慎的做某些扣除以后可视为公众资

源。通过类比土地制度，盛洪教授阐释资源真正的使用者拥有更多的实际产权内容，社会应

该给大数据的使用方一个相当的界定和便利，通过一个合约将公共资源转化为私人拥有，使

得社会充分的从使用、分析大数据中获益。 

方兴东教授认为数据治理的问题最核心的还是要回到超级平台的问题上，平台在接下来

10-20 年之内力量只会加强，不会削弱。互联网虽然有很强的创新，但是以目前超级平台的

规模及发展趋势来看，新的创新者很难威胁它的增长。平台治理如果不得到很好的解决，数

据问题也无法真正得到解决。此外支付数据掌握在超级平台手中，其中蕴含的风险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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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志于道(从经济价值到道德

价值) 

盛洪著  

 

 

规则与繁荣 

冯兴元 /著  

 

 

国史纲目 

姚中秋著  

 

 

漫说哈耶克 

姚中秋 /著  

吴绪亮先生则认为大数据垄断并不是说它垄断数据，而是通过这种垄断使下游的产品和竞争

具有优势，从而产生垄断。大数据集中可能导致所驱动产品或服务市场的竞争约束减弱；带

来经济效率提升和效用改进。大数据使得大家可以比较价格服务，这有利于消费者促进竞争，

另外也容易使企业更加有能力进行价格歧视，这不必然是坏的。但是也会带来坏处，同时可

能更容易利于合谋，这也是一种不确定性。 

周子衡研究员从平台交易的技术、内容、资源占用匹配性、支付系统等方面进行分析，提出

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推论平台交易模式不会长期存在。甚至在未来个人有可能翻转成为平

台。 

张振翼先生以音频市场为例分析互联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集中度，另外一方面也给了

长尾市场机会，例如喜马拉雅把一些小众音频打包，使得它们进入了以前进入不了的市场。

因此要相信创新的力量，会不断的有创新把抛下的长尾重新的激活起来，进入市场。 

汪庆华教授建议要促成全生命周期的数据保护的立法，且有两个基本的原则必须要贯彻：第

一必须对个人的隐私侵害最小化；第二它必须实现安全的最优化。  

------------------------------------------------------------------------------------------------------------- 

「美国减税与国家竞争」学术沙龙在京召开 

2017 年 12 月 15 日上午，由天则经济研究所主办、中评网筹办的「美国减税与国家竞争」

学术沙龙在京召开。 

我国著名财税专家、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和著名税法学专家出席了沙龙并

做了主题演讲，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曙光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

教授做了评议，天则所副所长蒋豪教授做主持人，以及同样关注美国减税议题的部分社会贤

达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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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红线是市场 

盛 洪 /著  

 

 

2011 年中国 

企业资本自由研究报告 

冯兴元、毛寿龙/ 著  

 

 

科斯与中国 

张曙光、盛洪/ 主编  

 

与会专家就美国 31 年来最大规模的减税举措、针对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巨大争议的特朗普

就任以来通过了最大的一次减税法案，对世界经济以及对我国财税体制将产生的影响；回顾

了里根政府执政期间 1986 年大幅度减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缩减政府规模压缩政府开

支、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没有经济衰退的纪录；并带动

了 20 多个国家减税所产生的深远的经济和政治影响。 

同时，出席沙龙的专家以各自不同的研究视角针对我国现存的财税制度改革与成效、以及美

国减税对全球实体经济、税率对国家间竞争将产生的变量和影响、以及我国又如何应对等问

题进行了分析和梳理。 

-------------------------------------------------------------------------------------------------------------

天则活动 

天则经济研究所|第 584 期双周学术论坛 

 

时间： 2017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五）下午 2 ： 00 —— 5 ： 00 。  

主题：如何解决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 

主讲：岳希明 

评议：王雍君、余向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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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茅于轼/著  

 

 

人文经济学：不用数学的经济

学 

茅于轼/著 

 

Food Security and Farm 

Land Protection in China 

茅于轼、赵农、杨小静/著  

 

 

天则经济研究所|第 585 期双周学术论坛 

 

时间： 2017 年 12 月 1 日（星期五）下午 2 ： 00 —— 5 ： 00 。  

主题： 罗马私法的精神特质与两大法系的传承 

主讲： 汪洋 

评议： 窦海阳、李红海、张红 

------------------------------------------------------------------------------------------------------------- 

天则消息 

MA Junjie: A Chinese Gentleman and the Conscience of a Generation 

By Mr. MA Junjie, a project researcher at Unirul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ssociate 

researcher of Centre International de Formation Européenne (CIFE). He is also a columnist 

for several newspapers and media outlets. 

This article was first published by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FEE) as the first of a 

weekly series that's to be published each Thursday at FEE.org: Heroes of Liberty from 

Around the Gl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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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Yushi (茅于轼) has been through a lot in nearly nine decades (he turns 89 on 

January 14, 2018). He is celebrated as a great mentor, a role model, a stand-up scholar, 

and a gentleman by many leading Chinese economists, most of whom belong to a younger 

generation. He has also been dismissed as a filthy traitor, a politically naive pseudo-expert, 

and a malevolent character by many common people, most of whom do not appreciate the 

basics of economics. 

The Economist called him a “wise man;” The Prospect praised him as a “global thinker;” 

the Cato Institute awarded him for advancing liberty. He never takes a good reputation for 

granted, nor does he ever defend himself or argue with those who disagree. He is a man of 

controversies, a teacher, and a gentleman. But most importantly, he is a hero. 

According to the ancient Greeks, a good tragedy requires a common man to fight for a 

doomed cause, a good cause, even though he knows he is predestined to fail. That‟s what 

makes a classical tragic hero. Mao Yushi is such a hero. He has dedicated his whole life to 

teaching people of the importance and value of being economically productive, but he is 

never a selfish man. He speaks up for wealth-creators and solves concrete problems for 

the poor, but he has never held any office. 

At the age of 88, he is banned from publishing, but he keeps writing and speaking about 

the urgency of eradicating all personal cults of power, restating the case for the market 

economy, abolishing public ownership, and restoring private property. His fight at the 

moment may be failing, but hope for the future is what animates him. 

Early Life 

Born in Nanjing, China into a family with means, Mao Yushi led an easy life as the eld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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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 followed by two younger brothers and a sister. His father was an engineer and his 

mother was a scion of a prominent family. He was brought up with a good home education 

that he later recalled as “liberal, equal, open-minded, and science-loving.” He was exposed 

to music, arts,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foreign language at an early age. He survived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the 1930s and got his education first from Nankai Middle School in 

Chongqing and later in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The four years in college had the biggest influence on him. He developed his language 

skills, loved sports, and mastered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thermodynamics, and 

physics. A black-and-white photo features him, a tall and slim young man in white sporty 

shorts, running a torch relay in 1948, a year before a communist China emerged. 

The humanistic environment also cultivated his independence, curiosity, and critical 

thinking. A story he likes to share to entertain younger listeners is about eating on 

airplanes. Yushi would always follow his daily routine and wait until it‟s time to eat instead 

of having meals as they are served by the flight attendants. He attributes this to the early 

years of conscious nurturing of independent thinking. Another more elaborate story 

concerns his argument on the search for a thoroughbred horse that travels a thousand li a 

day (千里马) in Han Yu‟s classic essay. His refusal of the herd mentality would lead to more 

unpleasant encounters than merry occasions. 

After graduation, Yushi was assigned to coal locomotives in a war-destroyed Northeast 

China. Despite the harsh environment, he applied what he learned from college to work 

and attempted his first academic endeavor: to publish a paper on raising the energy 

efficiency of locomotives. This paper also marked the inception of his later landmark work 

in economics. In the meantime, muddling through hardships of reality, a fond appreciation 

from years before and a long-time correspondence blossomed into love and then a 

marriage that has lasted through thick and thin. 

A typical Suzhou (苏州) lady, Zhao Yanling was elegant and charming. Her portraits were 

put on exhibition in the three most famous photo studios in Wangfujing, a shopping area 

that‟s still popular today in Beijing. The young Yushi was joyous and mesmerized when Ms. 

Zhao showed up at the cold winter train station. He later thought of a line in Friedrich 

Schiller‟s “Love and Intrigue,” that reads, “Wem der Teufel ein Ei in die Wirthschaft gelegt 

hat, dem wird eine hübsche Tochter geboren.” (There is an old saying that where the devil 

keeps a breeding-cage he is sure to hatch a handsome daughter.) Zhao Yanling‟s family 

was in business, and she was never worried about material life. Yushi loved her not only for 

her charm but for her perseverance and tenacity throug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en the 

whole family was victimized. 

Academics and Ostracization 

Never equivocating on his opinion, Mao Yushi was first purged as a “rightist” in 1958, 

expelled to Shandong Province where a near-starvation experience ensued, and l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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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ecute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at did he say that brought the authorities 

down on him? He merely proposed an increase in the pork price in order to solve a 

shortage of pork. Such disobedient thought could not be tolerated, but compared to the 

“unorthodox” thoughts he harbored later in his life, it amounted to nothing. 

It was in 1976, when Mao Yushi was transferred to a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railway 

system, that he started independent research in economics. Drawing from years of 

working experience and continuous thinking, he independently developed The Theory of 

Optimal Allocation in a closed country, an achievement that was overshadowed by his 

social activism and economic educational work. 

As the mad years came to an end, Mao Yushi‟s talent for economics was rediscovered and 

put to good use. He was transferred to the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in 1984. He traveled abroad on business trips, lectured 

in Australia, and research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For anyone with access to such 

privileges, these experiences can be easily shrugged off. But Mao Yushi was 53 years old 

when he made his first trip abroad to the UK in 1982. Eleven years later, he co-founded the 

most prominent independent and private think tank in China (Unirul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upon his retirement from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Unirule is the brainchild of three economists: Zhang Shuguang, Sheng Hong, and Mao 

Yushi. From an early idea of capitalizing on their knowledge to a later commitment to 

serving Chinese society by providing good ideas to the public, Yushi articulated his belief in 

the rule of law,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human rights, the market economy, and the 

wealth-making mechanism which is commonly called “capitalism.” 

This is where the controversies began. He defended the market mechanism, published 

research in food security and fertile soil preservation, persisted on exposing the Great 

Famine of 1958-1961, and stripped away the mythology surrounding the supreme leader 

Mao Zedong. Following his line of logic and relying on his critical and independent thinking, 

Mao Yushi is convinced of the importance of taking what really happened in history 

head-on, debunking a hidden crime with facts and records, and staying true to one‟s 

conscience. 

The reaction from the authorities and the innocent majority was furious and ferocious. 

When I joined Unirule in 2013, the think tank‟s zenith seemed to have passed: the budget 

for research was low, its reputation was in jeopardy, and people were told not to attend its 

seminars. Yushi was harassed during lectures at auditoriums and by midnight hateful 

phone calls came to his home. However, he never backed down. To this day, he keeps 

sharing with us his observations, thoughts, and optimism at our Monday meetings. 

Changes in China 

Among the missions of Unirule, disseminating market economy ideas weighs the most.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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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of the 1970s, social unrest and top-down control finally proved unsustainable and 

led to China‟s opening-up and many economic reforms. However, an iron-hard planned 

economy had taken deep root in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s minds. A lively debate over 

the economic system took place in the 1980s and the decade that followed. 

As a result, a Chinese Economic Miracle featuring a two-digit growth rate (which was 

widely recognized as a work of “the invisible hand”) is now considered more of a “Chinese 

Path” that somehow owes its success not to markets, but to top-down control and the 

wisdom of the political leaders. The power of the market is under-appreciated as the state 

re-emphasizes, once again, the dominance of the public sector. State intervention is a 

pandemic. Tax burdens for private enterprises are almost unbearable. Rent-seeking is 

everywhere. The public needs an economics toolkit to understand how their tax money is 

spent and how their well being is arbitrarily controlled by someone sitting at a desk behind 

a closed door. 

Well into the 21st century, even with the accumulation of great wealth and a general rise of 

people‟s livelihoods, a state-underpinned ideological fallacy is still haunting China. And the 

huge gap between the haves and the have-nots really begs the question: Is the wealth of 

the rich justifiable? 

Yes and no. Those who made a fortune through hard work,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certainly have proved they are the kind of elites that are leading others to 

prosperity. But those who accumulated money by imposing administrative monopolies and 

rent-seeking political favors are undermining the legitimacy of true markets and stealing 

from the taxpayers‟ pockets. The former should be respected, celebrated, and protected, 

though in many cases they are overlooked, smeared, and even persecuted. The latter is an 

interest group, and there should be no place for them in a healthy and decent society. 

Blessed Are the Entrepreneurs 

Unirule is proving to be a sanctuary for Chinese entrepreneurs. Mao Yushi has always been 

concerned with how entrepreneurs are treated. He went through eras where there was 

only the state and no officially upheld market, no entrepreneurs. He understands the 

horror done in the name of keeping the people‟s minds pure and the society in order. His 

stance towards entrepreneurs irritates many, especially those from the lower class which 

the state would gladly deny the existence of. He was accused of being a conscienceless 

man. This cannot be more wrong. 

Three years before creating Unirule, Mao Yushi managed to save some money at his post 

as a lecturer at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Raised to be a sympathetic soul, the first 

thing that came to his mind was to donate to a group called Project Hope to fund children 

from poor backgrounds to get a decent education. His donation led to a before-its-time, 

innovative venture. He discovered that funding was not going to solve poverty which was 



the root cause of the lack of access to education. 

After brainstorming with his peers and admirers, most of whom have gained more 

prominence since then, he set up a small foundation that lent money (micro-loans) to local 

residents in rural areas. A social enterprise that bears the core of philanthropy and 

economic sustainability, it was the first private fund that serves the rural residents with 

very humble income. 

Concerned with the opportunities of the poor, Yushi spotted another breakthrough to 

empower them by training jobless and less-educated rural women in domestic services. A 

“nanny school” called Fuping (which literally means to empower and enrich the common 

people) was set up in 2002. It has trained over 40,000 nannies, most of whom are from 

remote rural areas. “There are two purposes in life: to enjoy one‟s own life, and to help 

others enjoy theirs.” He derives great joy in empowering less advantaged people. 

His Continuing Legacy 

On his 88th birthday, Mao Yushi posted on Microblog, a Twitter-type social media platform, 

“As elites are migrating overseas, I have done three things in the last three decades: 

establishing Unirul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in my 60s; creating Fuping Domestic Service 

School in my 70s; and assembling the Humanism Economics Society in my 80s. All of them 

are nonprofit, and all of them are successful. This is what a „traitor‟ did.” (His Microblog 

account was blocked a day later.) 

Established in 2012, the Humanism Economics Society is a budding alliance of top 

economists — basically the best minds. It has held seminars that draw an audience of 

hundreds. It is committed to spreading ideas, civil education of basic economics, and 

academic exchanges. The pro-market hue and personal color of Mao Yushi led to its 

cautious and slow development. As popular expression goes, “due to reasons that 

everyone knows,” the voice of a classical liberal/ libertarian alliance is considered 

troublesome, if not hostile, and therefore, should better be silenced. But he persists. 

Mao Yushi has been through it all. He speaks highly of the general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s through the promises of genuine rule of law, civil society, freedom of speech, etc. 

China cannot be a top-down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forever. There is a rudimentary 

fault in public ownership. As Yushi says, “Power cannot be private, and property cannot be 

public.” 

John Locke‟s wisdom is among Yushi‟s favorites. He implores people to apply their 

reasoning, for as he sees it, “Logic is the only standard to contest truth, not experiences.” 

After successfully bringing Mao Zedong back to his human form from the former deity 

status, his academic take on the very foundation of China‟s current system represents an 

intellectual challenge to the status quo. 



In success or in failure, Mao Yushi lacks the interest to claim spoils or cry over spilled milk. 

He is that rare kind of true gentleman. Approaching 90 and with fewer public appearances, 

lecture tours, and publications, he finds peace in reading and thinking. He does not give up 

any opportunity to share his opinions, discuss, and debate. But he does it in such a modest 

way. 

Manners, it‟s been said, maketh the man. I always recall him fixing my tie or reminding me 

of carrying business cards before meeting some diplomat friends. His respect for others 

and self-composure are a heart-warming mix. I can understand why he gained so many 

friends among those who share his views as well as those who don‟t; old friends and 

younger friends; rich and poor; friends from home and abroad. What they all share is an 

admiration for this great man, this conscience of a generation. 

------------------------------------------------------------------------------------------------------------- 

天则双周学术论坛  

天则经济研究所持续近二十年的传统学术活动,它是人文社科领域学者相互交流的平台,一

个自由讨论的空间,这里可以无拘无束地发表意见,交流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而形成一种自由

的学术氛围,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价体系和学术规范,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和实践的水平。“天

则双周学术论坛”已经成为一个享誉国内外的学术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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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题：《白银帝国》：从货币看东西大分流 

主讲人： 徐瑾 

主持人： 秦思道  

评议人： 何平、马德斌、施建淮、万明 

主持人：今天是天则所的双周学术论坛第 578 次，我们有幸请到徐瑾博士，讲的题目是“《白

银帝国》：从货币看东西大分流”。中信出版社出版了这本著作。货币确实是很重要的问题，

而白银问题，研究近代以来发展中国为什么落后了，很多人都提到，我看到的大概有两本书，

有一本书就是讨论过这个问题的，有不同的角度也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今天还请了社科院历史所的教授万明，她也是研究白银问题的，写有一本关于白银问题

的书。货币问题本身就很重要，而在中国的历史上白银货币化，为什么中国金融现代的制度

没有发展出来，也可以看到深层次的原因。这个问题又是近代以来东西交流上起到很重要作

用的，徐瑾博士重要的著作出版，所以今天我们会会学到很多东西。 

下面我们欢迎徐瑾博士来作报告，你的时间是 1-1.5 个小时，大家欢迎！ 

徐瑾：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过来！ 

首先澄清一下张老师刚才的介绍，我不是博士，简单介绍下我的情况，我是毕业于上海财经

大学，现在 FT 中文网工作，写白银的书纯粹是半路出家的业余爱好。万明的书我引用了很

多，这是真的专家，所以很开心今天能够过来向各位请教！ 

关于天则所，其实是大学的时候就看过天则所双周的书，觉得当时现场来的人非常牛就不说

了，讨论的很多都是很有名的经济学家，大家又是用很平等、很民主的方式来讨论。当时的

印象特别深刻，没想到今天有幸过来主讲，真的是非常高兴，感谢各位老师！我大概花 1

个多小时的时间来谈《白银帝国》这本书。 

这本书我写了四五年的时间，最开始是希望去谈一下金圆券的历史，最后发现如果要追溯金

圆券就不得不追溯法币，要谈法币就会发现白银在中国历史很漫长的逻辑，这就是这本书的

源起。最终所写出的样子和最初的设想其实差别很大，算一本习作。 

其实这种货币史的书，或许不应该是我这个年龄的人或这样背景的人来写的，但在做的过程

中发现学经济的人对历史不是那么了解，学历史的人对经济也未必那么熟悉，特别是到金融

史这个领域做的人比较少。我自己感兴趣做了一些功课，不成熟的地方希望大家多批评指正！ 

这是这本书的情况，做经济史发现过去谈经济的时候，更多的是关注一些国家的收入和支出。

美国金融史学家金德尔伯格说，“国家作为经济史学家们所关注的重点，以收入和支出的形

式组织其经济活动……难道经济史就不能围绕着货币制度的演变最有效地编写出来吗？”货

币制度在现代的宏观经济学中往往被视为是一个中性的东西，所以关于货币的历史，关注的

不是特别多，这也是我这本书的源起。我希望追溯一下过去 1000 年的中国历史中，白银如



何从非货币变成货币的过程，一方面有东方和西方的比较，另一方面也介绍白银在唐、宋、

元、明、清、民国的情况。 

我今天主要谈三个问题：货币的本质、纸币的失败、白银的成败。 

我们首先看到这张图，关于整个古代货币的情况，既战国时有刀币，也有古代银币。我们最

早的铜钱货币形态有蛮多的，最后都走向了孔方钱这种形式，乃至于白银变为货币，这种模

式不是说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本身也有很多周折。所以《白银帝国》主线是关于货币和国家

权力的互动，我在《白银帝国》里试图去思考一些问题，白银为什么最终会胜出，中国的纸

币为什么会失败，中国的货币制度是怎么受到财政和制度的约束，货币的失败怎么导致中西

的分流，最关键的是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诞生银行，到了民国的时候我们有了一些新式银行，

这些新式银行为什么又兴起，然后又消亡。 

我是希望从货币来入手，来谈中国在货币变迁背后的经济动力，这些问题也只是试图在去探

索，不一定有答案。 

先从第一个部分“货币的本质”。这是我在日本的货币博物馆拍的一张图，是一个大石磨，1

米多一点，在古代太平洋小岛上是作为货币而出现的，实物看到还是蛮震撼的。这样的石磨

有大有小，名字叫做“费”。很有趣的是，这种石磨在太平洋小岛不仅作为货币使用，那里的

人们还把这个作为财富的象征。岛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这岛上最有钱的一家人，曾经运

了一个很大的石磨回家，在回来的路上，运送这个石磨的船沉了，地点就在他们家附近。即

使如此，整个岛上还是认为这家人是最有钱的，因为即便这家人的石磨丢在海里，但大家觉

得他们还是拥有这个石磨，石磨就在那一片水域，大家也就认为他们家还是拥有这一堆石磨。

这些原始社会人的想法或许和我们有些不一样，但这个故事从某种意义上也揭示了货币起源

的一些特征，那就是货币起源于信用，起源于人们的“相信”。 

顺道说一句，这个作为货币的石磨非常有名，弗里德曼和凯恩斯都从不同角度去关注过这种

货币的形态。 

经典的经济学在谈到货币的时候，都是说货币起源于物物交换，本质上是因为在很多等价物

中找到了最方便的，大家彼此来作为可被接受的一个等价物。而从人类学的一个视角来看，

很多时候会看到货币的运用并不是当场交易的情况，而是我给了你这样东西，你欠我一个人

情或者你记得你欠我的，未来要记得还我，所以货币更多是指向馈赠和礼物。这有实际的考

古证据支持，大石磨也就是一个证明。现在现代货币的形式，其实走了 3000 年是回归到一

个本源，本源就是信用。你给我一样东西，货币上的符号表示我欠你多少。传统教科书上货

币起源于物物交换，这种对于货币起源的理论更多是一种想像，而不是实际情况。从历史的

情况来讲，货币更多的是起源于馈赠，其本质也是信用。 

我们也知道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曾经非常领先，在他们的神庙中就有一种像拳头一样大小的

球，这种球是陶制品，中间是空的。考古学家最开始挖掘到以后，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是用来

做什么，最后才有人发现这个球中心中间空的地方其实记录了很多的数字以及符号，涉及是

各种贷款合同以及契约，从他们当时的棉布、蜂蜜、绵羊到工作日，有一个贷款及还款安排。

这个细节和大家想像的不太一样，这也是另外一个证据，那就是人类在几千年前已经有了金



融安排，而且体现为一种货币交换，货币价值是在于共同体的信任体认。 

因为美索不达米亚当时已经有城邦，而且规模并不是很小，存在一种接近集体经济的形式。

这种情况下，他们已经有很先进的金融安排，也体现了货币信用的本质，货币其实本质上是

在一个共同体的大小。举个例子，就像我们今天的熟人社会，比如小村庄里大家请客，我送

你多少钱你送我多少钱，大家记的很清楚。这种事情回溯到古代，小共同体更多的情况下货

币就在互相的交换和馈赠中产生。所以货币的接受度，是取决于共同体的信用，而共同体的

大小也决定了货币的使用范围。 

货币很有趣，在历史中也无处不在，我们知道中国现在有很多基督徒，《圣经》中的犹大在

公元前就为了 30 个银币而出卖了耶稣，可见当时在西方其实是把白银当作一个比较普遍的

使用。最早的金银币来自吕底亚，神话里面讲的“点石成金”“金手指”的故事也来自于这里。

当时在中国，其实先秦时代白银是不作为货币的，更多是作为储存、装饰这种作用的，所以

它的起源是不太一样的。白银在西方很早就作为一种货币，而在中国同时期并没有作为货币。 

左边这张图是和我在货币博物馆拍的图是一样的，我拍到的大石磨比较小一点，大概 1 米多。

这个大石磨稍微大一点，从图片上看起来比人还高，可能代表的信用价值更高，可能是太平

洋岛上的土著人比较矮，显得大石磨比较大。右边这张图是我当时在货币博物馆拍的古代日

本铜钱，你喝一杯茶大概就是一个铜钱，买一把扇子大概就是十个铜钱的价值。 

回顾白银的历史，为什么 西方最开始用白银，中国却没有用白银？《白银帝国》有一些比

较详细的说法，一些基本解释，可能是因为西方是裂国，贵金属更容易得到跨国承认；而东

方的大一统，官方更容易铸钱为币，国家权威更容易得到体现。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白银长

期作为非官方货币而存在，这也部分导致中国的货币政策是一种放任无为主义，不单是历朝

历代的钱币都可以使用，比如明朝宋钱也可以用，而且海外的银元也很受欢迎。这些现象在

现在看起来是很不可思议，外国的钱币怎么在一个国家能够通行无阻，而且受到欢迎呢？而

在中国的过去，则是习以为常的一件事。 

在西方最开始是金银复本位，最后走向金本位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最关键因素是一位天才

的作用。我们都知道牛顿是一位大物理学家，而他的后半生很重要的工作在铸币厂的工作，

也是因为此封了爵位。他很热心地去核定了英镑和白银的价值，却对白银定价过低，其实就

导致当时很多白银外流，间接促进了英国金本位的开始——牛顿在 1717 年改变了白银和英

镑的比价，这一年被认为英国金本位的开始。 

这个过程中，白银并没有一步退出，它在欧洲的历史继续延续了数百年，即使到 19 世纪以

后，白银也是逐步地退出，整个金本位在欧洲的地位是到了 19 世纪末才能够确认。这个过

程中英国的作用就很重要，因为英国最早采用了金本位。随着英国变成一个贸易大国，一个

国家如果要和英国做生意，就要和它采用接近的货币系统，这也就是货币的网络效应，所以

当时金本位随着英国的强大而逐渐在全球推广开来。 

金本位和银本位谁更先进？这也是存在争议。比如当时的法国就一直倡导复本位，他们的观

点就觉得同时有金和银作更好，就像两条腿走路好过一条腿。由此可见，而货币制度的形成，

其实更多是取决于网络效应，并不存在哪一种制度更为先进的绝对比较。 

最关键的是，当时英国不单采用了金本位，而且诞生了英格兰银行。在我的另外一本书中《印



钞者》对英格兰银行诞生的历史有比较详细的记录。有了银行以后，英格兰银行虽然在今天

看来是中央银行的鼻祖，但最开始是作为一种私人银行而存在：随着私人银行的出现，出现

了存款银行，储户存入金银币，银行发行银行券给储户。所谓的英镑，在当时就是一种银行

券，拿银行券到银行应该得到足额的金属货币兑付。而英镑本身也是一种重量的单位，代表

着贵金属的量。 

正是通过银行的制度，银行以金银币作为准备金发行银行券，最终的银行券可以作为支付工

具流通。这种制度下，货币并不需要通过储户的存款而创造出来的，是可以通过银行发放贷

款的方式自由创造出来的。这种方式在今天叫印钞，而在古代有银行的时候已经有这种模式

了，贷款发生的时候货币创造，归还贷款的时候货币湮灭，货币的诞生就这么一个过程。在

这种情况下，银行就变成一种有准备金制度的银行，这时候就需要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而存

在。英格兰银行是在 17 世纪末的时候成立，最开始它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一家中央银行

的责任，而是 18 世纪、19 世纪，英国经历了无数银行危机以后，英格兰银行才逐渐觉得自

己这时候要站出来作为一个最后贷款人存在，从此开创中央银行的模式。这是西方从金本位、

复本位到银行券，再到存款银行、贷款银行、央行这么一个演进的道路。 

回到中国，这是我下面要说的故事，中国走了完全不一样的路。最开始白银不是作为货币，

然后到中国做很先进的纸币探索，再到纸币的失败、白银的回归。跟西方简单作一个对比，

主要是想说明一个本质——货币的本源是在于信用。 

第二部分我更想讲的是关于纸币在中国的成败，纸币是一个更先进的金融安排。按道理这种

制度是在经济非常发达以后才会诞生，纸币一般在金本位或者复本位之后才诞生的。但是有

意思的是，为什么中国在宋代就诞生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呢？按照科幻小说《三体》的话讲，

其实相当于金融制度进行了“升维”，你在二维平面的时候就跳到三维。这种时候如果成功，

对于你的生产力将是一个很大的跃升；如果失败，你可能继续在二维甚至降低到一维的平面。 

纸币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失败的一面。纸币为什么诞生呢？在北宋时纸币诞生在四川，因为

当时四川主要是用铁钱，铁钱很重，当时家庭主妇上街买菜都必须拎着很重的铁钱才能买到，

觉得很不方便。同时，四川又是南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经济也很发达，因为这种铁钱不

便利以及本地经济的繁茂，交子就诞生了。北宋时候，有十多家富商联合发行交子，作为金

属货币的替代品而出现。很有意思的是，在西方几百年以后也诞生了纸币，不是在英国、法

国这样的强国或者大国，而是诞生在瑞典。为什么在瑞典诞生？是因为瑞典当时的货币主要

是铜，它也很重。当时铜的价格只是银的价格的 1%，这就可以看到商品货币物理上的不方

便，反而就会诞生金融层面创新式的变维。 

这是在货币博物馆的一些交子图片，我们现在在网上看到交子的图，大部分是来自于某日本

藏家的图。因此，有的人说这张图比较粗糙，对于这张图的真伪是有一些疑惑的，因为觉得

印刷得不是很精美。不过，这是能够找到交子主要的的图片，我猜想有可能当时的交子防伪

技术不一定是只在印刷层面，可能对于纸张、印章有更多的技术要求。 

要谈到交子为什么在北宋诞生，其实还要看大环境。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当时宋代经济货币

化的情况。宋代的商代是非常发达的，财税也非常地丰富。以前中国人对商业的态度基本上

不去管理它，收费也不成体系，但在宋代，商业税收是非常制度化的，北宋时期的商税税率

已经达到 10%，南宋更高。因为南宋的面积更小，而且海外贸易更多。宋代对于富人的也

相当宽容，宋太宗说，“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当时士大夫对富人的态度也是比较宽



容和肯定的。这些都体现了宋代经济的货币化，也是宋代和唐代的经济不一样的地方，也为

交子的出现作一个铺垫。 

除了经济货币化，另外一方面当时宋代很明显一个情况就是“钱荒”。几年前的债券市场流动

性紧张，导致“钱荒”，这个词开始流行起来，很时髦，而事实上钱荒在中国古代一直都是存

在的，特别在商品经济时代，当商品货币不够的时候往往就会出现钱荒，其实大箫条也是另

外一种意义上的“钱荒”。钱荒在隋唐时候就有记录，宋代更加频繁地出现，即铜钱不够用了，

铸钱没有利润，反而是把铜钱重新铸回铜器赚到的钱更多！那时候这样能够有三四倍的利润，

在宋代可以赚得更多。官方的态度以前是严禁民间私铸铜钱，到唐宋的时候反正也没有人私

铸，连官方铸钱的动力都不是很大的时候，这时候的政策就改成“严禁铜钱外流”。 

回到宋代，一方面是商品经济极大地货币化，需要更多的钱币；另一方面反而是钱荒的出现，

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需要做一些制度的设计和变革，这时候交子就出现了。交子最初是作为

私人货币而出现，其实是来自于民间信用的背书，后来因为地方政府有一个很聪明的官员看

到这种情况觉得很有用，然后采纳这个方法，把交子作为官方系统的一个部分来运作。现在

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其实交子当时是有发行准备的，而且有发行额度，这都是制度设计的

一部分。交子的便利带动了铁钱流动量的下降，这说明后来大家逐渐地更多的使用交子，而

不是铁钱，交子最开始发行的时候还是非常受欢迎的。 

今天看宋朝，大家可能会觉得宋代是比较文弱的，而宋代是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在面对草原文

明的时候状态。大陆文明往往是比较脆弱的，比如宋代面临了很多外部的挑战，对于两宋当

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怎么能够筹集更多的钱，以便于在战争的时候怎么应对战争，在平时

的时候怎么把军队养起来，这些因素在讨论宋代财政的时候是一个重点。王安石变法，其实

很大意义上就是怎么更好地去为国家财政获得更多收益。当然对于这一变法，有不同的评价

了，在座专家应该了解比我多。值得一提的是，王安石激进变法的后果，使得货币的流通数

量开始膨胀。整个北宋铸钱的数量超过其他朝代的铸币数量，即使这样还是不够，还得加上

各种纸币，使得北宋进入了金融的大活跃。 

北宋的金融主角是交子，南宋变成了会子。当时有一句话“南渡立国，专仰盐钞”，所谓盐引，

是指在盐业专卖之下，国家卖给商人的取盐凭证。当时南宋南渡以后有十多年的时间没有稳

定，这个时候怎么把财政能够更灵活地使用是挺重要的，纸币之类金融创新发挥了很大的作

用。 

盐引更类似于债券。就纸币而言，南宋除了交子，最著名的纸币就是会子，甚至可以说直到

南宋，纸币才真正在中国广泛流行起来，有了法币的意义。当时会子要受到大家的欢迎，其

实市场会知道你有没有多发，南宋的政府还是很聪明的，做了一些安排。一方面，市面上会

子比较多的时候会去回笼，另一方面在收税的时候通过一半铜钱、一半会子的方法，这种“钱

会中半制度”确定了会子的法律地位，就是让大家知道会子是可以被官方接受的。 

一方面会子能够保证价值，另一方面当时金银需要缴纳一定的税收，所以商人更倾向于使用

会子。有一段时间会子是非常受欢迎的，商人宁愿要会子，不愿要金银，比如南宋孝宗期间，

会子基本与钱等同，出现“商旅往来，贸易竞用会子”“军民不要见钱，却要会子”等，甚至有

“楮币重于黄金”的说法，是令人比较惊愕的一种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会子和交子的问题都在于，它们多少都是因为战争而诞生的一种金融创新。



当战争的情况发生到一定程度时，就会面临一个滥发的问题，而纸币一旦滥发，其实最终的

结果就会导致货币的价值就会受到大家的置疑，从受欢迎到不断地贬值。所以会子下场也和

交子一样，在通货膨胀之下，宋高宗年间(1141 年)米价曾经一度是 100 文一斗，到了南宋

第十八界会子 200 贯纸面价值为 20 万文，却还买不到一双草鞋，回看中国这段历史，在

南宋一方面金融创新上有很多创见，这是因为战争的需要。另一方面也随着战事的恶化，也

使得曾经出现的金融创新都不足以改变最终的结局。到了南宋末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贾

似道是当时南宋的丞相，和王安石的地位在南宋是差不多的。他后来被历史书上写成一个奸

臣了，其实他当时对于南宋的经济改革作了很多的探索。 

南宋端平元年(1234 年)，宋蒙联军灭金，南宋成为蒙古在中国土地上唯一的对阵者。1258 

年蒙古南侵，南宋损失巨大，财政亏空加大。宋理宗后期，南宋政府不得不更加依赖和籴，

也就是以低价征购民间粮食，当时已经到了“国用边饷，皆仰和籴”的地步，然而为保证和籴

继续下去，朝廷只能继续滥发纸币，导致通胀继续恶化，陷入恶性循环怪圈。 

贾似道就想了一个办法“公田法”，大概方案就是让国家买回民间尤其官员手中超过限额的部

分田地（所谓公田），以此缓解和籴之困。最开始阻力很大，皇帝也很犹豫，贾似道甚至说

不这样做自己就辞职，??而且还带头捐赠了一部分的田来做，相当于带头响应国家政策。买

田的价格本身已经低于市场价值不少，关键是买田的支中有不少是贬值的会子，以及荣誉性

质的告身和难以转卖的度牒。 

本来公田法是希望拯救会子的价值，但这件事情到最后的结果，让当时的民众尤其富有阶层

对朝廷更加离心离德，而且会子的价格也没有被逆转，等到蒙古大军来的时候会子一文不值。

当时蒙古人还用很低的折扣来收购了南宋的会子，按道理当时南宋的会子并不值钱，这样做

也是为了收拢人心。 

相对比西方，几乎在贾似道买公田的同一年，在威尼斯也面临战争的问题。威尼斯是一个岛

国，安全一直是一个问题。它的商业虽然很发达，军事则不然。1262 年 3 月，威尼斯面临

一次严重的军事压力，对方是强大的拜占庭皇帝及其热那亚盟国。在财政压力以及战争阴霾

之下，当时威尼斯为了保护自己，其最高组织议会重新颁布了一项法律，即允许政府的日常

开支增加到每月 3 000 里拉，若超过政府必须向其债权人支付 5% 的利息，授权政府以税

收作为定期利息来源发行国债。这个法律可以称为 13 世纪最伟大的金融创新，也引领了意

大利城邦蒙蒂债券体系的形成。 

在同样面临战争危机的时候，中国人是采用了政府权力去强行地通过贬值的货币去收买大家

的田地。而威尼斯是通过债券的形式来进行，显然威尼斯的模式更成功。 

在谈到中国历史的时候，我知道不少经济史的专家就会说，中国的金融之所以没有发展起来

是没有债券市场。而这只是原因的现象，关键是债券市场怎么诞生的，债券市场怎么来维持。

债券不是卖出去就不用还的，这背后其实是有一整套的制度探索在里面的。 

最后一个部分，我想强调的是纸币失败的故事，纸币曾经很成功，大家觉得其信用和黄金一

样，其实在南宋、北宋、元代其实都失败了。当纸币失败以后，大家转向金属货币。因为至

少皇帝官家不能够印出黄金白银来，这时候纸币是代表一种皇家权力。当皇家权力不被信任

的时候，商品货币是作为一种市场的力量而出现的。如果我们当时的纸币在控制范围内，其



实对中国的经济和金融是非常大的提升。你也可以说是在战争或人事的情况下，其实最终中

国的纸币探索处于屡试屡败的状况。所以，中国人是在纸币的崩溃中走向了白银之路，因为

大家觉得纸币不受信用的时候，白银是民间自发的选择。而东西方的金融大分流在 13 世纪

已经注定了，后来来看两个方向的演进路径也不一样。宋代无论是从 GDP 或者从经济发展

来说，文明程度是中国文明的高点，从此之后一直在步步后退之中，商品和货币退回到白银

状态，也就没有再继续走向西方那条向银行演进的道路。 

根据经济史学家麦迪逊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之中，中国能够超过西欧的人均 GDP

就是在宋代比较短的这段时间之内，此后几百年中国的人均 GDP 基本一直没有增加，几乎

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后才有所改善。对比之下，西欧在工业革命之后，人均 GDP 一直还是

在往上走。明清之后，中国后期虽然 GDP 总量第一，但是人口增加了，所以人均收入并没

有增加。如果要谈到经济增长，很关键还是以人均收入来计算的，从过去几百年经济的趋势，

可以看到东西的发展区别之一也在于中国人均 GDP 的停滞。 

一般认为，中国是在 16 世纪甚至在 18 世纪之后才明显落后于西方。通过《白银帝国》的

考察，我自己的一个思考，在经济大分流之前已经出现金融的大分流。也就是西方走向金属

本位的道路，从金属本位演进到银行制度以及纸币本位。而中国的情况是从纸币失败之后回

到白银，然后继续在白银本位中没有演进出银行道路，走西方那条路。不是说哪条路更好，

而是说中国曾经有一个探索，但失败了。 

为什么金融很重要呢？我们今天谈工业革命，在谈到很多技术的时候会发现那些技术不是在

工业革命的时候才诞生的，以前就有。但需要有一个商业机制让这些技术能够得到商业应用，

这时候无论是金融还是企业家的配合、市场的配合都很重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无论

是后发国家还是先进国家，他们在现代化的时候其实不同程度的都要有一个金融革命。只有

新涌现的金融创新，才能在他们的经济发展中得以融资和带来工业化的便利。中国这一段历

史出现的比较晚。 

明代的历史大家比较熟悉了，这块白银的历史万明老师应该特别熟悉。明代的故事基本上也

是在延续宋代故事的一个过程，大概逻辑有一点不一样。我们今天讲述明代的时候都说银本

位是从明代开始建立的，最关键的一点，在明代初年的时候用银是不被官家认可的，甚至可

能全家是要被发配边疆的可能，“阻钞者追一万贯，全家戍边”。当时明太祖的做法是延续了

元代的货币制度，他是希望能够通过发行大明宝钞，通过这种模式来达到最后控制整个经济

的目的，所以最开始的明代是禁止用白银的。 

从制度史的角度讲，明代也是一个比较奇怪的朝代，前半段在有限的时间内既经历了中世纪

的洪武制度，后半段又向近代的商品化制度有一个发展。 

明代历史大家应该比较熟悉，这边我就稍微略过了，当时明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海外白

银流入，以往洪武制度禁止大家使用白银的这种制度就会变得非常没办法实施。当时给官员

发的俸禄，最开始是发大明宝钞，之后大明宝钞逐渐减少，然后逐渐加入白银，到明朝后期

在白银合法化之后完全就发白银了。这就是说明当时的货币在官员为代表的内部也没法得到

认可的时候，最后肯定只是一条失败的道路。明代对官员是比较苛刻的，给的薪水其实不是

很高，当时的一个正一品官在洪武初期得到一百一二十公石的米，折算下来甚至只相当于唐



代一个七品官的待遇。 

大家把银本位的确立归功于明代，明代本身对于银的态度也是很矛盾的，也经历了从最初的

对抗到最后的接受，直到明英年间才不得不“弛用银之禁”。此后也有一些反复，最后到明穆

宗隆庆年间官方承认了“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止许用钱”，白

银正式获得了一个应有的地位。这是全汉昇做的一张图，这表明了用银的数量逐渐在增多，

大概是这么一个趋势。 

当时的海外白银，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造成了商业化的繁华。白银其实塑造了明朝后期

一个商业化的社会。 

关于明代白银有不同的估算，比较高的和比较低的都有，本来我也打算做一个统计，最后还

是觉得这个工作还是把不同的数据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大概是这样，中国成为明朝白银的

流入地是没有争议的，只是数据会有一些差异。白银很有趣的一点，中国当时的铜钱实际是

不断地流入日本的，日本当时也有白银，日本的白银到中国，然后中国的钱到日本。对于整

个日本商业势力的崛起也是有一定作用的，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其实中国的钱导致了丰臣

秀吉这样的战国英豪的崛起。 

丰臣秀吉曾经是希望以朝鲜为跳板，和明朝有一场著名的战争，最后的结果非常模糊地结束

了。比较重要的是，这个从这个时候，日本从最开始更多的是用明朝的渡来钱，逐渐发展出

自身的货币制度。丰臣秀吉不仅开创了江户时代，也发展出了一个独立的货币制度。当时因

为日本自己是产金，也有产银，货币制度是三货制度，金、银、铜币同时用。这日本的庆长

丁银，形状像一颗豆子一样。 

明代的白银我说的比较少，一方面大家关注的比较多一点，另一方面可以留一些时间给万明

老师来说。清代和明代不一样的是，清代没有发钞这件事情，发钞到明代就已经结束了，中

国就已经放弃纸币的试验了。清代因为明代的教训，对于发钞是非常谨慎的，基本上没有做

过这件事。而清代本身的问题就是货币制度非常混乱，各种称量货币和铸币之间差异导致各

种不同的虚拟两形因素。我们经常讲的纹银是官方的货币，其实是虚拟的成色。实际的情况

下，你要去鉴定白银的成色各地是不同的。当时的钱庄，鉴定纹银的成色，对于钱庄、票号

是很要要的一个工作。因为白银作为一种称量货币，它的成色其实是不足的。而海外的银元

之所以受到欢迎，就是因为它的成色稳定，大家觉得是比较可以方便计数和交易。 

白银在清代发挥的作用，可以看到随着人口的膨胀，中国也曾经想过改变，但最终还是身陷

在白银的故事中不可自拔。我们回头来看鸦片战争，其实是为了商业，更多是一场白银战争。

这些关于白银的榜亏、货币制度改革，大家都比较熟悉。当时英国在清朝成立三四年的时候

讨论也出现钱荒的事，怎么样能够应对货币的匮乏，觉得还是应该建立在银行，此后英格兰

银行就诞生了，而中国的清代继续在混乱的货币制度中前行。 

比较有意思的是，到了 19 世纪末的时候，当时中国人也讨论过是不是要进行金本位的改造，

因为当时世界的主流是金本位，大家也觉得自己很落后。于是找到美国的一位经济学家精琦

来做帮他们做方案，哈耶克还帮精琦做过助手。因为涉及到各种利益关系，最后还是不了了

之，中国还是继续坚持银本位。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后得了很多赔款，这笔钱对于日本建立金

本位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当时日本曾经几次想创立金本位，很曲折，准备金也不够，时



机也不成熟。因为有了甲午战争的赔款，使得日本得到很大的保障。 

日本和中国在当时的这种竞争，日本并没有比中国快多少年，也就是这 20 年左右的时间，

却使得日本的道路和中国在金融方面差距就拉的非常大。1880 年日本开始铸造龙洋，1887

年广东也开始铸龙样，1871 年日元诞生，日本试图建立金本位，但没有成功！1882 年日本

银行成立，中国人当时也开始有计划建立通商银行。等到中国大清户部银行成立，其实也就

比日本晚了 20 多年，但晚一步就步步慢，使得日本的金融制度比中国发展的系统得多。 

这是日本非常出名的高桥是清，他做过首相，还做过 8 次大藏相，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建立金

本位，还帮助日本走出大萧条危机。 

关于民国的历史，更多的是说白银的结束，白银怎么结束的呢？其实也是机缘巧合，当时随

着外资银行以及新式银行的诞生，纸币重新回到中国，当时是由比较有信用的银行来发行。

在中国有了纸币之后，恰逢政府财政空虚，还是希望通过银行的纸币来达到财政的目的，有

一个很著名的事件“京钞凤潮”，北洋政府在 1916 年 5 月以国务院的名义下令: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两行停止钞票兑现和存款现。 

这事到现在刚好 100 多年，其中有很著名的一个人物张公权，他做过中国银行的总裁以及

中华民国中央银行的行长。当时他不仅引导对抗北洋政府的抗争，而且在当时成功了，这是

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今天我就不展开说了。 

到民国政府时期通过废两改元以及法币改革，使得中国最终告别银两制度，重归纸币制度。

关于废两改元的评价很多，事实上中国最终告别白银，也是和美国的白银收购法案有关。当

时弗里德曼在写《货币的祸害》的时候就说过一个观点，大概是说如果没有美国的白银法案，

中国国民党就不会走向法币，美国也许就不会丢失中国，这是一个逻辑链。 

货币具有外部性，法币早年的成功以及金圆券的失败，可以说明良币能够存在，劣币注定退

出。等到金圆券后期，民众真正转向白银实物的时候，其实正是完成了一个循环。金融很重

要，只有在社会稳定、秩序井然的时候，金融才会发挥它的功效。所以很多人可能觉得国民

党最终失败，是因为金圆券或者货币。事实上我觉得没有那么重要，我虽然写的是货币史，

但我不觉得货币是历史的一个单一因素。国民政权最终在动员能力上不够深入，在军事上的

失败可能更为重要一些。关于它的纸币的故事，背后还是有很多的教训。 

谈完了货币的本质在于信用、纸币成败的历史以及白银成败的过程，有些结论和大家分享。

中国的白银是民间对抗王权的结果，东西大分流其实是从白银开始，在这之前就是中国纸币

的失败。在中国近 1000 年历史中，白银在背后作为一个隐匿的线索。 

我有一些思考，技术性的改变看来在中国并非是没有发生的，无论北宋的纸币还是晚清之后

的金融公债。但是它最终都会走向失败，当你的社会系统没有完成现代性转化之前，旧的权

力规范之下，金融还是在服务政治，很难有本质性的改变，最后的自我溃败也难以避免。金

融很重要，但货币仅仅是权力的一种，如何去规范皇权与政府权力，如何界定、如何管理、

如何被驯服，这是更为重要的话题。 

我们看到中国的各种金融创新，其实都是通过债务的形式来做的。债务是一种衍生的金融品，



而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借贷，为什么威尼斯可以走向城邦借贷，而中国只能去买公田。不

能说中国没有战事就好了，很关键的是如果国家发债的话，谁来约束这个国家的偿债，然后

发债的机制怎么来界定，这其实是要有一个彼此制衡的基础。我们看英国，你会发现英国的

税收是这样的。一方面有非常强有力的征税体系，英国的税收比中国的人均税就高很多。有

征收体系之后再发展国债，税收少了就来到国债市场发债，国债市场再和央行决定发钞的情

况，最终央行的权力就是向议会汇报，大家都是彼此制衡、彼此配合的过程。所以，仅有国

债市场其实是不够的，其实你还需要议会、还需要中央银行、还需要征税机构，彼此之间是

彼此配合、彼此制衡的一个结果。 

我觉得缺乏一个整体制度性的改革，中华帝国财政制度虽然看到有不少能臣干吏，从王安石

到后来的张居正，而事实上没有突破它的固有局限，效率其实是一直比较低下的。即使到国

民政府，按照原来的估算，中国的财政支出水平还是非常低的，甚至还不如日本明治政府时

期。当时帝国钱不够用，明朝的税收比例和清代都是非常低的，并不因为皇帝很仁慈。一方

面是中国的额外税收很多，另一方面中国的税收能力非常底下。 

所以一个政府好不好，其实大政府、小政府不是从它的财政能力来看的。如果要发展，是需

要有一个稳定财力的政府，而这个财力怎么让大家的钱能够心甘情愿地交出来，而且能够很

稳定。背后你需要有一个彼此配合的制度。中国的税收人均征税量都是比较少的，对比同时

期的英国、法国，其实可以看到中央政府控制的这种征税额，在工业革命之后出现极大的约

束，而英国并没有人起来造反。很要要的原因在于，它通过征税换得了自身的权力，这也可

以看出当时英国的经济发展，而中国人均征收额基本没什么变化。 

谈货币很关键的不能忘记财政，财政对后发国家的工业化非常重要。当时日本和德国的发展

其实都是这样的案例，你要有强大的财政体制，才能够支持预算投向经济发展，再支持政府

的正反馈。而明清以来，没有形成这么一个正循环。这种财政困境放在今天来看也是很有意

思的，财政税额是一种制度租金，通过财政关系，其实是可以看到中间的链条就是在于货币。

而中国的故事，财政货币的失败背后其实也是财政的困境。 

王安石以及它的后续者，他们一直在努力的都是想解决为了支撑政府而进行财税收入的改

革，始终都是以汲取民间能力为首要目的，没有持续性，而且可以看到他们的效率，从明代

到清代征税的效率是得不到提升的。而且在官僚体制之下，产生了额外的税赋。 

谈到银行，无论纸币还是白银，中国的货币前现代化一个症结就是没有实现银行化，所以就

导致没有白银的铸币化，导致各地都有不同的虚银两，也谈不上银行券的路径创造纸币，这

种货币只能是一种称量货币，比较混乱。没有银行，储蓄也没法资本化。因为只有贷款业务，

才能解放资本的束缚，创造更复杂的信贷交易。因为没有银行，商业机构其实也没有真正实

现商业化，既没法做大，也没有办法走出人际关系的束缚。还是因为没有银行，货币发行没

有集中，没有衍生出银行之内的银行。 

这是我的一些思考。可以对比，清末票号和银行，票号很发达，一度也向转型新式银行，但

是这些主要票号规模在中国的规模加起来还不如一家成立的户部银行，规模太小。此外，他

们经营还是没有脱离人际之间的信用支付，可以看到当时的整个票号规模和资本额非常小。 

最后一个结论：白银的最终胜出其实是市场的选择，是帝王也不得不勉强接受的结果。因为



选择了白银，中国后面金融演进的道路就是在走回头路，这也是政府和民众的“双输”，从白

银也可以看出财税制度方面的一些困境。这是我的一些想法，因为问题确实很复杂，我的想

法也不一定正确，对货币的探讨永远都是教训多过经验。这句话送给大家，是英国一个议员

说的，只是马克思引用的，这是作为今天我对自己的一个提醒。 

谢谢大家！我想更多的时间还是留给各位老师答疑。 

主持人：徐瑾博士用了不到 1 个小时讲了有关白银在中国历史上，以及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

的很多问题。 

第一，讲了《白银帝国》，白银在中国作为一种货币从宋朝开始以至于到民国，怎么兴起、

怎么衰落，这个过程中又有哪些问题。白银在中国的产量不多，很多是从外面来的，一是从

日本，二是从美洲，这就引起了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东西方的发展上，可以说

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就拿货币来说，中国是银本位，西方是金本位。我们的银本位是银两

制，按重量来的，人家是铸币制，数数来的。其实可以看到，就拿银两制来说也有很多问题

在里面。从货币发展的不同，以至于到经济上的分流，到了近代中国为什么经济落后了，原

来占世界那么高的地位。 

第二，在这个过程中，讲了中国纸币的发展，中国有些东西早熟。纸币也是早熟，发展的很

早，但是到最后并没有成为气候。人家走了一条路，我们倒断裂了，这些东西都很值得思考！

本来货币是信用的代表，纸币既然没有信用在里面，最后增发的太多，贬值了。大家可以看

到关于货币的膨胀和紧缩，对于经济的影响和对于政治的影响，其实恐怕白银和中国政治的

发展也有很大的关系。 

第三，最后她作了进一步的思考，从货币和债务、货币和银行、货币和财政、货币和国家作

了进一步的思考。我觉得这些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今天既有金融界的人，也有搞历史

的专家，下面我们请专家来就主题作一些评论和进一步的思考！ 

今天的评议人有 4 位，第 1 位请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终身副教授马德斌，我们欢迎他来作

评论！ 



 

马德斌：实际上非常惶恐！徐谨出这本书的时候一直就很关注，也非常荣幸，所以那个时候

花了时间看，当时就觉得这本书非常有意思。 

我长期做经济史的研究，本身她已经有很多在报上写各种各样的评论，能够花这样的时间，

确实是扎扎实实地去读历史，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更多的是敬佩。我很早就听说天则，第一次

来，见到我一直仰望的老师，所以也是很荣幸！我是来凑热闹，坐在后面听听报告，然后问

问题之类的，没想到第一个要做评论。 

我想尽量简单一点，主要是为后面的专家，包括在座的讨论留更多时间。 

我是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有时候我经常开玩笑，在国外讲中国经济史，在国内讲国外经济。

我觉得这本书的角度、视角很好，刚才我在地铁上也在读她书中使用《金瓶梅》这种小说，

之前没好好读过，描写的非常生动，对中国的货币史也有比较切身的了解。 

我想说几个点，很多做货币史的一般会做很多描述，特别是在西方专门收各种各样的钱币，

对钱币很熟。背后真正一个大的政治经济的角度是很缺失，我觉得这本书从这个角度、视角

去出发，因为货币是最讲究信用的东西，而且大家可以看得出中国国家的信用起了很大的作

用。所以我个人认为，她这本书从这个角度抓住了一个很重要的视角，以前很多人写的有很

多统计数据，这点我还是很欣赏的。 

补充几点，刚才张老师评论的时候也说到，包括我昨天去讲课也说到，中国的货币史和西方

的货币史优点像乌龟和兔子。中国更像一个兔子，走的很早。西方爬的很慢。马可波罗的时

候才刚刚把中国纸币的消息带到西方，西方宗教的那些人觉得货币的价值是来自于其本身内

在产品的价值、金属的价值，一个纸币这个纸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完全在欺骗人，根本没有

理解到货币交换价值的作用。所以西方的货币发展走的很慢，但是走到最后很扎实，很重要

的原因是背后的权力架构，就像它书中提到的。一些最主要的金属货币都是重要的自治城市

发展出来的，比如最早的威尼斯，后来荷兰也是自治城市发展出来的。 



补充两点，你要看中国的权力非常有意思，有一点不是说不同意，最后中国国民党没有调动

农村的力量。你要看中西方历史最大一个问题还是中国城市的力量太弱了。我在这里讲西方

的经济史，比如说英国这个国家第一次工业革命，也是最早走入英镑，应该说在货币史起了

最大的作用，而它有些机制在很早的时候就存在的，比如说大家知道签订大宪章的时候，主

要是贵族、土豪、劣绅逼着皇帝签的，这些人当中就有一个代表，这个代表就是所谓

Corporation （公司）伦敦市。 

你们现在要去看的话，让我想起上海的租界，它是一个独立的王国，以前完全是墙围起来的，

基本上 1 个英里的路。你也说到英格兰银行，就在伦敦市里面，而且有很重要的规矩。比如

说比较重要的一个规矩，就是英国的皇帝或者女王没有经过允许是不能进去的，因为以前有

过这样的例子，最后打的一塌糊涂。伦敦市中心的，我们现在看到金融城有很悠久的历史，

而伦敦市的独立地位在大宪章之前就已经建立了，所以自治城市在英国是比较弱了，但也起

到相当的作用，这种自治城市对它经营的独立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英格兰银行拿到一个公司的宪章，也就是说一旦做了这个以后，就作为一个公司，基本上私

人的股份去定。英格兰银行开始经营英国的国债，这样的话实际上最早不是一个中央银行，

而它的独立性在那个时候就得到了保护，而这个概念是指中世纪，甚至在罗马时期就有的。

所以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独立性，我们现在在牛津、剑桥这些多少都是 corporation（公

司）。 

这些概念很早就产生了，我现在从这个角度来讲可能是作为一个补充，有些东西在最早西方

发展的时候一是多国的分裂，二是本身其内部的权力也是分裂的。恰恰是这种分裂的权力事

实上走的很慢，像乌龟一样，而在慢慢的发展过程中每一步走的非常扎实。所以说我觉得从

这个角度去考虑，跟中国的大一统去比较，它走的很快，因为国家的力量很大，一下子就会

发挥出来。你就会发现最后是一个悖论，我们的权力很大，说是大一统，结果到晚清，实际

上明朝的时候已经产生，整个货币体系一点都不统一，所以各种各样的问题出来了。 

然而，西方表面上看起来很混乱，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货币，但是它的汇率是清楚的。

它各种各样的统计数字，都在告诉你，所以它表面上是不统一的，而下面的统一程度就变得

更高了，这是很好的一个验证。 

最后说一句，作一个补充，我特别喜欢用这个词，“白银胜出的结果是市场的胜利，最后是

民间和政府大家都接受”。因为钞票出来以后，大家是最惨的，没有一个人得到好处，连政

府也没得到好处，所以白银出来以后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用经济学的说法，它比钞票至少

还要好一点，因为毕竟白银带来了很多的效率。虽然白银表面上看起来很混乱，而实际上一

部分这把个权力从政府手里拿走了，把这个权力归还到民间，归还到市场。实际上市场有一

个比较完善的方法来操纵我们的元宝、我们的虚银两。虚银两在民间的规范是很清楚的，特

别是到了后来租界的时候是很透明的，比如钱庄这种信息非常透明，所以一部分把这个权力

归还给市场！ 

谢谢大家！我就讲这么多。 

主持人：谢谢马教授！ 



我觉得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中国的大一统走的很快，但是走的快也在骄傲。西方尽管都

是小国林立，而且政府的权力看来也不是太大，但走的比较扎实，一直这被走下去，看来怎

么个走法还是有讲究的。我觉得其间的不同，确实和背后政治社会的架构有很大的关系。人

家是一个商业的账户，这也可能不一样，谢谢！ 

下面第 2 位，我们请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何平教授作评论！ 

 

何平：不好意思，我以为在阜成门，结果晚来了 20 分钟，好在之前看了 PPT。 

对于白银问题直接的关注是在 2000 年以后，因为弗兰克《白银资本》的出版。货币金融史

方面，我在中国人民大学 1991 年开始在财政金融学院金融专业，每一学年给三年级的本科

生要上这门课程，那是一门必修课，一直上到现在。2000 年书出来了以后，对中国白银货

币的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弗兰克本身是一个社会学家，而不是特定领域的专家，并不是历

史学家，也不是哲学家，是一个很综合的社会科学家。他来写这个东西，和今天你谈白银帝

国这个问题，如果不进行细致的这些解读的话，好像是同一取向。然而，中国是一个独特的

存在。弗兰克的意图是白银资本在东西方的对比上，中国并没有弱势，一个是金本位的帝国、

一个是白银资本的帝国，所以并没有什么先进与落后的问题。按照加州学派的说法，只是中

国走了另外一条路，形成了白银为中心的世界。 

今天解读《白银帝国》的情况，有很大的制度差异。我也从宋代解读一下，我说这样几个概

念。 

先谈白银最终成为正式的官方货币。我论证一下一直到 1935 年，从 1581 年取得官方货币

地位一直到 1935 年退出历史舞台，它的脉络是什么？另外你刚才谈了纸币，谈到现在的央

行数字货币，货币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我要谈一个概念，洪武实物型财政、白银陷阱与明清货币政策的失效。白银货币走上历史舞

台主要是以前的几种货币形态，经过历史的检验已经不能够在明代成立。但是有一个前提，



明朝初年朱元璋制定的这种大明宝钞制度，从形态上尽管是模仿元朝的，本质是完全不一样。

元朝的纸钞制度是作为财政的手段有白银准备和担保的，而明朝初年的洪武体制是完全的实

物财政模式，货币仅仅是让民间使用而已，所以它的发行意图和社会动能完全不一样。这一

点是认识明清白银在官方眼中特殊地位的一个关键点。 

后面从白银在整个货币结构中的地位来看，主要是替代其他货币形态。主要从什么角度呢？

我就觉得尽管也谈到货币是不可琢磨的东西，实际上我觉得现在认识货币的问题主要是一般

性地来谈货币，实际上我们各自谈的货币是承担不同职能的货币。明清官方对于货币的看法

是什么？是把它看成和实物税收同一性质的财富的代表，而不是流通手段。它并不关心民间

流通手段的满足问题，因为最初洪武等明代初期不准使用白银，为什么后来用它呢？在纸币

和其他货币不能流通的情况下用它呢？就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恢复，它的财税即

实物太多了，粮食无法保存，因为要烂掉的，这样的话官方是不是来点白银，官员就用白银

来替代粮食，易于保存。随着商业化的发展，用本身有价值的白银也可以买到粮食了，不一

定要自己保存粮食，是这么一种思路。所以官方财政方面特别关注的，它作为财富保存的职

能，也就是货币的储藏手段职能。 

另外一点，特别强调明清白银体制的关键是作为价值基准，不用本位问题，因为金本位只是

在西方完备的信用货币制度下的一个相对化的概念，就是纸币制度的基础上需要价值基准进

而有本位问题。本位是事物的基准，金本位就是金基准，金基准隐含的意思就是已经形成以

黄金价值为基准的、完备的纸币制度，但是我们没有，所以我们不用白银本位的概念。河北

师大的戴建兵教授将近代中国的货币体系称为白银中心型货币体系，不谈本位问题。中国从

来没有建立本位制度，还有一些做货币理论的学者，说中国是铜本位制度，那都是自说自话。

我们知道，从来没有在铜钱之外有一个完备的纸币制度跟不它对应，所以难以称为铜本位。

而西方的金本位，本身蕴含有完备的信用货币制度，这是一个客观情况。 

所以，我认为说明清时期官方关注的是白银货币的价值贮藏职能，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系

列的问题。这样，白银的实际存量和流通中白银的数量就不是一回事，看待白银的供求也如

此。明代白银短缺，与官方的垄断占用直接相关。这样一来，“17 世纪危机”就是一种空想，

完全是西方学者用现代的货币理论反推 17 世纪的情况。我们知道 17 世纪的时候北方很多

地方没有见过银的，用现在货币的产出效应来反推西方白银的短缺导致明朝的灭亡，缺乏足

够的说服力！因为明朝的经济类型与当今信用货币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环境完全不同，它的灭

亡完全可以用中国传统的模式来解读它，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更多问题需要注意的。 

清朝末年也是这样的，你刚才说了与其是鸦片战争，不如说是白银战争，我觉得根本的还是

制度的问题。鸦片战争之前为什么是卖鸦片来引发战争，实际上是西方马戛尔尼 1793 年的

访华，试图求得平等贸易协议失败的结果。英国的资本主义，英国工业革命需要寻找海外商

品市场。跟谈判平等贸易你不愿意，没有办法，才发现鸦片输华贸易是可以解决利差问题的，

是这样引发的，所以还是两种制度竞争导致的。 

白银货币制度，刚才马老师说的有两方面的后果。 

第一，官方放弃了官方货币的发行权，因为只要富人白银多一点就政府搞不定，民间的富人

手中白银在比例结构上、在分布上越多，政府说话就越不算数。这是一点，放弃了货币的控



制权，很被动。 

第二，在对外关系上，完全受制于西方，因为白银的供给来自于西方。这又放弃了货币供给

的主导权。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在明清时期，实际上官方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掌握白银货币财富。至于说对于经济和民

间流通的货币管理完全放弃了（尽管存在相对有效的乾隆时期的铜钱发行之类），和铜钱时

代不一样。 

我刚刚谈到的信用货币的问题，纸币到央行的数字货币，其本质是什么？ 

去年 10 月份有一个新闻，现在大学毕业生有另外一个去处，可以到央行的数字货币研究所

从事研究，有新的职业了。报纸上就说了这种可能性，数字货币的出现将代替纸币。现在我

们就反过来上溯到北宋时期的交子。交子制度之所以成立，成为流通于四川局部地区和局部

行业完备的信用制度，应该是在熟人社会之间、有限范围的同业之间的。这可以说是实名条

件下的货币流通，货币的价值与流通取决于民间有限的人的相互信任机制。 

而现代的货币制度是通过议会、民主、宪法进行审议的，这是现代解决匿名条件下纸币价值

与流通的制度机制。北宋那个时候，交子自从四川成都地区扩展到其他地区以后就变成了官

方纸币。今天的说法就是国家纸币，完全失去了信用货币的功能。后来各个历史时期的试验，

都把国家纸币的功能发挥到极点，结果否定了纸币本身，成了一张废纸。 

纸币的出现在货币的形态上是一个巨大的创新和革命，因为实体货币无论是对于发行人或者

是持有人来说都是资产，它是一种财富。可纸币不是，对于发行人是负债，对于持有人来说

是资产。资产是一张符号，如果要变成真实的财富，那就要保证发行方的负债能够落实。比

如我们现在持有现钞，相当于人民银行承担赋予我们使用价值享用的责任。这样一种分离与

实体货币比较起来，最大的区别就是其价值需要制度的维持，所以一定要有相关的金融制度

来约束它，而不是货币本身来保证。 

北宋交子出现以后为什么初期还可以，局部地区熟人社会之间可以，其他的情况下都无法实

施。今天的 P2P 就是这样的，本来民间信用是跟熟人借钱、跟同学借钱，现在网络上用 P2P

在非熟人的匿名条件下实现借贷，是自杀性的。人们误认为 P2P 平台是一个保障机构，实

际上不是，法律上不存在支持。所以中国一直到今天在犯同样的错误，与古代纸币缺乏制度

保证是一模一样的。中国纸币从交子到明朝的大明宝钞有些时期是很成功的，交子的初期是

很成功的。大明宝钞像奖状一样，完全否定了纸币、信用货币相关的原理。一直到崇祯年间，

崇祯吊死前都发行纸票，但是不实用，就像奖状或纪念品一样。 

清朝只有顺治年间 10 年间的纸币发行，后来都不敢发行，只要发钞就觉得又有问题。所以

信用货币制度的建立，刚才你也说了取决于一个完备的民间市场，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在

中国没有建立。我认为北宋的交子，实际上民间已经有这个关系了，有保证关系。但是不可

能发展为西方 16 世纪以后议会一系列制度平衡发展的信用货币。刚才马老师说的伦敦市，

应是指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大伦敦都可称为伦敦市，但伦敦金融城直径仅在 1

英里的范围之内，现在世界上许多重要的金融机构都在那儿。我们熟悉的英格兰银行、伦巴



第街、针线街等都在那里，就是伦敦金融城，而大伦敦是很大的概念。 

我注意到伦敦金融城及现代银行的起源有两个，一是 1580 年的威尼斯银行，我们是在 1581

白银成为货币，二是英格兰银行。1580 年的威尼斯银行，是从传统的货币经营业发展起来

的，另外一个股份化的现代型银行，就是 1694 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因为英国和法国打仗，

要发行债券，伦敦的商人组建英格兰银行承担债券的发行，那王室就给它发行货币的权力，

这样一种交易创造出股份制度。后来所有的传统的威尼斯银行形态，都逐渐改进为这样一种

股份制度。所以现代银行制度是有宪法精神的，它发行的纸币是具有现代契约精神的货币形

态。 

货币本身最初阶段都是实体货币，完全靠它本身商品的价值来保障。但是它有一个天然的属

性就是短缺问题，它总是不够的，所以马克思在金本位下提出的货币必要量公式，假定黄金

的储量要有足够的数量。所以它的公式是黄金的储藏量要大于最低等于流通中的货币需要

量。实际上不可能，这很重要！所以它的天然缺陷决定了一定要有信用货币的创造，要么是

纸钞，要么开个支票写个数字，要认它，一定要这样。 

这样一种东西用什么来保障价值？现在只有央行，央行的首要任务是稳定币值，所以只要我

们的现钞没有价值，那就是央行没有尽到责任，就这么简单！就是央行数字货币，也逃不脱

这样同样的机制约束。 

今天看了《白银帝国》，尽管历史的一些材料来解读，尽管各个时期形形色色的变化千差万

别，货币千千万万种，但本质问题没有变，一直没有变。 

我先说这么多，谢谢！ 

主持人：谢谢何教授！ 

从历史上来看，皇权政府重视的是财政，重视自己的钱袋。对于货币来看，确实没有形成真

正国家重要的信用制度，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西方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货币体系、信用

体系，我们确实一直依赖于纸币也好，银子也好，出现那么大的波动，自己不能控制。银子

取决于外面，价值的掌握一直影响到我们自己内部。不光影响了经济，而且影响了政治，确

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 

下面我们请第 3 位评议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明史研究室主任、徽学研究中心

主任万明，大家欢迎！ 



 

万明：首先谢谢张教授邀请我！ 

我在这里有尝试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讲过一次，这次我没有想来评议，只是想接触一下经济学

界、金融学界方面的研究，来学习的。 

现在说起来我做明代白银货币化已经差不多 20 年了，我完全是从历史的角度，因为我是研

究明史的，所以完全是从明史的角度，是比较狭窄的一个领域，中间自己才逐渐补了一些课，

逐渐地看了一些经济学、金融学等等这些方面的研究。一直觉得自己在经济学方面还是比较

缺乏学养。 

刚才特别谈到了她是从一个非常广阔的角度来看待时货币问题，我想到我自己是从明史的角

度出发，但后面的问题基本上跟你有所相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一直在做明代的中外

关系，白银问题实际上是回避不了的，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白银流入了中国，这是我的起点！ 

今天见到吴思先生我很高兴，开始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正好李铁映院长来我们所，谈大家在

做什么题目的时候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看过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吗？我当时照实回答，

我说没有。我当时讲我做晚明的社会变迁，他就问我这个问题，我当时还没有见过，后来补

了课。当时有人问我到底从什么角度切入，我就说我是从白银货币化切入，于是就开始做白

银货币化的研究，很快出了两本书。可以说我的白银货币化到现在还没有一部专著，都是以

论文的形式。 

从历史的角度，我感觉到只能是慢慢做。因为我在经济学方面比较欠缺，所以只能从历史学

的方法、时政的方法慢慢地做。前年我跟一个数学教授终于把《万历会计录》整理出来了，

另外用学术发展的思路把《万历会计录》4.5 万的数据全部作了简单的统计。另外又做了一

个把当时财政所有收支这些数字都变为白银，然后又把所有的实物的部分减去，这样就得出

了明代张居正改革期间（万历初年）的财政规模、结构以及其货币化的程度。 

做了以后，背后的问题意义就显示出来了。实际上我一开始做的是晚明的社会变迁，后面呈



现出来的，一般来说 2000 年中国传统的赋役，以实物和劳役为主的财政体系在张居正改革

之后，在《万历会计录》里就显示正在过渡期间，正在朝向白银货币为主的财政体系。实际

上这还不是社会变迁的问题、社会转型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转型的问题。因为现代国家都

是赋税的国家。而 2000 年中国的赋役国家在向赋税国家的转型，无异于跟西方完全一样的

历史进程，即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刚才特别提到的有些点是我没有考虑到的，我现在正在准备，因为许多朋友、老师都在跟我

说你得把你的东西总结起来，然后成为一个专著或集子，我现在正在做这项工作。刚才也给

我很多的启发，你做的非常广阔，比我更广泛的视野。我也从你这里得到了启示，继续把明

代的部分再完善下去。 

刚才马先生也提到了在清代特别混乱，我认为恰恰是转型中的特殊时期。中国的转型到最终

我们看是不成功的，徐瑾也谈到了。我想张居正改革的时候，趋向非常明显，中国在朝向着

近代化，而且是跟世界、跟全球一致的趋向。当然了，后来很快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我想这

是国家和社会的一种博弈，越来越激烈，直到明朝灭亡，是这样一个关系。 

何平先生谈到了边远地区完全没有见到白银的问题，这是肯定的，因为一直到解放以后多少

年还有很偏远、很落后的地区。不过我想提示大家的是，明朝的财政在张居正改革之后实际

上是没有所谓的一条鞭法推向全国，而是整个清账填补。之后一条鞭法，征收对象就变成了

白银，整个一条鞭法以白银为征收对象成为了一个国家的法定。去年在四川有大量张献忠的

银子出水，这就充分反映了明末的问题，在边远地方只要是有县级单位都在实行征收白银。

它的赋税、赋役主要都纳入到了税中，于是就都是货币，货币的征收占了非常大的份量。 

我有一个疑问向在座的各位专家请教，我感到明代的货币白银化，基本上到明末的时候实现

了。至于程度，中国是不是走的太快了，造成了明朝本身的失败不说，而且造成了到清朝实

际上是回归，已经是建立了比较牢固的银和钱的双本位。 

何平先生也谈到本位的问题，他认为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应该不能称银本位。我认为从后来白

银货币化的程度上来看，明代实际上是银本位制度。白银的问题影响了中国，而且影响了东

亚，为什么呢？刚才徐瑾女士也特别谈到了丰臣秀吉，如果说他们统一了日本，能够巩固下

来，实际上与中国的白银货币化，促发了日本的银矿大开发有直接的关系。在这样的经济基

础之上，它才有可能侵略朝鲜，才发动了朝鲜之战。在朝鲜之战之前，丰臣秀吉得到各个地

方大量白银的支持，征的是白银，所以才有这个财力。 

明朝最终打了 7 年，当然中间有 3 年基本说是和谈。不过总的来说援朝战争打了 7 年，当

初朝鲜基本上在这之前是实物交易的形式，在这之后就开始发行货币，而且有许多是用白银

的。所以后来中国白银的货币化也影响了越南，整个对东亚格局的变化也是有特别大的影响。 

再就是跟全球的关系，我想就不用多说了，影响了全球。17 世纪的经济危机，我总感觉到

还是有现实意义，因为当时各个国家都有政治格局大的变化，而这其中与经济结构大的变化

有很大的关系。 

另外，这个时代，在英国来说，刚刚马教授谈到的议会等等，跟中国的大一统确实很不相同

的政治路径。不过实际上晚明也开始有事例，在明朝万历年间，正是在援朝之战期间把民间



力量打压的非常厉害。中外确实走的道路很不相同，从银的问题上，我感觉一开始是走向了

一个方向，法国在同期基本也是用白银作为税收，也不是黄金，后来才建立了金本位，徐女

士讲的很清楚。 

从这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回去以后我会整理自己的思路，继续作一些研究，谢谢大家！ 

（发言未经本人审定） 

主持人：谢谢万明！ 

我希望你早点把你的书能够出来，我想这个题目出的著作也有好几本了。如果你的出来，如

果放在一起可能更有可进一步讨论的价值和余地！ 

下面我们请第 4 位评议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施建淮教授，大家欢迎！ 

 

施建淮：今天是来学习的，因为我对货币史不了解，今天非常高兴听徐女士一个这么好的报

告。短短 1 个小时把中国从古代到近代货币发展的历史作了非常好的介绍！另外刚才听很多

专家的评议，以及谈了各自研究的一些看法，对我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学习机会！ 

因为我对历史不是特别清楚，就徐女士刚才报告的过程有几个想法跟大家来讨论一下。 

第一，有几个观点我非常赞同，当时金本位制度为什么在英国首先采用了，应该和当时其经

济、贸易的发展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这个网络效应的存在，应该决定了何种形式或者由哪

个国家来主导这种货币安排，应该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第二，徐女士谈到一个观点我也是非常同意，谈到这么漫长的历史，很多是失败的，中国的

货币改革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应该是财政的问题。实际上货币和财政的

关系是非常密切，比如刚才谈到在明朝官方实际上放弃了货币的发行权，放弃了一个非常重



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比如铸币税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在没有更好的征税能力和条件之下，

垄断货币发行是现成获得收入的一个来源，它却放弃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再加上财政税负

征收这方面能力的限制，使得这个朝代的政府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就缺乏一个最基本能力。没

有能力治理国家，当然货币的改革也好或者整个朝代的更迭也好，那也是必然的一个结局了。 

有几个问题，我想向大家请教一下。 

第一，刚才徐女士谈到在宋朝，非常早地就采用了纸币，相对于一些西方国家可能是领先的，

但它并没有超越货币演变的历史。在货币演进的过程当中，首先应该说是实物的货币，最重

要的是贵金属、金属货币。由于金属货币刚才各位也提到了它的稀缺性，天然地会造成一种

紧缩的效应，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在长距离或者说大额交易的时

候带来了很多不便，所以这就必然地最后会过渡到纸币。比如像交子和会子的出现，在它之

前仍然已经有了金属货币的存在，比如铜钱等等，所以它仍然还是要克服金属货币本身的局

限来出现的。 

第二，谈到准备金制度，现在银行，即使在早期金属货币的时候，接受黄金或者贵金属的储

藏同时在放贷，这个过程中包括发行自己的货币，银行券的时候，这些金属货币是作为准备

金的。而这种准备金并不必然地要求会有中央银行，或者说最后贷款人。我觉得同样是准备

金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在这里的准备金实际上就是储备，发行银行券或者纸币，背后就像刚

才何老师说到是一个货币本位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使纸币也好或者是金属货币也好，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会有效地克服

通货膨胀。但如果不和这种所谓准备金挂钩的话，可能就难以控制它的发行。所以在这种情

况之下，未必一定是要求非要有中央银行产生，才会有这样一种安排或者银行的出现，以及

一定要有最后贷款人的安排。 

第三，中国纸币在改革的过程中，刚才徐女士提到这确实是中国的一个问题，没有走向银行。

大家今天在谈货币的时候，我感觉货币就是货币，它和金融是两个问题。一般我们会说货币

有金融属性，应该不是这样的！ 

举个例子，之所以有金融，金融是放弃现在的资源，得到将来的资源，就是一个借贷关系。

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之下，仍然不排除我有这种安排。我生产苹果吃不完，一种方式烂掉，另

一种方式我借给你吃，两年之后你多给我多少苹果。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货币的出现，但

金融仍然存在。当然现代意义银行的出现，当然伴随着货币的另外一种创造了，这是有关系。

但采用纸币本身，不一定非得要是用银行或者金融安排。 

第四，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大家也提到的非常多，明朝建立了白银，至少白银是一个

最主要的货币。而这个背景，第一，中国不产白银，但确实有使用白银作为货币，一定是依

赖于外国的进口。客观上当时有这个背景，美洲大量银矿的开采，包括日本，有了这种可能。

我就想在 19 世纪中期的时候，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采取了金本位制度，为什么中国偏

偏就使用白银，黄金同样各个国家应该说也都是稀缺的，为什么偏偏中国就是采用了白银本

位或者说就是用以白银作为货币。刚才徐女士也介绍了，当时是英国的一种制度设计，最后

有某种利益方面的安排才采用了，然而我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一种利益的安排，或者决定



了中国的货币史，白银始终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主导作用。 

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中国没有采取黄金？这可以作为一个研究的课题。从现代货币的意义

上来谈，如果当时西方主要工业国都采取了金本位制度，这就意味着当时全球是一个固定汇

率安排，而中国采取白银体制意味着中国是脱离这个体系的，这就意味着中国采取的相当于

是浮动汇率安排。由于采取这种币制安排的不同，大家知道在经济发展历史当中首先是贸易，

包括英国最后成为一个金融的帝国，它首先也是贸易，贸易再派生出金融问题。当然现在的

金融已经脱离贸易了，当时从发展的历史来说，贸易不平衡就产生大量的盈余或者说赤字，

借贷关系就出现了，所以只有由各种金融安排来解决贸易的不平衡，金融就相应地出现了。 

而当时贸易的发展非常重要，历史上西方这些国家为什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脱离金本位之

后，仍然尝试着要重返金本位制度。除了说一战导致了通货膨胀之外，大家仍然怀念着它是

固定汇率安排对国际贸易、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中国的这种白银本位制和当时西方普

遍采用的金本位制度，这种货币制度的不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到底有什么，我不知道到

底怎么样，可能也是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 

第五，我看中国历史上一直出现过不同货币并存的现象，包括铜钱、银币……为什么一直这

种并存的现象能够长期存在呢？一方面，我们知道不同的币值就像当时各位介绍的时候谈

到，特别是在明朝的时候官方放弃了对货币的发行权，由民间自己去铸造。这样的话一定会

带来不同铸造主体银币之间有一个兑换的问题，一定会带来在贸易商业过程中交易成本非常

高的问题。这样的话应该说无论像英国的英格兰银行也好，最后要垄断货币的发行，还是现

代意义上都是由国家来垄断，为什么在中国就没有意识到，长期地各种货币并存使用，这对

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会有重要的影响的。 

第六，明朝有一个时期，比如说靠白银从海外输入，而到后期美洲、日本对中国白银的出口

下降了。当然在同时采取两种货币的时候就存在一个问题，白银流入本身下降，这就意味着

中国要出现通缩，而同时又有铜币。正意味着相对来说铜币要贬值，意味着有通胀的效应。

在这种情况之下，两种不同的币种同时存在的时候对中国当时物价水平或者通胀的影响影响

到底是什么样，也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第七，各位谈到我们国家货币改革的一些失败，特别是纸币制度。应该说元朝采用的纸币，

这种制度安排非常像现代意义上的货币。首先它是法币，元朝是垄断了货币发行权，只有政

府能发行。其次要求民间，由法律规定必须接受的一个手段，和现代意义上一样的，是一种

法币。同时它又有白银来支持，准备充足的这样一种制度。按现代货币的安排来说也是非常

先进的，在元朝就出现了。 

至于最后崩溃，包括在民国时期法币政策也失败了，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和当时特定的时

期有关，也就是战争原因造成的。虽然失败，仍不能否认改革本身或者法币政策对我们国家

货币演进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就像德国一战的时候也是通货膨胀，最后走向纸币，脱离金属

本位制仍然是一个趋势。所以如果脱离当时内战这样的背景，因为一旦内战必定要为战争来

筹集资金，发行就失控了。这种币制的转变（转向纸币），特别是不兑换纸币，应该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当然可能超前，就像现在都是不兑换纸币，没有出现通货膨胀，那是由于金融

体系的发达以及央行能力的提高。金融本身演进到这个程度之后，当然就会有推进。 



第八，谈到意大利的时候当时是发债，而中国是采取用纸币去购买良田来筹集军饷。这是搜

刮民间的一种剥削，它买了良田之后必定还要转化为一种货币，不会用良田去支付军事上的

各种支出，所以这仍然还是一个货币问题。当然西方国家比如英国选择是发债，这可能和中

国当时金融没有到这个阶段有关，经济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所以没有相应金融的安排，那

当然没有办法，只能选择发行货币！ 

这是我非常粗浅的一些看法，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施教授！他提了很多问题，提问题也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来思考怎么去回答这

些问题。比如说中国为什么用白银，白银又不多，为什么没有黄金走上白银化的道路。这当

中有没有什么历史上的原因或者说是技术上的原因，当然是可以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

题。 

我们请了几位专家作了一些评论，可以使我们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深刻的思考。还有一些时

间，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讨论，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评论都发表。 

盛洪：徐谨这个题目非常好，我是做经济学的，一直关心经济史，而且货币史是一个非常有

趣的题目，非常引人入胜。我经常看，不过看的很片段，徐谨女士实际上是比较系统来研究

的。 

总体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也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不过还是感觉有些地方比较粗陋，

有些结论缺乏自己独特的、深入的研究。 

第一，比如讲到白银在明朝的使用，白银有很多缺点，为什么不能用别的东西，讲的可能过

于简单。比如白银不是标准的货币，不是铸币，也不是金本位的纸币等等。从更大的背景来

看这个问题，中国早就有铸币了，而且铸币在古代对经济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像汉代

的五铢钱，那是非常标准的。还有像唐代的开元通宝，这些东西在中国都有。为什么明代在

用银子？而且在之前宋发明了交子，后来官方把交子的发明用作官方货币去发行，这是跟后

来西方的纸币应该几乎是一个东西。 

但为什么又没有用纸币，而用银币呢？我觉得可能有些解释，因为刚才也讲中国最早发行纸

币，它是商人间的信用证，和国家发行的纸币不一样。得到被官方发现而且去仿效，出现第

一个真正由国家来发行的纸币。确实有很多诱惑，竟然这么容易就能够获得这么多钱，而且

没有任何的经验。具体历史我不太知道，至少元代后来是纸币通胀，据说宋代也是，非常重

要的原因是因为战争，没钱就会去印钱。 

而这个问题是纸币最致命的一点。而比如说没有信用或者产权不受保护等等因素，我觉得要

区分两点。 

第一点是民间的产权是不是受保护。宋代是传统中国司法制度最好的，反过来说，为什么在

中国能发明交子，恰恰是产权受保护的结果。 

第二点是国家信用问题，你要拿这个纸币发多少，要不自觉发多了就会通胀了，通胀就没有

信用。这个教训从宋代到元代特别深刻，所以大家就不愿意用纸币，拿着纸币不值钱，你要



知道人的行为是与以前的经验相关，纸币不定什么时候变成不值钱的东西了。 

为什么用银子？也很简单，我前些年写过一篇文章，也关注了一个事实，哥伦布发现美洲新

大陆是 15 世纪的末期，接近 1500 年。明朝解禁白银是 15 世纪 30 年代，也就相差几十年，

这个时间是很重要的。实际上后来最重要中国的货币是白银，而白银怎么来的？是通过国际

贸易，要强调这点。而国际贸易是什么样的要知道，为什么中国能白银流入，是中国国际贸

易顺差，弗兰克讲了这问题。因为当时世界各国没有像中国、印度这样，如布罗代尔所说，

在贸易上是两个超级大国，所以只有持续的贸易顺差才能有持续的白银流入。 

什么意思呢？你实际上是通过了国际贸易获得的货币供应，一个解释就是因为国际贸易。国

内铜钱、铸币别人不认，银子为什么是国际贸易的货币呢？因为是从美洲来的，它在西方就

通行，到中国也通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觉得可能是这样一个东西导致的使用白

银。你可以说它不好，但可能就是这样一个背景，这是一点。 

还有一点讲英国英格兰银行发行了货币是因为借债，尤其是国债，我非常同意，保罗.肯尼

迪的《大国的兴衰》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它的金融市场首先是国债市场，这一方面要切记

不要把英国推广为西方，这是我们经常会把学问做粗了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英国成功了，

并不意味着西方其他国家成功了。你要知道英国国家借债是干嘛？是为了战争，是跟谁打？

是跟法国打。战争的债怎么还？打赢了才能还，打输了就不能还了。打赢了割地赔款，要打

输了怎么还？在法国国债利息两倍于英国，但经常还不起。为什么？打输了。所以法国的国

家信用就崩溃掉了，有很多更具体的历史背景，把它放进来能使我们的结论更细化，不然的

话就会大而化之。 

因为有了宪政民主，所以就有信用，这句话好象政治正确，其实也不对，要特别注意。宋代

就有对于纸币发行的研究，现在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在呼吁回到金本位制，为什么？这逻辑是

什么？什么是金本位制？ 

金本位制就是国家以贵金属为基础来发行纸币，它是一个锚，牵制纸币的发行，没有那么多

金子就只能发这么多货币，不能多发。这含义是什么意思呢？它的含义就是人类管不住自己，

你有多少金子就发多少纸币就行了。假如你要与金子脱钩，我不知道货币会怎么样。布雷顿

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跟金子脱钩就会有很多问题，后来美国有一段恶性通胀，这是特别有

意思的事。 

现在研究宪政、研究货币，布坎南有一本书叫《赤字中的民主》，讲的就是这个东西。什么

意思？我们靠民主制度，可能不能限制货币发行，皇帝是这样，一群人可能也是这样。所以

他提的改革方案，就是必须在宪法上规定，财政必须是收支平衡，而不能有赤字。但这可能

做不到。 

现在很多国家有一些做法，比如像美国中央银行——联储，严格来讲是不能受行政的影响，

也不能受议会的影响。不然的话，因为议会代表着民众，民众喜欢政府的扩张政策，你要知

道这一点。并不是民众就想着收支平衡，不要通货膨胀，它不管的。萧条来了，那民众就希

望政府得多开支，所以议会并不见得能限制货币发行。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学问可以把这些因素再考虑进来，做的再细一点会更好。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盛洪！ 

吴思：本来研究中国史的二把刀，听了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说法，也帮助我形成一个想像，我

就说出这个形象。盛洪说不要大而化之，我遇到大而化之的人就谈细节，遇到了谈细节的人

我就大而化之，扬长避短！ 

我听了以后有那么几点感想。 

感想一：刚才徐瑾说的整个的故事，在我听起来最精彩的故事就是民间和官方在货币上的博

弈。官方当然想有货币发行权，要收铸币税，数额巨大。你刚才那个数字一闪而过，说当时

中国的白银流通量高估的有 1 亿 9，少估的也有七八千万。假定就是 1 亿两白银，这还仅仅

说银子，还有铸钱那一笔钱。应该辅币的量更大，那就可能 2 亿白银的铸币税。 

当时张居正改革最后囤的全部的国库银子，好像也就是几百万两，居然有 2 亿以上这么一笔

巨大的银子作为诱惑，多大的财富，官方当然想获得这个财富。我觉得官方失去了铸币的权

力，就损失了一笔巨额的铸币税。同样对民间来说也是巨大的损失，如果当年民间的交子能

够发展起来，像苏格兰银行似的那么起来，这就意味着中国在明代的国际贸易之中不必大量

地进口白银，作为我们一种独特的商品，不必进来上亿两白银，不必输出那么多的丝绸、陶

瓷，而能只是货币，当通货用的这么一个东西，而能带来更多的其他的东西。如果能带来其

他的东西，可能能够促进中国的分工，促进中国整个经济全面的另外一种配置方式，这对民

间也是巨大的损失，真是一个双输的结果。 

双输的数字是多大？对双方都是非常惊人的一个大损失，就是因为刚才盛洪说到的那个原

因，人是无法自律的，权力是无法自律的。权力无法自律就滥发，有点自律的想法，但是遇

到了危机只好先过了这个危机不可。不是他不能自律，而是面对着一个更大的危机必须两害

相全取其轻，这是一个利害计算的结果。所以我觉得简直就是一个必然，几乎没有选择地最

后会通货膨胀，会失去这笔铸币税，这是我对中国的想法。 

为什么西方就没这样？西方走的路跟中国不一样，我觉得明显的是一个体制问题。正好昨天

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读书会，讨论哈耶克晚年最后的作品，关于法律立法与自由方面的。

哈耶克提出两个大概念，抽象度非常高的概念，第一个有一种秩序叫自生自发秩序，第二个

秩序叫组织秩序或者叫人造秩序，即大一统秩序。我把它对应起来的想像，中国的大一统这

种秩序就是人造秩序、组织秩序，全中国弄成一个大公司，弄成一所大兵营，弄成一个大机

构，然后命令支配一切，这叫命令秩序。当然主导秩序下面还有很多自发的秩序，主导秩序

是命令秩序。 

自发的秩序，我把它想像为当时封建时代的欧洲或者春秋战国，或者再往前的中国，多主体、

多元，形成各自的谁也不能对别人下命令。如果是大一统的那种命令秩序，然后形成的一个

暴力集团控制了全部的权力，它如果遇到了战争、遇到了麻烦就会通胀，就会掠夺、就会管

不住自己，就会先过了眼前的灾难再说，就会两害相全取其轻。所以在这种制度下，纸币一

定站不住脚，短期内（几十年）完全可以站住脚。但什么时候大危机来了，什么时候这个事

结束。一次一次地试，一次一次地败，因为总是会遇到这种危机的，所以总是会失败。 

在这种大一统组织秩序下或者叫人造秩序下，大一统帝国货币纸币一次一次失败、一次一次



双输的制度原因或者叫秩序原因。 

而西方为什么就没这个原因呢？我也是猜想，比如说像这里提到了威尼斯，当时威尼斯铸的

币是质量最好的币，而且高度稳定，持续很久。如果它不铸这个币，质量不好，人们就会用

佛罗伦萨的，就会用奥斯曼帝国的，别人可以代替它。 

这种官和商的模式下或者是相关关系的模式下，有点像是当年中国的春秋时代，他们当时就

说到郑国跟商人有一个盟誓，你不要叛变我，我也不要抢你的东西，我也不借你的东西，我

也不关心你挣多少钱，我问都不问！这么一个盟誓在战国春秋持续了很久，为什么能够持续？

我觉得就是商人有一种用脚投票的能力，不行我走了，所以你的掠夺率就会被受到限制。如

果你的掠夺超了一定的限度，比如说比我转移资产、损失现代的商业机会还要严重，那我们

都跑了！ 

这种掠夺率在我们现在的 WTO 体系之下全世界都存在，我们现在就有点像战国那个时代。

当时有这种限制，商人们受到的侵犯，就会遇到掠夺的底线。在欧洲那种多元并存的小国林

立的时代，这个底线是存在的，所以通过货币这种形式来掠夺的方式也会受到限制。铸劣币

也可以，因此你会被淘汰掉，结果更多的东西损失掉。就这样多元的体制或者叫自发的秩序

之下，货币就有可能成长，而且有可能积累起来，民间也可能积累，各个国家的政府也可能

积累起来。 

这就是我对于西方和东方两个故事不同差别的推测，抽象度更高一点，是两种秩序导致的结

果。 

刚才盛洪说民主宪政、三权分立也是管不住，我觉得这个说法不错，挺好！但我觉得还得更

精确地说，在多大程度管不住，这个差别也是巨大的，是 10%还是 70%管不住。我们这个

时代的人愿意要更多的赤字，让后代来还，这是管不住。我们在侵犯未来人类（后代）的利

益，于是我们可能侵犯了 10%、20%。可是刚才说大一统帝国的这种结构、权力独大的结

构，它也管不住。它的管不住是眼前我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我要是不滥发金元债，我就战败

了，整个就砸了。所以为此我可以滥发几百倍、上万倍的金元债通货膨胀，它就不是 10%

的管不住，而是 1000%的管不住。这对民主宪政和大一统不受制约的权力之间的讨论，也

应该要有更精确的区分。 

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 

一是多大的双输，铸币税各方面究竟损失了什么。 

二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损失，是不同两种体制的结果。 

三是这两种体制，虽然都会面对着人类管不住自己的问题，但还是有差别的，而且还有外部

的管理。即我管不住自己，也没用脚投票，到别的地去了，所以这还形成客观的外部限制。 

这是徐瑾的发言，还有各位的评论给我带来的一些感想！ 

（发言未经本人审定） 



主持人：下面还有谁来发言？ 

提问一：我提一个问题，对货币特别感兴趣，难得有这个机会。 

我想简单问一个问题，即货币总量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们当前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包括历史

上也一直存在的问题，不管用黄金还是白银一定有一个方式，涉及到货币刚才讲的发行量够

不够用，或者它是通缩还是膨胀。 

第一个问题，在现在当前不管国内还是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之下，发行多少货币量是不是有一

种比较理论化的标准的结论，货币总量。我们先抛开政治的因素，能不能做到，先从理论上

来说？假设现在这是没有确定的一个结论，因为我也试图到处找这个结论。 

我忘了是哈耶克还是米塞斯有一篇文章，讲的是货币的非国家化，刚才理解的是用极端的权

力，很自然，民主的方式也不能限制。那我们在考虑自发的秩序，回到交给市场，比如说特

定的银行！这个法律和政府肯定要有这些基础，由银行、由市场来竞争货币的发行。通过这

只无形之手自动地竞争出货币的发行总量，他我们就把这个交给市场。假设第一个我问你的

问题，没有现代理论的结论的话，是不是有结论。 

第二个问题，这种方式是不是可行，然后延伸一步不同国家货币的竞争，其实就是类似的一

种方法，美元和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变化，实际上就是相当于不同大的银行在发行。这种方式

我们回过头来是不是可以更好，当然实现的过程肯定有路径、有方法，我只是说思路说的理

解，看看能不能请徐老师，还有人大的何老师，还有其他老师能不能回答一下我这个问题。 

谢谢！ 

提问二：很高兴今天参加徐瑾下午的演讲！ 

第一个意思，货币问题我就想谈谈自己的看法，从你刚才的演讲当中，是从货币看东西大分

流，好像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和西方相比较，中国在明朝末年金融技术上比较落后。首先我

想表达一个意思，东西方金融技术的发展是一方面的原因，但这还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包括

西方的工业革命，还有金融技术的发展，从最根本上是自由理论博弈的一个副产品。金融技

术的发展，包括银行、甚至是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现、保险的出现，都是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下

公众民的创新，把他们的自由激发出来之后的副产品，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货币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你也谈到了货币的本质是信用，我认为这是很多经济

学家都这么讲的，包括经常来我们天则所的一位教授，很多专家都这样一个想法。我认为还

是有点问题，这位先生我有点同意他的看法。货币本质还是一种商品，说货币本质信用，我

个人认为这是有时代背景的，尤其是 19 世纪，社会主义兴起，在这样大的背景下产生的。 

也就是说，某种意义上，中央银行是社会主义运动或者国家运动的结果，我的结论是说中央

银行是人类发生史上的一个小插曲，是一个小弯路。为什么这么说？正因为信用实际上是一

种债，是一种无抵押之债。如果你认为有抵押的话，那是一种物权，本质上就不是债了。 

所谓信用，刚才何老师也谈到，为什么是中央银行发纸币，对发行人央行来说是一个债？因



为本来就是一个债，因为信用就是无抵押之债，它把这个拿给你了，而你作为接受人拿到的

是债权。对发行人来说是债务，而对接受人来说就是债权。 

作为一种交易媒介来说，商品也可以作为交易媒介，信用也可以作为交易媒介。但信用作为

交易媒介，它不是最终的交易媒介，为什么？很多人都犯过这种错误，后来鼓吹商品的交易

系统。我们要注意，如果是欠债的话总有一天你要还。如果不还的话就是骗局，很危险，最

终它会有断崖式地或者指数形式地上升。包括为什么美国、为什么欧洲会出现债务危机？都

是这样的，和当今的货币制度和财政制度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信用作为交易媒介来说，只能是商品，信用最终是要清偿债的，最终是要清偿的。它的清偿

最终还是要靠商品来清偿，最终来理清，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信用作为债来说有相对性，也有时间性，还有有偿性，借债实际上要有利息

的，是不一样的。信用和债权不一样，和物权也不一样。 

说到最后得出我的结论，最稳定的货币制度还是自由银行的制度，实际上哈耶克的那本书（他

最后一本经济的著作）也是一种延续，甚至沃尔玛、亚马逊。它可以地方化，也可以多元化，

这是最稳定的。如果我们把货币寄托于中央银行，寄托于国家的干预，即使在美国那样的国

家！ 

主持人：我讲几句，然后你最后回应一下大家！ 

这个问题很重要，货币制度和经济、政治制度都有关系，中国在货币制度上的失败，恐怕与

中国到了清朝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有关。财政要交银子，不交实物交货币了。可以看到在那

个社会中，实物仍然是最重要的东西。咱们的政策重农轻商仍然是非常清楚。既然是重视实

物、重视使用价值的农业经济形态，我觉得可能货币不是在社会制度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这些东西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经济上来说基础本身就不足。 

既然是一种实物形态的、重农业的状况就有一个问题，一方面是大一统，另一方面是分割，

政治上的大一统和经济其他货币的分割是同时存在的。这两个矛盾，我们在近代货币制度落

后了，也使得我们在经济竞争中落后了。相反，西方的发展还没有完全进入工业社会，工业

革命没有成功，新大陆以后这种重商主义的思潮可以说是相当浓郁。而新大陆开放以后，西

方的人要去发现新大陆都是冲着财富、冲着金银去的，奔着那个方向去的。 

它既然是一个商业社会，政府保护它的商业利益，这两个意义结合起来以后，货币制度在他

们那个地方，可能就成为一个重要的东西。所以财政上不光是政府要，而且政府对于货币的

重视，发展也使得货币制度能够发展起来。货币制度同经济制度、同政治制度是高度相关的，

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意思。 

第二点，与此有关的，刚才既然讲到自发秩序，其实她那本书里也讲到了白银是因市场的选

择而发展起来的、形成的秩序，但并不能保证它的胜利、保证它的成功！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很多自发的东西确实有其有效的地方，有其好的地方，为什么最后失败？

怎么条件之下才能够成功？是需要考虑的，和刚才你讲的这个问题，和自发的制度、和人造



的制度这两个东西之间的关系以及互动是很重要的。如果说人造的制度对自发制度起的只是

一种突破的或破坏的作用，或者方向是一致的，起到一种保护和冲击的作用就会不一样。中

国的白银因市场而兴起，最后可能因政府而失败。从这件事情上来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也

是很有意思的。 

好，我就讲那么一点，下面由徐瑾来给大家作一个回应！ 

徐瑾：谢谢大家！ 

讲的都非常好，因为问题太多了，我就想到什么说什么，不定按照提问顺序来。 

第一，大家对货币问题和现实关系比较多，大家谈的也比较多。刚才也讲到自发货币的问题，

也讲到印钞的事。 

回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看货币史？今天已经进入了不需要印钞，敲敲键盘就可以使得央行

资产负债表扩张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读历史？就我个人而言，其实我的日常工作和实体经济

关系比较多，为什么还要花时间去看货币史。 

第一个方面，人类文明的历程和人类诞生历程比起来是很短的，人的思维残留不少原始进化

的痕迹，所以很多看历史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是有一些启发的。 

第二个方面，货币的本质，那么多年以来其实外在有不同的变化，而其本质是没有变的。刚

才说《货币非国家化》是哈耶克的书，当时引入中国进来的时候，不少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包

括我的一些朋友，都很惊诧。大家都会说怎么会有货币非国家化这种想法，觉得很奇怪。 

一方面，这种想法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货币是国家化的时代，但另一

方面，这些想法其实也体现一种历史的无知，货币从来都是从非国家化开始的。大家对于货

币非国家化看法（包括很多经济学者）存在一些误解，甚至觉得这是哈耶克的一种设想，其

实这不是哈耶克的设想，他也是从历史中得出的教训。欧洲的货币从来都是非国家化的，中

国其实也是这样。 

那非国家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货币是一种竞争的商品，你的货币有竞争才能够胜出，就

像在欧洲，何平老师翻译《货币制度的世界史：解读非对称性》中也说了很多，欧洲的国家

是有很多金币、银币。国家可以选择把自己的头像印在上面，可以强迫你必须要用。但他其

实没有用的，你强迫了以后大家想不用是不用的。那国王是怎么收铸币税，就要不断地改铸

货币。最开始货币的含金量就逐渐地一步步在降低，这是欧洲国家君主社铸税的手段。 

刚才吴思老师讲，为什么中国不会收这个铸币税，因为所有的铸币税最多的都是来自于辅币。

你去铸金银币的铸币收不到太多的铸币税，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铜钱之类辅币存在。铜钱过

去是很便宜的，铸铜钱收益是比较大的。铸金银的话，你的收益没有那么大。你如果直接印

纸钞的话，你的准备金和铸币税就更高了，这是一个原因。其实大家看起来好像不能理解的

问题，放在历史的特定情境下当时都是有解释的。 

回到自发秩序问题，因为货币和每个人都相关，就像我们学不学经济，其实都会和货币打交



道。人类所能想像的很多创新或者举措在货币的进化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我觉得货币一直都

是自发秩序的特征。 

我知道有些朋友对中央银行是有偏见的，觉得中央银行是滥发货币或者是没有必要，或者是

一个偶然，是一种机制创造的产物。 

为什么今天我这本书没有谈太多欧洲或者中央银行的情况，是因为我的另外一本书《印钞者》

谈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情况比较多，这本书谈的比较少。盛洪老师说是对的，英国不等于欧

洲，这绝对是正确的。所谓英国之所以为英国，也并不是一成不变。欧洲最早的金融制度最

发达是意大利，然后再到法国地区，再到英国，之后再到美国。而为什么英国制度具有代表

性？ 

一方面，它在工业革命时期具有代表性；另一方面，它本身也学习了很多荷兰的制度。 

比如我们在说英格兰银行是一家私人银行，最早 1000 多名商人很多都是来自于荷兰，是外

国人，外国人建立的一家银行。大家讲到国家信用，英格兰的权力其实是有时限的，要不断

地续约。而且并不是单一的，只有你可以发，当时伦敦城以外有不少银行可以发的。这些银

行最后没有竞争过英格兰银行，不是英格兰银行有这种特许权，而是因为在市场上大家认它，

所以那些银行再发银行券不太流行，没有太多人要，所以那些银行就逐渐地不再去发银行券

了，是这么一个过程。 

其实中央银行的出现，并不是这种设计的结果，恰恰是一种自发秩序的结果。到今天为什么

还需要中央银行？银行是一种商业，有商业就有周期，有市场就有波动。银行会产生银行周

期，银行又偏偏是所有市场的基础设施，太大的银行危机其实是对经济有很大的损害，所有

的银行冻结贷款，所有的银行不愿意放贷，市场上一片箫条的时候是需要中央银行站出来的。

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教训，是无数次危机以后大家总结出来的。英格兰银行最开始在

成立以后经历过很多次银行危机，而在最早的 100 年里不愿站出来，它觉得自己并不是中

央银行，也不是国家银行，我为什么要在危机中站出来去支持别的银行。 

但过了一两百年，英格兰银行发现市场需要你站出来，而且你不站出来的话最终对你自己会

有影响。所以英格兰银行就是由一家私人银行，在银行危机中逐渐地成长，最终意识到成为

应该成中央银行的责任。美国也有很多银行危机，它设立中央银行也比较晚，美联储在大箫

条中是比较被动的，这也一直受到指责。我们再看为什么 2008 年金融危机没有造成更大的

影响，其实很大程度上确实在于美联储很及时地出手，保证了市场的流动性，这就是为什么

要有中央银行的原因。这些教训或者这种制度的设计并不是说后辈人的聪明，其实通过历史

的教训而得来的，这是关于印钞和中央银行。 

还有说到了关于到底需要多少货币量，马老师在做量化历史，关于货币量一直有很多的统计。

放到今天来说，这个事我觉得有一点比较确定的说法，大家都觉得货币量是由中央银行来决

定，事实上并不完全是这样的。货币量怎么决定的？我比较信奉的是货币内生性，中央银行

只能控制基础货币，很重要的渠道是通过商业银行的渠道，而商业银行的放贷就是货币创造

的过程。商业银行放多少贷款，其实是根据市场的需求，所以我们所谓的货币量很多时候是

银行在响应实体经济的需求，也是一种自发秩序。当自发秩序受到扭曲的时候，像中国这种

情况，当商业银行被强行要求放贷，或者说必须强行去支持一些地方政府债务、基础建设的



时候，其实你的货币信贷量就会增大，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急剧通货膨胀。 

相反的例子，你看美国的次贷危机，其实它的 M2 并没有增长多少，原因当完全商业化的银

行看到市场大家企业不愿意投入的时候，银行贷款需求也没法扩张，货币发行量也不会急剧

膨胀。正常的商业情况下，就应该是这样。其实是商业银行在响应实体经济的需求，发行货

币量主要是由企业决定的，不是由中央银行决定的，甚至也不是由银行决定的，但银行可以

决定价格——上述是我的一个观点，不一定很主流，我觉得这是比较正确的一个看法。 

其他的关于谈到中国不产银又为什么用白银，可能今天觉得是很奇怪，这块万老师应该更有

发言权，我大概简单说一下。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白银是一种商品，欧洲人喜欢黄金，

和中国的金银比比较是比欧洲便宜很多。所以白银到中国来是赚钱的，所以存在国际套利机

会，就源源不断地运过来中国。过了几百年，中国和欧洲之间白银价差之间平衡了，不像以

前拉的那么大。虽然中国的官方白银话是起源于明代，不过在宋代和金朝的时候白银化已经

开始。这方面还需要更多历史证据，也许中国对金银有偏好源自草原明珠的影响，比如金朝

对于白银货币化，他们是走的比较前列。这是一个可能，有一些历史细节，还不能说有很大

证据，这是我的一些猜想。 

到晚清末年，明明全世界都是金本位的时候，为什么中国还是选择银本位？《白银帝国》里

写了，今天没有很详细地说，因为很多小细节没法展开。晚清张之洞自己在做银元，如果按

照金本位来说，它自己地方财权要被收走，他不愿意。所以当时曾经计划用金本位，却没有

用，甚至当时大家觉得银两制很麻烦，也没有改，还是继续用银两制，就是因为他的原因。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他在任上的利润。这是很大的一块利益，不愿意让出来。这也是中

国的特点，人事还是很重要的，这是当时为什么没有采用金本位的一个原因。 

大概补充的可能就是这些，我觉得这本书在谈的东西更多的是历史，其实今天说的很多结论，

还有大家谈到了限制权力、宪政这些，其实这是从历史的比较中得出来的。写作《》书的时

候，其实我写理论比较少，更多还是一些历史事实——因为我觉得理论的东西，每个人会有

自己的认识，就像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一样的。我记得这本书在刚出版的时候，也开了很

多研讨会，大家很震撼，说明我们明清银本位，也不是落后，还是有它的价值。而且白银流

入中国，说明中国当时在世界之巅，是一种自信。 

我觉得《白银资本》还是有很多启发的，但是《白银帝国》的历史跨度和认知视角还是蛮多

不同的。从历史事实来讲，国家拥有金属并不等于就拥有实力。最典型的就是西班牙和葡萄

牙有这么多金属，因为他们没有完善的金融制度在背后作为支撑，所以这两个国家的政府破

产比例一直很高。它的理财能力非常差，就像盛洪老师讲到法国，法国国债高。其实法国是

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为什么比英国高？因为它的还债记录很差，而且法国的金融制度落后和

中国其实有一点类似。有一个苏格兰人约翰劳跑到法国去搞到一个纸币的事业，最后这个事

业失败了，法语里面 100 多年没有出现“银行”这个词。有像中国宋代的历史，走在前面，然

后玩失败了，被火烧了一下就退缩了。 

这些历史细节很有趣，我尽量把他们串起来。我并不认为这里面有一致的简单逻辑在，就像

何平老师讲的，不能说 17 世纪危机因为白银所以明朝就灭亡了，我个人也觉得是不太有说

服力的，但它可能是原因之一。就像欧洲的兴起不是只做一件事，而中国的失败可能也不是

因为一件事，我的解释只是历史拼图中的一小块。 



谢谢大家！ 

主持人：好，我们的时间正好！ 

今天下午我们就白银发展的历史进行了讨论，这是非常很有意思的问题。现在我们遇到的问

题是不是中西方要合流、能不能合流、怎么合流，这是引申出来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有

意思，尽管是币制的问题，今天讨论恐怕还有当代很现实的意义。徐瑾这本书确实对这个问

题作了自己的一些讨论，我们今天讨论是一个开始，还可以进一步读读书，再进一步思考这

个问题。 

谢谢徐瑾，谢谢几位评论，也谢谢在座的各位！ 

今天就到这里，散会！ 

------------------------------------------------------------------------------------------------------------- 

责编：李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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