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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主義是空手套白狼。它的策略是通過創造某種攫取利息的系統，無需扮演生

產的角色就能夠得到其它國家的剩餘。帝國主義勢力強迫其它國家進貢。當然，

美國不會直接告訴其它國家，“你必須向我們進貢”，就像羅馬帝國那樣告訴它

所統治的行省。美國外交官只須堅持其它國家必須將他們的國際收支流入和中央

銀行儲備投資購買美元，特別是美國財政部的借據。這種國庫券標準將全球貨幣

金融體系轉變為它的一個進貢體系。就是這個體系支付了美國軍費開支成本，包

括它在全世界的 800 個軍事基地。 

 

我是邦妮·福克納。邁克爾·赫德森博士光臨今天的《槍和黃油》。今天節目主題

是：美國金融帝國去美元化。赫德森博士是一位金融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他是

長期經濟趨勢研究所所長，曾任職華爾街金融分析師，坎薩斯城密蘇裡大學傑出

的經濟學研究教授。 

 

他最近的著作包括：《免除他們的債務：從青銅時代的金融到千禧年的借貸、喪

失回贖權與贖回》；《殺死寄主：金融寄生蟲和債務如何摧毀全球經濟》；《J

是垃圾經濟學：欺騙時代的現實指南》。今天，我們再次回到赫德森博士 1972

年那本意義重大的著作《超級帝國主義：美國帝國的經濟戰略》的討論中，這本

書批判美國如何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剝削外國經濟。我們討論了美



國是如何在經濟上統治世界，無論是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債權人，還是後來作為世

界上最大的債務人，並探討美元統治即將消亡。  

 

邦妮·福克納：邁克爾·赫德森，歡迎再來到我們的節目。 

 

邁克爾·赫德森：很高興能再來，邦妮。 

 

邦妮·福克納：特朗普總統為什麼堅持要求美聯儲降低利率？我以為已經很低了。

如果真的降的更低，將會有什麼影響呢？ 

 

邁克爾·赫德森：利率已經處於歷史性的低位，他們將利率保持在低水準，是為

了給投機者提供廉價的資金用於購買股票和債券以獲取套利收益。投機者可以以

較低的利率借款，然後購買回報率更高的股票（並獲得資本收益），或者購買債

券比如那些支付較高利息的垃圾公司債，賺取兩者之間的差價。簡言之，低利率

是金融謀利設置(financial engineering)的一種形式。 

 

特朗普希望利率保持在較低水準，是為了讓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進一步膨脹，

就好像那是實體經濟的一個指標，而不僅僅是圍繞生產和消費經濟的金融部門。

除了關注國內的影響，特朗普還設想，如果你維持的利率低於歐洲，美元的匯率

將會下降。他認為這將使美國出口產品相比外國產品更具有競爭力。 

 



特朗普批評美聯儲沒有將利率保持在比歐洲更低的水準。他認為，如果利率較低，

這個國家的資本將外流去購買它國的股票和債券，追求更高的利率收益。金融流

出將降低美元匯率，他相信這會增加重建美國製造業出口的機會。 

 

這是新自由主義的巨大誤判。它也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模式的基礎。 

 

低利率如何降低美元匯率，提高進口價格 

 

特朗普的指導思想是壓低美元價值將降低雇主的勞動力成本。當貨幣貶值時，那

就是會發生的情況。貶值並不能降低具全球普遍價格的成本。世界上有一個普遍

的石油價格，有一個普遍的原材料價格，也有一個十分接近的共同的資本和信貸

價格。因此，當你壓低一種貨幣時，貶值的主要東西是勞動力價格及其工作條件。 

 

當一種貨幣的匯率下降時，工人們就會受到擠壓，因為他們必須為他們進口的商

品支付更多的錢。如果美元兌人民幣或歐洲貨幣貶值，進口的中國和歐洲商品將

花費更多的美元。這就是“以鄰為壑”的貨幣貶值背後的邏輯。 

 

外國進口商品上漲多少取決於美元下跌的程度。但即使美元暴跌 50%，即使美元

像阿根廷或其他拉丁美洲貨幣一樣成為垃圾貨幣，也不能真正增加美國製造業出

口，因為美國勞動力不再在工廠工作。工人們開計程車，在服務業或醫療保險公

司工作。即使你免費給製造業公司的美國工人所有的衣服和食物，他們仍然無法

與外國競爭，因為他們的住房成本如此之高，醫療保險如此之高，稅收如此之高，



以至於他們的價格已經超出了世界市場。因此，如果美元貶值 1%，10%，甚至

20%，也沒有多大幫助。如果你沒有工廠在運轉，如果你沒有交通系統，沒有電

力供應，如果我們的公共和基礎設施正在衰落，貨幣操縱對美國快速重建其出口

製造業沒有任何作用。 

 

美國的母公司已經將工廠遷往國外。他們已經放棄了美國。只要特朗普或他的繼

任者不改變這一制度——只要他給企業提供遷往國外的稅收優惠——他就沒辦

法在這裡恢復工業。但他已經學會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垃圾經濟學，這是新自由主義喋喋不休的那一套，即他們給予拉丁美洲

的建議：只要一個國家進一步降低匯率，它將能夠降低工資和生活水準，以硬通

貨計算支付勞動力更少直到某個點，當貧窮和緊縮變得足夠深入時，它將變得更

有競爭力。 

 

50 年來，這一套在拉丁美洲已經沒什麼作用。它也沒有在其它國家起過作用，

並且從來沒有在美國起過作用。19 世紀美國政治經濟學派發展了高工資經濟學

說。（我在《美國貿易保護主義起飛：1815-1914》的書中回顧了這一點）他們認

識到，如果你給勞動支付更多，勞動效率會更高，它能負擔得起更好的教育，而

且工作也會更好。這就是為什麼高工資勞動力可以比低工資“貧困”勞動力更能

夠競價出售的原因。因此，特朗普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緊縮思想而

落後了時代一個世紀。這套想法是你可以貨幣貶值，相對國際標準降低勞工的工

資和生活水準，從而使經濟更加有利可圖，並以某種方式“擺脫債務”。 

 



當美元貶值時，貨幣貶值所起的作用是使華爾街公司能夠按照 1%的利率借貸，

然後購買收益率為 3%或 4%或 5%的歐洲貨幣和債券，或者購買收益率更高的股

票。指導思想就是日本在 1990 年所做的：用非常低的利率來增加所謂的套利交

易。套息交易就是以較低的利率借貸，購買收益率較高的債券，從而在利率差上

獲得套利收益。因此，特朗普正在為華爾街投資者創造套利機會。他假裝這是親

勞工，可以重建製造業。但這只會有助於美國經濟空心化，把錢匯到其他國家去

建設它們，而不是投資於我們自己。所以特朗普所做的與他所說的相反。 

 

邦妮·福克納：正是如此。把投資從美國轉移到國外有什麼意義？ 

 

邁克爾·赫德森：如果你是投資者，你可以通過瓦解美國經濟來賺更多的錢。你

可以以 1%的利率借款，購買收益率為 3%或 4%的債券或股票。這就是所謂的套

利。這是一頓金融的免費午餐。正如你所說，這種免費午餐的效果是有助於外國

經濟的逐步增長，或者至少是有助於它們的金融市場，卻是在削弱本國經濟。金

融是世界性的，而不是愛國的。它真的不在乎它在哪裡賺錢。無論什麼地方，只

要回報率最高金融都會去。這就是過去四十年來美國去工業化的動力所在。 

 

邦妮·福克納：從你所說的來看，這聽起來好像唐納德·特朗普的政策導致對美國

所做的事情，就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過去對外國經濟所做的那樣。 

 

邁克爾·赫德森：那就是當你貶值時會發生的情況。金融部門將看到利率在下降，

因此美元的匯率也將下降。投資者將把他們的錢（或將借入的錢）轉換成歐元、



黃金、日元或瑞士法郎，這些貨幣的匯率預計將上升。因此，你為投機外匯的投

資者提供了金融套利和資本收益的可能。你也在將使這裡的經濟空心化，並且擠

壓實際工資水準和生活標準。 

 

為什麼貶值無助於美國經濟的再工業化？ 

 

邦妮·福克納：你認為唐納德·特朗普明白他在做什麼嗎？ 

 

邁克爾·赫德森：我覺得他不明白。我認為他對世界是如何運作的看法過於簡單

化了。他認為，如果我們使美元貶值，我們就可相比中國和歐洲以低價出售。但

只有當你有汽車製造廠的時候，你才能低價出售它們。如果你沒有一家工廠，不

管美元走得有多低，你都無法對外國汽車製造商競價銷售。如果你在美國沒有一

套電腦製造廠和本地供應商，你就沒有生產能力去和中國進行競價銷售。最重要

的是，你需要公共基礎設施和負擔得起的住房、教育和醫療保健。所以特朗普的

觀點是一種幻想。這就像是說，“如果有火腿，我們就可以有火腿，有雞蛋，便

有雞蛋。”這使得美國去工業化的原因不在考慮範圍之內。 

 

如果我們這裡有失業的汽車工人、電腦工人和其他製造商——假設這些工廠在一

個富競爭力的經濟體中處於閒置狀態——那麼貶值可能會有些道理。但美國人不

僅僅是缺乏點競爭力的問題。美國的住房成本如此之高，醫療和健康保險成本、

勞工的預扣稅和工資、必需的基礎設施價格等如此之高，我們無法簡單地通過貨

幣操縱與外國競爭。 



 

自 1980 年以來，美國經濟的成本一直很高。然而，勞工也受到了巨大的擠壓，

因為支付勞動力基本需求的價格的上漲。即使工資上漲，人們也不能負擔得起像

三十年前那樣水準的生活。為了恢復充分就業的工業經濟，需要進行徹底的重組。

你需要去私有化，你必須打破壟斷，你需要美國 1930 年代在佛蘭克林·羅斯福領

導下進行的那種經濟和經濟改革。我看不到這種情況發生。 

 

邦妮·福克納：你認為唐納德·特朗普被推舉為美國總統，就是來監督美國的破產

和美國帝國的解體嗎？ 

 

邁克爾·赫德森：沒有人推舉他；他推舉了自己。我認為大多數人都不期望他會

贏。如果你看看專業博彩機構和制定賠率者在他宣佈參選時給他的賠率，大多數

人認為渾渾噩噩的傑布·布希會獲得提名，而布希則會輸給希拉蕊。所以確實有

人試圖推舉選希拉蕊或布希。但沒有人試圖推舉特朗普。他以直言不諱、幽默風

趣和名人的身份對他們進行了迂回進攻贏得了勝利。 

 

他沒有自己願意聽的顧問，因為他一直是在進行個人秀。並且他真的不知道自己

在經濟上做了什麼。他知道如何欺騙人們，傷害供應商，以及如何在房地產中僅

僅通過不向供應商付款，以及通過向銀行借款而不向他們付款來賺錢。但他不知

道你不能這樣來運作經濟。做一個房地產黑手黨和運作整個經濟是不一樣的。特

朗普不知道，我想除了福克斯新聞，沒人知道如何控制他。 

 



華爾街 vs“實體”經濟：哪個更真實？ 

 

邦妮·福克納：美國統治階級到底怎麼了？他們中有人知道如何管理經濟嗎？ 

 

邁克爾·赫德森：問題是，運營一個經濟體以幫助人民和提高生活水準，甚至是

為了降低生活和經商成本，並不意味著服務於華爾街。如果有人知道如何管理一

個經濟體，金融部門希望讓他們遠離任何公共部門。高端金融的目標是短期的，

而不是長期的。它玩的是賺一大把便跑的遊戲，而不是更艱巨的任務，即為實體

經濟增長建立一個框架。 

 

你只能做兩件事中的一件：你要麼幫助勞工，要麼扶植華爾街。如果運營經濟意

味著幫助勞工和通過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來改善生活水準，這將以犧牲金融部門

和企業短期利潤為代價。因此，你應該做的最後一件事就是有人為了我們的繁榮

而不是為了華爾街來運營經濟。 

 

問題是誰來規劃。究竟是被推選任職的政府官員還是華爾街？華爾街的公共關係

辦公室是芝加哥大學。它聲稱自由市場是一個由富裕的華爾街投資者和金融階層

運營經濟的地方。但是，如果你讓人們投票，民主地選舉政府來進行監管，那就

叫做“干涉”自由市場。這就是特朗普與中國鬥爭的地方。他想告訴中國政府讓

銀行去經營中國並擁有一個自由市場。他說中國在過去的 50 年中通過不公平的

手段致富，是建立在政府的幫助和公營企業上。實際上，他希望中國人像美國工

人一樣受到威脅和沒有保障。他們應該放棄他們的公共交通。他們應該放棄補貼。



他們應該讓很多公司破產，這樣美國人就可以買下它們。他們應該實行那種摧毀

美國經濟的自由市場。 

 

當然，中國不希望那種自由市場。它確實有市場經濟。實際上，這與美國 19 世

紀工業起飛時的情況非常相似，政府給予了強有力的補貼。 

 

美國改變貨幣戰略，從支付盈餘到赤字狀態。 

 

邦妮·福克納：在你 1972 年的開創性著作《超級帝國主義：美國帝國的經濟戰略》

中，你寫道：“儘管美國對世界經濟的支配源於 1920 年至 1960 年的債權人地位，

但自 1960 年代以來的控制則源于其債務人身份。不僅僅是資產負債表發生了翻

轉，而且美國外交官們發現，他們作為世界主要債務經濟體的影響力與以前反映

其淨債權人地位時的影響力一樣強大。”這聽起來有違直覺。你能把它剖析清楚

嗎？讓我們從 1920 年到 1960 年開始，美國是如何從其債權人的地位上統治世界

經濟的？ 

 

邁克爾·赫德森：美國的債權人地位真正開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基於它在加

入戰爭前借給盟國的錢。戰爭結束後，美國外交官告訴英國和法國，要為他們早

期購買的武器向美國付款。但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裡，一旦戰爭結束，勝利者通常

會免除彼此之間的所有債務。這是第一次，美國堅持同盟國支付其在加入他們之

前提供給他們的軍事援助。 

 



歐洲盟國在戰爭中遭受了巨大的破壞，他們遂轉向德國，堅持索求使德國迅速破

產的賠償。德國在試圖向英國和法國付款的過程中使得自身的經濟破產了，而英

國和法國只是簡單的把所得支付給美國。他們的國際收支變成逆差，貨幣也在貶

值。美國投資者看到了機會，大量收購他們的產業。黃金是權力的量度，也是本

國貨幣和信貸以及資本投資的支持。 

 

美國更具生產能力，沒有遭受戰爭的破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 1950 年朝

鮮戰爭爆發期間，美國積累了世界貨幣黃金的75%以上。美國有大量的農業出口，

不斷增長的工業出口，並有足夠的資金收購歐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國家的主要工

業。 

 

但從 1950 年朝鮮戰爭開始，美國的國際收支首次出現赤字。當艾森豪總統決定

美國必須支持法國在東南亞、法屬印度支那——越南和老撾的殖民主義時，情況

變得更加糟糕了。到 20 世紀 60 年代越南戰爭升級時，美元出現了巨額國際收支

逆差。在華爾街，人們每週都會看到黃金供應量下降，黃金輸出到那些沒有戰爭

的國家，比如法國和德國。他們把美國軍事花費的過量美元兌換成現金。到了

20 世紀 60 年代，很明顯，由於海外戰爭的花費，美國在 10 年內黃金將耗盡。 

 

最後確是這樣。到了 1971 年 8 月，尼克森總統停止在倫敦交易所出售黃金，並

容許黃金價格飆升至每盎司 35 美元以上。由於東南亞和其他地區的戰爭，美國

的國際收支仍然出現嚴重赤字，造成了永久性的國際收支逆差。在 20 世紀 50 年

代和 60 年代，私營部門處於平衡狀態，整個赤字都是軍事赤字。 



 

當美國失去黃金時，人們開始懷疑會發生什麼。許多人預言了經濟末日。它正在

失去用黃金統治世界的能力。但我認識到（也是第一個發表有關論文的人），如

果各國不再能夠購買和持有黃金作為國際外匯儲備，那他們將持有什麼？他們只

能持有一種資產：美國政府債券，即國庫券。 

 

美國債券是對美國財政部的貸款。當外國中央銀行購買債券時，就是為美國國內

預算赤字提供資金。因此，[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最終為國內預算赤字提供融

資。 

 

其結果就是軍費開支被外國中央銀行回收再利用的迴圈流動。1971 年後，美國

繼續在國外進行軍事開支，1974 年，歐佩克國家的石油價格翻了兩番。當時，

美國告訴沙烏地阿拉伯，它可以按自己的意願對石油定價，但它必須將所有的美

元淨收益回流再供美國利用。沙特人不買黃金。沙特人被告知，如果他們不把他

們從石油出口中獲得的美元再循環到美國經濟中，那將意味是戰爭行為。他們被

鼓勵購買美國國債，但也可以購買其它美國債券和股票，以幫助推高股市和債券

市場，同時支持美元。 

 

美國保持自己的黃金儲備，同時希望世界其它國家以持有美國債券的形式作為其

儲備。所以美元沒有下跌。其它接受美元的國家只是再利用美元購買美國金融證

券。 

 



如果他們不這樣做會發生什麼？假設你是德國、法國或日本。如果你不把你的美

元收據再循環到美國經濟中，你的貨幣就會升值。來自出口銷售的美元流入正被

轉換成你們的貨幣，從而提高了你的貨幣匯率。但是，通過購買美國債券或股票，

把美元相對於你自己的貨幣的價格抬起來。 

 

因此，當美國在其它國家保持美元作為外匯儲備的條件下管理其國際收支逆差時，

其結果就是別的國家為了保持它的貨幣匯率穩定，主要是通過向美國政府貸款。

這相當於給了美國一次金融搭便車的機會。它可以用軍事基地包圍世界，而這樣

做的成本，那些美元又將被返還給美國。 

 

想像一下，當你去商店或餐館消費時寫借據——但是你的借據永遠不會被收集起

來！商店可能會說，“我們有邦妮·福克納的借據。我們把它作為我們的儲蓄吧。

我們不是把它存入銀行，也不是要求用真實貨幣支付，而是繼續從邦妮·福克納

那裡收集這些借據。”企業把這種借據和貿易信用稱為“應收賬款”。現在，假

設你繼續瘋狂消費，並給了商店價值 10 億美元你的借據。你不可能還清這十億

美元。在這種情況下，收到這些借據的商店會說，“好吧，我們真的不想取消邦

妮的贖回權，因為我們知道她付不起。我們將失去資產負債表中資產側應收賬款

的價值——就是那些我們一直在收集的借據。 

 

這基本上就是外國對他們積累美元的看法。實際上，美國的立場是，我們不會償

還任何我們欠外國的美元債務。正如財政部長約翰康諾利所說，“這是我們的美

元，但是你們的問題。”其它國家必須支付我們，否則我們會轟炸他們。這種軍



事層面的安排是美國的立場，即如果其它國家不將其出口收入用於貸款或購買美

國股票和債券，這將是一種戰爭行為。 

 

這就是使美國成為“例外國家”的原因。我們的貨幣價值是基於其它國家的儲蓄。

他們儲蓄的錢必須以美元或美國債券的形式持有，即使我們可以，我們也永遠不

會償還。 

 

這是巨大的搭便車行為。你會認為唐納德·特朗普會繼續下去。但他聲稱，中國

操縱貨幣，通過將美元貸款給美國財政部來回收。那他是什麼意思？中國通過向

美國出口商品賺了很多美元。它用這些錢做什麼呢？它試圖像美國對歐洲和南美

做的那樣：它試圖收購美國公司。但美國出於似是而非的國家安全理由，阻止了

它這樣做。政府聲稱，如果中國像在加利福尼亞州那樣購買一系列加油站，我們

的國家安全將受到威脅。因此，美國有雙重標準，聲稱如果中國收購任何一家公

司，美國將受到威脅，但美國堅持有權用其電子美元信貸收購外國經濟的命脈。 

 

這使得中國只有一個選擇：它可以購買美國國債，將出口收益借給美國財政部。 

 

特朗普現在正把其它國家趕出美元體系 

 

中國現在意識到美國財政部不會償還債務。即使中國希望將其出口收入迴圈利用

購買國債、或者美國股票、債券或房地產，但唐納德·特朗普現在表示，他不希

望中國通過購買美國資產來支持美元匯率（並壓低自身匯率）。我們告訴中國不



要像過去四十年裡我們告訴其它國家做的那樣：購買美國證券。特朗普指責其它

國家是人為的貨幣操縱，如果它們將外匯儲備以美元持有。所以他告訴它們，特

別是對中國，要扔掉他們持有的美元儲備，不要再用出口收入購買美元。 

 

所以中國正在購買黃金。俄羅斯也在購買黃金，世界上許多國家現在正在恢復金

匯兌本位制（也就是說，黃金被用以國際收支不平衡之結算，但與國內貨幣創造

無關）。各國認識到金匯兌本位制的巨大優勢：世界各國央行裡只有有限的黃金

數量。這意味著任何一個發動戰爭的國家都將出現巨額的國際收支逆差，以至於

失去黃金儲備。因此，恢復黃金的作用可能會防止包括美國在內的任何國家參與

戰爭和遭受軍事赤字。 

 

諷刺的是，特朗普通過告訴各國停止讓流入的美元回流美國，正在打破美國的金

融搭便車機會——它的貨幣帝國主義政策。他們已經開始了他們經濟的去美元

化。 

 

其效果是使這些經濟體獨立於美國。特朗普已經宣佈，我們不會在我們的 IT 部

門雇用中國人，也不會讓中國人在大學裡學習可能使他們與我們競爭的科目。因

此，我們的經濟將會脫鉤。 

 

事實上，特朗普曾說過，如果我們不能在貿易協定中取勝，如果我們不能讓其他

國家損失，變得更加依賴美國供應商和壟斷定價，那麼我們就不會簽署協議。這

種立場不僅使中國，而且使俄羅斯，甚至歐洲和其他國家都脫離了美國的體系。



最終的結果是，美國將被孤立，無法像過去那樣生產製造。它已經廢除了製造業。

那麼它將如何勉強應付呢？ 

 

一周前公佈的一些人口資料顯示，美國中部地區的人口正在減少。人口正在從中

西部和山區向東、西海岸和海灣沿岸轉移。因此，特朗普的政策正在加速美國的

去工業化進程，而不採取任何措施來建立新的生產力，甚至不希望其它國家在這

裡投資。德國汽車公司看到特朗普對他們在美國製造汽車所需的進口鋼材徵收關

稅。它在這裡建造它們，是為了繞過美國對德國和其他汽車的關稅壁壘。但現在

特朗普甚至不允許他們進口組裝這些汽車所需的零部件，這些汽車是在南方國家

建立的、沒有工會的工廠組裝。 

 

他們能做什麼？也許他們會提議與通用汽車和克萊斯勒進行貿易。歐洲人將得到

美國公司在歐洲擁有的工廠，並用他們在美國的工廠作為交換。 

 

這種分裂正在發生，並沒有試圖通過降低住房成本、醫療保險和醫療費用、運輸

成本或基礎設施成本來提高美國勞工的競爭力。因此，在一個民族主義世界中美

國作為一個高成本經濟體，正陷於困境之中，同時還存在著巨大的國際收支逆差，

以支持其在全球的軍事開支。 

 

邦妮·福克納：因此聽起來，當美國放棄金本位時，美元基本上取代了黃金，成

為外國政府所能持有資產中的主要資產。現在你要說的是，當不再有金本位的時



候，如果外國經濟體不購買美國國債，它們的貨幣價格就會上漲，使它們失去競

爭力。 

 

邁克爾·赫德森：對。想像一下，如果美國人不得不支付越來越多的美元來購買

德國汽車。那麼將出現對德國貨幣（歐元）的更大需求，它的匯率將上升。這種

情況就發生在整個 60 年代和 70 年代，歐元誕生之前。德國唯一能做的降低其馬

克價值的方法就是買一些花費美元的東西。但它很難通過購買美國的出口產品來

解決問題，因為除了糧食以外，美國已經越來越少地生產和出口了——而德國只

能吃這麼多的小麥和大豆。所以德國唯一能買到的以美元計價的東西就是美國國

債。那將阻止德國馬克快速的升值，保持國際收支的平衡。 

 

日本也有類似的問題。日本人試圖購買美國的房地產，但他們不知道是什麼使這

裡的房地產有價值。據報導，他們在購買洛克菲勒中心時損失了 10 億美元，他

們沒有意識到這座建築與土地價值是分開的，土地歸哥倫比亞大學所有。這座大

樓本身正處於虧損狀態。大部分租金支付給了土地地租的所有者。日本人並不知

道美國房地產是如何運作的。 

 

歐元只是美元的衛星貨幣 

 

一些美國人擔心歐元可能成為美元的競爭對手。畢竟，歐洲並沒有去工業化。它

正在向前發展，生產更好的汽車、飛機和其他出口產品。因此，美國勸說外國政

界人士通過使歐元成為一種緊縮貨幣來削弱歐元，創造了如此之少的政府債券，



以致於沒有足夠多的歐元工具來滿足其它國家的外匯儲備持有。而美國則可以通

過預算赤字創造越來越多的美元債務工具。我們可以按照凱恩斯主義的政策，通

過運營赤字來雇傭更多的勞工。但歐元區拒絕讓各國的預算赤字超過其國內生產

總值的 3%。現在事實上已經占了他們國內生產總值的 3%以上。與美國相比，這

一水準非常微乎其微。如果你試圖完全不製造赤字——即使你把赤字控制在 3%

以下——那麼你就是在對你的國家實施緊縮，減少你的就業機會。你正在扼殺你

的內部市場，掐住你的咽喉，因為你無法創造一個真正能與美元競爭的對手。這

就是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將歐洲稱為死亡地區的原因，這也

是為什麼唯一可替代美元的競爭貨幣是人民幣的原因。他們正與俄羅斯、伊朗和

上海合作組織的其他成員國一起進入一個以黃金為基礎的貨幣區。 

 

邦妮·福克納：歐盟不允許歐元區的國家赤字超過 3%基本上是掐斷了自己的咽喉。

他們為什麼要做這種事？ 

 

邁克爾·赫德森：因為中央銀行的首腦們正在進行一場階級戰爭。他們把自己看

成是反對勞工的經濟鬥爭中的金融將軍，傷害工人階級，降低工資，幫助他們的

政治選民，富有的投資階級。歐洲的階級鬥爭總是比美國更為殘酷。它從來沒有

真正擺脫過貴族的後封建制度。它的中央銀行家和大學追隨芝加哥大學自由市場

學派，認為致富的途徑是讓你的勞工更窮，並建立一個勞工沒有發言權的政府。

這就是歐洲的經濟哲學，也是為什麼歐洲不具有中國和其它國家正在經歷的經濟

增長。 

 



邦妮·福克納：因此，這聽起來似乎自 1971 年以來，美國就能夠從一個債務者的

地位上控制世界經濟。 

 

邁克爾·赫德森：從 1950 年至 1971 年，當它失去黃金時，它並不具有支配地位；

那是美國失去了對法國、德國、日本和其它國家的黃金供應。只有當它停止了金

匯兌本位制，讓各國除了購買美國國債或其它證券之外，沒有別的持有國際儲備

的選擇時，它才能夠支付軍費開支而不失去它的權力。 

 

自 1971 年以來，世界外交基本上被美國軍事力量所主導。這不是自由市場。維

持軍事力量讓各國身陷財政困境，美國卻可以通過債務來支撐而不必還債。其它

出現支付赤字的國家不允許擴大其經濟，也不能與美國競爭，甚至也不能改善其

勞工的生活水準。美國體系之外僅有的國家——中國，以及原則上俄羅斯和亞洲

其它一些國家——能夠通過擺脫這種全球化的金融階級戰爭來提高他們的生活

水準、資本投資和技術。 

 

邦妮·福克納：在《超級帝國主義》一書中，你寫道，“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

的壓力在 70 年代末崩潰了”，你是說其它國家簡單的放棄和默認了美國的貨幣

帝國主義嗎？怎麼搞的？ 

 

邁克爾·赫德森：我聽說有大規模的賄賂。雷根政府的官員告訴我，他們只是付

錢給支持美國立場的外國官員，而不是一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一些美國機構在



歐洲和近東國家的政黨政治中採取行動，以提拔親美官員，並排擠那些不同意充

當美國附庸的人。這次干預行動中美國投入了很多錢。 

 

因此，美國破壞了整個歐洲、近東和大部分亞洲的民主政治。這成功地扼殺了外

國獨立於美國的意圖。與此同時，柴契爾和雷根的新自由主義思想得到了推廣，

而不是羅斯福和社會民主主義 50 年來一直在推動的那種混合經濟。 

 

誰來計劃經濟：金融高管，還是民主政府？ 

 

邦妮·福克納：如果在 20 世紀 70 年代有壓力要建立一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那麼

這個新秩序將要實現什麼？ 

 

邁克爾·赫德森：其它國家將希望為本國經濟做美國長期以來為它們自己的經濟

所做的事情：利用本國政府的赤字支出來建設基礎設施，提高生活水準，創造住

房，並推動累進稅制，以防止出現吃息階級、地主和金融階級接管經濟管理權。

在金融領域，他們希望本國政府像美國做的那樣，創造自己的貨幣，促進自己的

發展。而新自由主義的作用是相反的：它促進金融和房地產行業的發展，並且從

政府手中奪取經濟管理權，予以壟斷。 

 

因此，從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真正的問題是關於誰成為社會的基本規劃中心。

是不是金融部門——銀行和債券持有人，他們實際上只關心那擁有大部分銀行債



券和股票的 1%？或者，是政府試圖補貼經濟以幫助那 99%的人的增長和繁榮？

那是與柴契爾和雷根主義相反的社會民主觀。 

 

國際去美元化運動 

 

邦妮·福克納：是不是脫離金匯兌本位制後的美國帶來這阻礙新國際經濟秩序出

現的壓力？ 

 

邁克爾·赫德森：不，它只是抵抗美國從外國經濟命脈吸血的政策的反應。美國

希望控制其原材料出口，特別是石油和天然氣。它希望控制他們的金融體系，使

他們所有的經濟收益都流向外國投資者，主要是美國投資者。它想把其它經濟體

轉變為服務於美國的經濟，並使它們成為一種超級北約軍事聯盟，反對任何不想

成為以美國為中心的單邊全球秩序一部分的國家。 

 

邦妮·福克納：今天的貨幣帝國主義——超級帝國主義——與過去的帝國主義有

何不同？ 

 

邁克爾·赫德森：這是帝國主義的高級階段。舊帝國主義是殖民主義。你會進來

並使用軍事力量來任命一個代理統治階層。但每個國家都還將擁有自己的貨幣。

使帝國主義“超級化”的是，美國不必殖民另一個國家。它不必入侵一個國家，

或者實際與之開戰。它所需要的只是讓這個國家把它的儲蓄、出口收入投資貸款

給美國政府。這使美國能夠保持低利率，並使美國投資者能夠以低利率向美國銀



行借款，然後購買收益率為 10%、15%或更多的外國工業和農業。因此，美國投

資者意識到，儘管國際收支逆差很大，但他們可以從國外以如此低的利率借回這

些美元——只需支付給他們持有的國債 1%到 3%的利率——同時通過購買他們

的工業、農業、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向外國經濟體注入美元，取得了巨大的資

本收益。他們的希望是，很快我們就可以藉著搭便車而攞脫債務。 

 

帝國主義是空手套白狼。它的策略是通過創造某種攫取利息的系統，無需扮演生

產的角色就能夠得到其它國家的剩餘，。帝國主義勢力強迫其它國家進貢。當然，

美國不會直接告訴其它國家，“你必須向我們進貢”，就像羅馬帝國那樣告訴它

所統治的行省。美國外交官只須堅持其它國家必須將他們的國際收支流入和中央

銀行儲備投資購買美元，特別是美國財政部的借據。這種國庫券標準將全球貨幣

金融體系轉變為向它進貢的體系。 

 

就是這個體系支付了美國軍費開支和成本，包括它在全世界的 800 個軍事基地，

以及外籍雇傭兵團 ISIS，基地組織戰士和“顏色革命”，去搞亂動搖那些不甘依

附于以美元為中心的全球經濟體系的國家。 

 

邦妮·福克納：你寫道：“今天，歐洲和亞洲有必要設計一種人工的、政治的，

作為國際價值儲存方式的美元替代物。這將成為下一代國際政治緊張局勢的癥結

所在。”世界如何擺脫這種雙重標準的美元統治？ 

 



邁克爾·赫德森：已經開始了。特朗普是一個很好的加速客人離場的催化劑。中

國和俄羅斯正在減少美元外匯儲備。他們不想持有美國國債，因為如果美國和他

們開戰，美國會像對待伊朗那樣對待他們。它將扣留所有的資金，而不是償還中

國在美國的銀行和財政部的投資。所以他們要把他們持有的美元處理掉。他們正

在購買黃金，並儘快採取行動，以擺脫對美國出口的任何依賴。他們正在建立自

己的軍隊，這樣如果美國試圖威脅他們，他們就可以自衛。世界正在分裂。 

 

邦妮·福克納：中國和俄羅斯等外國用來購買黃金的是什麼？他們是用美元買的

嗎？ 

 

邁克爾·赫德森：對。用他們從出口商品中賺取的美元或歐元。這些錢進入中國

的中央銀行，因為中國出口商希望用人民幣支付給他們自己的工人和供應商。所

以他們去中國的銀行，把美元兌換成人民幣。中國的中央銀行然後決定如何處理

這些外幣。他們可能進入公開市場購買黃金。或者，他們可以把錢花在國外，通

過“一帶一路”的倡議，建立鐵路和輪船基礎設施以及港口開發，以幫助中國的

出口商將他們的經濟與其它國家融合，最終與歐洲接軌，取代美國作為消費者和

供應者。他們把美國看作一個垂死的經濟體。 

 

邦妮·福克納：中國能用美元建設自己的“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專案嗎？ 

 

邁克爾·赫德森：不，他們正在擺脫美元。他們每年都會收到大量的盈餘，然後

他們會用美元購買黃金或一些商品，如波音飛機，但主要是食品和原材料。例如，



當中國從澳大利亞購買鐵礦石時，他們從外匯儲備中出售美元，並購買澳大利亞

貨幣，向澳大利亞人支付進口鐵礦石的費用。他們用美元支付給其它國家，這些

國家仍然是美元區的一部分，並且仍然願意繼續將這些美元加入他們的官方貨幣

儲備，而不是持有黃金。 

 

邦妮·福克納：嗯，令人驚訝的是，邁克爾，各國並沒有更早開始這樣做。 

 

邁克爾·赫德森：一直存在著政治壓力，不讓從他們美元債務體系中退出。如果

各國獨立行動，它們就有被推翻的危險。這需要一個強大的政府來抵制美國的干

涉和卑鄙伎倆，才能把自己的國家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追隨那些收錢為美國經

濟服務而不是為自己國家服務的美國顧問和代理人，或者抵制芝加哥大學垃圾經

濟學的洗腦。 

 

邦妮·福克納：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終結還有多遠？ 

 

邁克爾·赫德森：不遠了。因為特朗普正在盡一切努力加速這一進程，他威脅說，

如果外國繼續將其出口收入再用於購買美元（提高美元匯率），我們將指控他們

操縱貨幣。因此，他看起來想在 2024 年第二個任期結束前結束這一切。 

 

邦妮·福克納：如果美元不再是世界儲備貨幣，美國將會怎樣？ 

 



邁克爾·赫德森：如果它繼續讓華爾街來主導經濟規劃，那經濟將會像阿根廷一

樣。 

 

邦妮·福克納：阿根廷是什麼情況？ 

 

邁克爾·赫德森：一小群寡頭高高在上，讓勞工處在最底層，剝奪了勞動者組織

工會的權利——一個金融和軍事利益集團贏得了階級戰爭的經濟體。 

 

邦妮·福克納：中國借著“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專案，正在公開市場上購買黃金，

和其它一些國家一樣。西方銀行體系已經滲透到中國了嗎？如果是這樣，你會如

何描述中國的銀行體系？ 

 

邁克爾·赫德森：美國有嘗試去滲透中國。在最近的貿易協定中，中國的確允許

美國的銀行創造自己的信貸。我不確定這是否真的會發生，因為特朗普正在加速

貿易戰。但基本上，在美國，有私人銀行向公司提供信貸。在中國，有政府銀行

在發放貸款。這就避免了中國像美國那樣陷入金融危機。 

 

大約 12%的美國公司被認為是僵屍企業。它們已經資不抵債，在支付沉重的債務

後無法創造盈利。但銀行仍在給予他們足夠的信貸以維持業務，因此它們不必破

產並導致危機爆發。中國沒有這個問題，因為當中國的工業和工廠無力償還時，

中國的國有銀行可以簡單地免除債務。它的選擇很明確：要麼讓公司破產，然後

低價出售給一些買家，主要是美國人；要麼，它可以將壞賬從帳面上抹去。 



 

如果中國已經瘋狂到開展學生貸款，讓其畢業生貧困而不是提供免費大學教育，

中國央行可以簡單地註銷學生貸款。沒有投資者會遭受損失，因為銀行是政府所

有的。它的立場是，“如果你是一個工廠，我們不希望你被迫關閉和解雇你的工

人。我們只是對債務進行減記。如果你的員工處在困難時期，我們只是把他們的

債務減記，這樣他們就可以把錢花在商品和服務上，以説明擴大我們的內部市

場。” 

 

美國的銀行由其股票持有人和債券持有人所有，他們永遠不會讓大通曼哈頓、花

旗銀行或富國銀行免除各種類別的貸款。這就是為什麼在整體經濟層面上，公共

銀行比私人銀行效率高得多的原因。這就是為什麼銀行業應該是公共事業，而不

應該私有化。 

 

邦妮·福克納：你能進一步解釋減記債務對經濟有什麼好處嗎？ 

 

邁克爾·赫德森：好吧，想像一下減記債務的替代方法吧。如果你不減記美國的

學生債務，畢業生們將不得不支付大量的學生債務償還（現在向政府），以至於

他們沒有足夠的錢來買房子，他們沒有足夠的錢結婚，他們沒有足夠的錢來購買

商品和服務。這意味著，大多數能買房子的人都是擁有信託基金的畢業生——他

們的父母足夠富有，以至於他們不必為子女的教育而貸款。這些世襲家庭足夠富

有，可以給他們買自己的公寓。 

 



這就是為什麼美國經濟兩極分化的原因，一部分人繼承足夠的財產，能夠擁有自

己的住房和預算而免於學生貸款和其他債務；相比另一些家庭則債務緊張並且越

陷越深，沒有多少儲蓄。這種金融分歧使我們更窮。然而，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

認為這是一種競爭優勢。對於他們和雇主來說，貧困不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

而是他們自己獲取收益目標的解決方案。 

 

邦妮·福克納：那麼，整個私有化方案，特別是銀行系統私有化和許多基礎設施

私有化，導致美國破產？ 

 

邁克爾·赫德森：是的，就像自 1980 年以來，一直奉行柴契爾主義或新自由主義

哲學的英國和其他國家破產一樣。 

 

邦妮·福克納：邁克爾·赫德森，再次感謝你！ 

 

邁克爾·赫德森：我總是很樂意討論這些問題。 

 

邦妮·福克納：我剛剛訪談了邁克爾·赫德森博士。今天的節目主題是：美國金融

帝國去美元化。赫德森博士是一位金融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他是長期經濟趨勢

研究所所長，曾任職華爾街金融分析師，坎薩斯城密蘇裡大學的經濟學傑出研究

教授。他的 1972 年著作《超級帝國主義：美國帝國的經濟戰略》，今天節目的

主題，以 PDF 格式發佈在他的網站上，網址是 michael-hudson.com。他也是《貿

易、發展和外債》一書的作者，這是《超級帝國主義》的姊妹卷。赫德森博士是



世界各國政府在金融和稅法方面的經濟顧問。詳情訪問他的網站

michael-hudson.com。 

 

《槍支和黃油》由邦妮·福克納、雅羅·馬科和托尼·蘭戈出品。你可以訪問

gunsandbatter.org，收聽過去的節目、評論節目，或者加入我們的電子郵寄清單，

接收我們的內部通訊，其中包括最近的節目和更新。請發送電子郵件至

faulkner@gunsandbatter.org。在 GandbRadio 的 Twitter 上關注我們。 

 

邁克爾·赫德森訪談的音訊可從以下網站獲得： 

https://soundcloud.com/guns-and-butter-1/de-dollarizing-the-american-financial-empire-dr-

michael-hudson-4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