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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在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中信出版集團、經濟導刊聯合舉辦的中

信大講堂·中國道路系列講座第 11 期活動上，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

院教授溫鐵軍發表了主題為《金融全球化成本向新興國家轉嫁與中國生態文明戰

略》的演講，摘編如下： 

 

1 “中國危機”是獨特國情下的危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說中國危機之前，我們需要先了解什麼是中國? 

 

中國首先是一個原住民國家，我們把它叫做“世界最大的原住民大陸國家”。 

 

這個概念就是在做國別比較中間形成的，我們和巴西比較的時候發現，巴西是一

個殖民化的大陸國家，中國是一個原住民大陸國家，這兩者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就是原住民的多少，我們幾乎是百分之百的原住民，巴西原住民人口只佔 5%，

30%多是混血人口，60%多是外來的殖民者人口和他們的後裔。 

 

同理，很多人今天研究美國，說中國為什麼不能像美國那樣，對不起，美國的原

住民人口只剩 2%。我們如果像美國那樣我們會怎麼樣？你談這件事情的時候先

把你自己作為原住民減少剩下不到 2%，再說能不能照搬美國。 

 

從這個角度來說，這是個前提條件。如果中國是一個原住民大國，那亞洲是什麼？

亞洲是沒有被殖民化過的原住民大陸。這就發現，北美、南美都是殖民化大陸，

澳洲也是殖民化大陸，對吧？ 

 

這個世界上由此至少可以有一個三分天下的感覺。 

 

——殖民地宗主國在哪兒？歐洲 

 

——殖民化大陸在哪兒？美洲、澳洲、半個非洲 



 

——原住民大陸在哪兒？亞洲。 

 

三者的經驗是否可以互相照搬？有人主張可以，我說前提是先把原住民人口大規

模減少或者外移，這才有可能。 

 

當我們討論農業問題的時候，有人說，只要我們推進農地的私有化，就會通過土

地私有製條件下的自由市場交易，形成規模農場，就可以參與國際競爭。有誰注

意過，世界上大規模農業沒有一個是通過市場的？ 

 

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都是大農場、巴西也是，請問這些大農場的國家中哪一

個是原住民當農場主的？找出來我去學習學習。麻煩就在於你找不到。這些大農

場被誰佔有呢？外來殖民者。 

 

在亞洲找不找得到大農場呢？找得到，菲律賓。為什麼？被殖民化了 400 年。你

去調查，菲律賓原住民在農場幹什麼？當 bondary laborer，相當於包身工。農場

主誰呢？外來殖民者。 

 

因此，可以藉鑑，可以分析，可以比較，可以討論，但是不可以照搬。 

 

而中國不僅是一個原住民大國，並且是一個數千年的文明國家歷史沒有中斷的國

家。這點也是我經常在海外交流提到的，作為中國學者，我這個人有一個毛病就

是“不打內戰”，但是我“外戰不敗”。 

 

比如，跟歐洲的領導型國家、德國，他會說各個方面如何制度優越，只要問他一

個很簡單的問題就不好回答了，“請問你們國齡多少年了?”應該很多人懂啊，德

國哪年立國？ 1832 年。距今多少年呢？ 100 多年。是一個年輕國家。在此之前

德國是什麼呢？是個地理概念，300 多個小邦，講著各種不同語言。這是歐洲領

導型國家。 

 

如果你說他的製度優越，我說你這個制度運行上千年再說，現在才運行一百多年，

我這兒是五千年啊？你那兒是 100 多年啊，大家說美國是美洲或全球的領導國

家，那美國多少年國齡？ 1863 年打完南北戰爭才有現在的版圖啊？此前 100 年

也不是現在的版圖，1845 年打下了西班牙和墨西哥的幾個州才有現在的版圖。

那，美國的國齡是多少年？ 100 多年。僅靠一兩百年資本主義歷史怎麼能解釋



清楚人類社會到底哪個制度是絕對優越的呢？ 

 

為什麼中國綿延幾千年沒有中斷，把這些道理搞清楚了，就不至於文化虛無、歷

史虛無了。馬克思早年說，我對於人類歷史五階段的分析不包括東亞。在遙遠的

東亞，由於高山、大海、荒漠的阻隔，根據歐洲歷史形成的這些學說，本源於摩

爾根和達爾文等等，他們都沒有到過那兒，遙遠的東方完全可能是人類另一個歷

史發展的脈絡，不適合用簡單的五個階段概括，所以馬克思暫時給一個假說，亞

細亞方式，Asiatic Mode。 

 

我原來有 11 年的底層社會工農兵的經歷，20 多年在機關從事政策研究的經歷，

搞政策研究來不得半點虛偽和驕傲，一個錯誤多少年都挽救不回來。所以搞政策

研究比較實，我們長期不談主義，就談面對的問題是什麼，怎麼解決。 

 

接下來，如何看待我們的當代的危機。 

 

2 先談民國的危機及敗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 世紀 20 年代到 30 年代是民國的黃金增長，民國經濟史上叫“黃金十年”。這

個黃金十年怎麼中斷的？被 1929-33 年大危機中斷的，那時候就是輸入型危機。 

 

民國的黃金增長體現的也是中國人百年現代化大目標，也要面對內外兩大矛盾。

對內是因為地主從原來的村內地主變成在外地主，變成工商業地主，於是地主把

原來的秋後算賬，也叫下打租改成上打租，就是春前交租，而且把實物租改成現

金租，立刻帶動金融資本進入農業，過去非貨幣化、非資本化的小農被現代經濟

擊垮，於是乎社會上先出現了小農破產，鄉村衰敗，痞子橫行、土匪蠭起。這是

對內造成的代價。 

 

那麼對外呢，1929-33 年大危機一爆發，中國當時是白銀幣制，海外白銀價格抬

升，中國就出現白銀外流，導致通縮緊縮，嚴重打擊了正在高增長的民國經濟，

於是民國經濟進入衰退。 

 

政府怎麼辦呢？也得頂層設計，深化改革。一幫海歸設計出什麼？跟今天一樣啊，

設計出現代貨幣體制，放棄白銀改為紙幣。但是接著，1935 年廢棄白銀改行紙幣

的時候，日本佔領華北，東亞轉向戰時經濟，改用紙幣第一年 1936 年尚且沒有



改變通貨緊縮，但到第二年 1937 年，日軍全面進犯中國，政府必須把有限的貴

金屬和戰略物資拿去給美國人換來軍火，而這時候美國人正在支持日本軍火，佔

日本打中國的軍火的 48%。 

 

這種情況下迅速形成的是從通貨緊縮轉化成通貨膨脹，民國從 1937 年起遭遇通

脹，一路通脹到 1948 年。於是，再次由海歸們搞頂層設計深化改革，借來美金

追求進一步的現代幣制——金圓券制度。早年的改革，1935 年發行的幣制，初期

貨幣票面值小，後來通貨膨脹變成幾百萬，再到改成金圓券時惡性貶值的新疆票，

票面值 60 億元才折合金圓券一萬元，通貨膨脹到了多少千倍。 

 

民國真正垮於什麼？工業化城市化為主的現代化形成巨大成本，無處轉嫁。於是

民國先亡於現代金融、現代財政，沒有現代金融，沒有現代財政，國民黨士兵可

是拿錢的，於是乎沒人發軍餉。你不可能成捆的把那個毛的票子送給士兵，沒地

兒藏啊。沒人發軍餉，軍隊就不打仗了。 

 

注意，沒有現代財政金融就沒有現代軍隊，因此，民國真正敗亡的原因乃是現代

化成本過高。 

 

3 1949 年土地改革去現代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共產黨怎麼勝的？靠農民革命。那是什麼革命？農民幾千年都要求“耕者有其田”，

幾千年都搞土地革命。那麼，土地革命是共產主義革命嗎？歷朝歷代哪一位開國

之君不實行均田免賦啊？之後就會慢慢出現豪強大戶佔田，對不對？於是乎中興

重臣幹什麼？抑制豪強啊。否則，如果中興重臣被“清君側”，豪強沒有被抑制

住，這個朝代必然敗亡，如果中興得逞，再延續個百兒八十年。一般情況下，一

次均田免賦構成 200 年朝代周期的製度基礎。 

 

土地改革意味著什麼?人均分地，人均分地意味著“去現代化”。聽說過這個道理

嗎？ 

  

1949 年土地改革叫做去現代化，使 88%的農民人口跟城市現代化沒有關係了，

共產黨接手政府只需解決不到 12%的城里人的吃飯問題，多麼小的負擔啊？同時，

因為共產黨給農民分地，農民不僅推著小車支援你打仗，而且國家要折實徵收的

農產品實物就是建立財政金融的物資基礎。 



 

 

因此，我們在 1950 年延續自民國的高通脹危機仍然難以遏制的情況下，當時新

中國的銀行存什麼？存三白，白米、白面、白布。千萬別理解錯了，腦子裡出現

一個畫面，老百姓抱著白米、白布、白布去銀行，而是銀行給出一個價值指數，

老百姓去存的時候能買多少白米、白面、白布，到取得時候還能買等值的這些東

西。當年，貨幣、公債和軍公教人員發小米，叫三折實。這套折實體係依託於什

麼呢？廣大農民因耕者有其田而恢復了歷朝歷代都有的生產積極性。 

 

那麼，客觀地說 1949 年我們靠傳統小農經濟緩解民國的現代化危機。而其他大

多數通過民族民主革命建立的國家，一旦革命成功之後，立刻陷入危機的主要原

因是什麼？無法對付城市貧民窟人口的貧困。中國怎麼對付？無外乎就是土地革

命讓農民回家分地了。 

 

當我們整個社會經濟危機嚴峻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不論誰當領袖，應對辦法很簡

單，只要再答應一回農民可以平均分地，只要不把小農基礎給破壞了，農民一定

高高興興回家，今天中國戶籍農民人口仍然佔 70%以上。 70%的人問題相對被緩

解，政府主要解決的就是這 30%的城里人的問題。 

 

大家覺得不太現實，我也覺得不可能那麼簡單。但是，新中國歷史上做了兩次，

毛澤東做了一次，1949 年，解決危機沒有？解決了。當時西方國家都不認為他可

能解決危機，愣是解決了。 

 

接著問各位，1980 年鄧小平搞的大包乾，是不是又一次按人平均分地到戶，和毛

做的是不是一樣的？只不過上一次叫土改，這一次叫改革開放，那次是佔總人口

88%的農民，到 1980 年是 85%的農民。 85%的人口回家分田種地，農民就“說

有吃有喝不找你”。 

 

看看當年大包乾的時候農民的順口溜，跟 1949 年的故事是一樣的。政府只需集

中解決 15%的城市人口的矛盾。至於大包乾之後採取一系列措施，那是後話。如

果看歷史的經驗，其實有很大的可比性，如果你把發展中國家拿過來做比較，也

會有很大的可比性。 

 

毛澤東從七屆二次全會就一直強調，建國之後搞不得社會主義。很明確的告誡黨

內老同志，我們只能搞新民主主義。那麼，新民主主義到底是什麼？很多人問他，



特別是戰爭打出來的老同志，不了解什麼叫這主義那主義的，他回答說：就是共

產黨領導下的民族資本主義。 

 

毛澤東說我跟孫中山都搞民族資本主義，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是國民黨領導，我

是共產黨領導。毛澤東 1950 年在全國政協跟民主黨派對話講得也很清楚：我們

是要搞社會主義，但是還是很久的將來，在社會化大生產實現之後，才由共產黨

出面動員全國各黨各派，動員全國人民，在大家同意的情況下我們可以進入社會

主義。 

 

4 高失業率下，政府成功化解了危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08 年金融海嘯爆發之後，導致外需大幅度下降，企業大量倒閉，工人大規模失

業。我拿這個現像在很多國際交流場合問西方人，請問，如果你們有 2500 萬人

失業會怎麼樣？西方人很直接的說，那我們這個國家就沒了。 

 

西方都說 China collapse，即中國崩潰，說了無數次，遭遇危機的這個階段就應該

崩潰。不僅這個階段有 2500 萬失業，上一個 90 年代有 4500 萬人失業，聽說過

嗎？中國怎麼解決的？ 

 

查統計數據沒有，不表現為統計上的失業。為什麼呢？統計上叫做登記失業率，

4500 萬國企職工下崗，不叫失業，也有叫在崗學習，待崗培訓，因此，不登記為

失業的數。還有 80 年代我們也是 4000 萬失業。你們知道嗎？我就是 4000 萬回

城待業的知識青年之一，沒聽說過的根本就不了解中國。 

 

中國的很多事情，歸結為是原住民人口密集的國家，沒有把原住民大規模消滅，

中國近 3 億打工者這種流動情況在世界上任何殖民化大陸都不可能發生。問問美

國多少人失業?如果超過百萬級規模，就受不了。在中國這兒多少?1960 年以來每

次危機都是幾千萬失業。不都得受著嗎? 

 

當年美國製裁，鄧小平跟美國特使對話的時候說：我是法國留學，自由民主平等

博愛我比你還會背，但是我給不了，因為現在中國這兒人太多。這樣吧，我給你

送去兩億人，請你給自由、民主。好啊，當然好啊。美國人一下愣了，這什麼意

思？正好這之前王力雄那本書《黃禍》在美國出了，11 次印刷，用的書名是西方

人的“中國想像”。王力雄我很早認識，他就是告訴西方說，一旦中國出事了，



這個體制維持不住了，中國人四散開來，這世界就受不了。簡單歸納就是這麼一

個故事，但是寫得血淋淋的。 

 

當時情況很僵，楊尚昆在鄧小平旁邊打圓場，說：小平同志，你開口太大了，給

他兩億，他怎麼受得了呢？他的 GDP 立刻就下降，他的社會福利保障也馬上就

不存在了，不能給兩億。我看這樣，少給點，5000 萬吧。我們當時全部在海外的

華人總人口才不過 5200 萬！ 

 

需知，中國歷史上就不是一個對外殖民的國家。對此，今天很多人、包括著名外

交家都在說，早年鄭和下西洋，中國人的祖先乾嘛去了？捫心自問，難道你是一

個對外殖民擴張的國家嗎？文化虛無主義到這個地步，就恨祖先沒對外殖民擴張。

這叫做沒文化啊！就怕知識分子沒文化。各位年輕的朋友們，將來你們長大，不，

現在你們都長大了，將來你們頂事的時候，千萬長點文化。 

 

以上分析是說 30 年代民國應對西方 1929-33 年大危機，沒對付得了，導致民國

走向高膨脹，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拾，現代化成本過重，向農村轉嫁不了，因為農

村已經被工商業資本搞亂了。所以，民國垮了。 

 

知道我們上一次遭遇輸入型危機怎麼軟著陸的嗎？ 

 

2009 年全球大危機爆發，中國沿海大批企業倒閉，2500 萬打工者失業，中國怎

麼解決這個問題？還要問各位，你們滿網上去搜，看看哪位高官，哪位大學者講

過中國是怎樣對應 2008-09 年的全球大危機的？這是中國的寶貴經驗，但是幾乎

沒有誰認真把中國應對全球大危機並且成功的化解危機的經驗告知給世人，請問，

這算有知識生產嗎？高校的知識是本土嗎？是依託於中國經驗形成的嗎？ 

 

好了，不批評他們，先說我們怎麼解決的。 

 

5 解決危機的中國經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國以前出口退稅 13%，意味著中國政府拿財政補貼給海外消費者 13%。對吧？ 

2008 年金融危機爆發，外貿出不去了。彩電、冰箱、洗衣機、汽車全在庫裡。怎

麼辦？中央把 13%的出口退稅一轉，鼓勵農民買這些商品，只要農村戶口，立刻

享受 13%的價格折扣，而且告訴農民說，這優惠政策只到 2010 年年底！於是，



農民一買，百戶彩電擁有率達 104 台！這樣，靠著農民的龐大購買力，化解了出

口不暢的危機。 

 

然而，這還是一個小的政策，只是把補貼外國消費者補貼給中國老農民。 

 

前提是什麼？買彩電得有網絡，否則全是雪花啊。買洗衣機得有水是不是？買冰

箱得有電對不對？溫家寶一上台就認同三農，在我所了解的領導人當中他是非常

重視農民利益的，從他擔任總理那屆開始，政府大力推進新農村建設。 

 

溫家寶在政治局 2005 年 9 月會議上提出新農村建設，2006 年開始大規模增加對

農村的投資。 2006-2009 年，三年過去，已經向農村投了幾萬億用於基礎設施建

設。到現在 2015 年，國家向農村投了十幾萬億，這是前所未有的歷史性的大規

模投資，既化解了城市的生產過剩，又實現了城鄉再平衡。 

 

但是，向農村基本建設做投資，是幾乎沒有回報率可言的。那私人資本幹不干？

當然不干。誰能幹？只有國家幹。 

 

例如，國家電網向農村送電，80%線損率不能向農民多收一分錢，農電只能虧損，

由國家電網抗著，若演化成壞賬，則只能國家銀行背著。我們聽一般知識分子講

國有企業沒效率，有一半對，有一半不對。因為，國家往農村修路，修到村里去

了，敢跟老農民要養路費嗎？敢在村口設一個卡子跟農民收費？收得著嗎？真去

收，一扁擔打趴下你。收電費，說你多耗 80%，多交 80%以上電費，收得著嗎？

也收不著。往農村通水、電話、寬帶，實現農村五通的過程，幾乎都是國家幹的。

不是不邀請私人資本幹，也給補貼，但私人不願意幹，回報率太低，回收太慢。 

 

 

於是，當國家遭遇了嚴重的輸入型危機，規律不可抗，2008-09 年是全球危機，

不是一個國家能解決的，我們當時叫“進口通脹”，單一國家的宏觀調控沒用。

這時候，只能靠看得見的手，美國就是一手增加國債，一手增發貨幣，用增發的

貨幣買增發的國債。 

 

中國也如此。不同的是，中國把這套增加的流動性大部分送到基本建設當中去了。

只要還有投資空間你就贏了，沒空間就輸了。所以林毅夫當世界銀行行長之前告

訴大家說，中國還有 20 年高增長，因為我們的內陸空間廣大，當了幾年世行副

行長回來又說，中國還有 20 年，為什麼呢？就是因為除了我們自己的內陸空間



壯大，這得感念秦始皇老爺爺，從他那時候，當然他也太殘酷了，讓我們知識分

子罵了他 2000 多年，但是，他乾了一件大事，統一。從此有了這樣超大型的大

陸國家。 

 

多說一句話，秦漢之際中國就告別了封建制度，以後別再說中國之所以落後是因

為有 2000 多年封建的包袱，我們 2500 年前就告別封建制，進入郡縣制，或者叫

做中央集中製。漢初又做了分封，發現不行，還得平七王之亂，於是漢承秦制，

繼續郡縣。我們早已告別封建，馬克思研究的歐洲是黑暗的千年封建，千萬別拿

歐洲史來套中國，那叫歷史虛無。 

 

我們當時是“上下兩制”，一是皇權設到縣，二是縣下鄉紳自治。因此，中國告

別封建制以後就是兩套治理，一套中央皇權依賴郡縣制度，另一套是鄉土中國依

賴鄉紳自主治理。 

 

並且，這兩套治理天衣無縫的整合在一起，維持了中國幾千年的政治國家和文化

國家的共生。這些東西不在你們的教科書裡，只有我們這些立足於本土研究的人

才提得出來，如果困惑於意識形態化的教科書理論，我們將無法理解這 5000 年

是怎麼走過來的。 

 

好了，今天我們最大的麻煩是試圖用皇權直接下的老百姓炕頭的辦法，那得多高

的治理成本啊？打算把國家治理一直管製到戶，有病啊？歷朝歷代都不可能的。

所以說，除非讓農村恢復村社自治，這個國家穩定不下來。恢復村社自治的前提

條件，要像歷朝歷代的開明君主一樣，均田免賦，我們是 1949 年均了田一直不

免賦，一直到 2006 年溫家寶當政才免賦，隔了多少年？ 47 年，才免了賦，半

個世紀左右。我們並不比人家歷朝歷代的開國之君先進多少！現在，只要把這套

歷史繼承下來，今天也仍然是開明之君啊。為什麼非把他們都否定，都反動，就

因為你引進了一套西方意識形態啊。 

 

還是要從我們自己的歷史經驗出發，看我們自己有效應對經濟危機的套路，如果

按民國那種比我們西化得多的辦法早就垮了。 

 

我們現在 21 世紀提出的生態文明新戰略，恰恰是結合中國超大型大陸國家內在

的多樣性，城鄉二元結構長期化。不可能消滅農民，也不可能消滅農村，更不可

能消滅幾千年傳承的農業文明。 

 



首先是不可能照搬美國的大農場製度，我老是問大家，能用美國的 farmer 套到

中國的農民頭上嗎？能說 Chinese farmer？ farmer，是 farm 農場加 er，應該譯

為“農場所有者”，中國農民能叫 farmer 嗎？我們的農民英文是 peasant，這個

概念恐怕要延續很多年。 

 

看看日韓啊，日本 95%的城市化率了吧？農村不還是小農經濟嗎？還是田中角榮

的田中之夢嗎？讓日本農民每戶達到兩公頃土地，田中的夢想就實現了，兩公頃

土地就是 30 畝地，還不是跟中國農民的夢一樣嗎，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

熱炕頭。現在你無外乎就是把牛改成小型拖拉機。 

 

客觀的看，日本到現在為止仍然是小農經濟，韓國到現在為止仍然是小農經濟。

包括本國台灣，到現在依然是小農經濟。儘管城市化率都已經 90%以上了，都已

經現代化了，但是改不出小農經濟，因為是數千年文化。即使為了中華民族的文

明傳承，因為 5000 多年來的國家歷史，上萬年的中國文明都是農業文明！ 

 

實際上，中國人進入工業文明不到 100 年。我有一篇文章叫做《百年中國一波四

折》，近代中國折在什麼上？都折在一個不可能向外轉嫁成本的內生型工業發展

上。想學西方就得先學西方向外轉嫁成本，如果沒有辦法學，如果只能成本向內

轉嫁，就要有一套制度安排，如何使成本轉嫁不至於引起對抗衝突。 

 

我拿了很多國家級研究課題，怎麼讓已經具有哲學意義的對抗性矛盾轉化為現實

意義中的非對抗。能不能轉?如果以前能轉化那為什麼現在不能?等等，這是歸納

分析中國人的製度經驗。 

 

6 生態文明的體制改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地進入了和 1929-33 年西方生產過剩大危機一樣的危機。 

 

第一次生產過剩危機發生在 1997 年東亞金融風暴之後的 1998 年。當時國內的

經濟學家就公開討論了中國進入生產過剩危機，唯一可採取的對策就是羅斯福新

政。我記得當年北大經濟中心，我那時候在政策部門，看到他們提交的報告，中

國遭遇金融風暴爆發之後的問題是什麼？是生產過剩。 

 

西方生產過剩是進入二次大戰的主因，若中國不想打仗，就得搞新農村建設。若



然，新農村建設就是中國特色的羅斯福新政，誰提出的？林毅夫，1998 年提出

的。後來 2001 年他當面向江澤民主席匯報，認為中國現在所面臨的嚴重危機叫

做“雙重過剩條件下的惡性循環”，這是林毅夫當年提出的理論，你們可以上網

查。 

 

他說：走出危機的主要方式要靠以國債投資為主開展新農村建設。今天所做的一

切跟林毅夫 1998-99 年提出的政策建議高度吻合。 

 

第二次遭遇生產過剩就是 2008-09 年西方大危機之后海外需求下降，中國進入生

產過剩。 

 

中國在 90 年代末期到現在已經兩次遭遇生產過剩危機。 

 

既然已經連續兩次遭遇工業化階段生產過剩危機，而且靠的是統籌協調，利用的

是超大型大陸國家的地理縱深這種內生性優勢走出來的，那現在新一代領導集體

做戰略調整是什麼？是生態文明。 

 

隨之，2015 年 10 月份出台的新的改革思路，叫做深化生態文明的體制改革。國

家重大戰略調整，針對的就是百年來工業化已經形成的利益集團，所以，中央的

三中全會到五中全會，已經越來越明確開始強調利益結構多元化。在課堂上我們

可以講利益集團多元化，利益集團條塊分割尾大不掉，所以，中央一定會舉起反

腐大旗。 

 

中央戰略轉型是漸進的過程，首先是教訓積累所形成的。如果不轉型將無路可走，

因為中國不可能向西方的殖民化大陸那樣，把成本向外轉嫁。我們得接受西方國

家的教訓，既不能進入戰爭，又不能破壞自己的工業基礎。所以，我們得朝著多

樣化的生態文明轉型。 

 

整個世界的趨勢也很清楚，是從 60 年代開始，隨著人口增加，人均真實 GDP 每

十年就下一個台階！注意，這是世界銀行的數據。同期，金融泡沫化不斷增加。 

 

通過國際貿易導致我們進口商品價格大幅度抬升，因此叫進口通脹，不僅影響中

國的實體經濟，而且導致銀行必須抬高利率，官方利率抬高導致下層社會高利貸

——縣以下高利貸是普遍化的— —整個要素價格隨著資金價格上升而不斷上抬，

這種外部力量對要素定價，不是內部因產業自身的原因導致定價變化，這就使得



實體產業無法繼續進行，因此人們只在國內說產業問題，恐怕是沒捉到病根。 

 

總之，實體經濟的低收益就變成當前新常態，現在誰幹實業誰倒霉。這是客觀情

況。那就會出現資金析出，進入投機品市場，房地產和股市投機越盛，社會高利

貸越盛行，這是相輔相成的。 

 

同理，國際資本進入期貨市場直接影響國內基礎設施建設的原材料價格，導致地

方債的上升，政府債務大幅度上升也是這種病因所造成的，國家就得宏觀調控，

但是債務與利率都上升，宏觀調控就面臨兩難的局面。 

 

在這種情況下因為國內的資金價格高，調控困難，導致海外低息資金大舉進入，

正好“我家大門常打開，張開懷抱等你”，海外資金一進來直接打垮國內高成本

資金，當有人高歌著高盛養豬這個故事的時候，我告訴他們，高盛來根本不是養

豬的，是攜帶著海外幾乎 0 成本的資金來打你的。沒點起碼的常識，就說你看連

高盛都來養豬了，可見我們的養豬業有多大的市場前景？完全不看中國的畜禽養

殖業是嚴重過剩的。 

 

海外投資我們幾乎無法競爭，因為人家資金價格太低，我們又主張對外開放，於

是有通過投資實業達到曲線收購，導致我們現在 21 個大類產業 2/3 是外資超過

絕對比重，苦哈哈幹半天，人家不是來剪羊毛，而是連羊都佔了。辛辛苦苦放了

一堆羊，還得壓制反抗，可 2/3 是別人的。 

 

接著看，人家通過這種方式形成海外投資的高收益回流資本市場，又造成資本市

場高收益，所以美國的所謂標普 500 股票的指數經常是高的，按說應該低，但因

為海外收益高，所以就帶動美國股市長期在高點上。有人據此抱怨我們的股市上

不去，因為經濟學家沒解釋清楚這種輸入型危機。 

 

這種情況下，我們在做什麼？這條虛線告訴人們，我們其實用環境代價，勞工社

會成本代價在向他們做極低價格的商品輸出，來幫牠維持低通脹。 

 

各位，你們知道美國的低通脹絕對不是說沒有通脹基礎，美聯儲大量印發貨幣，

當然有通脹基礎，為什麼不爆發通脹危機？是因為它得到的商品不是自己生產的，

全是發展中國家幾乎白送給他的。平均每個美國人，無論是老人還是孩子一年能

夠消費 12 件中國產襯衣，7 雙中國產的鞋，幾乎是白送嗎？低價甚至白送，就

幫牠維持低通脹，所以他們是坐享其成啊。我們幫助美國維持了他在世界貨幣市



場上一哥的地位。 

 

這個國家是什麼國家？我經常給學生講，我們是革命戰爭打出來的革命黨執政，

因此這個國家對支持革命的人民承擔無限責任。即使政府不發工資，公務員照常

上班，5+2，白+黑，誰敢不上班嗎？老師也一樣，當年餓得昏倒在講台的時候不

也講課嗎？國家承擔無限責任的這種上層建築，應該依存於什麼經濟基礎呢？只

能是也承擔無限責任、替國家做逆週期調節的國有經濟。由此當然會出現效率低，

因為乾的是國家戰略。當然會出現佔壓貸款，所以要有國有銀行啊。 

 

我講一個故事，我自己在中國農業銀行擔任獨立董事，有一次我們董事會討論一

個投資項目，因為中國的光伏產業受到歐洲反傾銷，所有出口定單全部撕毀，那

根本就不是貿易壁壘，如果相信市場經濟，那對不起，中國光伏產業應該立馬破

產，全部貸款應該變成銀行壞賬，然後所有的工人全部解僱，這才叫市場經濟，

對不對？那中國怎麼辦？國務院一聲令下，中農共建四大行組成銀團貸款，維持

私企為主的中國光伏產業的生存。 

 

維持到什麼時候？維持到重新恢復海外市場。中國現在光伏產業仍然世界第一吧？

怎麼維持的，就靠國家的逆週期調節，這是對國家經濟安全承擔無限責任，靠誰？

靠承擔無限責任的經濟基礎。 

 

我作為一個幾代知識分子出身的人，也滿腦子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然而中

華民族面臨如此嚴峻全球化挑戰，能只聽自己心裡面那些觀念麼？得看看國家怎

麼辦啊？ 

 

有人說，我們還是莫談國事的好，那還是因為你沒弄懂。按照政治經濟學的一般

原理，什麼樣的經濟基礎決定什麼樣的上層建築，因此，想政治改革的時候，很

多人以為應該改革成西方政府那樣，有限責任政府，沒稅收，就停擺，甚至政府

破產。看看底特律，那是我當年在美國進修的地方，連警察都歇了。為啥？沒財

政啊，這就叫做有限責任政府。學啊？問問老百姓，願意嗎？ 

 

再說一句，你們有誰相信中國的中農工建四大行會破產？為什麼沒人相信？因為

歷史上幾次發生過必須破產的那種關頭，都沒破啊，最典型的就是 1997、1998

年，東亞金融爆發，突然緊縮，中農共建四大行，不良資產全部在 1/3 以上，按

說立刻破產，不是主張市場經濟嗎？他們該破產。當年怎麼做的？你們講金融的

老師講過嗎？中央成立四大資產公司，把不良資產全部買斷，再注資，讓他們變



成符合巴塞爾協定的銀行，再改制變成商業銀行。 

 

至今告訴各位，為什麼它們還是承擔國家無限責任的國有企業呢？是因為 80%以

上的資本是官方的。我們開董事會的時候，銀行行長，董事長都會很清楚的告訴

大家，我們也是大股東說了算，誰是大股東？國家。所有的其他投資人加在一起

不到 20%。大股東是國家，當然國家意志就是你的意志。 

 

7 實現三大差別的再平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經濟危機一定會轉化為社會矛盾甚至衝突，這是毫無疑問的。 

 

我們可以用中國的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爆發，解釋當代歷史上 60 多年來的政治矛

盾及社會衝突等情況。我不是政治學家，不願意搶人家飯碗，但是我們已經基本

解釋清楚了。 

 

 

 

 

 

圖上那 2 張紙是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參與者們寫的為什麼參與這個運動，下

面是蓋洛普的民意調查結果表明美國貧困率大幅度上升，中國的貧困率顯著下降。 

 

在東亞的日韓，中國大陸、台灣，還包括越南，都叫做穩態社會結構，為什麼?

因為儘管日韓台沒有毛澤東，越南也沒有，但是他們都做的一件事跟中國一樣，



就是平均分配土地。 

 

二戰之後，美國占領軍的刺刀逼著日本地主放棄地權，日本農民平均分配土地。

國民黨七八十萬軍隊的刺刀逼著台灣的土地主交出了地權，平均分配給農民了。

越南戰爭打出的政權，平均分配土地。中國大陸不用說了，包括南北朝鮮都土改。 

 

總之，東亞社會全乾了一件事：平均分配土地。之後就全部是穩態社會。日本自

90 年代後進入停滯 20 年，幾乎零增長，日本有社會動亂嗎？為什麼沒有？因為

城市經濟六大綜合商社，財閥壟斷。而農村經濟有人叫合作社，那是按西方教科

書編出的說法。 

 

日本農村經濟是高度、全方位壟斷的綜合農協，不僅壟斷經濟，也壟斷政治，所

有選票都包了，還壟斷文化教育，是整個日本農村最大的壟斷組織，因此，日本

是什麼經濟？至今是壟斷經濟。日本沒事，韓國也差不多。 

 

如果看東亞社會，其實也有叫做儒家文化圈，繼承了幾千年政治傳統的均田免賦，

因此整個東亞社會至今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穩態結構。 

 

比較其它發展中國家，沒有一個搞得了東亞的土改模式，尤其是印度，甘地想搞

土改，沒搞成。我十次去印度，東西南北城市鄉村跑遍了，特別是動亂地區，游

擊區。白天警察所長陪我，晚上民兵隊長陪我。這就是實際情況，北方山區政府

根本沒法控制，警察就那幾條破槍，知道打不過，所以晚上關門了，民兵隊長控

制。民兵隊長他爹就是被政府打死的，世仇。下邊的圖是反抗徵地的農民運動，

印度的民間基本上是不可被官方控制的。 

 

這邊是在那些低種姓人群中發起的毛主義游擊隊，周圍這些是低種姓貧民，給個

槍就去打。你們也知道印度很亂，為什麼？是因為 34%的農民沒有土地，土地私

有化。農民嘛，有個三長兩短就賣地，賣掉地就去城市，去城市就是貧民窟，貧

民窟就是黑社會控制，你們看到《貧民窟百萬富翁》那個電影，描寫的就是黑社

會控制。客觀上印度是不大可能有穩定的。大約 2/3 的邦有游擊隊。 

 

再看拉美化。近 20 年來，中國很多人強調加快城市化，有道理。去巴西也好，

其它拉美國家也好，最好去看看。大都是城市化率高達 70-80%以上的，比我們現

在要達到的目標高得多。 

 



但是，哪個國家能有效治理？都不可能啊。今天我們都說巴西、委內瑞拉出現了

這個那個變化，難道僅僅是石油價格下跌嗎？不，是因為他們都超前城市化了。

意味著僱傭一個勞動力必須支付勞動力擴大再生產的全部成本，得能夠養家糊口。 

 

我們這兒為什麼農民打工者給點錢就來了？是因為他只得到勞動力簡單再生產

的收入。只管自己吃飽。打工者家裡已經分了地，是小有產的家庭勞動力外出零

風險的基礎。靠巨大勞動剩餘的貢獻，中國工業化才成功的！ 

 

大家都說劉易斯拐點，我給自己助手佈置的課題叫劉易斯拐點偏移，為什麼？因

為城市工業只使用 17-30 歲的勞動力，不是劉易斯所說的全部勞動力。真問題就

是“掐草尖”，只把農村年輕勞動力作為草尖掐走，草根勞動力承擔了草尖的轉

移成本。 

 

這些事情說清楚了，就知道中國為什麼和拉美不一樣，當領導人要把我們的勞動

密集型產業搬到非洲，搬到拉美去時，他們能搬嗎？搬不了，非洲每個勞動力的

表面價格低，實際價格高得多。不是非洲人懶，是你沒有做結構性的勞動力國別

比較研究。 

 

如果要是城市化率真的超過 50%，中國危矣。現在只是統計上城市化達到 56%。 

 

中國的真實經驗。無外乎就是我們面對生產過剩採取了對內進行大規模戰略性投

資，與此同時，對內投資客觀上起到一個作用。講到中國是無限責任政府的時候

請你們注意，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在製造三大差別之後能夠再實現三大差別的再

平衡。我們已經做了兩個，正在做第三個。 

 

當 1997 年、1998 年發生生產過剩，1998 年是李嵐清副總理給江澤民寫信，江澤

民批示給朱鎔基組織班子抓緊出對策。這個對策其實就是區域差別再平衡。市場

經濟 20 年，西部落後了，東北落後了，中部也落後了。 

 

應對危機要上基本建設投資，從朱鎔基到溫家寶連續搞了西部大開發、東北老工

業基地振興，中部崛起，這三個投資政策下去之後，中國實現了區域發展的基本

平衡。這件事情只有承擔全民責任的無限責任政府乾得出來。 

 

所以第一個差別，區域差別，或稱為沿海內陸差別，已經實現了再平衡。 

 



第二，城鄉差別再平衡。 

 

從 2005 年新農村建設開始，其實 2002 年中央強調三農問題重中之重就已經開

始了，正式的大規模投資起於 2005 年確立的國家十一五規劃，到現在 11 年過去

了，已經向農村投了十幾萬億，現在有一個重大變化，農村老百姓絕對不放棄戶

口。為什麼呢？那意味著一份財產。 

 

很多人說，他們要地沒用，很多人現在已經不會種地了，可我說：種不種地不重

要，連那些在海外投資創業的人當你說他家裡面要分地的時候，都能坐飛機回來。

我們把農村安身立命的財產叫做零風險資產。無論在外邊做多大，或者有多大的

失敗，家里永遠都有飯吃。 

 

我們剛才說城鄉差別再平衡靠國家大規模投資於農村，今天的一個重要表現，就

是農民不願意放棄農村戶口。 

 

至於百年來官方都熱衷的農業現代化怎麼實現？那要看是美國式的？澳洲式的，

還是什麼日韓模式？ 

 

看看中國 5000 年農業，什麼時候不現代化了？我們養活這麼多人，西方人到中

國來說只有你們的農業是最可持續的，什麼是現代化，生態化的可持續農業乃最

高層次的現代化農業。不可持續的農業再現代化也有害無益。 

 

中國人實現的第二大再平衡就是城鄉差別再平衡。 

 

現在農民的孩子上學全免費還給午餐，農村中的醫療是以村為單位躉交的。因此

農民的報銷是全村人交的錢來報銷，國家給補貼 80%，村里只拿 20%。農村中的

各項福利，現在相對而言並不比城市差多少，有些人說我這個地方沒有，那是落

實的問題。國家大政方針來說，城鄉差別再平衡接近於實現。 

 

第三是貧富差別再平衡。這個再平衡是最難的，難就難在典型的中產階級陷阱。 

 

三大差別再平衡，如果中國真的全面實現，足以證明我們這個政府仍然是為全民

承擔無限責任的政府，這樣就可以拿中國經驗去形成經驗自信，再進而形成製度

自信，理論自信。 

 



你去比啊，西方能實現三大差別再平衡嗎？我們 90 年代有 4000 萬失業，新世紀

有 2500 萬失業，怎麼解決的？你們失業怎麼辦，全上街了，一般發展中國家連

醫保和社保都建立不起來，那你還比較什麼？在這些重大問題上，如果知識分子

真承擔起了知識生產責任，就應該把這些化危為機的經驗研究做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