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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問：一個國家，其元首解散國會，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權於一身，禁止一切政黨

活動。這是哪個國家？ 

第一種回答：也許是朝鮮。 

另一個答案：這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經濟起飛時期的韓國。 

 

問：一個國家，禁止公民出國旅遊，禁止公民享用外國香煙和外國餅乾。違反

外匯管制規定的人可以被判死刑。這是哪個國家？ 

第一種回答：也許是朝鮮。 

另一個答案：這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經濟起飛時期的韓國。 

 

問：一個國家，其工廠工作環境極端惡劣，工人們在裡面牛馬般非人勞動。每

天工作 9個小時甚至更長時間，就為了一點點僅夠糊口的工資。這是哪個國

家？ 

第一種回答：也許是中國。 

另一個答案：這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經濟起飛時期的韓國。 

 

問：一個國家，城市邊上遍佈貧民窟。在城市的擴張中，員警暴力拆除貧民

窟，為建造新的城市商品房騰出空間。這是哪個國家？ 

第一種回答：也許是中國。 



另一個答案：這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經濟起飛時期的韓國。 

 

問：一個國家，是世界上的“盜版勝地”。盜版影碟和盜版書籍充斥著該國市

場，冒用美國品牌的商品肆意流通。這是哪個國家？ 

第一種回答：也許是中國。 

另一個答案：這是上世紀六七十乃至八十年代，經濟騰飛時期的韓國。 

 

上面這些是韓國經濟起飛時期的經歷，它們與今天的韓國印象出入大得令人難

以置信。別說我們，就連當代的一些韓國年輕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父輩經歷過

那種歲月。這也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很少有人知道過去的韓國是如何發展到

今天這個樣子的。 

 

今天提到韓國，大家首先想到的通常是三星電子，發達的整容術，瓊瑤式的肥

皂劇等滾滾韓流。當然，還可能會想到最近這個國家膨脹得有些不正常的民族

自尊心。總體來說，今天的韓國，光鮮亮麗，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其經濟奇

跡耀眼奪目。朝鮮和韓國大相徑庭的現狀更是熱議的話題。一個窮，並且看起

來很沒希望；一個富，並且看起來咄咄逼人。他們幾乎同時建國，而且建國的

時候，朝鮮的經濟狀況要比韓國好很多。所以人們思考最多的就是：他們為什

麼不一樣？ 

 

有人說，是因為韓國民主，朝鮮獨裁。 

有人說，是因為韓國開放，朝鮮封閉。 

有人說，是因為韓國跟美國走，朝鮮跟蘇聯走。 

有人說，是因為韓國走資本主義道路，朝鮮走社會主義道路。 



有人說，是因為韓國實施私有制經濟，朝鮮實施公有制經濟。 

 

結論很多。姑且不論正確與否，但很遺憾我們看到的也就僅僅是結論而已。至

於這些結論是如何分析得出的呢？很少有人去做解釋。很多時候有些現象只是

因為並存（甚至更糟，連現象都是人們想像出來的），就被理解為了因果關

係。 

 

如果要得出結論，必須先靜下心來談一談：韓國在建國後的這五十多年裡都遭

遇了什麼，以及他們做了什麼。然後我們才能去想，他們為什麼會有今天。 

 

第一章 他們幹了什麼？——戰後韓國經濟騰飛史 

 

§1.1 積蓄勢能時期（50年代） 

 

韓國的經濟基礎很薄弱。在日本統治的殖民地年代，日本按照南農北工的計畫

開發朝鮮半島。因此造成了朝鮮脫離日本獨立時大部分重工業即戰略工業在北

方的局面。金屬工業的 90.1%、煤礦和鐵礦的 100%、化學工業的 81.8%、電器

機器工業 85%、發電量 92%在北半島。紡織工業 84.9%、印刷業 89%、食品工業

65.1%和農林水產業 82.6%在南半島。[①] 

 

建國時的韓國是個比較純粹的農業國，幾乎沒有任何像樣的工業體系。其經濟

基礎還是農業以及和農業密切相關的少量輕工業。（所以順便感歎一下，就這

點本錢還總是叫嚷著要武力統一北方的李承晚真是勇得可以。）在這種國家迅

速實現工業化，有兩條道路可循。第一是近代日本模式，第二是蘇聯模式。但



是無論日本模式和蘇聯模式，都首先需要國家有最起碼的基礎設施：國家要有

公路和鐵路，有海運航線，有電線和全面的郵政，最重要的是——得有較高比

例的對工業化有所瞭解的高素質公民。 

 

這一切，韓國都很缺乏。所以就必須先補這一課。50年代的韓國做的主要就是

這些事情。修公路，修電線杆，建設發電廠等最基礎的基礎設施，還有公民的

掃盲。這點的工作成效顯著：1945 年，韓國人的識字率是 22%，1961年上升到

71%。[②]此外，紡織、制糖、水泥、玻璃等行業也有一定程度發展。當然這一

切工作對經濟的發展並非立竿見影的。不過它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可以

說，是 50年代的基礎建設為後來的經濟起飛積蓄了勢能。 

 

§1.2 勢能開始轉為動能時期（60 年代） 

 

1961年，韓國的朴正熙將軍發動政變奪取政權。這是一個對後來韓國崛起至關

重要的人物。他統治韓國約 20 年。這也是韓國經濟飛速發展的二十年。正是在

這 20年中，韓國的人均 GDP超過了朝鮮。（1960年，朝鮮人均 GDP是 253美

元，而韓國只有 82美元。1970 年時，朝鮮人均 GDP是 400美元，而韓國達到

了 410美元。到 1976年，朝鮮人均 GDP是 530美元，而韓國到達了 1000美

元。[③]） 

 

從 1962 年開始，在樸正熙的推動下，韓國政府開始實行一個又一個“五年計

劃”。是的，你沒有看錯，就是蘇聯發明的那個概念：“五年計劃”。這種國

家計劃經濟體制似乎已經成為蘇聯乃至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招牌。但不必因為

聽到韓國這種反共急先鋒的國家也採用這東西而感到驚奇。因為一個鮮為人知



卻又的確存在的事實是：在幾乎所有戰後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以色列、新加

坡、臺灣等等）的發展歷程上都能看到蘇聯模式的影子。在韓國這種傳統的農

業國，私人資本極端薄弱，要快速實施工業化就不能不依靠政府來推動。 

 

第一個五年計劃是從 1962年到 1966 年。在這個五年計劃中，韓國的目標是進

一步加速發展，進一步扎實工業基礎，給積蓄勢能走最後一步。第二個五年計

劃是從 1967年到 1971年。從第二個五年計劃起，韓國開始實施延續至今的出

口導向型工業發展戰略。在這兩個五年計劃中，韓國重點加強已經略有規模的

輕紡、水泥等輕工業，用這些輕工業的初級產品出口，換取外匯。外匯被用來

換取外國的設備、技術以及人才培養，推動自身加速發展。50 年代積累的勢能

開始轉化為動能了。 

 

在一五和二五計畫中，韓國建立了大量的國有企業。50年代日本勢力退出後留

下的歸屬企業有 36家，他們是韓國國有企業的祖先。到 1968 年，國有企業增

加到 97 家。到 1970年猛增到 120 家。在一五和二五計畫中，這些國企（主要

集中在基礎設施建設以及高級製造業中）成為韓國迅速工業化的火車頭。 

 

§1.3 勢能全面轉為動能時期（70 年代和 80年代） 

 

從 1972 年到 1991年，是韓國政府的三五、四五、五五、六五計畫時期。為了

確保自己一手主導的工業化進程不夭折，樸正熙採取了不那麼光彩的方式獲得

了連任。1972年 10月 17日，樸正熙宣佈“全國非常戒嚴令”，解散國會、禁

止一切政黨活動、縮小和弱化政治領域、擴大和強化總統權力，形成以總統為

頂點的中央集權政治體系，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權於一身。這樣一來，政府



通過集權化的行政管理，把民眾的力量從政治舞臺引向經濟建設舞臺，集合一

切力量于經濟開發，確保經濟迅速發展，加速推進工業化。 

 

在三五和四五計畫時期，韓國政府建設的重點轉向戰略重工業：鋼鐵、造船、

化工。韓國經濟從這時起真正開始走上騰飛之路。韓國的經濟實力迅猛膨脹，

國家綜合實力也急速上升。到 80 年代的五五、六五計畫時期，韓國政府建設的

重點又轉向了技術密集型工業。韓國政府提出技術立國，從引進技術轉向自主

研發。就在這段時間，韓國建立了大批研究所等機構，促進技術研發，發展尖

端產業。也正是在五五和六五時期，韓國將大量的國有企業轉化為私有，只保

留了一些需要巨額投資，私人無力負擔或不適合私人經營的企業。到 1986年，

韓國的國企只剩下 13家。如果說三五和四五計畫時韓國還是粗放型增長的話，

那麼五五和六五計畫時期就開始轉向集約型發展了。 

 

70年代和 80年代是經濟發展勢能全面轉為動能時期。韓國在這段時間內實現

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到六五計畫結束的時候，韓國已經成為中上收入的國家。

一個標誌就是歐洲國家不再需要韓國人的入境簽證，因為那時大部分韓國人已

沒有理由要非法移民到什麼地方去了。[④]韓國經濟實現了騰飛，其結果舉世

矚目。因為本文討論的只是韓國經濟的崛起歷程，所以之後的情況就不說了。 

 

第二章 他們是怎麼做到的？——奇跡背後的酸甜苦辣 

 

§2.1 獨裁 

 



韓國的經濟起飛是在政府高度集權，甚至可以說是獨裁專制的高壓政治之下取

得的。今天韓國已經不再需要那種政治體制，但在當時，如果沒有這種高度集

中的政治模式，恐怕很難想像韓國能有後來的成就。政府集權在韓國經濟起飛

的進程中的貢獻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2.1.1 國家經濟計畫的制定和實施 

 

在工業底子非常薄弱的韓國，等待民間自發成熟去進行工業建設根本不可能。

唯一的辦法就是由通曉工業化內涵的精英利用國家權力強制推行。這和日本明

治維新時期的情形是一樣的。韓國政府的幸運首先在於它的政府成員素質很

高。“政府官員的高學歷、高職稱、高素質是韓國政府管理部門的一大特點。

韓國很多留學歸來的高素質人才一般均在政府部門或研究機構工作，在企業就

職的很少，從而保證了韓國政府經濟計畫制定的科學性、可行性，實施和執行

過程的可控性。”[⑤]高素質人才組成的政府機構，配以強大的國家機器控

制，成為韓國經濟建設的基礎推動力。 

 

是韓國政府（這個政府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可以稱之為軍政府）制定了模仿蘇

聯的整整六個“五年計劃”，並用國家強制力推動，以先輕工業、後重工業、

再後技術密集型間斷產業的步驟，有條不紊地成功實現了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

變。從國有企業的角度來看，是韓國政府建設了大量的國有企業，使後者成為

戰略工業、製造業的發展龍頭，帶動全國經濟質的提升。從私有企業的角度來

看，是韓國政府建立銀行，提供大批量的國家貸款，促使韓國的私營企業興

起。（韓國私營企業雖然表面上占生產總值的比例遠遠高於國有企業，但是韓

國的私營企業主要靠從政府貸款來解決資本問題。1984年，韓國上市公司的自



由資本比例，按帳面價值計算只有 19.9%，按市場價值計算只有 12.4%。而大型

企業的自由資本比例更低。上市公司前 10名企業的平均自由資本比例為 5%以

下。1996 年，韓國 30家最大企業集團的平均負債與股本比例為 380%。企業越

大，自由資本金比例越小。[⑥]） 

 

在韓國，這一切只有高度集權從而掌握了全國主要資源配置的政府才能做到。

在推動韓國的國家經濟前進這點上，集權的韓國政府功不可沒。 

 

§2.1.2 鐵腕保護民族工業 

 

張夏准是出生在韓國並在後來獲得英國籍的學者。他有一個比喻：他是否應該

讓自己 6歲的兒子立刻走向社會去找工作？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這時候孩子去

找工作，將來最多當個鞋匠、木匠，卻不太可能成為律師、醫生或核子物理學

家。所以在孩子小的時候，父母應該保護他，送他上學。並且在必要的時候，

父母將用懲罰措施逼迫孩子學習，此外還要禁止孩子接觸可能產生不良影響的

東西。[⑦] 

 

張夏准的這個比喻是為了說明：在新興工業國的民族工業還很脆弱的時候，必

須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保護，避免立刻參與國際競爭。如果不這樣，脆弱的民族

工業就會被強大的國際競爭者打垮，而國家的前途也就被毀掉了。 

 

在這點上，韓國政府做得很好，甚至可以說做得很絕。韓國政府從一開始就實

行高度嚴格的貿易保護主義。對於一些外國商品，韓國收取很高的關稅；對於

另外的外國商品，韓國索性直接禁止進口。張夏准回憶自己的童年時提到過很



多外國消費品被視為“奢侈品”，要麼成為違禁品，要麼用高關稅加以限制。

這些“奢侈品”甚至包括外國的威士卡和餅乾。“我記得當 20 世紀 70年代末

在政府特許令下進口了一些丹麥餅乾時，出現了小規模的全民亢奮。”[⑧]還

有張夏准小時候“我們得知，看到任何抽外國香煙的人都要去報告，這是我們

的愛國義務……我不相信我的朋友真的會去彙報這種“叛國行為”，但在朋友

家裡看到外國香煙時，的確會有一些閒話。朋友的父親——幾乎毫無例外的是

一個抽煙的男人——會被含混不清地評價為不愛國的因而也是不道德的人”。

[⑨] 

 

很久以前我們就聽說韓國人不買外國貨的“骨氣”。從張夏准的回憶中我們總

算知道這是韓國的專制年代留下的遺風。通過鼓勵公民告密來禁止使用外國

貨，這和大家心目中身處“自由世界”的韓國印象頗為不符，但卻是事實。 

 

韓國對民族工業的第二個保護措施是嚴格控制外匯和限制外國投資。韓國的一

個天然優勢是它建國時外國投資少。韓國曾經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基本上是

外來投資的唯一來源。隨著二戰日本戰敗，日本退出韓國，給韓國留下了一段

時間的“外資真空”。這給韓國從一開始就實施自我保護減少了障礙。因此韓

國政府有條件利用鐵腕控制外匯和外資在韓國的流動。“韓國政府對稀缺的外

匯實行絕對的管制（違反外匯管制的人可以判死刑）。它還仔細涉及外匯使用

的優先順序，確保辛苦賺來的外匯能用於進口重要的機械和工業投入品上。韓

國政府也嚴厲地管制外國投資，根據與時俱進的國家發展計畫，在一些領域張

開雙臂歡迎外資的同時在另一些領域則完全禁止”[⑩]並且直到 1984年 7月，

韓國才撤銷了外資不得超過 50%的規定。[11] 



 

除了以上“嚴”的一面，韓國的集權政府在保護民族工業的手段上也有“強制

性的寬容”。這主要表現在對盜版和假冒產品的容忍上。“如今，韓國是世界

上最具“創意”的國家之一——根據美國專利辦公室每年授予的專利數量，韓

國排在前五位。但是在 1980年代中期以前，它是靠“反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為生的。我的朋友所購買的“拷貝”電腦（copy 

computer），實際上是由小工廠所造，這些工廠往往是拆散 IBM 的機器，複製

其部件，然後組裝。商標也是一樣。那個時期，韓國是世界上的“盜版勝地”

之一，大量生產假冒的耐克鞋和路易威登皮包。那些更具心計的人會採取接近

假冒的方式。一雙看起來像“耐克”（Nike）鞋叫“耐斯”（Nice），或者鞋

上本應該有的耐克的“勾”變成了一個“叉”。……版權也是這樣。現在韓國

出口大量品質越來越高的版權商品（電影、電視劇、流行音樂），但是當時進

口的音樂（大唱片）或電影（影碟）都太貴，很少有人買得起正品。我們就是

聽著盜版的搖滾樂長大的，我們稱之為“天婦羅商店唱片”（Tempura shop 

records），因為它們的音質太差，聽起來就像有人在後面做油炸一樣。至於外

文書，大部分學生是買不起的。由於來自一個願意投資於教育的家庭優裕的環

境，我有一些進口的書籍。但是，我的大部分英文書都是盜版的。沒有這些非

法的書，我永遠不可能進入劍橋並在這兒呆下去。”[12]“對於外國專利，它

（韓國政府）也持寬鬆的態度，鼓勵“反向工程”並忽視專利產品的“盜

版”。”[13] 

 

正是韓國政府的這套長達 30多年的，冷血無情的鐵腕措施，才有了韓國民族工

業的蹣跚起步。 



 

§2.2 外援 

 

§2.2.1 物資 

 

上面介紹韓國經濟建設的過程來看，說得非常輕巧，造這造那的。但上面沒有

提到一個關鍵問題：建設的錢哪兒來？ 

 

缺乏建設資金是所有農業國的工業化進程中最大的瓶頸。當初日本的明治維新

就險些因為缺乏資金而中途夭折，最後是通過對外擴張的險勝才得到緩解。蘇

聯史達林模式的社會主義道路，給所有前殖民地國家提供了一個解決資金辦法

的出路，那就是剝削本國的農業。但是此舉的往往會嚴重損壞本國的農業，並

帶來饑荒。 

 

韓國走的路和日本、蘇聯一樣，都是集權政府主導下的工業化。但是韓國沒有

對外擴張，也不需要剝削本國的農民。因為在資金方面有它得天獨厚的優勢：

外援。 

 

這是韓國決定命運的關鍵優勢，是其他農業國工業化道路上可遇不可求的重要

資本。1946-1961年，以美國為首的外國援助總額達 31.39億美元。[14]而

1960年韓國的人口是 2501萬。這筆外援的規模可以通過對比看出來。戰後美

國支援歐洲的馬歇爾計畫中，法國是獲取美援最多的國家。法國接受的是 30億

美元。也就是說，無論國土面積還是人口都不如法國的韓國，接受的外援卻比

任何一個歐洲國家接受的都要多。其中 1953-1961年，美國及聯合國為韓國提

供了合計達 23億美元的無償經濟援助，扶持韓國恢復和發展經濟。這些援助的



年平均額，約占韓國這個時期年平均國民生產總值的 15%。相比之下，明治初

年的日本進行初級工業建設時的資金卻幾乎全部來自農民的土地稅（明治八年

時，地稅收入占國家稅收比例的 97.3%[15]），後來通過擴張得到戰爭賠款。

而蘇聯則完全是自力更生。在這方面一比，韓國真是太幸運了。美國對韓國的

援助從 1945-1970年（美國對韓國的援助到 1970年完全結束）總計為 37.8億

美元。以聯合國為首的對韓多邊援助，從 1950年至 1969年結束為止，總計

6.26億美元。[16]這筆錢是韓國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初級工業發展的源動力。

沒有這筆錢，韓國獨自進行工業化是根本不可想像的。 

 

美國對韓國的援助從無償，變為有償，最後結束。但是韓國的建設還在繼續，

資金不能短缺。韓國政府的新辦法是借外債。在這方面韓國政府比日本當年的

明治政府氣魄要大得多。不斷增加的外債最後達到驚人的天文數字。到 1985

年，外債總額已達 467億美元。1987年，在世界十大債務國中，韓國位居第六

位，列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印尼、印度 5國之後，每年借用的外國資本，

有近一半用於償還舊債利息。[17]韓國政府對借債這件事情下手比當年的明治

政府要狠得多。這是它所處的國際環境給了他虱多不癢債多不愁的不倒翁地

位。它身為美國的抵抗蘇聯勢力前線的馬前卒，清楚美國絕不會放開它不管。

所以借美國的錢，美國也樂意出錢。美國對扶持它發展比較放心——畢竟是小

國，扶持發展不會成為太可怕的競爭對手，而扶持它也花不了很多錢。而借其

他國家的錢，因為有美國的保護傘，就算欠著不還其他國家也不敢拿它怎麼

辦。 

 



直接援助和借款，是韓國工業經濟起飛的基礎資金來源，是韓國發展模式不同

于蘇聯和日本道路的關鍵因素。 

 

§2.2.2 技術 

 

今天的韓國是世界上最具“創意”的國家之一——根據美國專利辦公室每年授

予的專利數量，韓國排在前五位。但這個“創意”的背後，卻是外來技術的底

子。據韓國產業銀行的調查，在韓國新技術中有 92%以上的採取技術引進。其

中 46%以自我開發為中心，引進必要的核心技術；35%以引進技術為中心，自我

技術開發僅占很小一部分；12%依賴於引進大部分技術。[18]韓國的技術之路以

1987年為分水嶺。此前以技術引進為主，此後以自主研發為主。但即使是自主

研發，也通常是在外來技術的基礎上進行研發。 

 

韓國在這方面的幸運之處在於，它的盟國願意向它轉讓技術。畢竟它是小國，

技術轉讓不會帶來小魚長大後的吞舟之禍。當然，也是因為國家小，誰也想不

到它能發展到這種地步。再說它是美國冷戰前線的重要棋子，對美國等發達國

家來說是徹頭徹尾的“自己人”，於是便毫無保留了。（有點像當年中國和蘇

聯。中國義無反顧地出兵朝鮮使蘇聯打心眼裡相信中國是自己的鐵杆盟友，因

此開始無所顧忌地全面武裝中國軍隊，花錢派專家援建上百個工業項目，甚至

連核技術都可以轉讓。等蘇聯發現看走眼的時候已經晚了。） 

 

引進的技術被我歸為韓國所受的外援之一，並不是說技術引進是免費的。韓國

為了引進技術花費了巨額的外匯。這也是它長期實施嚴格的外匯管制的原因之

一，因為國家必須剩下每一個銅板花在關鍵的地方。但是不管怎麼說，技術是



從外面來的。而且對於大部分國家來說，技術引進並不是有錢就能做到的。人

家給不給才是關鍵——並且通常情況下是不願意給的。因此本文將技術引進歸

入外援範疇。正如向外國貸款也是要還的，但是貸款毫無疑問被大家視為外

援，同一個道理。 

 

§2.3 血汗 

 

蘇聯的工業化進程中，大量農民辛辛苦苦積攢的土地和生產工具被集體化，不

計其數的反抗者被處死，而全國成為一個大兵營，在國家無情的強制下進行高

速建設。然後才有世界第二大強國，有世界領先水準的戰鬥機、坦克以及數不

清的拖拉機。日本的工業化進程中，工人的工資低於印度的最低工資[19]，佃

農每年要將一半以上的收成用於地租[20]。數不清的農民破產，背井離鄉去接

受工廠的盤剝。也有風起雲湧的搶米風潮，然後才有“大日本帝國”的橫空出

世。而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中，也經歷了農業的剪刀差，大饑荒，然後才有自己

的工業體系，才有兩彈一星。 

 

總而言之，近代落後國家想要跑步前進，從農業國迅速實現工業化，反復映證

著一句話：沒有人能隨隨便便成功。工業化是極端痛苦的過程，每個新興工業

國的征途中，都有無數“藍螞蟻”的斑斑血汗。 

 

如果你認為韓國作為資本主義世界成員和當代美國的盟友就能避開這一點，那

就錯了。 

 

§2.3.1 血汗工廠 

 



韓國的建設，由政府牽頭、領導、指揮，而廣大人民群眾出力。韓國雖然接受

了數量巨大的外援，但是好鋼要用到刀刃上。國家來點錢容易麼？豈能用於

“改善生活”？ 

 

“許多來自農村貧寒家庭的小女孩不得不在 12歲時就離開小學去打工——為了

“減少一個人吃飯”，也為了賺點錢，使至少一個兄弟能接受更多的教育。這

些小女孩很多都是在城市中產階級家庭做保姆，收入僅夠吃住，如果運氣好

點，能留點零花錢。其他女孩和一些運氣不佳的男孩子都只能在工廠裡接受盤

剝，那裡的條件使人想起 19世紀“黑暗的撒旦磨坊”（dark 

satanic 

mills）或者中國如今的血汗工廠（sweatshop）。在紡織和成衣這樣的主要出

口行業，工人們經常要在非常危險且有害的環境中工作 12個小時，甚至更多，

報酬卻非常低。一些工廠拒絕在食堂裡提供肥皂，使得工人們不得不請求額外

的洗手間休息，而這種休息會耗掉他們相當於一塊薄餅價值的收入。新興的重

工業——汽車、鋼鐵、化工、機械等——的工作條件要好一些，但是韓國工人

總體上平均每週要工作 53-54 個小時，這在當時是世界上最長的。”[21] 

 

這是張夏准的回憶。這完全不像我們所知道的發達幸福而美好的韓國，倒更像

我們所知道的中國——連張夏准本人都直言不諱這些韓國的情況讓人想起“中

國如今的血汗工廠”。但正是這一個個“撒旦磨坊”和“血汗工廠”，完成了

韓國的原始資本積累。當年的韓國工人，沒有體系完備的社會保障。他們忍受

著工資低而時間長的勞動，在足以致人傷殘死亡的有毒或危險的環境中生產出

產品，用來換取外匯，支援國家的進一步發展。 

 



甚至連學校的老師也不能倖免。在那些艱難的年份裡，為了節約經費又讓更多

的孩子上學，韓國政府將公立學校擴張到驚人的地步，以求每個老師教的學生

數量增加到極限。學者張夏准 1970 年開始上小學。他回憶自己當時上的私立學

校一個班 65名學生，而隔壁的公立學校一個班 90名學生。這使他和他的同學

們覺得很得意。“一些快速發展的城區的公立學校擴張到了極限，每個班有

100多名學生，老師得兩班倒，有時要三班倒。”[22] 

 

不錯，那是一個威尊命賤的年代。在那 30多年裡，每個韓國人不管願意不願

意，都要成為國家建設的螺絲釘。從來只有國家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輪不到

你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我們不能光看到今天的韓國人能享受高生活水準，就

急忙要對我們提倡的奉獻精神進行“反思”。因為對已經跨入發達國家行列的

韓國無比羡慕的我們當中，有幾個知道今天耀眼的韓國是前幾代韓國“藍螞

蟻”野草一般堅韌而偉大的生命堆出來的？ 

 

§2.3.2 貧民窟 

 

和蘇聯等國不同，韓國的農村土地還是私有制。有私有制就會有土地兼併，有

土地兼併就會有失地農民。失地農民通常都會湧向城市。而在工業化程度較低

的情況下，城市無力提供足夠的工作機會。於是湧入城市的失地農民無處可

去，就會聚集在公共土地（如公路兩旁，河流兩旁，山坡上，山腳下，垃圾場

等）搭起簡易住所。貧民窟應運而生。這是所有工業化程度不高而又實施土地

私有制的國家必然會出現的現象。所以，早年的韓國也不例外。 

 



隨著農村人口增長，越來越多的農民湧入城市。“城市貧民窟開始出現。它們

通常都在矮山上。矮山是在韓國非常普遍，因風景優美被昵稱為“月亮區”

（Moon 

Neighbourhoods），這得自 1970 年代一部非常流行的電視連續劇。在貧民區，

一家五六口要擠在一間小屋裡，上百人共用一個衛生間和一根水管”。[23] 

 

經濟在發展，一些貧民窟的居民在增加的就業崗位中找到了歸宿。但是城市也

在擴大，貧民窟中求職的失敗者會與城市的擴張發生衝突。在那個官權如天人

權如草的集權年代，政府對違章建築是沒有什麼可商量的。“為了給日益壯大

的中產階級蓋新公寓樓，許多貧民屋最後被員警強制拆除了，其中的居民被趕

往衛生條件更差而且無路可通的更遠的地區。”[24]聯想到今天中國備受關注

的拆遷問題，不得不感歎歷史的相似性。 

 

“如果窮人不能快速地脫離新的貧民區（脫離至少是有可能的，因為經濟在快

速發展，新的就業崗位也在不斷增加），城市的擴張就會趕上他們，他們就得

再一次被趕往更加遙遠的地方。一些人最後就在城市主要的垃圾場南麂島

（Nanji 

Island）拾荒為生。外國人很少會知道，2002年世界盃時令人印象深刻的漢城

足球場旁邊漂亮的公園正是建於島上的舊垃圾場之上”[25] 

 

如果說血汗工廠的汗水還有那麼一些激昂慷慨的話，貧民窟的淚水則只有辛

酸。這兩者都是幾代韓國人為了經濟騰飛所付出的代價。 

 

§2.3.3 受到限制的消費 

 



八十年代中國剛剛向資本主義世界開放時，美輪美奐的外國消費品著實讓國人

感歎月亮還是外國的圓。國人不由地要“反思”為什麼不早開放？為什麼要人

民吃那麼多年的苦，忍受品質低劣的國產商品？ 

但看看在韓國曾經發生的事情，我們的“反思”也許會更成熟一些。 

 

正如前文所述。韓國政府利用自己高度集中的權力，建立起極高的貿易壁壘。

對外國商品要麼高關稅，要麼索性禁止進口。一來是為了保護民族工商業，二

來是為了更有效地控制有限的外匯。而作用到人民身上時，就是整個韓國的人

民都必須忍受品質低劣的國貨。而政府則告訴人民這是愛國行為。誰使用外國

消費品誰就是賣國賊，甚至連小學生都被告知看到邊上有誰抽外國煙就得去報

告。外國的威士卡、餅乾都在禁止進口之列。這在前面談韓國集權政府“鐵腕

保護民族工業”時已經說過了。 

 

學者張夏准的父親是韓國的高級公務員。所以他們家的家庭條件比一般韓國家

庭要好很多。“我們家後來的一處房子不僅有抽水馬桶，而且裝有中央暖氣系

統，在那兒我從 1969年一直生活到 1981年，正是韓國經濟奇跡的巔峰時期。

不幸的是，我們搬進去沒多久鍋爐就著火了，差點把房子給燒掉。我不是向你

抱怨：我們能有一個鍋爐已經是很幸福了——大多數房子都是靠煤球取暖，每

年冬天因為二氧化碳中都要奪取成千上萬人的生命。”[26]也就是說，不但工

作環境的惡劣會造成傷亡，消費水準的低下也會造成生命的損失。 

 

我們不斷接觸到東德人逃往西德和北朝鮮人逃往南韓的故事。但是卻鮮有人知

在五六十年代很多韓國人逃往朝鮮的事。在韓國被稱為“越北”。這些事情的



動因都只有一個：要過好日子。前文“勢能開始轉為動能時期”中已經提到，

朝鮮的工業基礎比韓國好，在最初一段時間裡朝鮮的人均 GDP 也遠遠超過韓

國。加上韓國用如此高壓限制人民享受生活，人民想往外跑是自然而然的事

情。 

 

人民想往外跑，是因為人民覺得外國的日子過得比國內好。所以要想阻止人民

出逃，就必須盡可能避免人民接觸外面的花花世界。這是過去中國幹過的，今

天朝鮮還在幹的，並且也是當年韓國幹過的。張夏准在回憶中這樣說：“海外

旅遊是不允許的，除非你得到了政府許可去海外做生意或讀書的明確指

令。”[27]張夏准認為這種禁令的理由是要節約外幣，以防止外幣用於不必要

的消費。但誰知道當年這個在踐踏人權方面膽大妄為的韓國軍政府會不會有控

制思想的潛在目的呢？不過無論哪種目的，都反映了那幾十年裡，韓國人民在

消費水準方面受到的殘酷壓制。 

 

第三章 他們為什麼不同？——朝鮮和韓國發展道路的簡單比較 

 

現在我們可以看看本文開頭的那幾個結論是否正確了。為什麼後來朝鮮和韓國

不一樣？ 

 

因為朝鮮獨裁，韓國民主？這顯然是錯的。因為韓國的經濟起飛不是在民主環

境下實現的，恰恰相反，是在通過軍事政變上臺並用戒嚴令持續統治的朴正熙

將軍執政期間取得的。在那段時間裡，韓國並沒有比朝鮮民主到哪裡去。 



因為朝鮮封閉，韓國開放？這也很難說是對的。因為在韓國經濟起飛的那些年

裡，韓國實施嚴酷的貿易保護，禁止進口很多外國消費品，通過鼓勵公民告密

來阻止公民消費外國貨，用死刑來強化外匯管制，而且還禁止公民出國旅遊。 

因為朝鮮公有制，社會主義制度；韓國私有制，資本主義制度？這貌似也是說

不通的。因為韓國也有國家計畫，還是仿蘇聯的五年計劃，整整六個。正是這

六個五年計劃給韓國帶來了輝煌的經濟建設成就。公有制？韓國也有國有企

業，控制著國家最關鍵的行業。除此之外，韓國的政府貸款是幾乎所有私營企

業的重要資金來源。 

 

因為朝鮮站在蘇聯這邊，而韓國站在美國這邊？這是那些結論中唯一一個可以

說得通的。 

 

確實，不同的陣營導致了不同的國際環境和不同的結果。韓國發展的本錢是來

自外援。朝鮮可能也能得到蘇聯這邊的外援，但是蘇聯的外援卻難以像美國那

麼豐富。原因很簡單，蘇聯自己富餘的也不多。本來蘇聯的經濟實力就不如美

國，而且蘇聯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受損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其次，不同的陣營提供了不同的安全環境。這點可以說對朝鮮的發展造成了致

命的影響。美國在朝鮮戰爭之後在韓國長期駐軍。甚至連韓國軍隊的指揮權都

在美韓聯軍司令部手裡——也就是美國人手裡。所以韓國的安全感是很強的，

有世界第一的超級大國將自己牢牢綁在其戰車上。但是反觀朝鮮卻沒有這樣的

條件。朝鮮面對的是虎視眈眈的美韓聯軍。但是卻不敢保證蘇聯和中國會如此

無私地幫自己打仗。要知道三千里江山的統一一直是讓朝鮮領導人牽腸掛肚的



事。中國和蘇聯或許會阻止韓國統一朝鮮，但是卻不太可能主動幫自己統一韓

國。（南邊的韓國卻不用操如何武力統一這份心，因為軍隊指揮權都在外國人

手裡，操心也沒用）。 

 

所以朝鮮主張“先軍政治”，即軍事第一，全國軍事化管理，經濟活動優先滿

足軍事需要。人口 2300萬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朝鮮人民軍卻有 110

萬。按這種比例，人口 13億的中國應該有 6000萬解放軍。但是解放軍實際上

只有 230 萬（2005年宣佈）。而且除正規軍以外朝鮮還有 350 萬工農赤衛隊。

[28] 

自建國起，朝鮮有大量的精力放在了軍事建設上。這不可避免地延誤其正常的

經濟發展。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占人口比例那麼高的軍隊。軍隊是全脫產的，必

須靠其他人進行生產來養活，這會將社會資源過多配置於消費上。而且軍隊裡

的幾乎都是青壯年男性人口，正是國家最寶貴的勞動力。這麼多壯勞力脫離生

產，不但不參與建設，反而要消費，這對經濟建設構成雙重的浪費。天下可馬

上得之不可馬上治之，長此以往，朝鮮怎能實現發展得起來？ 

 

其三，朝鮮和韓國一樣是小國，其經濟自我調整能力有限，興衰很大程度上取

決於它所在的經濟圈的興衰。朝鮮並不是不開放，只是它開放的是蘇聯、東

歐、中國等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五六十年代期間，朝鮮的物質文化商品在中國

很流行。當時的中國蘇聯等國和朝鮮的貿易外來很多，朝鮮的經濟條件也很不

錯。70 年代起，中國開始向美國靠攏，逐漸冷落朝鮮。80年代起，蘇聯走向沒

落。這都給朝鮮的經濟帶來困難。而到了 80年代末 90年代初，東歐劇變、蘇

聯解體、金日成去世、連年自然災害，所有倒楣的事情都一起砸到了朝鮮頭



上。同時美國的外部封鎖並未放鬆，再加上長期的准戰爭狀態帶來的弊病，終

於形成了今天慘不忍睹的朝鮮現狀。從資料上可以看出，從 60 年代到 80年

代，朝鮮的人均 GDP雖然上升緩慢，但至少還是在上升的。可是 1988年之後就

一路下降，直到 2002年才有所回升。[29] 

 

儘管眾多導致朝鮮今貌的因素能夠最終歸因於朝鮮所處的國際陣營，但是有一

點卻可以肯定：朝鮮從優於韓國到被韓國超越是複雜的多種原因所致，絕不是

一句話能全部概括的。 

 

第四章 我們應該學到什麼？——小結 

 

縱觀韓國立國之後的發展史，有一句話總在字裡行間徘徊：前人種樹，後人乘

涼。 

 

在韓國風雲激蕩的 50年裡，有人苦熬（貧民窟裡找不到工作的人們），有人苦

幹（“血汗工廠”裡的“藍螞蟻”們）。但無論是苦熬還是苦幹，都是有意義

的。苦幹的人進行生產建設，苦熬的人作為過剩的勞動力確保了勞動力的廉

價，促進了資本的積累。但是也必須強調，無論是苦熬還是苦幹，都是付出了

巨大犧牲的。這些犧牲，有些事人民願意的（比如抽外國香煙的人被周圍的人

視為不道德），有些事則是人民不那麼願意的（從國家允許進口丹麥餅乾時引

起韓國人的激動可見一斑）。總而言之，今天韓國人的無限風光，是前幾代韓

國人做牛做馬換來的。 

 

我們應該學到的第一點是：別忘了種樹的前人！ 



 

韓國實現經濟騰飛的 30年，也是政治上獨裁專制，經濟上高壓管制的 30年。

所以也是充滿了韓國人血淚的 30 年。但是在回想這三十年的時候，我認為韓國

人並不會因此就只將那 30年評定為黑暗與邪惡。因為那樣做就是念完經打和

尚，那樣做就對不起種樹的前人。我認為韓國人也不會罵自己的父輩愚昧無

知，在那樣的壓迫之下還不知道維護自己的人權。沒有他們揮汗如雨，何來你

們錦衣玉食？ 

 

同樣對比自己也可以看到，解放後 30年內我們國家做的事情，卻在被淡忘，甚

至被否定。提起改革開放之前的 30年，大家想到的通常只有反右、大躍進、大

饑荒、文革、黑暗專制愚昧無知……但是正是這三十年裡，中國有了自己的石

油工業、鋼鐵工業等幾乎全部的現代工業體系。中國終於能夠自己生產汽車、

拖拉機、飛機。還有那不計其數的橋樑、公路、鐵路、電線。娼妓消失了，鴉

片消失了，駐紮中國的外國軍隊消失了，操縱中國經濟的外國資本也消失了。

中國人的人均預期壽命大幅提高[30]。而最值得一提的是：文盲率大大降低。

（一個小小的例子：我自己老家是溫州的農村。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均出生于解

放前。在他們當中，除了爺爺以外全都是文盲。而我的父母親及父母親的姐妹

都出生于解放後，他們當中一個文盲都沒有。） 

 

如果沒有這一切，能想像後來改革開放會取得那麼大的經濟成果嗎？不能想

像。如果連國企都沒有，談什麼國企的私有化改革？如果全國除了極少數人以

外都不認字不識數，因而也就不會簽合同不會算帳。怎麼改革？怎麼開放？怎

麼搞市場？ 



 

前人種的樹不能否定。如果我們學不會這第一點，也就學不會更重要的第二

點：要有做種樹人的覺悟！ 

 

人並非生而平等的。有的人生在亂世，有的人生在治世，有的人生在盛世。這

找誰說理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運。你如果是五六十年代的韓國工人，想像

今天的韓國人那樣有冰箱有電視吃香的喝辣的。行嗎？門兒也沒有。國家沒那

麼多錢付你工資。你不想幹了？除非你願意餓死，否則你就得進血汗工廠去掙

你的飯轍。那些化工廠裡噪音大，藥品毒，工資低，工時長。如果你不想被這

種環境下的職業病害死，那你就得等著餓死。實在忍不了想逃離這個國家？過

三八線時雙方的槍口都對著你，斃你沒商量。 

 

這是殘酷無情的現實。要想實現韓國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富強，必須有至少一代

人甚至好幾代人要付出這個犧牲。這在蘇聯，在日本都有過相同的經歷。中國

可以免掉這個過程嗎？不可能。中國的這個過程已經結束了嗎？恐怕未必。 

 

我想在本文中已經展示了韓國的昨天與我們的今天很多驚人的相似性。因此我

想有理由期待韓國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當然……接下來的結論恐怕不那麼

好接受——但必須承認我們這代人很可能還將是要做出犧牲的一代種樹人。 

 

所以，對於國家來說，今天還是要大力提倡奉獻精神，儘管這在今天已經被很

多人嗤之以鼻。對於我們這一代的個人來說，別因為中國和發達國家還有差距

就怨氣沖天。通過與韓國發展史中各階段的現象做對比，我們可以看到，畢竟



今天的中國還沒有到可以舒舒服服乘涼的時候；但如果我們努力種樹，我們在

有生之年還是很有希望看到乘涼的那一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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