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触碰美国最核心利益的国家，不是遭到军事打击，就是遭到严厉制裁；不是发生动荡，
就是发生经济或金融危机。这种规律一再被验证，难道这仅仅是巧合吗？
■自从欧元问世，针对欧洲或围绕欧洲发生的战争、动荡、金融危机一直连绵不断。当欧洲
和欧元一起在战栗中呻吟，美元已经王者归来。这一点正是对美国最有利的结果。
■从历史来看，一个国家要想坐上霸主地位，就必须高效率地完成“把金钱转化成财富，再
把财富转化成力量”的过程，否则，这个强国一定难以长久维持其霸主地位。
第1章
一场血腥的货币战争
债务是带血的主线。如果弄清了债务主线在未来趋势中的作用，就等于借助了一双洞悉世界
格局和发展趋势的慧眼。
美国与欧洲在债务问题上赛跑：谁的债务危机推迟爆发，资金就会逃向谁，对谁就越有利，
而美国在金融领域的强势能力是远胜于其军事打击能力的。因此，欧债危机的爆发，其实有
其必然性。
在英镑成为全球霸主之前，中国最早发展起来的纸币曾经有成为世界货币的机会，但被中国
白白丧失。之所以反思这段历史，是因为有些错误中国现在还存在，而有些策略欧美现在还
在坚持，只是方法上变通了一些而已。
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时代，金融的独立性显然是不被容忍的，这就意味着，强势纸币只有在权
力受到严格制约的地方才能诞生—这个条件被绝大多数金融学家所忽视。
碰者死：美国的核心利益
欧债危机犹如密布的乌云，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这个世界，影响着中国，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影响着我们的工作、投资：决策者发现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了，能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余地变
小了；贸易商发现生意越来越难做了；房产商发现房子不好卖了；就业者发现工作岗位减少
了，竞争更激烈了，而投资者则因为股票不断下跌蒙受损失„„
欧债危机已经成为这个世界挥之不去的阴影，整个世界似乎都在因它而战栗不止。
这场危机的根源在哪里？真相是什么？它的杀伤力为何如此巨大？这场危机的最终结局将
怎样？我们该如何应对？对于我们来说，这场危机除了巨大的风险以外，有没有可以把握的
机会„„
这一切问题，都需要从头慢慢剖析。
我们首先从外部因素来分析欧债危机，对这场危机的必然性，以及欧债危机之后与中国相关
危机的必然性，有清晰的认识。
在研究美国战略的过程中，我最大的感悟是：美国绝不能容忍他人触碰自己最核心的利益，
这是一条真正意义上的底线。凡试图触碰者，美国必重拳回击，甚至不惜置其于死地。
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当今世界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内在联系；如果理解了
这一点，则有助于我们发现更好的切入点，找到那条决定趋势的主线—这条主线不仅有助于
我们认清过去，产生豁然开朗、醍醐灌顶的感觉，对未来的发展趋势了然于心，也有助于我
们更好地规避风险、把握机会。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这种超级强大不仅体现在军事方面，更体现在金融方面—
后者的威力要远远大于前者。
因此，
研究欧债危机，就要先从美国的核心利益这条主线入手。
那么，美国的最核心利益是什么呢？
对于全球绝大部分国家而言，其位居第一的核心利益基本都是确保领土完整，而对于美国，
这一点则退居其次 1。
第一，从地理位置来看，美国是一个边界地缘非常简单和纯粹的国家，西临太平洋，东临大

西洋，周边只有加拿大、墨西哥两个邻国，算上与阿拉斯加 2 隔着白令海峡相望的俄罗斯，
也才三个邻国，而且，美国与这三个邻国之间都没有领土纠纷。
第二，美国不仅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即使从历史来看，也从来没有哪个帝国像美国
这样，对世界产生着如此大的控制力。其军事、科技、文化等综合实力，古今中外，没有任
何一个国家能达到这种高度，可谓登峰造极。
美国所拥有的这种强势地位，从表面上看，是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造就的，
实际上则是与美元霸权互为基础构建起来的。从历史来看，一个国家要想坐上霸主地位，必
须高效率地完成“把金钱转化成财富，再把财富转化成力量”的过程，否则，这个强国一定
难以长久维持其霸主地位。
正是美元霸权带来的对世界财富的操纵，才使得美国有足够的财力发展军事力量 3，大搞科
技创新，而其优良的制度体系又最大程度地确保了合适的人坐在合适的位置上，每一分钱都
真正用到刀刃上。美国资源配置的优化程度是其他很多国家无法相比的。
美国的核心利益是美元。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不单纯是为了国防需要（当今世界，没有一个
国家敢侵略美国）
，也不是为了开拓疆土（美国没有侵略他国领土的野心，这一点有别于俄
国等以往帝国的做法）
，美国保持强大军事实力的最根本目标之一便是为了确保美国的核心
利益—美元不受到任何威胁。只要保持美元的强势地位，就确保了美国对世界金融的操纵能
力，就确保了美国高效率地把这种操纵权转化成力量的先机。
由此可知，欧元在 1999 年 1 月 4 日正式挂牌交易，同年 3 月 24 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就
开始对南联盟进行了长达 78 天的轰炸，导致欧元一路下滑，2000 年 10 月 26 日，欧元兑美
元创出 0.822 5 的历史低点。货币要保持强势，条件之一就是必须要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作为
支撑，而美国对南联盟的军事打击，
给世界发出了最醒目的提醒：欧元的周边环境并不稳定。
美国对其核心利益的强力维护，透过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两场战争更容易看明白。这两场战
争即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又称美伊战争或第二次海湾战争），两场战争的结果截然不同。
1990 年 8 月 2 日至 1991 年 2 月 28 日，以美国为首的由 34 个国家组成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
进行了军事打击，重创伊拉克军队，迫使伊拉克不得不接受联合国 660 号决议，从科威特撤
军。如果美国趁势推翻萨达姆政权，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但美国并没有这样做。
伊拉克战争就完全不同了。2003 年 3 月 20 日，以美国和英国为主的联合部队正式宣布对伊
拉克开战，此役不仅将萨达姆政权的军事力量摧毁殆尽，而且连萨达姆本人也被抓捕并绞死。
二者的区别之处在哪里？
海湾战争的起因是伊拉克侵占科威特，伊拉克这样做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还债！八年的两伊战
争，让伊拉克负债累累：战前还拥有外汇储备 370 亿美元，战后就变成了负债 700 多亿美元
的债务国。4 伊拉克想通过吞并科威特，不仅把对科威特的欠债一笔勾销，而且可以通过控
制科威特的石油资源，偿还自己所欠其他国家的债务。
伊拉克战争则是由于伊拉克直接触犯了美国绝对不能容忍触碰的最核心利益美元所致。
2000 年 9 月 14 日，在伊拉克内阁会议上，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决定由一批经济学家成立一个
专门委员会，来研究放弃美元，改用欧元或其他货币进行结算和外贸的可能性。该委员会随
后向政府递交了可行性报告。9 月 25 日晚，萨达姆总统召开内阁会议，正式通过了这一决
定。9 月 26 日，伊拉克财政部长希克马特易卜拉欣阿扎维宣布，伊拉克将停止一切使用美
元结算的交易行为，改用欧元或其他货币。希克马特易卜拉欣阿扎维在声明中说，伊拉克之
所以决定放弃美元，是因为美元已经成为美国赖以主宰地区和国际政治与经济事务的一个支
柱。声明呼吁世界其他国家也采取这一做法，以抗击美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中的霸权地位。
伊拉克的这一举动立即引起美国的高度警觉和愤怒，因为这是第一次有国家如此明确地要挑
战美元的地位，这直接触及美国最核心的利益。5
美国与海湾国家在 1974 年达成“石油只用美元”结算的协议，不仅用石油取代黄金变成美

元的新“锚”
，确保了美元的霸主地位不受威胁，而且获取了石油的定价权，从而形成了现
行的“石油-美元”的贸易结算机制，使能源的所有权与定价权相分离。美国进而以此为契
机，从货币与能源两大领域入手，重塑并且牢牢掌控了全球的政治经济新秩序。而伊拉克要
挑战的，恰恰是美国操纵世界以确保自身获取利益最大化的最重要的基石。
由于伊拉克的声明并没有透露伊拉克何时正式实施这一决定，而且欧元羽翼未丰，因此，美
国并没有立即动武。
看到伊拉克做出如此大的动作竟然风平浪静，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便宣布了更明确的计划。
2001 年，委内瑞拉计划改用欧元作为石油结算，并用欧元作为储备。2002 年 4 月 12 日，
委内瑞拉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政变，查韦斯被废黜。非常具有戏剧性的是，噩运与幸运之神同
时落到查韦斯头上，命大的查韦斯两天后重新回到总统的位置上，查韦斯指责美国是这场政
变的“黑手”
。这场政变也让查韦斯变聪明了，此后，虽然他喊得很凶，但直到 2005 年，委
内瑞拉央行美元和黄金在外汇储备中的持有比重还是高达 95％6。
局势到 2003 年发生了重大变化。
2003 年 1 月，萨达姆向全世界呼吁：所有石油需求国在向海湾国家买油时，不要再用美元，
用欧元或者用其他货币都可以。此时的欧元已经走出刚问世后衰弱的阴影，羽翼逐渐丰满，
对美元造成的威胁与日俱增。萨达姆的倡导无疑是在断绝美国的后路。两个月后，美国以伊
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对美国而言，萨达姆倡导用欧元取代美元简直就等同于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
2003 年 6 月，伊拉克的石油销售重新以美元计价。
因此，很多战略分析家在分析伊拉克战争的时候，认为美国意在控制伊拉克的石油，这个结
论有相当大的局限性。从美国的核心利益角度分析，其目的是通过战争，阻止欧元的扩张，
确保美元的地位不被削弱。此役之后，美元才可以更大胆、更快地步入贬值轨道，稀释美国
快速增加的债务负担（在此特指实际债务负担）
。
事实上，凡是触碰美国最核心利益的国家，不是遭到军事打击，就是遭到严厉制裁；不是发
生动荡，就是发生经济或金融危机。
当这种规律一再被验证，我们还认为这仅仅是因为巧合吗？
欧元触碰了美国的底线
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自从欧元问世，针对欧洲或围绕欧洲发生的战争、动荡、金融
危机一直连绵不断。战争：1992 年 4 月～1995 年 12 月的波黑战争，1996～1999 年的科索
沃战争，2011 年推翻卡扎菲政权，再到随时可能展开的针对叙利亚、伊朗的军事打击，美
国的对手逐个被改换政权；动荡：始于突尼斯的阿拉伯之春，逐渐蔓延到埃及、利比亚、也
门，一直到叙利亚，至今没有停息；金融危机：从冰岛危机到迪拜危机，再到欧洲债务危机，
逐渐深化和蔓延，不仅成为让欧洲惶恐不安的魔咒，也成为全球挥之不去的阴影。
当欧洲和欧元一起在战栗中呻吟，美元已经王者归来。这一点正是对美国最为有利的结果。
在美国财政赤字急剧攀升、饱受债务压力的情况下，欧洲的债务危机越早爆发、越恶化，越
有利于美国将全球的注意力转移开，促使资金回流美国，从而为美国带来亟须的资金，也为
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
债务是带血的主线。如果弄清了债务主线在未来趋势中的作用，就等于借助了一双洞悉世界
格局和发展趋势的慧眼。因为债务危机，任何博弈的底线都在下移。这就是债务危机的特点。
7

具体到欧美债务问题，我们可以理解为美国与欧洲在债务问题上赛跑：谁的债务危机推迟爆
发，资金就会逃向谁，对谁就越有利，而美国在金融领域的强势能力是远胜于其军事打击能
力的。
因此，欧债危机的爆发，其实有其必然性。2008 年，笔者在《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

变世界》一书中写道：
美国次贷危机，像一只巨大无比的蝴蝶，对着欧洲，拼命地煽动着翅膀，即使这次危机逃过，
下次危机不久后还会到来。欧盟，能够一直抗衡下去吗？2000 年，欧洲议会制定了“里斯
本议程”
，确定到 2010 年把欧盟建成“世界上最有竞争力、最有活力的知识经济体”
。这一
目标，何尝不是亮出了美欧决战的日期？
2010 年，恰好是欧债危机全面恶化之时，这场危机必然到来。
欧元的问世至少在五个方面 8 对美国的最核心利益构成了威胁。
欧元对美国构成威胁的第一大原因是结算货币—定价权的削弱。结算货币是指世界上认可度
高的货币，如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都是结算货币。但是，日元、英镑在与美元的博
弈中都已败北，对美元构不成任何威胁。欧元的问世，则打破了美元一统天下的强势地位，
因为欧元是一个集合体，依托的基础是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这样的欧洲强国，它们
在制造业、金融业等方面互补，从而形成不可忽视的竞争力。由于欧元提供了一种能够替代
美元的结算货币选择，故而它势必会削弱美元的传统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结算货币的地位与定价权的掌控程度是相伴的，如果美元的结算货币地位被
削弱，这同时意味着，美国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定价权被削弱，如果定价权被削弱，美国
将不能再自由地操纵大宗商品等价格的走势。
定价权是如此重要。郎咸平教授指出：别人称我们是制造业大国，我们的制造，只不过是国
际产业链分工里利润最薄的一环。制造以外的产业链其他环节，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
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和零售，都在人家手里，到最后会是什么结果？那就是原材料的
定价权由别人掌控，出口销售价格也由别人掌控，这个制造环节，放在中国还要破坏我们的
环境，浪费我们的资源，剥削我们的劳工。我们辛辛苦苦创造出的利润，就这样被别人吸光
了。9
欧洲一些国家走到一起，推出欧元的目的就是为了抱团取火，挑战美元的霸主地位。伴随着
欧元的问世，欧洲的态度越来越明确，也越来越让美国不安。
早在 2002 年 6 月，俄罗斯与德国，就开始研究用欧元作为俄罗斯向德国出口石油的结算货
币。媒体做了以下报道：
德方认为这可能是石油贸易的一场革命，因为迄今为止全世界的石油交易几乎全都用美元结
算。俄方对此的考虑是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性。双方的政治家和银行家打算在一个或几个交易
所为俄罗斯的石油创建用欧元结算的期货交易，使双方都能从中受益。对德国来说，一方面
有利于使进口石油价格保持相对稳定，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对 OPEC 的依赖。在过去的几年，
德国每年进口的石油已达 1.05 亿吨，从俄罗斯进口的量约占进口总量的 30％。对俄罗斯来
说用欧元结算可以提高其石油收入的稳定性。10
俄罗斯与德国的带头示范作用，引发了其他相关国家的跟进。比如，伊拉克、伊朗等国，纷
纷选择用欧元作为结算货币。也正是因为俄罗斯的带头大哥作用，提醒美国进一步加强对海
湾石油的控制权，以更好地操纵油价，而这一点正是美国能够在经济上有效打击俄罗斯的利
器！
美国强化石油控制权主要是通过对海湾国家政权的巨大影响力来实现的。如果伊拉克战争让
海湾国家臣服美国的话，那么阿拉伯之春则使海湾国家彻底对美国言听计从。
从伊拉克战争开始，环绕欧洲的战争、动荡、危机不断，这延缓、阻碍了欧元的扩张步伐，
时至今日，欧元对美元结算货币地位的挑战，仍然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
欧元对美国构成威胁的第二大原因是铸币税。所谓铸币税，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发行货币所

获得的收益或利润，通常是指所发行货币的成本与货币面值之差。比如，发行一张 100 美元
的现钞，印制成本只需要 2 美分，其余的 99.98 美元即为铸币税，也就是说，货币发行主体
只需要花费 2 美分印制好一张 100 美元面值的现钞，就可以换取价值 100 美元的商品。在电
子货币时代，连印制纸币的成本都省下来了。
铸币税是一种庞大的收益。美国平均每年能获得约 250 亿美元的铸币税收益，自第二次世界
大战以来累计收益在 2 万亿美元左右 11。
美国获取的收益并不仅限于此。在美国之外做“体外循环”的这部分美元，其基础货币量是
美国通过国外购买或投资输出的，这部分美元虽然是美国的负债，但由于经济交易、结算和
支付所需，其他国家一直并不行使对它的要求权，所以这部分美元相当于给美国提供了一笔
无息贷款，贷款额就是在美国之外做“体外循环”的美元基础货币量。2003 年，美元在国
外流通的基础货币总量约为 4 319 亿美元，
美国当年由此节约的利息支出达到 216 亿美元（利
率设定为 5％）
。此项好处得到了美国官方的认可，例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以下简称
美联储）曾认为，在国外流通的 3 000 多亿美元就像是提供给美国政府的一笔无息贷款，美
国每年因此可以节约 150 亿～200 亿美元的费用。因此，为了满足全世界对美元现钞的需要，
美国建立了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法兰克福、伦敦、苏黎世，再到中国香港、新加坡的全球美
钞配送中心。12
欧元对美国构成威胁的第三大原因是通货膨胀税。如果货币发行主体出于弥补财政赤字、金
融救助等原因不断增发纸币，就会降低人们手中所持货币的购买力，这相当于悄悄对货币持
有人征收了一种隐性税收，所以被称为“通货膨胀税”。美元的强势地位意味着，美国可以
对全世界征收通货膨胀税。
通货膨胀税是对储备货币的最大价值回报，通货膨胀税的基础是货币的全部现货。换言之，
美联储可以创造美元而没有任何价值支持，因为美联储有发行美元的权利。
假定美国长期通货膨胀目标是 2％，每个公民除了缴纳联邦税和各州税以外，美联储有权对
其公民所持有的每 1 美元征收 2％的持币税，这和强盗没什么两样。假定美国流通领域的
M2
（广义货币供应量）
是 9.8 万亿美元，2％的通货膨胀意味着美联储每年可以凭空发行 1 960
亿美元，既没有任何真金白银的支持，也不需要创造商品、服务等任何经济价值。
美联储可以按照其愿望发行更多的美元，没有人可以拒绝这种权利的诱惑—毫不奇怪，美联
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采取了高通胀政策。假定从长远来看，年 GDP 的增长率应该等于货
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任何超过 GDP 的货币供给都会造成通货膨胀，也就是说，美联储的高
通胀政策和造假钱没有什么不同。13
欧元对美国构成威胁的第四大原因是外汇储备。外汇储备又称为外汇存底，是指一国政府所
持有的国际储备资产中的外汇部分，即一国政府保有的以外币表示的债权，是一个国家货币
当局持有并可以随时兑换外国货币的资产。
对美国而言，其他国家或经济体储备的美元越多，美国收益越大。但是，欧元问世后，美国
近乎独享（日元、英镑和瑞士法郎所占比例非常小，不足以对美国构成威胁）由此衍生出来
的各种收益的垄断地位被打破。
在欧元问世后不久的 2002 年第一季度，欧元就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储备外汇（欧元问世
以前，在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原有欧元参与国的货币占到 19％）。14
1995～2001 年，美元比重从 59.02％升至 72.69％，而后在 2001 年后逐步降至 62.48％，欧
元则从 8.54％大幅升至 26.99％，日元从 6.78％降至 3.41％，英镑从 2.12％升至 4.74％，瑞
士法郎一直在 0.2％左右徘徊，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其他货币则从 4.78％降至 2.21％。其次，
全球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01～2008 年，美元比重逐步下降，欧元
比重缓慢上升，英镑比重显著上升，日元比重明显下降。一些研究者断言：
“欧元取代美元，
15
英镑取代日元，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

近年来，中国基本处于全球最大外汇储备国的地位，成为最直接的被掠夺者。中国人民银行
在 2012 年 4 月 12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2 年 3 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 3.3 万亿
美元。其中，大约 2/3 是美元。我们知道，美元自 2001 年进入此轮贬值周期，而在这一过
程中，中国的外汇储备持续增加，这就意味着，中国白白替美国交了大量通货膨胀税。
中国历年外汇储备如表 1-1 所示。
表 1-1 中国历年外汇储备
年份
金额（亿美元） 年份
金额（亿美元）
2001
2 121.65 2007
15 282.49
2002
2 864.07 2008
19 460.30
2003
4 032.51 2009
23 991.52
2004
6 099.32 2010
28 473.38
2005
8 188.72 2011
31 811.48
2006
10 663.44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官方网站，http://www.safe.gov.cn。
2011 年 5 月 5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财政金融室主任张岸元撰文指出：一种
流行的说法，是中国外汇储备对外投资收益可观，年收益率在 3％左右，管理水平在各个主
权财富基金中居领先位置。但是如果综合考虑汇率损失，中国人民银行持有外汇资产的损失
极为惊人。将每年外汇储备增量以当年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测算换汇成本，再以升值后不
同的汇率水平测算汇率成本，到 2010 年年末，2003 年以来每年增加的外汇储备已经发生的
汇率损失达 2 711 亿美元。如果未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跌到 6.0 以下，那么 2003 年以来增加
外汇储备的汇率损失将攀升到 5 786 亿美元。
张岸元指出，这一损失肯定无法通过外汇对外投资收益弥补，除了中央银行，不会有任何一
家商业性机构干这种赔本买卖。以上只是一个粗略的测算，但即便做更加翔实的分析，也不
会颠覆“汇率损失巨大”的结论。
张岸元测算的是外汇储备的汇率损失，如果加上美国超发货币稀释掉的实际购买力，那么，
中国外汇储备的损失将更加惊人。
与中国的损失对应的就是美国的收益。当欧元也成为储备货币时，它必然从美国手中切分一
份蛋糕，当前，欧元份额从 8.54％大幅升至 26.99％，蚕食掉的基本上是美元的份额，这对
美国来说，显然是不能容忍的。
欧元对美国构成威胁的第五大原因，也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债券资源的争夺，及对债务
的自由稀释便利。
债券资源的争夺为何如此重要呢？
不妨用一个具体例子加以说明。中国老百姓生产的产品，以 100 美元的标价卖给了美国，美
国印 100 美元钞票给中国，美国获取了 99.98 美元的铸币税。而后，美国再把中国这 100 美
元借走，继续购买中国的商品，或者在美国国内做投资，获取远远高于其所付利息的收益。
同时，美国通过增发货币，把欠中国这 100 美元的购买力给稀释掉，假如稀释 50％，就意
味着，美国偿还 50 美元外加利息就行了。
通过这种游戏，美国的经济对中国构成了一种掠夺性的平衡—美国以转移中国人财富的方式，
实现了自己经济发展的平衡。
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其中扮演着最重要角色的就是美国的消费，其私人
消费在 GDP 中的占比超过 70％。假如美国人消费动力下降，美国经济的增速就会下降，要
维持这种动力，就要靠举债。因此，美国属于债务依赖性国家。
问题在于，欧洲也在逐渐变成债务依赖性国家。由于老龄化、经济增长缓慢等因素，导致创

造的财富无法维持高福利，需要向外举债维持这种日益危险且日益艰难的恐怖平衡。
1999 年 1 月，随着欧洲货币区的启动，欧洲政府债券市场在发行规模和发行数量上成为世
界上最大的政府债券市场。截至 2005 年 6 月，欧元区政府债券市场几乎是美国政府债券市
场的两倍—3.4 万亿欧元对 1.8 万亿欧元。16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世界外债发行数量最多的前十个国家，包括美国、七个
欧洲国家以及亚洲的日本和澳大利亚，这十个国家对外发行的债券占全球的 83.8％，其中欧
元区各国债券市场加总后的规模占全球的 45％，超过美国的份额（32％），这无疑是对美国
债务依赖体系的最大挑战。17
美元与欧元争相举债，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二者的资产负债表呈现恐怖性增长。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总规模从 2007 年 6 月的 8 993 亿美元上升到 2012 年 3 月的 2.9 万亿美元，
而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在 2012 年 3 月则达到 3.96 万亿美元，总规模比美联储多出 1/3，
而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也才 2.3 万亿欧元。
因此，美国与欧元国抢夺“举债”资源，从本质上看，是要维持一种恐怖的平衡，这种平衡
所蕴含的巨大风险，则是由全世界承担的。美元、欧元作为世界上位居前两位的两大货币，
存在着不共戴天的竞争关系。这意味着，美国必然“帮助”欧洲引爆危机，通过把欧洲置于
危机的旋涡，削弱欧元的影响力，强化美元的地位。美国的战略思路就是：在不能比竞争对
手做得更好的情况下，让对手做得比自己更差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18
从债务的角度来看，不论是欧洲还是美国，都面临着庞大的债务负担，这种负担随时可能演
变成债务危机，欧洲与美国，谁的债务危机先引爆，谁就首先面临着资金抽逃问题，另一方
就会成为直接的受益者：不仅能够遮掩或者让危机爆发的时间延后，而且可以通过吸引庞大
的资金来填补流动性缺口，促使经济复苏，减少甚至消除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源。
因此，笔者特别强调，美国与欧洲其实是在债务危机的起跑线上竞争，谁跑赢对方，谁就能
成为最直接的受益者。这一点本身就决定了债务危机爆发的必然性和残酷性。
为了更好地阐述美欧对决的必然性，也为了更清楚地洞悉欧债危机及未来债务危机的趋势，
我们有必要追溯欧洲财富的累积、美元打垮英镑、欧元问世等源头，透过其间的血腥博弈，
更好地洞悉大棋局、把握未来的大趋势。此外，对这些历史的深刻的、多角度的反思，对中
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非常宝贵的借鉴价值，而对个人，则如同打开了一扇透视世界、
把握未来机遇的窗户。
中国痛失的货币霸权
任何一国的货币，若它能够独霸全球，成为一个时代的骄子，一定有其必然性。
在英镑成为全球霸主之前，中国最早发展起来的纸币曾经有成为世界货币的机会，而且这种
机会可谓唾手可得，但中国白白丧失了这一机会，而此后欧洲的崛起、英镑率先成为世界货
币，也与中国丢掉的机会密切相关。之所以反思这段历史，是因为有些错误中国现在仍然存
在，而有些策略欧美现在还在坚持，只是方法上变通了一些而已。
中国货币成为全球霸主的机会，从宋代开始就已逐步具备，一直延续到清初。
中国在宋朝已经是世界上位居第一的强国。北宋时期，中国 GDP 总量为 265.5 亿美元，占世
界经济总量的 60％，北宋时中国人均 GDP 为 2 280 美元，当时，西欧人均 GDP 为 427 美元，
经过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人均 GDP 为 1 250 美元。19
要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仅仅经济增量增长还不够，按照伦敦学派 20 的观点，还必须
具备“将财富转化为力量的能力”
。
培养上述这种能力需要具备两个最基本的因素。
首先，要成为世界强国必须具有对海洋资源的控制、利用能力，以及利用海洋实现最佳资源
配置，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能力。从历史来看，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到现在的
美国，它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强国，无不与其对海洋资源的强大控制和利用能力有关。

现在仍然如此。美国政治地理学家索尔伯纳德科恩指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进口国与出口国，
八国集团成员（G8）都是海洋辖区国家—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
大和俄罗斯。中国没有成为海洋辖区国家中的一员（像当初麦金德、斯皮尔克曼以及理查德
尼克松所预测的那样）
，尽管它在过去的 25 年里已经迅速成长为一个贸易国家。对大陆导向
的中国人来说，山脉和草地而非海洋，才富有对精神灵魂上的神秘吸引力。21
中国在宋代的造船技术就已经非常先进。据周去非《岭外代答》和赵汝适《诸蕃志》的记载，
与宋通商贸易的有 50 多个国家。当时，中国的船只不但以其制作坚实而著称，更重要的是，
还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航海技术，
“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22。
中国的造船技术发展到 1405 年 7 月（明永乐三年）郑和下西洋时，已经到了让世界只能仰
视的地步：郑和航海宝船最大的长 44 丈 4 尺，宽 18 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折合现
今长为 151.18 米，宽 61.6 米，可容纳千人。23 当时明朝在航海技术、船队规模、航程距离、
持续时间、涉及领域等方面均领先于同一时期的西方。24
据研究者估计，郑和下西洋促进的贸易往来，为明朝政府带来的利益，至少合黄金二三十万
两，白银千万两，是宋元市舶司 25 收入的十几倍。26
然而，明朝不仅没有利用这种海洋优势为中华民族拓展生存和发展空间，获取更大利益，而
且反而实行海禁这种近乎“自宫”的政策，导致海外贸易萎缩，令人扼腕叹息！
有关这一历史的研究，海外学者的研究结论提供了新的思路。
中国的海上扩张，尤其是 1403 年郑和主持的海上扩张活动，在 1434 年戛然而止。先前的
扩张和后来的收缩无疑与中国同大陆西北部的蒙古人及其他民族的关系相关，也与明朝迁都
相关。明朝迁都到靠近边境的北京，是为了更好地对付蒙古人卷土重来的威胁。1411 年，
大运河重新开通，主要用于从长江流域的生产和人口中心，向遥远的北京和边境供应大米，
由此减少了对沿海海上商路、航海商人和海军的依赖。南方海上利益集团与北方大陆利益集
团之间的政治经济冲突越来越有利于靠后者的方式解决。与此同时，沿海的日本和中国海盗
走私活动日益猖獗，反而加强了内陆利益集团的势力，导致了当局对海上商业活动的进一步
限制。直到 1567 年，迫于南方尤其是福建有关利益集团的要求，这些限制才被放弃。27
随后，清军入关，清朝政府实行更为严厉的海禁措施。清初，政府出于对海上抗清力量的封
锁与防范，实施海禁政策，禁止官民私自出海，违禁者处死，并要求在海边“或筑土坝，或
竖木栅，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
。后来更是强行迁徙沿海居民进入内地。康熙年间又“迁
海岛及海滨居民于内地五十里”
，将房屋全部焚毁。28
自此，中国占据海洋强权地位的机会完全丧失。
除了海洋因素，世界强国得以建立并长久维持的另一必备要素是货币的扩张能力。
早在 15 世纪，葡萄牙就因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打通了与东方的贸易通道，从而一跃成为世
界强国，但无论是葡萄牙还是后来的西班牙、荷兰，都没有能够维持住自己的霸权地位，而
随后的英国却发展成为“日不落帝国”。根源就在于：英国借助强权实现了货币的扩张，并
将货币转化为力量，进一步强化并深化了其霸权地位，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没有做到
这一点。
在翻阅了大量史学、金融学著作后，笔者认为，纸币扩张，让本国货币尤其纸币成为世界性
货币是走向超级强国的强大基础。
中国曾经有许多很好的机会，但都丧失了。
早在宋代，政府铸造的铜钱就源源不断地向海外诸国流去。在与海外诸国的贸易中，“蕃夷
得中国钱，分库藏贮，以为镇国之宝。故人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由
于铜钱大量流往国外，导致宋朝出现钱荒。此后，“禁铜之令一再申明，而铜币之外流则无
从遏止”
。
原因是当时与宋朝贸易的国家商品经济不发达，货币流通少，制造的钱币也很少，有的甚至

还没有开始铸造钱币，加之当时这些国家的物价低于宋朝，而货币总是向货币流通量少、物
价低廉的地方流动。宋代铸钱量与日俱增。宋太宗至道年间铸钱 80 万贯，宋真宗咸平二年
增至 125 万贯，景德末年 183 万贯，到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达到 506 万贯。铜钱铸造成
倍增长，需求量也在快速上升。
由于外国对铜钱的热爱过于强烈，以至于宋朝的铜钱走私活动非常猖獗。29
这实际上给宋朝货币走向世界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起源于唐宪宗时代的飞钱的
纸币，在宋朝已经开始正式发行，这是迄今为止所知的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宋朝时发行的纸
币多用楮皮纸制成，称为“楮币”
。
然而，纸币与金属货币相比，更不容易获得人们的信任，因为在当时，金属货币本身所代表
的价值与其自身固有的价值非常接近，甚至有时金属货币所含金属的价值高于它所代表的价
值，以至于民间有动力私自把铜钱融化成铜。
因此，纸币要获取人们的信任，首先必须保证其币值的稳定。中国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却没有能够像后来的英镑、美元那样流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缺少确保币值稳定的制度保
障，货币贬值过快，还没有得到世界认可即已经在本国被抛弃！
南宋政府之所以推行纸币，一个极其错误的想法是，打算通过这种做法去解决财政上的困难。
这个错误想法一旦付诸实践、变成了现实，南宋君臣们便日益堕入纸币的深渊，蒙受了灭顶
之灾。
楮币开始印制发行时是 300 万贯，稍后即增至 600 万贯、700 万贯，到宋理宗时，猛增 65
倍，达到 6.5 亿贯。由于发行量猛增，币值狂跌，楮币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日益下降，“楮
贱如粪土”
，物价成为脱缰之马。到南宋以后，楮币泛滥成灾，物价上涨了 170 倍。30
假如宋朝政府在发行纸币以后，能够确保纸币的币值基本稳定，那么楮币比后来的英镑更容
易成为世界货币。但是，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时代，金融的独立性显然是不被容忍的，这就意
味着，强势纸币只有在权力受到严格制约的地方才能诞生—这个条件被绝大多数金融学家所
忽视。
纸币在明朝时得到发展，却由于同样的原因被人们唾弃。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 年）
，明朝
政府开始发行大明宝钞，这是明朝官方发行的唯一纸币，贯行于明朝 270 多年。大明宝钞以
桑皮纸印制，只发不收，致使市场上流通的纸币越来越多，泛滥成灾，通货膨胀日益严重，
到正统九年（1444 年）
，米价涨到宝钞 100 贯，大明宝钞已不能通行，“积之市肆，过者不
顾”
。正德年间，宝钞实际已经废止。此后，明朝不再发行纸币。31
明朝以著名政治家、经济学家丘浚（与海瑞一起被誉为“海南双壁”）为代表的官吏，一直
对纸币进行非常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印发纸币的成本不过三五钱，却当千钱使用，违背了
商品买卖“必物与币两相当值”
。丘浚认为，纸币是人君“设为阴谋潜夺之术，以无用之物
32
而致有用之物，以为私利” ，其实说的就是铸币税。
这种认识为纸币在中国古代王朝的衰落提供了理论依据。
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
，张居正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的赋役
制度，使中国重回银本位制。这一事件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远远超过它对中国自身历史
进程的影响！此后英镑崛起也与这一事件密切相关。
明代以前，缴纳赋税要折算成实物，而一条鞭法施行后，田赋、徭役和其他杂税一律折成银
两缴纳。一条鞭法上启唐代的两税法，下启清代的“摊丁入亩”，是中国赋役制度的一件大
事。赋役征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
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33 国人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基本上停留在这一点上，而没有从货币
层面去看它。
一条鞭法不仅确立了中国的货币财政制度，同时，也正式承认了白银的本位货币地位。它标
志着纸币制度在中国的失败和银本位制度的确立，中国对白银的需求量从此直线上升—世界

格局因此而发生改变。
这一结论是国外学者首先得出的。
中国对白银的需求量大，一是因为中国当时的生产和出口在世界经济中具有领先地位，中国
长期保持的出口顺差主要是通过外国人用白银偿付来解决的。二是一条鞭法的税制演变成完
全用白银缴纳。正是中国对白银的公共需求、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和生产力以及由此产生的
出口顺差，导致了对世界白银的巨大需求，并造成了世界白银价格的上涨。
因此，柏林和吉拉尔德兹说：
“如果没有近代早期中国向以白银为基础的社会转变，欧洲和
中国就不会有同样的价格革命，也不会出现一个西班牙帝国（它是靠出售白银而得以生存
的）
。
”这种说法并非耸人听闻„„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哥
伦布以及在他之后直到亚当斯密的许多欧洲人都清楚这一点。34
世界有多少白银蜂拥到中国？
法国学者皮埃尔肖尼（Pierre Chaunu）认为，在新大陆发现后的很长时间内，产额占全球总
额 80％的美洲白银，约有 1/3 强，由美洲经太平洋运往菲律宾，并经大西洋运往欧洲，再
转运至亚洲，而其中大部分最后流入中国。法国学者谢和耐（Jacques Gernet）则认为，
1527~1821 年，自美洲银矿采炼得来的白银，至少有一半流入中国。35 在 1500～1800 年的
300 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估计超过了 7 万吨。36
日本的白银产量同样大量涌入中国。
从 16 世纪初开始，日本积极开发金银矿，到 16 世纪末，
其白银产量已占到世界总产量的 1/4。37 其中的绝大部分直接或间接流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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