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古典贸易理论

“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时时谨守这一原则。在价值
上，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多。”
——托马斯·孟
（《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1664 年，中译本，1965 年，第 4 页）
世界贸易的持续扩张，在欧洲和北美洲伴随而生的政治事件是国际经济关系的逐步自由化，这表
明我们正进入国际贸易与国际交换漫长历史中一个独一无二的阶段。如下话题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
贸易发生的基础是什么，政府为什么推出影响贸易的各类经济政策，以及现有的许多思想理念在过去
几个世纪中是如何进化和改进的。
一些有关国际贸易的早期观点奠定了现代理论分析的基础，同时一些不引人注目的思想仍在时时
影响着贸易政策的制定。因此，简要地回溯这些理论的起源并评估它们在当今世界的适用性就是重要
的事情。在第一部分，我们回顾重商主义和古典学派思想的早期贡献。第 2 章“早期的贸易理论”，对
重商主义有关国际贸易的观点，以及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早期
古典学派的思想做简要回顾。第 3 章“李嘉图的古典世界与比较优势理论”，对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
进行了详细讨论。随后的第 4 章“古典贸易模型的扩展与检验”，讨论了对李嘉图基本模型的几种扩
展。这 3 章介绍了解释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以及现代贸易理论构建的基础。
如果两人都能制造鞋子和帽子，其中一个人在两种职业上都比另一个人强一些，不过制帽子时只
强 1/5 或 20%，而制鞋子时则强 1/3 或 33%，那么这个较强的人专门制鞋子，而那个较差的人专门制
帽子，岂不是对于双方都有利吗？
——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 7 章，引自王亚南主编《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
第 533 页，商务印书馆，1979 年）

第2章
早期的贸易理论：
重商主义与向李嘉图古典世界的过渡期

学习目标
● 了解重商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政策主张。
● 理解大卫·休谟的价格－货币－流动机制及其对重商主义的挑战。
● 掌握亚当·斯密的财富概念和国际贸易基础的绝对优势学说。

2.1

引言：21 世纪的预言

当古希腊人面临两难抉择时，他们会去德尔菲问询神谕。当我们想知道财富秘密的神谕
时，会得到什么答案呢？努力工作？受良好教育？大概不是。勤奋与否只是改变一个人生活拥
有内容的一种策略，许多聪明、努力工作的人仍然无法摆脱贫穷。
无须多言，神谕可能就几个字：尽力而为，商通天下。换言之，专业化和贸易。

一

通过贸易可以得益的理念最早是什么时间出现的？在 18 世纪，有关贸易的观点是如何变
化的？人们很早就意识到以某种方式与他国进行贸易的国家会获得好处。虽然这一信条成立的
基础随时间推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奇怪的是，我们仍会经常遇到对有关贸易得益和贸
易政策作用进行争论的情形，因为在追求国内经济目标的过程中，上述问题仍然会受到早期一
些有关国际贸易作用观点的影响。在重商主义学派的著作中可以发现这些观点。后来，这些观
点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挑战：时间和后来被称为早期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家。对重商主义的挑
战集中在大卫·李嘉图的著作中，时至今日，他的研究仍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为了呈示国
际贸易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所具有的意义，并对一些现行的贸易政策而本质仍属于重商主义的
观点提供一个评估基础，本章将简要回顾重商主义者的一些主要观点，一些与重商主义思想相
联系的问题，以及由亚当·斯密提出的与此前完全不同的贸易观点。在本章最后，读者将意识
到，即使重商主义观点的局限性早已为人们所认识，但这种理念仍然没有销声匿迹。

一

“The Fruits of Free Trade，”2002 Annual Report, reprint，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p.6.（italics in original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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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指的是在 1500 ～ 1750 年存在于欧洲的经济思想的统称。尽管不
能把它划归为一个正式的思想流派，但可以把它看成是对国内经济活动和国际贸易作用有相似
观点的统称。这些观点是这一时期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的主导意见。其中的许多观点，源自于
当时的一些经济事件，而且还借助政府决策的作用影响了历史进程。一系列历史事件都对重商
主义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新大陆的发现提供了新的贸易机会，也扩展了国际联系的范围；
人口的迅速增长，文艺复兴带来的冲击，商人阶级的兴起，在新世界贵金属的发现，人们对利
润与资本积累的旧有理念的改变以及民族国家的兴起，等等。因此，重商主义学说常常被作为
建设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来看待。

2.2.1

重商主义者的经济体系

重商主义者的核心思想是认为，一国财富反映在该国所持有的贵金属数量上。此外，重商
主义者思想体系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是静态看待世界资源。按照他们的认识，经济活动可以被看
做是一种零和博弈（zero-sum game），即一国的经济所得正好是另一国经济之所失。（零和博弈
是一种游戏，如玩扑克时，一人所赢恰好等于其他人所输）。因此，获得贵重金属就成了增加
一国财富和福利的手段，也成了新兴欧洲民族国家关注的中心内容。在一个敌对的世界中，增
强国家实力是一国成长的关键所在，这也是重商主义者的另一个重要信条。强大的陆军、海军
和商船海运，以及高产出的经济是维持和增强一个国家实力的关键。
重商主义者认为经济体系包括三个部分：制造业部门、农业部门（国内贸易区）和国外殖
民地（国外贸易区）。他们把商人阶层看做是对经济体系顺利运行起关键作用的一个集团，而
劳动则是生产要素中最关键的部分。重商主义者以及之后的古典经济学者也一样，相信劳动价
值论（labor theory of value），即商品的相对价值是通过它们包含的相对劳动投入量来衡量的。
毫不奇怪，那个时期的大部分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赞成应该对经济活动进行管制而不能留给
个人太多权利的观点。不受约束的个人决策被认为与民族国家的目标，特别是获取贵重金属的
目标不相一致。最后，重商主义者强调，必须保持出口超过进口，也就是维持一个贸易顺差
（favorable balance of trade）或者说贸易差额为正（positive trade balance）的局面。这一信条源于
把财富视为贵重金属（货币）的积累，以及为维持一个富裕国家供养军队的需要而须保持一定
规模战争资金的要求。当国外以金银作为支付手段超量购买本国生产的产品时，就会发生货币
流入。对于一个受到铸币短缺约束的国家来说，这种流入成了重要的货币财富来源。这种观点
表明了重商主义一个关键的暗含假定：经济运行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下；因此，增加货币供给
就会对经济形成刺激，导致产出和就业增长，而不容易引发通货膨胀。因此，保持贸易差额为
正将对一国有益。显然，当进口大于出口，即贸易逆差（unfavorable balance of trade）或者说贸
易差额为负（negative trade balance）时，将会引出相反的结果。

2.2.2

政府的作用

重商主义者提出的经济政策也来自于上述基本信条。政府控制着贵金属的使用与兑换，这
通常被称为重金主义（bullionism）。国家特别禁止私人出口金银和其他贵金属，统治者只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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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允许金属货币流出国外。私人走私金属货币如果被逮捕会受到严厉惩罚，
通常会被判死刑。同时，政府还会把某些航路和区域的特许贸易权颁发给某些特定的公司。通
过独买和独卖的市场势力，贸易垄断带来了丰厚的垄断利润。这些利润直接或间接地鼓励了
贸易顺差，同时也增加了政府的财富，因为后者也参与垄断利润的瓜分。哈得逊湾公司（The
Hudson Bay company）和东印度贸易公司（the Dutch East India Trading Company）是垄断贸易中
为人熟悉的事例。其中一些公司一直持续经营到 19 世纪。
政府努力采用特殊政策以最大可能保持贸易顺差，从而导致货币流入。对出口实行补贴，
对消费品的进口则实行配额并征收高额关税。但是，对进口原材料征收的关税却很低，或者免
征，因为这些进口的原材料可以在国内“深加工”成价值更高的制成品再出口。与殖民地之间
的贸易受到鼓励，因为殖民地被看做是低成本原材料和农产品的来源地，同时也是宗主国制成
品出口的潜在市场。航运政策的目标是控制国际贸易，并通过船运服务最大化货币流入（最小
化货币流出）。例如，《英国航海条例》就禁止外国船只从事沿海贸易，也不允许它们运送商品
到英国或英属殖民地。贸易政策一贯的指导思想是控制商品在国家之间的流动，以最大化从国
际贸易中所获得的货币流入量。

2.2.3

重商主义与国内经济政策

在国内，重商主义者也主张通过控制产业发展和劳动力流动对经济活动进行管制。全面
的管制制度利用独家生产特许权来具体实施，如在瑞士和英国，对企业授予皇家制造商的称
号以及通过免税、补贴和赋予特权的方式来具体执行。除了对生产严格管制外，政府还通过
手工业行会对劳动力实行多种限制。重商主义者认为，这些管制措施既有利于提高熟练工人
的素质也有利于提高他们所生产的制成品的质量，高质量可以提升出口的竞争力，增进一国
的财富水平。
最后，重商主义者建议推行低工资政策。因为劳动是最关键的生产要素，低工资意味着生
产成本低，一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就更有竞争力。当时普遍认为，下层社会的人只有处于贫困
之中才有勤勉精神，增加工资会导致生产率降低。要说明的是，当时工资并非由市场决定，而
是根据一些制度因素来确定，也就是提供给工人的工资收入要与他们传统的社会地位相一致。
但是，由于劳动被看做是一国关键的生产要素，人口的不断增长是产出增长的关键所系。因
此，政府鼓励增加家庭成员，对生小孩给予补贴，对结婚的人也提供资金援助等。
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来自于那个时代世界优先（world prominent）的观点。把一国财富等
同于一国拥有的贵金属数量，而非一国拥有的生产能力，静态看待世界资源，都是这种经济政
策提出的关键。尽管从今天来看这些信条似乎有些幼稚，但在 1500 ～ 1750 年，人们对此没有
多少怀疑。频繁的战争使人们对维持强有力的军队与商船航运业深信不疑。商人阶层储蓄的合
理性及其重要性的日渐增长，很容易扩展成国家的储蓄行为，因此积累贵金属同样合情合理。
然而，国家利用权力追求这些政策是以牺牲其他目标为代价的，把贵金属积累看成是高于一切
的目标会导致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重商主义者认为的富裕国家必然生存着大量非常贫困的人
口。积累货币以牺牲当前消费为代价。同时，富裕的国家还发现，它们必须花费大量的贵金属
才能保护自己不受他国为获得财富而采用的武力掠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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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复习 2-1
1．为什么重商主义思想家更关心获取货币而不是增强总的生产能力？
2．为什么对经济活动管制与重商主义思想是一致的？
3．如果一个人被认为是重商主义者，那么他将偏好哪种类型的贸易政策？

“在真实世界中”专栏 2-1：重商主义阴魂不散
1987 年 4 月 30 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贸易和国际经济政策改革法案》，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综
合贸易法案》。在该法案通过之前，众议员理查德·格普哈特（Richard A．Gephardtt）提出了一项修正案：
“要求美国贸易代表与那些同美国有巨额的、未经授权的贸易顺差国进行谈判，如果谈判失败，应授权
对这些国家采取报复性行动。”
根据该修正案，对美存在“过度”贸易顺差的国家都被列入关注名单，这些国家的每项贸易行动都
将受到美国贸易代表的仔细审查，这个代表应来自内阁成员级别的执行机构。与这些国家的谈判将进行
6 个月。如果谈判成功，美国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但那些有问题国家的贸易行为每年仍要接受审查；如
果谈判无果，美国将对那些有问题国家进行的不公平贸易活动数额按“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标准进行报
复。若这些国家未能停止不公平的贸易活动，并继续对美国保持巨额贸易顺差，那么在未来的 4 年中，
它们每年都必须接受减少 10% 双边贸易顺差额度的要求。这一修正案最后以 218 票对 214 票通过。后
来该修正案以一种较为缓和的形式（作为“超级 301 条款”）写入 1988 年的《综合贸易和竞争法案》。
谢天谢地（对经济学家如此），超级 301 条款不再是当前美国贸易法规的一个部分了。
关于限制贸易似乎有利于实施限制国的政策措施的其他评论和事例也有许多。例如，加拿大和美国
都有“沿海贸易权”（cabotage）的法律。加拿大法律就规定，在加拿大港口间运送的商品必须是加拿大人
所有的商品，并由加拿大船只承运；美国法律在此基础上还加上，船只的所有人须为美国人，船员的补给
物也须在美国配备。这样的法律因为以国防为借口而冠冕堂皇，因为这可以催生庞大的商运业务。当然，
这也增加了出口收入，因为这合理使用了国内的船运服务。一项 1995 年的估计表明，美国的法律可以使
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每年节省 28 亿美元（按 2011 年美元计为 41 亿美元）。而且，在美国（以及加拿大）
，外
国航空公司不能为转运目的在城市间搭载乘客。当然，对加拿大国家冰球联盟（Canadian National Hockey
League）的球队在美国比赛场馆间有飞行许可是个例外（美国球队在加拿大的飞行许可也有同样的合
约）。而且，当 2009 年美国交通运输局同意加拿大航空在美国城市间转运美国球队时就发生了激烈争论。
此外，重商主义关于贸易平衡的信条被 1993 年以独立身份参加美国总统竞选的罗斯·佩罗（Ross
Perot）领导的“坚定团结”（United We Stand）组织的一个地方分会的领导人给出了一个漂亮的诠释。在
谈到当时美国的贸易赤字时，他说：“如果我们停止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我们将会获得 1 000 亿美
元的收入。”
最后，想想在 2009 年奥巴马政府早期，通过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中包括钢铁产品而产生的对“买
美国货”（Buy American）口号而进行的激烈争论（尽管奥巴马并不赞成这种提法）。《经济学家》杂志在
2004 年总结了当时的情况后写道：“重商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已经死亡了至少 200 年，但是许多手
握重权的人士仍然是如下教条的奴隶：促进出口，限制进口。”
资料来源：Congressional Digest，June–July 1987, pp. 169, 184, 186, 192; Bob Davis,“ In Debate over Nafta，Many
See Global Tradeas Symbol of Hardship，”The Wall Street Journal，October 20，1993，p. A9;“ Jones
Act，”obtained from www.mctf.com/jones_act.shtml ;“ The Jones Act，”obtained from www.geocities.
com/TheTropics/1965/jones.htm ;“ Liberating Trade，”The Economist，May13, 2004, obtained from www.
Economist.com ; United States Trad eRepresentative, 1999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1998 Annual Repor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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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Trade Agreements Program, P. 254，obtained from www.ustr.gov/
reports/tpa/1999/viii.pdf ; Anthony Faiola，“‘Buy American’Rider Sparks Trade Debate，”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9, 2009, p. A01, obtained from www. washingtonpost.com; Sallie James,“ A Service to the
Economy: Removing Barriers to‘ Invisible Trade，’”Center for Trade Policy, Cato Institute, February 4，
2009, p. 13; Neil King, Jr.，and John W. Miller,“ Obama Risks Flap on‘ Buy American，’”The Wall Street
Journal，February 4, 2009, p. A4;and Susan Carey，
“ NHL Teams in Air Brawl，”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15,2009, p. A3.

2.3

早期古典学派学者对重商主义的质疑

在 18 世纪早期，关于经济活动本质的认识开始改变。重金主义和重金主义者开始被认为
是幼稚的。在农民起义和君主征战的压力下，国家政治力量开始联合，封建制度让位于中央集
权的君主制度。技术进步与不断加强的谋利动机的结合促进了市场制度的发育，国家垄断开始
消失。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孕育的部分新观念和新的哲学观（特别是人道主义观点中对怀疑进
行探索的思想）推动了变革精神的持续。到了 18 世纪晚期，早期的古典学者，如大卫·休谟
和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的教条提出质疑时，国际贸易的理念就开始发生变化。

2.3.1

大卫·休谟的价格—货币—流动机制

最早对重商主义者理论提出挑战的学者之一是大卫·休谟，他在 1752 年出版的《政治论
丛》中提出了价格—货币—流动机制（price-specie-ﬂow mechanism）。休谟对于重商主义者认
为的一国能够连续不断地积累货币而不会反过来影响其国际竞争态势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
为，通过贸易盈余积累黄金的做法会导致一国货币供给增加，从而推动价格和工资水平上涨。
这种上涨会降低贸易盈余国的竞争力。请注意，休谟认为货币供给变化会影响价格而不影响产
出和就业水平。同时，贸易赤字国的黄金流失将导致货币供给减少，价格和工资水平因此会下
降，竞争力则会提高（见“概念专栏 2-1”）。因此，一国无限期地持续保持贸易顺差是不可能
的事情。贸易盈余（或赤字）会自动地引起内部经济调整，从而改变一国的盈余（或赤字）状
况。货币在国家间的流动扮演了自动调节机制的角色，这一机制总能使一国的出口额与进口额
相等（也就是是贸易平衡）。

概念专栏 2-1

货币—价格—流动机制概览

假设调整时间充裕，自动贸易平衡的调整机制在贸易盈余国与赤字国之间将按如下步骤进行：
意大利（贸易盈余）与西班牙（贸易赤字）
出口 < 进口

出口 > 进口

第一步

货币净流出

货币净流入

第二步

货币供给减少

货币供给增加

第三步

物价和工资下降

物价和工资上升

第四步

进口减少，出口增加

进口增加，出口减少

直至
进口＝出口

直至
进口＝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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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看来，古典的价格—货币—流动机制建立在如下几个假定之上：
（1）在货币与价格水平之间一定存在某种内在联系，如货币数量理论（quantity theory of
money）所说的，在实现充分就业时，认为货币与价格水平之间存在着以下关系
MsV=PY
式中

Ms——货币供给数量；
V——货币流通速度或货币换手率；
P——价格水平；
Y——实际国民产出水平。
如果我们假定由于习惯或制度安排，货币的流通速度是固定不变的，在充分就业水平上 Y

的水平也固定不变，那么货币供给数量的任何变化都会伴随价格水平的同比例变化。
（2）贸易产品的需求富有价格弹性（见“概念专栏 2-2”）。唯此条件成立，价格水平的上
涨才会导致我们所说的贸易品总支出的下降，如果价格水平下跌，则情况相反。如果需求缺乏
价格弹性，那么价格—货币—流动机制往往会使贸易收支状况进一步恶化。但是，当消费者根
据价格变化逐渐调整其行为时，长期需求弹性往往要大于短期需求弹性。因此，即便价格—货
币—流动机制在短期并非如上所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休谟的结论仍可能成立。
（3）为了在价格变化和工资变化之间建立必要的联系，同时保证价格和工资水平在上涨和
下跌中能灵活变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被假定为完全竞争的市场。
（4）最后，假定实行的是金本位制（gold standard）。在金本位的货币体系中，所有的货币
盯住黄金，自然它们之间也相互盯住。所有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成黄金，而黄金也可以任意进
行买卖，政府也不会冲销因其他经济活动引起的黄金流动所产生的影响。这足以在货币变化与
一国货币供给之间建立起联系。
如果这些假设条件都能得到满足，并假定有足够的时间可做出反应，那么当贸易收支平衡
被打破时，自动调节机制会恢复平衡。在当今的国际货币理论讨论中，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和金
本位制仍有重要的影响。

概念专栏 2-2

价格弹性和总支出

读者在此前的经济学课程中可能已经学过需求价格弹性的概念，它是指某种产品需求量变化的百分
比与该产品价格变化百分比之间的比率，即 η ＝（ΔQ/Q）/（ΔP/P）。（由于需求量与价格变化方向相反，
因而需求价格弹性为负。经济学通常忽略这一负号，但应当知道，η 的值小于零，即为负值）。当这一比
值（忽略负号）大于 1.0 时，表明对于一定价格水平的变化，需求量变化的百分比大于价格变化的百分
比，这时需求被认为是富有弹性的；当这一比率等于 1.0 时，需求被认为是单元弹性；当这一比率小于
1.0 时，需求被认为缺乏弹性。当需求富有弹性时，需求数量的相对变化大于价格水平的相对变化，故
价格下降时对商品的总支出会增加（需求量增加），价格上涨时总支出会减少（需求量减少）。若需求缺
乏弹性，情况正好相反：总支出随着价格的上升而增加，随着价格的下降而减少。在单元弹性情况下，
总支出不受价格变化的影响。因此，在价格—货币—流动机制作用下要按合理的方式改变贸易余额，充
分条件是假设可贸易商品富有需求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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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古典贸易理论

亚当·斯密和看不见的手

对重商主义理念的第二种攻击，来自于亚当·斯密的著作。斯密认识到，一国的财富反映
在生产能力上（也就是生产最终产品和服务的能力），而非所拥有的贵金属数量上。因此，人
们的关注点从获得货币转变为扩大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斯密相信，人们自由地谋求自身利益的
环境最有利于提高生产能力。追求自身利益将推动人们根据各自具有的特殊能力来专业化生产
并交换商品与劳务。无论是物物交换还是通过媒介的交换，自然的发展趋势是通过劳动分工的
逐步深化与专业化来提高生产率。自身利益是催化剂，竞争是自动调节机制。斯密认为政府对
经济实施控制几乎没什么必要。他认为，政府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政策（在法律、社会
秩序许可的范围内，在尊重私人产权的前提下，允许个人从事自己选择的活动）将为增进一国
财富提供最佳的经济环境。政府扮演的合适角色是通过移除妨碍市场“看不见的手”有效作用
的障碍，让市场自由运行。在他的巨著《国富论》中，斯密不仅解释了市场在一国财富积累中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而且还解释了一国借此可以达到并有助于维持社会良好秩序。

国际经济学巨匠：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1723—1790），苏格兰社会哲学家，已经逝世 200 多年。尽管如此，他有关经济组织
与经济体制的思想仍然在世界范围受到欢迎，尤其是在中欧、东欧以及原苏联最近向市场体制逐步转型
的这些国家和地区。斯密于 1723 年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的寇克卡迪（Kirkcaldy），这是一个拥有 1 500
人的小镇。在当时，当地有些居民仍然使用钉子作为货币。斯密在少年时代就显露了天分，他接受了良
好的苏格兰式教育。17 岁时，他进入牛津大学，在那里学习了 6 年；之后他回到爱丁堡，讲授政治经济
学，讲稿中的许多原理后来在《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般简称为《国富
论》）中得到进一步阐述。1751 年，他受聘为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教授职位，两年后获得道德哲学教授
职位，直至 1764 年。在这段时期，他完成了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1759），对道德褒扬和摒弃的
本源进行了探讨，该书一出版就在欧洲大陆引起关注。
写作《国富论》的工作始于 18 世纪 60 代后期，当时斯密在瑞士，他担任年轻的巴克卢公爵的家庭
教师。虽然这部巨著的初稿在 1770 年已经基本完成，但他继续修改了 6 年多时间，于 1776 年出版。他
当时并不知道该书在若干年后所产生的影响，该书经常被称为经济学著作有史以来最有影响的著作。
这位道德哲学家能构思出某种与人们每天面对的社会形成鲜明对照的社会秩序与目的，实在了不
起。有闲阶级的富裕生活与大众所面临的贫穷、残酷与充满危险形成鲜明对照（斯密对此感到悲伤），这
样的社会几乎不存在道德目标。生产活动进行的境遇千差万别，例如，朗贝纺织工厂（包括 26 586 个由
水驱动的车轮和 97 746 个传动装置，每分钟生产 221 178 码丝线；工厂雇用的童工每天工作 12 ～ 14 小
时）；工作条件恶劣的矿山，简陋的手工作坊，从威尔士地区涌来的居无定所的大量农民工。洞察到这
个悲惨世界核心的一些主要道德目标的伟人也是象牙塔教授中的典型。众所周知，他经常心不在焉，而
且一生都受到神经紊乱病痛的折磨，他经常会不停地摇头，因此他演讲方式与走路步态非常怪异。斯密
是一名真正的学者，他将一生都奉献于著书立说和给学生传道解惑，以及与同时代的大卫·休谟、本杰
明·富兰克林、费朗斯瓦·魁奈和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博士等思想家的交往上。斯密终
生未娶，在爱丁堡度过了他的余生。他曾经任海关税务司长，赡养母亲。斯密卒于 1790 年 7 月 17 日，
享年 67 岁。
资料来源：Robert L. Heilbroner，The Worldly Philosophers: The lives，Times，and Ideas of the Great Economics
Thinkers，rev.ed.（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1961），chap.3; “The Modern Adam Smith，” The
Economist，July 14，1990，pp.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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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将关于一国国内经济活动的理论运用于分析国与国之间的专业化生产和产品交换。他
得出的结论是：各国应该实行专业化生产和出口自己有绝对优势（absolute advantage）的产品，
同时进口贸易伙伴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每个国家应该出口那些生产更有效率的产品，因为只
有这样，每单位产品所要求的劳动投入绝对量才低于贸易伙伴所预期的水平。下面我们看表
2-1 所示的两个国家和两种商品的情形。假定

表 2-1
布匹
（C）

葡萄酒
（W）

1 小时 / 码

4 小时 / 桶

1W : 4C

葡萄牙 2 小时 / 码

3 小时 / 桶

1W : 1.5C

劳动价值论成立（意思是说，在国内，两种商
品是根据其所内化的相对劳动时间的比例来进
行交换的）。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根 据 劳 动 价 值 论， 在 英

劳动投入数量与绝对优势

英国

自给自足时的
价格比率

国，1 桶葡萄酒可兑换 4 码布匹（或者说 1C 换 1/4W）；在葡萄牙，1 桶葡萄酒可兑换 1.5 码布
匹（或者说 1C 换 2/3W）。这些交换比例，反映了在一国生产这些产品所需要的劳动相对投入，
可以被看成是机会成本。这些机会成本一般认为是自给自足条件下的价格比率：英国在布匹生
产方面具有绝对优势，而葡萄牙则在葡萄酒的酿造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因为，英国生产布匹所
需要投入的劳动时间较少，而葡萄牙在葡萄酒酿造方面需要投入的时间较少。斯密认为，贸易
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一国通过专业化生产低成本的产品，而进口另一个国家生产成本也低的
产品，两国的福利都可以明显得到改善。
为了说明这种贸易得益的情况，假设两个国家按照 1 桶葡萄酒兑换 3 码布匹的比率进行交
换，对于英国来说，获得葡萄牙酿造的葡萄酒，每桶只需要 3 码布匹，而无须向国内那样支付
4 码布匹。同样的，对葡萄牙来说，获得 1 码布匹的成本为 1/3 桶葡萄酒，而非像国内那样需
2/3 桶葡萄酒。还请特别注意（在第 3 章将要讨论），贸易得益可以发生在一个相当大的价格变
化区间内。斯密的观点在当时非常富有意义，因为它表明，两个国家通过贸易可以增进得益，
而非像重商主义者所信奉的贸易是零和游戏。贸易将惠及双方且是一种正和博弈（positive-sum
game），即所有参与者都能通过参加博弈而得益）。这对于扩张贸易、减少带有重商主义时代特
征的贸易控制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佐证。斯密认为，绝对优势来源于特定国家拥有的独一无
二的自然资源（包括气候）和生产能力。他也认识到，通过积累、转移以及技能和技术的适应
用也能获得一定的绝对优势。
斯密的思想对于早期古典学派思想的发展以及后来对国际贸易所能带来潜在得益的观点的
形成发挥了关键作用。大卫·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思想，并提出了贸易的潜在得益远远多于斯
密绝对优势概念所论述的情形的观点。

概念复习 2-2
1．根据斯密的观点，如下情形是否存在贸易基础？为什么存在或者不存在？
餐具

小麦

德国

50 小时 / 单位

30 小时 / 蒲式耳

瑞典

40 小时 / 单位

35 小时 / 蒲式耳

2．假设德国对瑞典贸易存在贸易盈余。假定调整时间足够长，请说明，价格—货币—流动机制如
何作用才能使两国贸易收支实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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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贸易理论

结
在亚当·斯密理论提出之前，重商主义有关

体系，都受到了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等学者

国际贸易的作用与重要性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

的挑战。斯密的绝对优势概念是改变人们对国际

它们强调国际贸易中获得出口盈余是获取货币增

贸易性质以及贸易潜在得益观点的重要工具。认

进国家财富的重要途径。随着时间的推移，财富

识到所有参与国均能同时从贸易中得益的观点极

观念、贸易的作用以及整个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

大地影响了后来的古典学派思想和贸易政策。

术

语

绝对优势

重商主义

重金主义

正和博弈

贸易逆差（贸易差额为负）

货币数量理论

金本位制

价格—货币—流动机制

劳动价值论

贸易顺差（贸易差额为正）

自由放任

零和博弈

练习题
1． 为什么重商主义者认为持有贵金属对于一个
国家的发展非常重要？

7．（1）在第 6 题中，假设英国共有 500 小时的劳
动时间可提供使用。进行贸易之前，该国

2． 什么是重商主义思想的支柱？为什么对经济

将 300 小时劳动时间用于生产服装，剩余
的 200 小时劳动时间用于生产小麦。那么

进行管制非常重要？
3．“重商主义悖论”是什么意思？该悖论如何反
映在重商主义的工资政策和人口政策方面？
4． 价格—货币—流动机制的关键假设有哪些？
如 果 对 贸 易 产 品 的 需 求 缺 乏 价 格 需 求 弹 性，

在开展贸易之前，英国能够生产多少服装
和小麦？（因为没有贸易，答案也表示贸
易前英国的衣物与小麦的消费量。
）
（2）现在假设英国与美国按照前述物物交换的

对于贸易盈余国的贸易余额会发生什么样的

价格比率即 1 单位服装换 2 单位小麦（或

变化？

者 1 单位小麦换 1/2 单位服装）开展贸易。

5． 简 要 说 明， 为 什 么 斯 密 与 休 谟 的 理 论 对 重

英国将全部劳动时间用于生产服装，于是

商主义的思想及政策的打击是致命的？

有 125 单位服装和 0 单位的小麦。为什么

6． 下表所示为两国生产 1 单位对应商品必须投

是这个结果？假设英国出口 40 单位服装
（因此交换了 80 单位小麦）
，留下 85 单位服

入的劳动时间：
小麦

服装

美国

3 小时

9 小时

英国

4 小时

4 小时

装自己消费。在开展贸易情况下，英国消
费的服装和小麦如何？由于贸易，英国对
服装与小麦的消费量能够增加多少？
8．（1）继续使用第 6 题的数据。现在假设美国

哪个国家在生产小麦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哪

共有 600 小时劳动时间可供利用。在贸

个国家在生产服装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如果美国和

易之前，美国把 330 小时劳动时间用于

英国在物物交换中的比率为：1 单位服装换 2 单位

生产小麦，余下的 270 小时劳动时间用

小麦（或者 1 单位小麦换 1/2 单位服装）会有贸易

于 生 产 服 装。 因 此， 在 开 展 贸 易 之 前，

在两国发生吗？为什么两国均能从贸易中获利？请

美 国 能 够 生 产（也 是 消 费） 多 少 服 装 和

解释。

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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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假设英国与美国之间进行第 7 题（2）那

出口产品的价格为 100 瑞士法郎。因此，瑞

样的贸易。为此，美国将其全部的劳动时

士出口到西班牙的商品总价值是 500 000 瑞

间用于生产小麦，得到 200 单位的小麦。

士法郎。同时，瑞士从西班牙进口了价值为

继续与英国进行第 7 题（2）那样的贸易，

410 000 瑞士法郎的产品，因此瑞士与西班牙

美 国 出 口 80 单 位 的 小 麦， 进 口 40 单 位

贸易有 90 000 瑞士法郎（500 000 - 410 000）

的服装。在开展贸易的情况下，美国小麦

的贸易盈余。由于存在贸易盈余，假设瑞士

与服装的消费量是多少？因为贸易，美国

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上涨了 10%，假定价格上

能够增加小麦与服装的消费量多少单位？

涨导致瑞士从西班牙进口的商品价值从原来

对比该题与第 7 题（2）的答案，你是否

的 410 000 瑞士法郎上升至 440 000 瑞士法郎

可由此得出结论：贸易的确是一种正和博

（为简化起见，假定西班牙的价格水平不变）。

弈？为什么？

现在假设西班牙消费者对瑞士出口商品的需

9．近年来，中国保持了大量贸易顺差。经济学家

求弹性等于 2.0（忽略负号）。当瑞士的产品价格

认为，这种现象的持续是几种因素引起的，其

水平上涨 10% 时，瑞士出口商品每单位价格上涨

中包括不合理的汇率水平。重商主义者，会如

到了 110 瑞士法郎。根据这些资料，请计算瑞士

何解释这种盈余？为什么大卫·休谟认为这种

出口数量的变化以及瑞士出口产品的总价值。产

盈余会自行消失呢？

品价格上涨能够消除瑞士与西班牙之间贸易盈余

10．假设在讨论价格—货币—流动机制，目前瑞
士出口了 5 000 单位产品到西班牙，每单位

吗？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