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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先拔頭籌看天下大勢

（二○一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博學大講堂講話）

今天我八十一歲了。年多前，我年屆八十，科

斯在美國創辦的學報要為我出版一期專輯，邀請一

些行內朋友為文評論我在學術上的貢獻。當然是恭

維的話。西方的學術有英雄主義這回事。只要能活

到八十，在學術上的貢獻不太差，朋友們就會給你

來一趟英雄式的文賀。

該期學報也邀請我寫一篇關於自己的求學與研

究歷程。我於是從年少時的中日之戰與饑荒時日說

起，到求學屢試屢敗，到在美國屢遇明師。近二十

四歲才進大學讀本科，比同學年長六歲，但升為正

教授時卻比一般升為正教授的年輕了八歲。大恩不

言謝，當年在美國悉心指導我的大師比我知道的任

何人多。

我在這裡要特別提到的，是幸運之神讓我在一

九六九年從芝加哥大學轉到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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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今天也剛好坐在這裡的巴澤爾。他和我日夕研

討了十三年，給我鼓勵無數。巴兄曾經在自己的學

術傳記中寫下，當一九六九年到西雅圖時，我已經

是經濟學行內的產權及交易費用的第一把手了。是

誇張的說法，但今天回顧可沒有誇張得太甚。去年

我對巴兄說，當年的哈佛、芝大等的經濟系雖然名

滿天下，但回頭看他們的實力應該比不上當年的西

雅圖華大。巴兄的回應，說如果是指產權及交易費

用這兩方面的經濟學，我說的應該對。我給巴兄的

回郵，說如果不論產權及交易費用，經濟學沒有什

麼值得學。

一九九○年，曾經是華大經濟系主任而後來獲

諾獎的諾斯在一本書中提到，有一個與眾不同的華

盛頓大學路向，而我是該路向的創始人。這就是今

天一些人說是有機會歷久傳世的華盛頓學派。這學

派當年的主要搞手只有三個人：諾斯、巴澤爾和

我。可惜一九八二年諾斯和我皆離開了西雅圖華

大：諾斯轉到另一間華大，而我則轉到香港。

從研究中國說起

我到港大任教職是科斯催促的。那是一九八○

年。他說中國可能真的開放改革，認為我對經濟制



17

從中國先拔頭籌看天下大勢

度的運作知得比任何人多，又懂中文，而中國要改

可能不知道怎樣改才對。我從來不認為自己可以改

進社會，但想到在抗戰期間那麼多的小朋友餓死

了，而自己的存在或不存在皆無足輕重，為同胞們

解釋一下經濟制度的運作是應該的。好些無聊之輩

說我放棄了學術，其實在跟進中國的發展學得的，

遠比在美國的二十多年為多。這重要的知識增長讓

我今天用中文寫成了五卷本的《經濟解釋》， 懂

中、英二語的經濟學朋友一致認為該作超越了我所

有的英語論著加起來。

我是個畢生沒有用過一張名片的人，對名頭的

興趣永遠是零。受到老師阿爾欽等人的影響，做學

問我要爭取的是思想傳世。是渺茫的事，但今天看

好些作品會傳世。一九八二年我到香港任職時，在

石油工業與發明專利的研究下了六年苦功，實在

累，轉換環境或可鬆弛一下。當時我可沒有用中文

寫過文章，也要多考察中國的發展，所以要到一九

八三年十月才用中文動筆。

再要感謝阿爾欽的教誨。他教一個經濟學者可

以解釋世事，可以提出政策建議，但前面劃着一條

線，不應該跨越。北京的朋友很快就知道我是這樣

的一個人，在各方面提供協助。我要求什麼資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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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立刻提供，要到哪裡觀察他們立刻安排。作為一

個要研究中國發展的人，我當時的感受是一個天之

驕子。這讓我一口氣寫下《賣桔者言》、《中國的前

途》、《再論中國》這三本書。今天重讀自己也有點

高傲之情。

提到上述，因為這次講話牽涉到國際話題，朋

友說可能有點敏感，我因而要略說自己的已往。童

年時在廣西過着的饑荒日子讓一位醫生對母親說我

不可能活下去，而事實上當年的小朋友沒有一個活

下來。後來對中國文化的體會，讓我今天還打算在

這話題上出版十多本書。有這樣的經歷，血濃於水

的情懷我無從掩飾。另一方面，我的經濟學問傳承

了美國多位大師的智慧，我不能違反他們教的一個

學者應有的操守。

世界局限的大轉變

這次講話我要從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說起。當時

波斯灣之戰結束，蘇聯解體，世界看來將會有大

變。好友科斯剛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瑞典的朋

友邀請我到那裡，在宴會上替代需要休息的科斯講

話。那瑞典之行我遇到弗里德曼夫婦，是深交，幾

天的時間大家日夕與共，無所不談。我對弗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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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整個地球將會增加約二十億的貧困人口參與

國際產出競爭，世界將會出現大變，富裕的國家不

作出適當的調整， 可能會遇到麻煩。”弗老的回

應，是經濟學有一個比較優勢定律，廉價勞力大幅

增加當然對富裕的國家有好處，用不着經濟學者操

心。理論是這樣說，但我指出先進之邦有工會的問

題，有最低工資與福利制度的局限，要獲取比較優

勢定律帶來的利益，需要的調校不會是那麼容易。

弗老當時不相信這調校會是困難的。事實上，在此

之後的十多年，弗老的好友格林斯潘幾次提到，中

國的廉價物品進口有助於美國壓低通脹，為中國說

了不少好話。這跟今天特朗普總統說的是兩回事

了。

一九九一年到今天是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回

頭看，雖然越南、印度等地的經濟是有了起色，但

整體來說，整個地球的貧困之邦只有中國可以算得

上是走出了一個貧困的局面。儘管二○○八年中國

引進的新《勞動合同法》對經濟為禍不淺，但炎黃

子孫買起先進之邦的樓房之價是事實，而炎黃子孫

所到之處，商店的售貨員紛紛學幾句中語也是事

實。今天的中國不僅變為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日本，

而且是七十年代的十個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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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經濟究竟有多大

近兩年，西方喜歡稱中國為地球上的第二大經

濟體。怎樣算法我沒有考究，但以金錢量度這方面

看，他們的看法可能不對。大略地看，中國的樓房

價格比美國的約高出一倍，而且到處的大廈林立遠

比美國的多。另一方面，中國的人口約美國的四

倍，沒有種族歧視，而生產力不弱。在這些之上還

要加上中國的基礎建設——公路、高鐵等設施——

已達一等。報導說今天的中國，每年在國際上的發

明專利註冊數量冠於地球。

從人均的金錢收入衡量，中國還遠遜於美國。

我曾經指出，人均的金錢收入，以消費者平價算，

中國要追上美國遙遙無期。不是不可能，小小的新

加坡的人均金錢收入逾美元六萬，高於美國。然

而，就算中國能跳升到這個水平，恐怕從實質的收

入看中國還有好一段路要走。這是因為比起中國，

美國是遠為近於《聖經》說的伊甸園。美國地大人

少，風景優美，在生活的享受上市民的消費者盈餘

比中國的為高。例如在美國的次級城市，一間擁有

無敵海景的花園房子只約美元五十萬，同樣水平的

在中國之價要高出十多倍。伊甸園什麼都有，享之

不盡，但沒有市值，所以亞當與夏娃沒有一分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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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們的世俗看是窮光蛋！這是說，就算以金錢計

算的人均收入中國能追上美國，但算進伊甸園那種

消費者盈餘中國還輸一大截。

中國自己的伊甸園

從另一個樂觀角度看，中國也有一個美國沒有

的伊甸園，只是少人注意罷了。這是中國的古老文

化，大可享受。拿着一件出土的古文物在手，我可

以自我陶醉一個晚上，不一定比無敵海景差。問題

是欣賞無敵海景不需要學過，但要欣賞中國的文化

可不是膚淺的學問。

數千年經過無數天才發展而遺留下來的中國文

化說不得笑。這些年我欣賞北京的朋友重視自己的

文化。據說大大小小的博物館今天的中國有幾千

間。但我認為他們處理得不好。政府禁止出土文物

在內地出售，這使精美的戰國金屬器皿紛紛在外地

的拍賣行出現。我因而建議要讓內地的市場挽留這

些文物。另一方面，不親自收藏，中國的文物——

不管是出土還是不出土——不容易學得懂。不需要

多少錢，我自己從地攤貨的真真假假學得很多。沒

有疑問，中國的文物是一個龐大無比的伊甸園，只

要博物館辦得好，有可靠的專家指導，展品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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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說，這個文化伊甸園不亞於無敵海景。

這就帶到我要說的一個重要話題。伊甸園的享

受無疑是一項重要的收入，但主要是消費者盈餘，

沒有市場，不能算進以市價量度的財富那邊去。這

樣看，美國的地價低，中國的地價高，儘管美國的

人均享受遠高於中國，要拿出鈔票在國際上揮灑一

下，他們卻又鬥不過炎黃子孫。這是習近平先生提

出一帶一路這個構思的先決條件了。

知識引進是第一關鍵

不管怎樣衡量，今天回顧，自一九九一年在瑞

典我跟弗里德曼暢論世界經濟，距今四分之一個世

紀，貧困之邦能殺出重圍的雖然不止一個中國，但

說中國先拔頭籌卻無可置疑。我更要指出從一九九

三到二○○七這十四個年頭，在好些不利的情況

下，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之高是人類歷史僅見。朱

鎔基先生的貢獻我欣賞，但經濟持續地飆升十多年

不可能是一個或一小撮人的功勞。朱總理當年主導

的市場合約自由與其他政策當然不可或缺，但還是

不足以解釋我們見到的現象。

最近我想到兩個解釋中國現象的關鍵，皆源於

與弗老之會的內容再想。其一是比較優勢定律這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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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理論無疑對，但引進沙石這定律的運作不同。

大概而言，地球上的資源只有三類。其一是土地

（包括地下的礦物），其二是勞力，其三是知識。土

地不能移動——不動產是也——其增減對經濟當然

有影響，而農產品或礦物的進出口，如果沒有政府

管制，會影響他邦的經濟。勞動人口可以走動，但

國際之間不容易，而通過國際貿易雖然會帶來比較

優勢定律所說的效果，但國際上的勞工法例、最低

工資、工會運作等沙石可以大幅地削弱比較優勢定

律的運作。

只有第三種資源——知識——在國際間是自由

流動的：絕大部分的知識沒有專利保護，就是有也

只保十多年，而商業秘密會跟着外資的引進而進，

一旦外洩基本上無法收回。我認為中國能先拔頭籌

的一個主要原因，是開放改革後外間的知識湧進得

快，非常快，而中國的青年也吸收得快。外資當年

的湧進帶來的商業與管理知識當然重要，而今天看

更為重要的是數碼等科技的發達，湧進中國炎黃子

孫學得快，掌握得優越。這裡我們要注意的，是中

國本土的市場大，而大市場是數碼商業快速發展的

先決條件。

一些西方的朋友認為中國盜用西方的科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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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這觀點不對：不用盜，不是商業秘密的科技在

網上全部可以找到，而商業秘密一旦外洩就成為共

用品。我曾經花了美國的國家科學基金不少錢，勞

師動眾，研究發明專利與商業秘密的保護與租用合

約，可惜幾年的深入研究只寫下一份長報告與發表

了一篇關於商業秘密的文章。不管怎樣說，中國要

感謝西方科技知識的引進。

另一方面，在文革期間，中國的大學好些課程

不能教。這迫使求學的青年偏於數學與工程這些方

面。雖然文革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這傳統還在。

後來到了江澤民時期，大學的數量急升，到今天每

年的大學畢業生七百萬人，懂得處理方程式的中學

生所見皆是。也重要的是中國沒有西方那種工會的

林立。中國的建築或裝修工人一般是樣樣皆能。是

的，在西方，因為工會的左右，水歸水，電歸電，

煤氣歸煤氣，泥水歸泥水，木匠歸木匠，不能“撈

過界”。

深圳是一個新現象

上述的局限轉變帶來近幾年出現的深圳現象。

我歷來認為有朝一日，上海的經濟會超越香港，沒

有想到深圳。去年我說兩年後深圳會超越香港，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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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是已經超越了。再兩年會超越很多！去年我

也說再十年深圳會超越硅谷，但今天看不需要十

年。華為、騰訊、大疆等有大成的可以不論，據說

搞科技產品的企業深圳有八千家。馬雲也要到深圳

來摩拳擦掌！這個城市的人口增長速度遠超昔日香

港的難民潮，但我找不到一個可靠的數字。說深圳

將會超越硅谷，我們要算進深圳的發展擴張到相鄰

的東莞與惠州去。

當然中國還有其他城市的科技產品搞得有看

頭，但深圳冠於內地今天沒有疑問。新《勞動合同

法》對科技行業的約束為禍較少，因為這行業的市

場工資比較高，在好些方面脫離了該合同法的約

束。然而，目前在東莞，因為該法的存在，高與低

科技之間出現了一個斷層。

為什麼在科技產出的發展上深圳能捷足先登是

個有趣的問題。多個因素無疑存在，而我認為最有

趣而又少人注意的，是今天的深圳沒有幾個本地

人。全部是外來的，因此完全沒有排外這回事。排

外或宗教、種族歧視對經濟發展可以有嚴重的不良

影響，而深圳是一個從三十多年前的二十多萬人口

升到今天二千多萬的城市。這是非常誇張地重複了

百多年前美國西岸因為尋金熱而帶起了舊金山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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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是的，因為新《勞動合同法》的引進而變得死

氣沉沉的東莞，因為深圳的土地不足而一下子活躍

起來了。

深圳今天的遠為不足處，是大學不僅太少，水

平也不見得高明。另一項嚴重的缺失是文化事項深

圳遠遜於上海等地，而那裡的博物館是沒有什麼可

觀的。

基建速度高是第二個關鍵

轉論中國先拔頭籌的第二個關鍵，是在勞動力

之價低廉的八、九十年代，中國在基礎建設這方面

發展得快。就是到了本世紀初期，一個力壯的勞動

工人只五美元一天，往往從天未亮操作到天黑。當

年我見到這情況感到心酸，今天回顧炎黃子孫要感

謝這些人。中國的基建工程不僅興建得快，而且質

量越來越高，到今天是世界級水平了。高速公路的

興建每年可以橫跨美國兩次，而難度甚高的高鐵，

約十年建造了二萬三千公里，達地球的百分之六十

以上。

都是勞苦大眾的血汗換得的成果，而重要的協

助，是中國既沒有西方的工會，也沒有西方的民主

投票。這些方面，一九八三年我對北京的朋友力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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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仿效西方。這裡的問題是興建得快而又優質的

基礎建設不一定是划算的投資。以高鐵為例，算進

利息，歸本還是遙遙無期。問題是這類大興土木的

投資不能單從金額的支出與回報看。那些所謂外部

性對不同地區的地價影響，對人口在不同地區的變

動的價值的正或負，原則上也要算進去。大概的衡

量也不易，精確不可能。我只能說，大略地看，中

國的基建項目很少見到負值。這樣，不論歷史成

本，中國的基建項目對將來的發展會有大助。

天下大勢是新三國演義

轉談目前的天下大勢之前，我要先說兩件事。

其一是中國今天的經濟情況不好。去年我在這裡提

出了十一項改進的建議，皆如石沉大海，而今天的

經濟沒有改進。這只是個人之見。其二是論天下大

勢不能不提及國際政治，而我是個對政治半點也不

懂的人。因此，我只能局部地看世界。

今天的地球出現了一個新局面：有三個性格剛

強的國家領導人一起存在：俄羅斯的普京、中國的

習近平、美國的特朗普。我戲稱世界將會出現的是

新三國演義。一位朋友說還有一個菲律賓的杜特爾

特，變為四國。我說菲律賓只是一個島，不算。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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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說笑，但一些朋友認為一項大戰可能出現。若

如是，我要說的全部作廢。

特朗普的經濟觀有誤

我要先處理一個話題。特朗普總統是一個了不

起的商人，他的言論含意着的，是要用做生意的手

法來處理國際經濟。這是不對的。做生意在市場競

爭，圖利要把對手殺下馬來。但國際貿易呢？要賺

對方的錢你要讓對方賺你的錢。特朗普說要抽中國

貨百分之四十五的進口稅，但其實這是抽美國消費

者的稅。美國會因而有通脹嗎？甚微，因為越南、

印度及無數其他落後國家的勞力工資遠比中國低，

美國的消費者會轉向質量較低但更為廉價的產品。

美國如果全面大幅提升廉價物品的進口稅，充

其量只能讓本土的一小撮現存的出產商人獲利，不

會鼓勵新廠的設立。這是因為增加了的進口稅隨時

可能撤銷，一個投資者會選擇比較穩定的項目才下

注。要是美國真的大抽中國貨的進口稅，中國應該

以牙還牙地也大抽美國貨的進口稅嗎？不應該，因

為這對中國的消費者與投資者半點好處也沒有。我

是主張中國撤銷進口關稅的。在報章上讀到習近平

先生的言論，他的主張也是大放外貿。他是主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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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一路這個構思的人，當然知道開放外貿是這構思

的一個需要條件。

特朗普主張杜絕墨西哥人的非法進入。但美國

的農業主要是僱用着這些非法進入的墨西哥人。選

擇性地讓一些墨西哥人作為農工有所需要，但美國

的最低工資要怎樣處理呢？目前中國是美國農產品

的最大買家，提升美國農工的工資中國會轉到其他

地區購買。地球逐步一體化是大勢所趨，特朗普總

統卻要逆流而上。但他是聰明人，可能改變主意。

兩國演義各取一法

論天下大勢，我要從上文提到的新三國演義簡

化為兩國演義——美國與中國——因為我對俄羅斯

的情況不瞭解。不能說我很瞭解美國與中國，但應

該及格。我要從兩個有關鍵性的觀察說起。因為美

國與中國的文化很不相同，傳統上這兩個國家的對

外邦交的政策有別。

大略而言，美國是以軍事利益的協助來換取他

國的友情，而中國則是用經濟利益的協助來換取他

國的友情。前者是源於二戰後，美國的軍力與財富

皆雄視天下。他們協助了很多國家——尤其是日

本——的經濟復甦。但跟着就是恐怕共產制度的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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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而把軍力輸送到其他國家作防守。今天回顧，上

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真的很怕共產思維的擴

散。

以軍事利益與經濟利益換取國際友情是有着很

不相同的局限，期待的回報很不一樣，而二者的持

久穩定性也不同。輸送軍事利益換取友情遠為容

易，因為只要打通一小撮執政者的關係。但不穩

定，因為這一小撮執政者可能被迫下馬或被投票者

替換。最近菲律賓的發展就是例子。輸送經濟利益

換取友情是遠為困難的事，因為不是只派錢出去，

要有投資的回報，而這樣的邦交還要有民眾的支

持。辦得成功，經濟利益協助的穩定性可以持續，

換了國家的頭頭還會持續下去。

美國由盛轉衰源於戰爭

美國是一個非常優越的國家。只二百多年的歷

史，他們在科學與文化上的發展是人類的驕傲。然

而，很不幸，二戰後選走軍事輸送的路，嚴重地害

了他們。想當年，世界警察這個稱呼出現後不久，

六十年代他們糊裡糊塗地參進了越南戰爭。打了好

幾年，導致美國經濟不景逾十年，到里根總統才出

現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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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戰後我的兩位朋友——弗里德曼與 Walter 

Oi——成功地說服美國有關當局放棄徵兵制，轉用

傭兵制。當時大家叫好，但今天看卻不一定是那麼

好。這是因為在傭兵制下，反對戰爭的學生不存

在，政府容易出兵，不需要先有國會批准，可以先

斬後奏。該傭兵制的優越性首見於一九九一年的波

斯灣之戰，美軍的先進武器驚世駭俗，害得蘇聯要

瓦解。可惜該戰後美國對伊拉克的處理讓弗里德曼

失望。

傭兵制是一種軍事費用非常高的制度，大戰困

難，但小戰卻容易出兵。是在這樣的局限下美國不

幸地參與阿富汗與伊拉克之戰。後者對美國的經濟

為害甚巨。而跟着的利比亞、敘利亞以及中東亂局

是今天更為頭痛的事了。我曾經在一篇題為《恐怖

活動的經濟分析》的文章中指出，當一個人認為自

己的機會成本是零，憑一夫之勇他可以害很多人。

美國的“世界警察”之譽，十多年前在香港與

內地我聽到一些朋友認同，但伊拉克之戰後再沒有

聽到。

一帶一路的發展怎樣看

轉談中國今天採用以經濟利益換取他國的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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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是源於中國的古老文化——二千五百年前的春

秋戰國滿是這樣的言論。但上文提到，這策略的施

行不易。近二百多年，這策略我們只在進入了新世

紀才見得明顯，而習近平先生推出一帶一路是明顯

地這樣處理。經濟上大事協助他國，友情之外當然

還要算投資的回報。這應該是習近平先生堅持經濟

不斷開放的原因，因為不開放會是“無帶無路”。

當然，在習先生之前的中國早就以經濟利益換

取國際友情。非洲有幾十萬人口住在廣州做生意有

不少時日，而習先生大事以經濟利益推廣南美貿

易。到浙江的義烏走走，計算一下長住該市的外籍

商人，拿得他們的入住時日，應該知道這發展牽涉

到的國家的時間表。中國這項重要的以經濟利益換

取友情的行為，在新世紀開始後不久就來得明顯

了。這是因為中國的地價在二○○一年開始急速上

升，國家的金錢財富增加，讓一個非伊甸園的經濟

有足夠的金錢花出去。

這幾年習近平先生推出的一帶一路需要的金錢

更多，夠不夠支持這巨大工程我無法判斷，而收來

的回報為何我更沒有資料猜測了。是有意思的思

維，但難度高。換取他國的友情不易，因為這裡討

好了甲那裡可能開罪了乙。一個馬來西亞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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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是上佳思維，但新加坡因而受損，當然不高興

了。地球上只有三塊可以步行而過的大地：澳洲、

南北美洲，與歐、亞、非這三洲加起來那塊最龐大

的。一帶一路是要把歐、亞、非三洲以經濟合作搞

起來，牽涉到的大國小國無數，其難度可想而知。

人民幣推出國際必遇競爭對手

目前我最擔心的，是人民幣的幣值問題。以經

濟利益換友情，人民幣能推出國際會有大助。把人

民幣推出去不需要有強勢，但一定要幣值穩定。人

民幣推出國際本來大有可為，因為有點錢的炎黃子

孫滿佈天下，給祖宗一個面子是人之常情。然而，

人民幣推出國際一定侵犯了其他的國際貨幣——主

要是美元——的國家的利益，人家要把人民幣殺下

馬來在道德上沒有問題，正如商店之間的同行如敵

國，要把對手殺下馬來是合情合理的。人民幣推出

國際的成本近於零，一本萬利，但被替代了的他國

貨幣卻是被替代多少輸多少。他們怎會視若無睹

呢？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嘗試大手把日圓推

出國際，不僅不成功，連整個經濟也倒下去，到今

天還是一蹶不振。年多前，中國的兩個自貿區試把

人民幣推出去，不多久就敗下陣來。可幸國家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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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的損失不嚴重，還可以再試。我多次為文建議

人民幣要下怎麼樣的一個錨才推出去。

沒有戰爭中國勝

回頭說，美國提供軍事利益與中國提供經濟利

益換取國際友情，這二者大比併，經濟理論的推斷

是只要沒有戰爭，中國終會勝出。這是從帕累托的

條件衡量，我想不出怎麼樣的局限會讓軍事利益的

輸送勝。利益與友情只有三個可能的組合。其一是

中、美兩國皆以經濟利益換友情。這上上之選是斯

密與帕累托的均衡，人類大幸。其二是兩國皆以軍

事利益換友情，這是下下之選，戰爭變得無日無

之，地球危矣。從帕累托那方推理，這下下之選的

均衡存在，但要基於一個訊息費用高不可攀的局

限。最後是一國推出經濟利益另一國推出軍事利

益。這是目前的情況，持續下去不會出現均衡，或

者說，我想不出這後者的均衡需要的局限條件。這

是說，只要戰爭不出現，從我考慮到的局限推理，

假以時日，中國會勝出。

勝出的意思，是說軍事輸送的取向，假以時

日，會遭淘汰。不是美國會遭淘汰。這是不淺的經

濟學，因為需要中國堅持經濟利益輸送，美國的軍



35

從中國先拔頭籌看天下大勢

事輸送才會遭淘汰。沒有中國的存在，美國的軍事

輸送可以有一個持久的均衡。這不淺的均衡觀有淺

顯的一面。好比兩家商業機構競爭，皆提供安全及

其他服務，性質不同，雖然宣傳的效果雷同。今

天，地球漸趨一體化，客戶的數量增加，他們的需

求有變，民以食為天，一家機構提供的服務勝出，

淘汰了另一家。

是的，如果美國失敗，是敗於恃武淩人。如果

中國失敗，是敗於未富先驕——從西方引進的勞動

法、社保、反壟斷法、複雜稅制等，皆屬未富先驕

的行為。我們希望美國能儘早改走以經濟利益換友

情的路。這樣的競爭才有意思，才過癮，才好看。

兩個大國皆如是，地球人類的生活可觀矣。

關稅保護的效果

回頭說美國新上任的總統特朗普的經濟觀，他

的主張是採用保護政策來使國家再偉大起來。很一

致：建造美、墨之間的圍牆是保護，禁止七個中東

國家的人民進入美國是保護，約束美資外流是保

護，退出 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是保護，

大幅提升中國貨的進口稅也是保護。主導了世界開

放貿易七十年的美國，在地球漸趨一體化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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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卻一反其道而行——他的言論讓我們這樣

看。

我不懂政治，也不懷疑某些保護是需要的。這

裡我只分析大抽廉價物品的進口稅這項保護政策，

因為這方面我的經濟觀有點新意。我要舉上世紀七

十年代經濟發展得如日方中的日本為例。當時該國

採用的進口關稅保護嚴厲。一九七五年的暑期我造

訪東京，見到那裡的高檔次商店，一粒葡萄售價約

一美元，一條法國領帶之價與當時非常昂貴的一部

彩色電視機之價相若。皆關稅保護之故也。

這裡的有趣觀察，是在外國不回敬反抽的情況

下，進口稅或其他有類同效果的保護可使獨自保護

的國家的國民收入上升，股市強勁，但從國民的實

質享受衡量卻是虛假現象。這不是因為傳統經濟學

說的“理想關稅理論”使然——該理論是謬論——

而是傳統的糊裡糊塗的國民收入統計使然。有點像

我提到過的伊甸園的故事的伸延：亞當與夏娃離開

了伊甸園，走進真實世界，實質的享受是減少了，

但金錢的收入——今天的國民收入——卻增加。人

類的智慧為萬物之靈，但自私的基因還是被訊息費

用誤導了。

這裡有一個關鍵問題：源自李嘉圖的比較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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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律——說專業產出與自由貿易會使所有國家獲

利——是真理，不可能錯，但這定律可沒有考慮到

通過貨幣來調控經濟與量度國民收入。算物品的產

量，李嘉圖無疑對，但引進貨幣，國民收入的增減

容易誤導。

日本的不幸經驗可教

故事再說下去，日本的運情不是那麼好。上世

紀八十年代後期起，該國的借貸膨脹然後破裂，經

濟倒了下去，到今天整整三十年還見不到有明確的

起色，是近代人類歷史最持久的經濟不景了。借貸

膨脹然後破裂帶來的調整需要長時日，但比日本更

嚴重的美國二○○七年出現的借貸破裂，約七年就

見到起色。我認為日本持續不景三十年，一個主要

原因是保護政策帶來的高物價，需要的逐步下調為

時甚久。去年一些漫遊日本的朋友說，那裡的物價

比中國還要相宜。弄到要推出負利率這項愚蠢玩

意，日本應該悔不當初吧。當然，今天特朗普總統

主張的保護政策不會像日本當年那樣嚴厲，所以不

良效果不會是那麼明顯，但國民收入的上升還會誤

導。

這些日子一些朋友說，美國要維持經濟第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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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位置，問我怎樣看。我說國民收入這類數字很

無聊，讓他們高居第一算了。我喜歡引述香港前財

政司郭伯偉曾經教我的話。郭老說：“史提芬呀，

國民收入的統計很無聊，你相信嗎？晚上到灣仔走

走，香港的經濟怎樣可一望而知。”

中國今後應走的路

儘管我認為特朗普的保護政策對習近平的一帶

一路的推行有助，我的經濟觀還是主張中美雙方全

部撤銷所有進出口關稅。就是美方大幅提升中國產

品的進口稅，我還是主張中國單方面撤銷所有關

稅。好比香港，歷來沒有關稅，上世紀七十年代以

自由貿易知名天下，無論成衣、玩具、手錶等五六

項產品的產量皆冠於地球。今天中國的生產實力不

是七十年代的香港，而是七十年代的二百個香港！

是的，從生產力這方面衡量，炎黃子孫是進入了一

個有恃無恐的境界！

不管世界怎樣變，地球一體化將會繼續。只是

在過程中牽涉到的局限變化多而複雜，作為經濟學

者我無從推斷在這一體化的過程中會出現的枝節。

就是只論中國，今天我對國家前景的推斷不能像一

九八一年我肯定地推斷中國會改走市場經濟的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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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準確。當年我能肯定，因為是掌握着兩方面的局

限轉變。

今天中國的經濟出現了好些困難，也有些亮

點。解決了這些困難，亮點的重心所在，是要把中

國的文化與西方的科技結合起來。如果成功地做

到，做得好，這會是人類前所未見的光輝。讓地球

上的人看得目瞪口呆不是很有意思嗎？北京的朋友

顯然知道這是中國發展的重心所在：他們對炎黃子

孫的文化與西方科技的重視是清楚明確的。可惜我

認為他們辦得不是那麼好。年多前我出版的《科學

與文化》那本小書提供了一點意見。

不久前在電視看到一位西方的中文專家評論，

說中文比不上英文，在地球一體化之下，有朝一日

中文會被英文淘汰。我肯定這位專家的判斷是錯

的。我不是什麼語文專家，但中文與英文皆能寫到

專業水平的學者不多，而我算自己是一個。客觀地

看，如果上蒼只容許中文或英文這二者選其一在地

球存在，讓我選擇，我選中文。我只是今天才這樣

選，因為昔日中文不能打字，而今天數碼科技讓中

文打字比打英文還要快。將來的學者會同意我今天

的看法：源於美國電話的實驗室發明的半導體帶來

的數碼科技，地球上受益最大的是中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