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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本致力於揭示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本質的書﹐是一

本揭示西方強國（主要是美國）如何在傳統的炮艦政策之外使用

新的手段（主要是金融）剝奪弱小國家﹐以及這種剝奪如何可能

的書。王小強說﹐他在寫作《投機賭博新經濟》的過程中常想起

古語“察見淵魚者不祥”﹐“（但是）在科學的入口處﹐正像在

地獄的入口處一樣﹐必須提出這樣的要求﹕‘這裡必須根絕一切

                                     
1 王小強﹕《投機賭博新經濟》﹐（香港）大風出版社 2007﹐參見網址http://www. 
strongwind.com.hk。 



猶豫﹔這裡任何怯懦都無濟於事’。”2 20 世紀 80 年代﹐王小強

就擔任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常務副所長﹐是名副其實的老

資格的改革派。但王小強近年來從改革派變成了“反思改革派”﹐

是不是因為他發現了今日的局面不是他們當年想要努力的結果﹖

而且還同時意識到未來隱患重重﹖也許正是他對當下改革開放的

勢頭和前景的憂慮迫使他一本接一本地奮筆疾書﹐呼籲社會各界

警惕已經蹲在門口的狼。 
 

 
1991~1996 年﹐王小強在英國劍橋大學政治和經濟系撰寫博士

論文《摸著石頭過河﹕中國改革之路 — 對薩克斯和科爾奈的批

評》。3 這麼長的標題﹐意在強調中國漸進式改革的合理性。王

小強的博士論文是兩篇文章﹐一篇〈中國的價格改革〉﹐一篇〈中

國的企業改革〉。由論文附標題可以看出是針對“休克療法”和

私有化的。4 反思歷史﹐1986 年“價稅財聯動”﹐1989 年“價格

闖關”﹐中國改革兩次衝向波蘭﹑俄羅斯式的“休克療法”﹐依

據的正是長痛不如短痛的常識。《摸著石頭過河》旨在用中國漸

進式價格改革和企業改革的邏輯和經驗﹐批判世紀末席捲轉軌國

家的自由化和私有化浪潮。雖然處處涉及岸在哪裡的懸念（尤其

是企業改革部分）﹐但集中討論的還是怎樣摸石頭。換句話說﹐

                                     
2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31~35 頁。 
3 1998 年﹐英文由麥克米蘭出版社﹑中文由牛津大學（香港）出版社出書。 
4 1991 年﹐哈佛大學教授科爾奈的《通向自由之路》﹐在所有美英大學﹐是理解東

歐和前蘇聯國家“轉軌”的必讀書﹔哈佛大學教授薩克斯﹐曾經是南美國家﹑後

來是波蘭和俄羅斯“休克療法”的“總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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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一門心思奔向教科書式的市場經濟﹐貿然採用Jeffrey Sachs推
薦的“休克療法”﹐昏死過去是必然的﹐能否復甦回來﹐進而治

癒沉痾痼疾﹐單就邏輯上說就很難自圓其說﹐更遑論想在實踐中

成功了。 
自從波普爾提出不能證明只能證偽以來﹐這世界上說怎麼幹

才行的越來越少﹐說怎麼幹不行的越來越多。時至今日﹐中國改

革穩扎穩打﹐循序漸進﹐一路摸著石頭在河裡走﹐但是﹐岸在哪

裡的問題﹐不僅沒有解決﹐而且是越來越模糊。摸了近 30 年石頭﹐

面對疑似趟不過去的汪洋大海﹐“深入改革”的口號﹐再不像 80
年代初那般慷慨大義了。或許有人把隔著太平洋的美利堅當作彼

岸﹐但王小強的另一本著作《史無前例的挑戰》5 告訴我們﹐這

是一個海市蜃樓的幻覺。美則美矣﹐但她永遠不會讓你靠近﹐因

為你是她的敵人。美國是一個需要敵人才能生存的社會。王小強

在書中指出﹐冷戰結束以後﹐美國需要找到一個新的敵人。因為

她少不了敵人﹐是她特殊社會的內政需要。不宜簡單地說﹐我們

之間存在什麼不理解﹐中國想和平崛起﹐你美國鬧不明白。的確﹐

雙方有理解上的問題﹐但是決不那麼簡單﹐這是美國從自己社會

內政需求產生出的一種外部反應。 
《投機賭博新經濟》在《史無前例的挑戰》上進一步揭示了

美國需要敵人的經濟原因。 
美國今天的製造業﹐大概僅佔整個 GDP 的 17~20％﹐許多消

費品的製造生產﹐早就已經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了。剩下的都是不

讓轉移的高科技。何謂高科技﹖我們回顧歷史﹐所有的高科技﹐

都是一個軍轉民的過程。美國高科技的發展﹐說白了﹐就是製造

                                     
5 王小強﹕《史無前例的挑戰》﹐（香港）大風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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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力的進步。現在的美國製造業﹐很多都是與軍工緊密聯繫的。

不光自己的生產設備不讓轉移出口到中國﹐凡仰其鼻息的兄弟國

家也統統不許。如今﹐受美國貿易部管制的出口技術已多達兩千

多種。這些技術﹐在廣義上構成了美國製造業軍工化的經濟基礎。

這個經濟基礎運轉到 2001 年﹐格林斯潘一年時間 11 次降息﹐帶

著全世界的中央銀行利率向零逼近。宏觀調控的武功盡廢。說來

也巧﹐在宏觀調控已經無法刺激美國經濟的時候﹐正好來了一個

9.11。從那以後﹐一個阿富汗戰爭﹐一個伊拉克戰爭﹐一個全球的

反恐戰爭﹐打得美國財政從盈餘重新恢復到赤字﹐與此同時美國

經濟卻全面復甦。這不能不讓人聯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背後的動

機。所以可以說﹐美國軍工化的經濟本身﹐需要愛國主義﹐需要

敵人﹐需要戰爭。什麼是美國的製造業﹖就是這些核心裝備製造

大軍工化的過程。 
這不是聳人聽聞﹐王小強在《投機賭博新經濟》裡﹐用事

實強調了美國經濟繁榮對軍工的依賴。一方面﹐美國移民社會

只有靠愛國主義才能凝聚立國﹔另一方面﹐美國經濟的繁榮只

有依靠軍工的昌盛才能實現﹐兩方面的需要造就了美國需要敵

人。需要有一個很現實﹑足夠強大的持續威脅。我們如今連自

己家裡的事情都忙不過來﹐哪裡來的“中國威脅”﹖但問題不

在這兒﹐不是我要威脅你﹐是你要把我弄的像在威脅你。在美

國﹐你是妖魔化也好﹐007﹑《一滴血》也好﹐各種學術分析﹑

媒體誇張﹐總得有一個東西在威脅著他們國家安全﹐或者威脅

著他們所信奉的自由﹑民主這套制度。《史無前例的挑戰》裡

都是引用布熱金斯基﹑亨廷頓的原話。美國現在確定的兩個敵

人﹐一個伊斯蘭極端的原教旨主義復興﹐一個就是中國。伊斯

蘭是一個比較模糊的概念﹐真正能夠替代蘇聯的並能和冷戰思

 4



維順理成章結合起來的﹐就是我們中國﹐畢竟朝鮮戰爭﹐越南

戰爭﹐美國沒佔著便宜。 
因此﹐美國需要敵人﹐不管有沒有﹐這是她經濟和社會的內

政需要。這不是靠理解﹐溝通﹐再理解﹐再溝通就能解決的。只

要她沒有找到一個更合適的對手替代你﹐中國始終還是她需要的

大敵。所以﹐增加理解﹐增加溝通是必要的﹔但不能解決根本問

題。較量﹐鬥爭﹐是想迴避也迴避不開的。 
 

 
《投機賭博新經濟》一開篇﹐作者就點出了賭博與投資的

區別﹕“什麼是賭博﹖與物質生產沒有關聯的金錢交易。”放

眼全球﹐世界變成了一個大賭場﹐作者引用吉登斯在《第三條

道路》中的數據﹕“在全世界每天上萬億計的貨幣交易中﹐只

有 5％涉及到貿易和其他性質的經濟交易。其餘 95％是由投機

活動或套利交易構成的。”在跟實物生產關聯不大或者說失去

了聯繫的虛擬經濟中﹐股票價格呈現出無理由的上漲或下跌﹐

與企業的實際運營狀況卻相背相離。觀察金融市場起落的曲線﹐

你就會發現它已經遠遠偏離了實體經濟的增長軌道。大量發行

的貨幣進入了虛擬的賭場﹐成為賭桌上的籌碼。各國中央銀行

成了莊家。金融市場像一個黑洞﹐吸納了激增的貨幣﹐消解了

原本應該在現實經濟生活中隨著貨幣發行量增長而出現的通貨

膨脹。貨幣進入股市或其他金融市場﹐不再是投資﹐而變成了

投機﹐通俗點說就是賭博。 
賭博投機的市場看起來人人都有機會﹐人人的機會也都是平

等的﹐結果卻是不平等的﹐美國人總是贏家﹐輸家總在美國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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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個遊戲歸根結底還是具有帝國主義的性質。很簡單﹐國際

貿易的三分之二以美元結算﹐國際銀行貸款的四分之三使用的是

美元﹐美元一家獨大﹐其他貨幣無論如何也玩不起﹐索羅斯調動

幾十億美元就能把東南亞國家的金融市場打得一塌糊塗。“憑什

麼世界人民愛美元﹖因為美國科技進步﹑經濟發達﹑政治穩定﹑

國家安全。支撐美元的﹐不單是世界上最多的 GDP﹐而且有世界

上最強大的軍事實力﹐背後是最強大的軍工產業。”“不可戰勝

的戰機﹐是美元不可戰勝的保鏢。”這就是王小強的解釋﹐弄的

你不願全信﹐也不敢不信。 
王小強在書中引用了列寧的話﹐西方強國對弱小國家的剝奪﹐

是“從一頭牛身上扒下兩張皮來”。扒兩張皮是老做法了。當年

列寧說扒兩張皮時已是惡狠狠了﹐時代到了今天再回頭看列寧的

這段話﹐還是太客氣了。一夥金融大鱷幾天時間就能把後發國家

幾十年的奮鬥成果風捲殘雲地吞噬乾淨。“金融危機實際上是一

種‘富貴病’﹐貧窮的地方只發生短缺和饑荒﹐從不發生金融危

機。”而且“最近大部分的繁榮和泡沫破裂現象都發生在財政﹑

貨幣政策以及道德風險都處於較好水平的國家。”金融風暴要捲

的是錢﹐所以就必須要讓你的資產高度金融化。 
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三部曲﹕改革開放帶來物質生產高速發

展﹐金融自由化帶來貨幣經濟繁榮昌盛（追漲）﹐外資拋空再帶

來你的金融危機（殺跌）。這幾乎成為當代所有“新興市場”無

一例外的宿命。自我實現的可能性意味著任何不穩定因素﹐經濟

的﹑金融的﹑政治的 — 這一切都可能在一國的貨幣上反映出來。

尤其是金融危機﹐防不勝防。中國能否逃脫這樣的宿命﹖ 
經歷了 30 年改革開放之後﹐大陸經濟持續高速發展﹐讓金融

大鱷饞涎欲滴的“餅”越做越大。實體經濟無處不和國際慣例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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縫接軌﹐只有金融市場尚未徹底改革開放。人民幣的國內價格 — 
利率﹐國際價格 — 匯率﹐至今尚未市場調節。期貨市場先開後

關﹐衍生工具未及發育。與日益龐大的物質生產和進出口總量相

比﹐貨幣經濟的發展潛力極大。於是﹐國內改革開始大力推進銀

行混業經營﹐國際期貨走出國門﹐對外開放金融業務﹐合資﹑外

資企業國內上市﹐開放基金邀請國際知名管理公司合夥﹐外資證

券合資進入股市﹐外資銀行織網佈點﹐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金

融創新股價指數﹑指數期貨﹐A 股﹑B 股併軌水到渠成﹐外匯期

貨﹑利率期貨﹑期權交易﹑人民幣資本項目的可兌換順理成章﹐

成為國際國內業界內外翹首以待的殷切期望。 
金融自由化改革開放人心所向﹐金融市場繁榮昌盛的大幕已

經揭開﹗但是﹐我們注意到所有國家的經驗證明﹐只要金融自由

化﹐就根本談不上“防範金融風險”。從來沒聽說過美國經濟學

家到處表揚美國的銀行制度健全﹐監管得力。相反﹐美國著名的

經濟學家﹐從弗里德曼開始﹐從來對美國政府的金融管制嗤之以

鼻﹐以揭露﹑批判﹑調侃﹑譏諷監管當局的無能為能事。 
2006 年至今﹐中國股市﹑房地產狂漲﹐這已經是金融危機

的“前戲”了。到目前為止﹐除了美元霸權﹐中國是全世界唯一

一個﹐甚至是最後一個﹐沒有被金融危機強暴過的處女。所有發

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包括英國英鎊﹑德國馬克﹑法國法郎﹑意

大利里拉﹐歐洲最發達﹑歐盟最核心的國家﹐都被金融危機洗劫

過了。中國經過 30 年的經濟高速發展﹐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同時

也積累了大量的壞賬。這兩個條件﹐像美麗與纖弱﹐早就讓國際

金融大鱷魚垂涎欲滴了。萬事俱備﹐只差一個人民幣可自由兌換。

就此一點﹐索羅斯早在 2000 年那本《開放社會》的書裡就說過﹐

如果人民幣是可兌換貨幣﹐那麼亞洲金融危機根本躲不過去。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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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強在另一本書中﹐ 6  用〈“砍樹救林”— 廣東化解金融危

機“三步走”〉為題﹐展開描述亞洲金融危機時﹐王岐山指揮的

一場化解“支付危機”的艱苦戰鬥。短短時間﹐從經濟繁榮的頂

峰跌落下來﹐兩千多億債務“水落石出”﹐上訪擠兌此起彼伏﹐

群眾性恐慌迅猛蔓延﹐廣東國投破產﹐粵海重組﹐中央借款幾百

億﹐一舉關閉上千家非銀行金融機構。頂風冒火﹐大刀闊斧﹐驚

心動魄﹐證明索羅斯的斷言﹐並非空穴來風。 
恰好在那時前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香港召開團結和勝利

的大會﹐發表了《臨時委員會關於修改國際貨幣基金協議實現資

本自由流動的說明》﹐正式將促進資本項目的自由化作為基金組

織的一個共同的具體目標。投機賭博新經濟施展渾身解術﹐用廉

價勞動力製造的廉價產品製造的貿易順差說事﹐形成比強迫日本

更強迫的內外壓力﹐奮力猛推中國金融的改革開放。2003 年日本

率先發難﹐提請其他國家一道通過協議﹐強行要人民幣昇值﹐就

像 1985 年西方國家簽訂《廣場協議》強行要求日元昇值那樣。從

此﹐七大工業國領袖﹑美國總統﹐政府高官﹐歐洲中央銀行﹑日

本大藏省以及高盛﹑美林﹑德意志銀行﹑瑞士銀行等鉅大機構﹐

異口同聲﹐眾口一詞﹐要求改革人民幣匯率制度。經濟學家﹐多

維媒體﹐國際組織﹐國會議員﹐齊心協力﹐內外夾攻﹐大會小會﹐

座談採訪﹐口誅筆伐﹐牆倒眾人推…… 
鮑爾森強烈要求人民幣短期昇值﹑中期自由兌換﹐絕非虛言

恫嚇。全球經濟一體化﹐一方面﹐跨國公司把勞動密集型加工工

業﹑消費品生產轉移到中國。另一方面﹐高科技產品一律嚴格限

制向中國出口。生產要素市場調節全球配置﹐產品貿易不按市場

                                     
6 王小強﹕《摸著石頭過河的困惑》﹐（香港）大風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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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辦事﹐中國的貿易順差命中注定。這樣不對稱的生產貿易格

局不改變﹐招商引資﹐只能引來原材料和市場兩頭在外﹐大進大

出﹔但是資本只讓大進不讓大出﹐等於歡迎作多“追漲”﹑不許

拋空“殺跌”。這時候下注人民幣昇值﹐只贏不輸﹐就成了中國

政府用制度保證的無風險投資。所以﹐只要人民幣開始昇值﹐必

然鼓勵更多外資﹑內資購買人民幣資產﹐包括貿易中隱藏的非貿

易資金流入﹐A 股﹑H 股和房地產高燒不退﹐香港居民在香港用

港幣換人民幣﹐持續昇值正在持續自我實現。直到最終放開資本

項目﹐具備了“殺跌”機制﹐“追漲”的勢頭才有貶值風險的反

方向約束。原材料﹑市場兩頭在外﹐大進大出﹐受制於人﹐是因﹔

內外資本大進大出﹐橫衝直撞﹐是果。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危機在歐洲發達國家﹐充其量就是金融

危機﹐頂多惡化成經濟危機。可是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危機﹐不僅

每每就是經濟危機﹐而且經常遞進成社會的動亂﹑政權的顛覆﹑

國家的分裂。西方政治學有說法﹐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只要達

到一定的富裕程度﹐就會進入社會動亂的多發期。越是持續高速

發展﹐GDP 越來越多﹐貧富分化﹑腐敗蔓延越來越嚴重﹐自然招

惹外資大進大出地來回攪和。一般來說﹐外資拋空足以動搖金融

市場﹐山雨欲來的條件已經具備了﹐只是風滿樓的事實往往不易

體察。 
1990 年﹐歐盟六個核心國家貨幣實現可兌換﹐資本項目放開

了﹐1992~1993 年﹐索羅斯衝擊歐洲聯繫匯率機制﹐一陣雞飛狗跳﹐

西方十幾個發達國家聯手也沒逃脫一敗塗地的厄運。但是﹐英國

也好﹑法國也好﹑德國也好﹐當時打完了以後﹐金融危機就是金

融危機﹐財政首腦辭職而已。到了亞洲﹐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

印度尼西亞兩億人口﹐蘇哈托 32 年強權﹐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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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消亡。兩極分化﹐腐敗蔓延﹐信仰危機﹐積重難返。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接著攙和﹐金融危機迅速演化成經濟危機。社會動亂﹐

政權顛覆﹐國家分裂﹐亦步亦趨。到後來天災跟著人禍﹐海嘯﹑

地震連續不斷。國家﹑社會雪上加霜。所以《投機賭博新經濟》

想強調的是﹐美國不用派一兵一卒﹐只要財政部長﹐“中國通”

跟你整天高級“戰略對話”﹐就能讓你的執政基礎動搖﹗ 
沒有硝煙的戰爭比有硝煙的戰爭更可怕。因為你看不見敵人﹐

敵人就在你平日一點一滴的作為之中﹐它混淆了敵我的界限﹐模

糊了目標的確定。使我們的愛國主義情操失去了表達的空間。也

許正當我們志得意滿﹐陶醉在“大國崛起”的豪情之中時﹐已不

知不覺的成為了別人的俘虜。在當今複雜的形勢中﹐沒有任何一

部經典﹑一個權威能給王小強的“盛世危言”開出一方良藥。我

們常常拷問自己﹐如果真的有王小強說的金融危機到來時﹐我們

是否有充分的理論準備和足夠的政策智慧去應對﹖如果回答不能

確定﹐我們是否應起碼做到警鐘長鳴﹖王小強的《投機賭博新經

濟》至少讓我們增加了“一日三省吾身”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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