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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錦濤強調﹕抓緊做好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各項工作〉﹐http://www.ce.cn/xwzx/ 
gnsz/szyw/200804/29/t20080429_15321129.shtml。 



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歷史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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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效率的本質是投入越少﹑回報越多﹑越快越好。僱傭工

人生產商品的“中間環節”頗費周張﹐不得已而為之。空手套白

狼﹐才是資本增值的最高境界。冷戰結束以後﹐市場原教旨主義

奮力推廣自由化﹐儘量滿足資本“不用生產過程作媒介而賺到

錢”的願望。資本自由流動﹐亞洲廉價勞動崛起廉價出口。“世

界工廠”意味著生產過程最大限度地成為“大國崛起”的倒霉

事。格林斯潘退休了才驚喜﹐擔心通貨膨脹純屬多餘。工會造成

的“工資剛性”不再﹐社會民主主義的福利國家難以為繼。3 發

                                     
2 馬克思﹕《資本論》第 2 卷﹐第 68 頁。 
3 格林斯潘在《我們的新世界》用很大篇幅論證﹐資本自由流動﹐從根本上瓦解了

發達國家工會組織的談判能力﹐“工資剛性”成為歷史﹐通貨膨脹成為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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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國家生產﹐發達國家耍錢﹐比較優勢﹐國際分工。錢買錢就

能錢生錢的金融市場﹐“不用生產過程作媒介而賺到錢”﹗產業

轉移和貨幣經濟兩方面合力推動投機賭博新經濟﹐成本投入趨向

無窮小﹐利潤花紅趨向無窮大。 
 

圖~7﹕美國的超級泡沫與基尼係數﹐1950~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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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基尼係數截至 2007 年。 
資料來源﹕美國普查統計局網站（http://www.census.gov/hhes/www/income/histinc/ 
f04.html）。 
 

為什麼可以告別通貨膨脹﹖替金融衍生工具鳴鑼開道勞苦功

高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墨頓˙米勒﹐理論概括一語中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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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衍生工具最令人恐怖的地方就是財富的轉移。”4 圖~7 清楚表

明﹐不要說被巧取豪奪的世界各國了﹐就是佔盡便宜的美麗尖﹐

“80 後”的兩極分化史無前例﹐與超級泡沫超級共生。在傳統商

品市場﹐參與者越多﹐競爭越充分﹐市場價格“出”得越清﹐市

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效率越高。在當代金融市場﹐參與者越多﹐“羊

群效應”越嚴重﹐起伏跌宕“在市場到頂和觸底時﹐多數人永遠

是錯”。5 無論熊市﹑牛市﹐金融資產的流動性越強﹐交易越活

躍﹐財富轉移的速度越快﹐貧富分化的速度越快。不僅快在了信

息社會計算機光速轉賬﹐而且快在了迅速瓦解兩頭小中間大的

“橄欖形社會”。理財﹐首先得有財。更何況股市開張時間﹐勞

動人民得上班。有閑錢和閑功夫炒股買樓者多為中產。乘過山車

追漲殺跌驚心動魄﹐少數暴富誇誇其談“美國夢”﹐多數中產頭

暈眼花﹐一覺醒來﹐淪為比無產階級還窩囊的“負資產階級”。

無產階級一無所有﹐負資產階級楊白勞﹐揹一屁股還不完的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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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周扒皮“半夜雞叫”不誤農時﹐卡耐基鎮壓罷工

大煉鋼鐵﹐費盡心機剝削工農的剩餘價值﹐出口企業臨時周轉的

                                     
4 墨頓‧米勒﹕《墨頓‧米勒論金融衍生工具》第 22 頁。 
5 巴頓‧比格斯﹕《對沖基金風雲錄》第 147 頁。 
6“2008 年 12 月美國樓按者有 30％已變成負資產（即資不抵債）”（曹仁超﹕〈短

期上試萬六阻力〉﹐香港《信報》2009 年 2 月 9 日﹐第 13 頁）。詳見王小強﹕《投

機賭博新經濟》第四章〈賭博帝國主義〉。 
7〈貪婪惹禍﹐金融高管限薪成潮流〉﹐香港《信報》2009 年 2 月 10 日﹐第 2 頁。 

 4



結匯﹐官府衙門橫徵暴斂稅收的財政﹐學校醫院低聲下氣籌措的

經費﹐由於不能不理財﹐統統成為華爾街爭搶的肥羊。金融市場

效率越高﹐資本流動性越好﹐人民收入越少﹐好不容易有點儲蓄

（＝收入－消費）﹐讓“理財”風捲殘雲﹐留一張按揭當收據﹐

10~20 年欠債還錢﹐誰還有餘錢買東西﹖告別通貨膨脹﹐因為多數

人收入太少。迎來通貨緊縮﹐因為財富過於集中。前所未有的金

融創新﹐前所未有的兩極分化﹐前所未有的生產能力全面過剩﹐

住宅﹑汽車﹑彩電﹑冰箱﹑洗衣機﹐生產什麼產品什麼產品賣不

出去﹐除了武器彈藥﹐舉不出一樣民用製成品供不應求。 
 

1300
8

 

多數人錢太少消費﹐少數人錢太多揮霍。“美林證券的前任

總裁賽恩在辦公室內安裝 3.5 萬美元的洗臉盆﹔Tyco公司前行政

總裁科茲洛夫斯基花 1.5 萬美元買一個雨傘座﹔”9 花旗領導一

領到政府救濟款﹐立即 4200 萬美元買高新技術公務飛機﹔10 幫忙

政府擴大消費。金融海嘯天崩地裂﹐華爾街金融工作者臨危不懼﹐

“9.11”消防員救“世貿”一般奮勇撲救﹐不捨晝夜做賬﹑對賬﹑

做賬﹐拆東牆補西牆﹐力挽狂瀾於既倒﹐勞苦功高花紅 184 億美

元﹐幫忙政府減稅增收。在這點上﹐酷愛洗臉的美林賽恩﹐比不

愛洗臉的雷曼兄弟﹐頭腦清醒多多了﹕當機立斷賣身美銀﹐虧損

                                     
8 畢老林﹕〈通脹救市﹖〉香港《信報》2009 年 2 月 6 日﹐第 15 頁。 
9〈日本CEO知慳識儉〉﹐香港《信報》2009年2月2日﹐第26頁。 
10 賽恩花 120 萬美元裝修辦公室﹐包括地毯 8.7 萬﹑窗簾 2.8 萬﹑一對椅子 8.7 萬﹑

攝政時期風格的椅子 2.4 萬﹑六個燭臺 2700 美元﹑餐廳吊燈 1.3 萬﹑六把餐桌椅

3.7 萬﹑特制咖啡桌 1.6 萬﹑古董五斗櫃 3.5 萬﹑羊皮紙字紙簍 1400 美元（趙景倫﹕

〈“宇宙之主”栽了〉﹐香港《信報》2009 年 2 月 9 日﹐第 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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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億還發 36 億美元花紅﹐事後美銀“食物中毒”﹐雖然終遭辭

退﹐卻被上下左右視為英雄。11

縱觀政府救市盲人瞎馬﹐唯削減年薪一招﹐使得神勇決然。

接受政府救助﹑上百億美元資產的銀行的CEO﹐2007 年平均薪酬

1107 萬美元。奧巴馬當總統才拿 40 萬美元﹐寬宏大量設定 50 萬

年薪上限。12 這些企業走出困境﹐最最最需要高超財技﹗從 1107
萬到 50 萬﹐一刀砍去 95.5％。落實到頂尖大銀行﹐等於不讓開工

資了（表~2）。肯定留不住人才。留不住正好﹐省得華爾街經濟

復甦﹐金融創新下一個金融海嘯。— 由不得“陰謀論”不起疑﹕

該不是盼望中國引進這些理財高手﹐深化金融體制改革﹖ 
 

表~2﹕接受美國政府援助的八大銀行2007年CEO薪酬 

金融機構 接受援助金額 
（億美元） 

CEO 薪酬 
（萬美元） 

設 50 萬上限 
＝削減（％） 

花旗集團 1 450 210 76.2 
美國銀行 2 450 2480 98.0 
摩根大通 250 2880 98.8 
富國銀行 250 2290 97.2 
高盛證券 100 7000 99.3 
摩根斯坦利 3 100 160 68.3 
紐約梅隆銀行 30 2010 97.5 
道富 20 2050 97.6 

註﹕（1）美國政府另外為花旗擔保 3010 億美元問題資產﹔花旗 CEO 薪酬較低﹐

因為潘迪特 2007 年加入花旗﹐年底才晉昇為 CEO。（2）援助金額 450 億美元包

括美國政府借給美林證券的款項﹔美國政府另外為美銀擔保 1180 億美元問題資

產。（3）摩根斯坦利 CEO 麥克主動放棄花紅﹐故薪金明顯比同級銀行低。 
資料來源﹕〈美銀行盼儘快還清政府資金避政治干預〉﹐香港《信報》2009 年 2
月 13 日﹐第 15 頁。 

                                     
11“對於美林雇員﹐賽恩在交易完成前批出鉅額花紅﹐更被美林上下視為‘英雄’”

（畢老林﹕〈“壞銀行”難挽金融狂瀾〉﹐香港《信報》2009 年 1 月 31 日∕2 月 1
日﹐第 9 頁）。 
12〈美企業高層薪酬制度大變在即〉﹐香港《信報》2009 年 2 月 6 日﹐第 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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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制度建設上﹐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都在忙著反改革﹐大

張旗鼓去槓桿化﹐大張旗鼓限制買空賣空﹐甚至連企業高管的工

資都不讓市場調節了。如此趨勢發展下去﹐真要“進入金融社會

主義時期”﹖13 杞人憂天。再說投機賭博禮崩樂壞﹐“滔滔者﹐

天下皆是﹐而誰以易之﹖”美國能夠印鈔票救市﹐全憑美元霸權。

金融海嘯越是波及世界各國﹐冰島克朗﹑俄羅斯盧布等幣種越靠

不住﹐敞開印的美元越堅挺。敗也蕭何﹐成也蕭何。多年負債世

界第一的美國政府﹐倘若離開美元霸權﹐早該破產了。美國自由

放任的新經濟﹐佔便宜沒夠導致金融海嘯﹐還得靠佔便宜沒夠搭

救。投機玩不下去了﹐必須繼續賭博。諾貝爾獎克魯格曼在《紐

約時報》的文章標題總算破題了﹕全球金融首都華爾街玩的是〈馬

多夫經濟〉。14 除非鬧到清盤逮捕那一天﹐誰也沒法知道﹐過去

有過多少糊弄過去未曝光的﹐今後還有多少玩炸了的馬多夫﹑斯

坦福﹐等著世界人民埋單哩。15

 

Pseudo 1220 2009 1 10
16

 

                                     
13 Richard Sennett﹕〈西方應走社會主義道路〉（《金融時報》中文網﹐http://www. 
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2484&page=1）。 
14 Paul Krugman﹕“The Madoff economy”﹐The New York Times 2008 年 12 月 19 日

（http://www.nytimes.com/2008/12/19/opnion/19krugman.html?_r=2&scp=the%20mad）。 
15 2008 年﹐馬多夫五百億美元龐氏騙局案發之後﹐2009 年 2 月﹐Allen Stanford
國際詐騙 92 億美元案發（〈美再揭金融詐騙案涉 718 億〉﹐香港《信報》2009 年

2 月 19 日﹐第 12 頁）。 
16 鄭國漢﹕〈龐氏騙局的教訓〉﹐香港《信報》2009 年 1 月 21 日﹐第 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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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看病就喫藥﹐連頭痛醫頭﹑腳疼醫腳都做不到。2008 年四

季度﹐馬英九在寶島發消費券﹐老少咸宜﹐喜笑顏開﹐小兒科熱

鬧一場﹐〈GDP下降 8.3％﹐臺經濟陷衰退〉。18 再接再厲﹐〈臺

經濟學家籲港派消費券〉。19 香港未動﹐澳門先行。城市內需全

賴進口﹐亂撒公帑刺激周邊﹖還是人家山姆大叔實在﹐奧巴馬救

市盯住就業崗位﹐250 萬﹑三百萬﹑四百萬﹐層層加碼﹐為多數人

還是少數人﹐直接拿數目字說話。 
大話好說﹐善良的願望往往是通向地獄的橋梁。全球經濟一

體化到今天﹐國家邊境管制依舊﹐資本賺錢的要素自由流動。美

國政府帶頭﹐用納稅人的公帑增加（或保護）納稅人的就業﹐海

嘯中心發達國家﹐盛行限制人流﹑物流和錢流的保護主義﹐不以

經濟學原理為轉移。譬如﹐法國政府鉅額貸款救助兩大汽車﹐要

求貸款期間不能關閉國內工廠﹐盡力確保 2009 年不再裁員﹐德國﹑

瑞典等汽車大國強烈批評﹐說讓他們的車廠更加艱難。薩科齊想

不通﹕“法國汽車公司不能拿著政府的補貼﹐跑到捷克等其他國

家去開辦新工廠。”20

就業保護主義﹕為了增加和保護相對昂貴的本國就業﹐限制

相對廉價的外籍勞工﹐從來是西歐國家的群眾運動。21“美國總共

359 家公共融資機構接受財政部撥款資助”﹐22 吸引媒體高度關

注﹕2008 年 10~12 月﹐“接受政府援助的銀行宣佈裁減超過十萬

                                     
17〈口頭反對私下執行的保護主義〉﹐香港《信報》2009 年 2 月 16 日﹐第 2 頁。 
18〈GDP 下降 8.3％﹐臺經濟陷衰退〉﹐香港《信報》2009 年 2 月 19 日﹐第 7 頁。 
19〈臺經濟學家籲港派消費券〉﹐香港《信報》2009 年 2 月 18 日﹐第 6 頁。 
20〈法經援車廠掀保護主義陰霾〉﹐香港《信報》2009 年 2 月 12 日﹐第 11 頁。 
21〈英反外勞工潮恐陸續有來〉﹐香港《信報》2009 年 2 月 7∕8 日﹐第 8 頁。 
22〈銀行制水﹐美國儲蓄率大昇〉﹐香港《信報》2009 年 2 月 6 日﹐第 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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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員工﹐”這些銀行“過去六年要求聘用超過 2.18 萬名外國勞工﹐

出任高級副總裁﹑企業律師﹑初級投資分析員以至人事專家等職

位。平均薪酬為 90721 美元﹐接近美國家庭入息中位數的兩倍。”

從企業利益出發﹐經濟越不景氣﹐越要節約成本﹐越願意聘任相

對便宜的外籍勞工﹐至少節省諸多福利待遇的財務負擔。“縱使

這些銀行依賴美國人繳稅的稅款為生﹐但積極聘請外國勞工。2008
年美國經濟倒退時﹐這些銀行的工作簽証申請宗數增加近三分之

一”。23“英國媒體報道﹐該國政府計劃收緊技術移民記分政策﹐

減少律師﹑金融從業員等專業人士赴英工作人數﹐以防應屆大學

畢業生出現失業潮。”24 相信美國很快學會。 
貿易保護主義﹕奧巴馬拯救經濟方案﹐“規定由方案資助的

基建工程必須採購美國製造的鋼材﹐只能在沒有充分優質美國鋼

材﹐以及採購美國鋼材是基建成本增加超過 25％才獲豁免﹐這價

格上限遠多於目前規定的 6~7.5％。振興經濟方案已提交參議院審

理﹐參議院研究將條款擴大至所有美國製產品。”25 消息一出﹐

輿論嘩然﹐急忙軟化﹐適當修改﹕ 
 

 
NAFTA

26

                                     
23“數字由美國勞工部的 H1-B 簽証計劃申請資料所得”（〈美銀行界聘外勞任高

職〉﹐香港《信報》2009 年 2 月 2 日﹐第 10 頁）。 
24〈言行不一招惹非議〉﹐香港《信報》2009 年 2 月 16 日﹐第 11 頁。 
25〈美救市限買國貨惹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憂慮〉﹐香港《信報》2009 年 1 月 31 日∕

2 月 1 日﹐第 8 頁。 
26〈美參院通過買美國貨修訂條款〉﹐香港《信報》2009 年 2 月 6 日﹐第 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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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議院修訂方案“買美國貨”﹐不僅鋼材﹐包括卡車等製成品。

另外補充 110 億美元稅務優惠美國人買新車﹐當然不適用進口。27

資金保護主義﹕“歐美政府援助甚至國有化銀行後﹐要求銀行將

大部分貸款都貸給本國的企業和消費者”。28“國際金融協會（IIF）
預計﹐銀行 2009 年將從新興市場撤出約 610 億美元的資金﹐2008 年

為淨流入 1670 億美元﹐2007 年更達 4100 億美元的紀錄高位。”29

 

 

30

 

羅齊伸張的經濟學憂慮﹐放之四海皆準的絕對真理。保護主義

雪上加霜經濟蕭條﹐嚴重傷害中國“兩頭在外”的大進大出。“不

                                     
27〈救市方案加碼迫近 7.8 萬億〉﹐香港《信報》2009 年 2 月 5 日﹐第 12 頁。 
28《紐約時報》首席金融記者 Folyd Norris 稱之為“信貸保護主義”（credit 
protectionism）﹐環球投資公司 Independent Strategy 總裁 David Roche 稱之為“資

金保護主義”（capital protectionism）﹐英國首相白高敦稱之為“金融重商主義”

（financial mercantilism）（〈“信貸保護主義”冒起〉﹐香港《信報》2009 年 1
月 31 日∕2 月 1 日﹐第 8 頁）。 
29“IIF 指出﹐歐洲的新興國家受創最為嚴重﹐預計有 270 億美元流出該地區﹐而

2007 年為流入 2170 億美元。……花旗已退出德國業務﹐且還可能撤出日本﹑並削

減在百多個國家辦事機構的資產。此外﹐美國銀行和比利時的比聯（KBC）亦縮

減了在中國的業務規模﹐瑞銀集團（UBS）則可能在美國實行瘦身計劃”（〈銀

行“國有化”引發保護主義憂慮〉﹐香港《信報》2009 年 2 月 7∕8 日﹐第 9 頁）。 
30〈“信貸保護主義”冒起〉﹐香港《信報》2009 年 1 月 31 日∕2 月 1 日﹐第 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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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美國鋼鐵工人聯合工會支持‘買國貨’條款﹐以確保美國納稅

人的金錢是用來保障美國人就業。美國商業及工業議會說﹐沒有這

條款﹐只會鼓勵美國人進一步舉債購買外國貨﹐而這正是目前經濟

危機的原因。”31 說一千道一萬﹐民選政府的“硬道理”是選票﹐

不是GDP。無論嘴上怎麼說﹐美國自由民主﹐英國君主立憲﹐首相

不落實“英國的工作要留給英國人”﹐32 本屆任期都混不下去。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美帝國主義的理性選擇﹐從不考慮人

類社會長遠發展﹐減少排放的《京都協議》都拒絕參加。毛澤東

斷定他們總是過高估計自己的力量﹐過低估計人民的力量﹐到頭

來﹐總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33 也是履試不爽的顛撲不破。

20 世紀 30 年代的“大蕭條”剛開始﹐美國國會通過保護主義法案

（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向多達兩萬多種外國商品徵

收高關稅的限制進口﹐結果在 1929~33 年﹐美國進口貨大減五成﹐

但與此同時﹐出口也急劇下跌”。34 — 保護主義盛行的必然結果

是﹐全球化重返民族主義盛行的戰國時代。 
 

 
 

 

                                     
31“副總統拜登說﹐限制採購美國貨不是貿易保護主義”（〈美救市限買國貨惹全

球貿易保護主義憂慮〉﹐香港《信報》2009 年 1 月 31 日∕2 月 1 日﹐第 8 頁）。 
32 顧蔚﹕〈保護主義似毒藥〉﹐香港《信報》2009 年 2 月 5 日﹐第 14 頁。 
33 毛澤東﹕〈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慶祝十月革命 40 週年會上的講話〉﹐《毛澤東文

集》第 7 卷﹐第 315 頁。 
34〈向保護主義招魂﹐奧巴馬技窮〉﹐香港《信報》2009 年 2 月 4 日﹐第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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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國務卿提名國會聽政﹐希拉里神采飛揚“聰明實力”（smart 
power）﹐外交﹑經濟﹑軍事﹑法律﹑文化﹐文的武的﹐葷的素的﹐

18 般武藝摑打撾揉﹐擺明了﹐要招呼滿漢全席了﹗從實力到“軟

實力”（含《經濟學》教科書）﹐到“聰明實力”﹐說英語﹐讓

人聯想美國百姓耳熟能詳的“聰明彈”（smart bomb）— 精確制

導炸彈﹐不僅精確﹐還能像炸我使館一樣﹐鑽入深層爆炸。希拉

里立志和中國“在一系列問題上深入並加強聯繫﹐坦率強調不同

意見”。36 攤在桌面上的﹐仍然是在舊地圖上延續縱深﹕ 
反恐 — 與俄羅斯重修舊好﹐格魯吉亞既往不咎﹐撥鉅款加

沙重建﹐敘利亞﹑伊朗恢復對話﹐伊拉克堅決撤軍﹐全力以赴阿

富汗→巴基斯坦﹖ 
朝核 — 朝鮮試射導彈﹐美日揚言攔截﹐美韓大規模軍事演習﹐

眼瞅著金正日風雨飄搖﹐身後政局動蕩﹖37

臺灣 — 擱置主權爭議﹐拿經濟補貼擠進各類國際機構﹐布

什大賣臺灣軍火之後繼續大賣﹐南海測量我潛艇情報賴著不走﹐

以便恢復接觸﹖ 

                                     
35“美國民主黨的一位原外交事務官員稱﹐奧巴馬的過渡團隊此前在檢討中美對話

策略時就曾決定要有新的作為”（〈美擬提昇中美對話更高級別〉﹐香港《信報》

2009 年 2 月 3 日﹐第 12 頁）。 
36“We want a positive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one where we deepen 
and strengthen our ties on a number of issue﹐and candidly address differences where 
they persist”（Fox News 網站﹕Raw Data﹕Hillary Clinton's Statement at Senate 
Confirmation Hearing﹐http://www.foxnews.com/politics/2009/01/13/raw-data-hillary- 
clintons-statement-senate-confirmation-hearing/）。 
37“希拉里訪韓期間﹐罕有地多次提及北韓政權繼承問題。國際政治分析家說﹐美

國高官公開談論北韓政權交接﹐幾乎前所未有”。希拉里一再公開強調﹐“北韓

政府沒有清楚的繼承人﹐既沒有副總統﹐也沒有總理”（〈罕有談金正日接班問

題〉﹐香港《信報》2009 年 2 月 21∕22 日﹐第 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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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 — 達賴喇嘛風燭殘年﹐加緊施壓返鄉動亂﹖ 
人權 — 從血汗工廠到法輪功﹑到新聞自由﹑到維權﹖ 
環保 — 出口減污高科技﹐非政府組織（NGO）監督污染﹖ 
安全 — 日本強佔釣魚島﹐中國嚴正抗議﹐美國嚴正背書《美

日安保條約》包括釣魚島﹗ 
氣候 — 懇勸中國學美國退出《京都協議》﹖…… 
東拉西扯的題目再多﹐應屆政權的核心使命是走出經濟困

境。王顧左右而言他﹖漏稅的蓋特納讓國會聽政逼得說露一句

“操控匯率”﹐奧巴馬急忙親自掛長途解釋 — 惹惱了中國減持

美債﹐海嘯第 n 次衝擊波立馬要盒錢﹗ 
站在布熱津斯基的角度觀這盤棋﹐通喫的佈局不留餘地﹐中盤

佔盡了便宜﹐走到收關了﹐繼續佔便宜沒夠。利潤最大化原則不難

理解﹐可活棋必須倆眼。軍事（軍工）和貨幣（金融）﹐屬於制

勝《大棋局》的兩個制高點﹐38 也是支撐美國產業﹑就業的擎天

柱。39 紙醉金迷的金融眼位崩塌﹐只能靠零息美債紙醉金迷苟延

殘喘。保爾森救過一趟銀行了﹐蓋特納又來再救一趟﹐走一步﹐挨

一步﹐數以萬億計的美元砸進去﹐頑強拚命延氣。能延氣﹐不等於

                                     
38 耶金﹑斯坦尼斯羅的《制高點》與布熱津斯基的《大棋局》﹐形成鮮明對比﹐

耐人尋味。前者熱情洋溢“全球村”﹐後者冷酷無情美國利益。前者市場調節萬

能﹐後者強權才是公理。沒什麼新鮮的﹐也沒什麼好商量的。除了中華民族沒有

國家概念的天下文化﹐所有美好的普世價值﹐都在民族國家的現實利益面前踫得

粉碎﹐這才是資本主義以來無數歷史經驗反復證明過的國際慣例。 
39“2006 年美國國防部僱傭了 214.3 萬人﹐而國防工業特別合約公司僱傭了 360 萬

工作人員﹐相當於總共有 574.3 萬人在為美國國防部工作﹐這一數字相當於美國勞

動總人口的 3.8％。此外美國還有將近 2500 萬老兵。因此可以說有三千多萬美國

人直接或間接從美國的軍事預算中領取薪酬。我們謹慎地假設每戶家庭有兩個成

年人投票﹐可以推算出有六千萬投票人在美國軍事體系中有經濟利益。因此美國

社會具有在政治上自動永久地成為軍事化社會的危險”（〈《西班牙起義報》﹕

〈營造戰爭已成美一大產業﹐美軍事工業五大支柱〉〉﹐光明網《光明觀察》2006
年 11 月 17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11/17/content_5340 7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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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活棋。當年格林斯潘救長期資本﹐碰巧趕上房貸膨脹﹐追漲資金

蜂擁而來﹐眾擎易舉。如今熊市螺旋直降﹐殺跌拋空猶如潮汐退潮﹐

公帑周濟賭債﹐一撥兒多過一撥兒﹐泥牛入海無消息。有議員滿腹

狐疑﹐“我們不能總跟在壞賬後面傾注好錢哪。”40 與影競走﹐終

無及理。 
接下來的問題是﹐只要美國不收拾投機賭博﹐靠發零息美債印

鈔票填無底洞﹐失業持續增加的美國百姓能堅持多久﹖亞洲國家一

頭出口劇減﹐美元收入劇減﹐就業壓力劇增﹔一頭繼續增加購買零

息美債的政治壓力劇增﹔這樣的“國際大循環”還能堅持多久﹖ 

邏輯出路何在﹖依託瞪得圓圓的另一隻眼﹐四處撩蜂剔蝎﹐

揪住你必應的劫材﹐死纏活打這個生死劫。至少脅迫你繼續增持

美債。萬一打輸了﹐10＋3＝亞元﹐41 海灣六國的統一貨幣勢必變

本加厲成伊斯蘭綠紙﹐42 拉美﹑南美的貨幣聯盟勢不可擋﹐43 歐

                                     
40 共和黨議員 Lindsey Graham 憤憤不平﹕“We cannot keep pouring good money 
after bad”（Krishan Guha﹑Edwaord Luch﹕“Greenspan backs bank nationalization”﹐
Financial Times 2009 年 2 月 18 日﹐http://www.ft.com/cms/s/0/e310cbf6-fd4e-11dd- 
a103-000077b07658.html）。 
41 金融自由化以來﹐金融危機此起彼伏﹐唯一有意義的體制建設是歐元。亞洲一半

多貿易在亞洲國家之間。萬一中日能夠聯手﹐10＋3＝亞元﹐美元霸權不再（詳見王

小強﹕《投機賭博新經濟》第四章〈賭博帝國主義〉﹑第五章〈迫近中國的金融危

機〉）。所以﹐亞洲國家貨幣聯盟成為高度敏感的國際政治。這次借助金融海嘯再

提 1200 億美元外匯儲備基金﹐給印度尼西亞 120 億美元外匯掉期﹐被媒體譽為“中

看不中用”。2008 年年底﹐美聯儲分別提供新加坡和南韓三百億美元外匯掉期（〈東

亞貨幣協議中看不中用〉﹐香港《信報》2009 年 2 月 24 日﹐第 30 頁）。 
42 海灣六國已探明石油儲量佔全球的 45％﹐擁有大量石油美元﹐是中國﹑日本之後

第三大“養活美國”— 石油按美元計價﹐出口石油掙點美元再買美債當小貨幣必須

相對大量保持的外匯儲備。1981 年成立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2003 年啟動關

稅同盟﹐2008 年 1 月 1 日啟動海外共同市場﹐計劃 2010 年發行海灣地區統一貨幣

（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12764/2008/03/21/2945@1989851.htm）。名義上

不收利息的伊斯蘭金融獨樹一幟﹐合作統一的努力幾十年持續不斷（參見王小強﹕

《文明衝突的背後》第五章〈不當帝國的帝國主義〉﹑第六章〈恐怖主義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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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自顧不暇﹐零息美債無人問津﹐美元崩潰性貶值﹐長期嚴重資

不抵債的美國政府壽終正寢安樂死﹖— 軟硬實力生龍活虎坐視。 
 

44

 

一旦這個劫打贏了﹐你滿盤皆輸﹐萬劫不復﹔我大獲全勝﹐

長治久安。奧巴馬的救市目標鎖定就業﹐智囊團應當有過幾次沙

盤推演﹐計算機模擬調兵遣將。比較羅斯福新政時期﹐1929 年﹐

美麗尖佔全球製造業總產量的 43.3％。45 電視﹑冰箱﹑洗衣機﹑

自行車﹑服裝﹑鞋襪﹑手錶﹑玩具﹑打火機﹑曲別針﹐樣樣俱全﹐

而且滿世界出口所向披靡。政府開支擴大消費﹐刺激各行各業的

生產和就業。半個多世紀過去﹐2007 年﹐美國製造業產值只佔自

己GDP的 11.7％。民用產業轉移發展中國家多年﹐剩下這點製造

業﹐不是軍工就是與軍工關係緊密的高科技。美麗尖“製造業軍

工化”﹐也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多年了﹐五角大

樓採購和美國軍火出口﹐雙雙各佔全球一半多。美國軍費開支大

得難以再大。伊拉克撤軍﹐成為總統競選的莊嚴承諾。在如此極

限狀態下﹐繼續擴大軍工化製造業就業﹐光有以色列打哈馬斯﹐

明顯不夠了﹐需要捲入更多人口長期戰亂。中國獨立成俄羅斯的

幾個邊疆區﹑日本的沖繩（琉球含釣魚島）﹑蒙古﹑中華人民共

和國和中華民國﹐臺灣﹑香港都是阿基米德的現成槓桿﹐西藏﹑

新疆更是捂不住的活火山﹐兩極分化腐敗蔓延﹐一黨專政千夫所

                                                                                                           
43 2008 年 10 月 6 日開始﹐巴西﹑阿根廷雙邊貿易不再繼續用美元了（趙焱﹕〈巴

西與阿根廷建立雙邊貿易結算非美元化機制〉﹐新華網 2008 年 9 月 9 日﹐http://news. 
xinhuanet.com/world/2008-09/09/content_9871166.htm）。 
44 蘇珊‧斯特蘭特﹕《瘋狂的金錢》第 227~228 頁。 
45 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表~30﹐第 3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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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印度獨立成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蘭卡﹐克什米爾﹑

猛虎組織﹑錫克族群﹑伊斯蘭原教旨﹑種姓分層﹑貧困婦女﹑民

主刺殺﹐渾身上下佈滿裂縫。極而言之﹐萬一中國金融危機或者

臺灣獨立之後發生動亂﹐萬一印度和巴基斯坦隨便順著哪個裂縫

大鬧起來﹐只需美軍出面沒收幾粒原子彈（不缺反對暴力反對暴

力的胖翻譯﹐積極主動上繳哩）﹐分裂﹑對峙﹑衝突﹐你來我往

非禮也﹐盜版阿拉伯民族 22 個主權國家﹐五代十國也行﹐魏晉南

北朝也行﹐幾十億人口上百個國家﹐加上日本趁火打劫“周邊有

事”﹐蘇秦張儀鬼谷子合縱連橫﹐由聯合國維和部隊看著﹐讓分

裂但不準大戰﹐避免人道主義危機觸目驚心﹐打擾了心安理得的

“美國夢”﹐如此這般二﹑三百年折騰不止﹐堪稱亞洲對現有國

際秩序最負責任的積極貢獻﹕ 
第一﹐像巴勒斯坦必須靠以色列就業喫飯一樣﹐46 世界工廠

劃分若干車間﹐不耽誤繼續提高美人生活水平﹐更加充分競爭的

市場調節﹐無限供給的農民工召之即來﹐趕之即去﹐永遠成不了

城市居民﹐加倍努力生產比統一《勞動合同法》更便宜的消費品。 
第二﹐或“列國”或“特區”大發特發各色真假人民幣﹐當

然必需美元當外匯儲備﹐零息美債供不應求香餑餑﹐借錢給美人

購買亞洲出口的廉價消費品。 
第三﹐或“列國”或“特區”厲兵秣馬擴軍備戰﹐昇級換代

武器裝備﹐有的是爭議地區進進出出﹐唯“聰明實力”才會製造

的“聰明彈”生產多少消耗多少。先扶持薩達姆打霍梅尼八年

“兩伊戰爭”死傷數百萬﹐再兩次“海灣戰爭”親自出馬﹐吊死

薩達姆﹔先扶持哈馬斯民主選舉奪權法塔赫﹐訓練部隊﹑偷運軍

火幫忙在野的法塔赫火併臺上的哈馬斯﹐再以色列出兵黎巴嫩﹑

西岸﹑加沙﹐飛機坦克指哪打哪﹐打哪指哪﹐如入無人之境﹐刺

                                     
46 詳見王小強﹕《文明衝突的背後》和《史無前例的挑戰》附錄〈哀莫大於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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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得阿拉伯眾列國嚴正抗議﹐趕緊賣石油換美元 — 增加供給﹐

購買零息美債和高價軍火 — 擴大需求﹔47 長袖善舞﹐收發自如﹐

根據“軍工景氣”的需要調節衝突力度﹐48 再不用“巴統”禁運

作繭自縛﹐製造業出口供不應求﹐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價值﹑一

次性消費平衡“貿易失衡”﹐“東亞高儲蓄兩難”妙手回春“東

亞高儲蓄雙贏”。 
希拉里上任訪華拜年﹐皮裡陽秋﹐對溫家寶總理說中國成語﹐

不要臨渴掘井﹐什麼意思﹖49 美國製造業成為失業重災區。2009
年 1 月“流失職位 27.7 萬個﹐較 12 月的 16.2 萬進一步增加﹐是

26 年來最嚴重﹔反映工廠工人工時的指數更跌至 1940 年以來最

低水平。”建筑業﹑零售業﹑專業及商業服務大幅度裁員不止﹐

“只有教育﹑醫療服務及政府增聘人手。”50 縱觀美國就業形勢﹐

金融海嘯華爾街裁員﹐連累高檔服務業蕭條﹐與投行業務共生的

會計﹑律師等專業服務業裁員。在不同產業部門﹐創造單位就業

崗位需要的投入差別很大。華爾街就業講究鉅額花紅﹐而且金融

GDP增長再多﹐鍵盤上多敲幾個零而已﹐就業彈性極小。對應的

另一端是建築業﹐政府花錢招兵買馬一呼百應﹐短期就業立竿見

影﹐歷史上從來見效顯著。可惜現在整個房地產深陷股市→樓市

→錢市的三角循環﹐從荒山野嶺鋪路搭橋走到中心城市熱火朝天﹐

5.4 萬公里長征不說﹐更有政府修建經濟適用房﹐給房地產投機大

潑冷水。唯增加製造業就業﹐增加生產的同時增加消費﹐帶動GDP
和其他行業就業增長的乘數效應﹐華爾街投資銀行望塵莫及。如

                                     
47 詳見王小強﹕《文明衝突的背後》和《史無前例的挑戰》附錄〈哀莫大於分裂〉。 
48 王宏偉﹕〈9.11 事件與美國的“軍工景氣”〉﹐《改革內參》2002 年第 2 期﹐

第 33~38 頁。 
49〈希拉里訪北京提及臨渴掘井〉﹐香港《信報》2009 年 2 月 23 日﹐第 7 頁。 
50〈1 月失業率 7.6％創逾 16 年新高﹐美股反昇逾兩百點〉﹐香港《信報》2009 年

2 月 7∕8 日﹐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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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宜再增加債務擴大軍火採購﹐增加製造業就業等於增加製造

業出口﹐等於放鬆對華禁運﹐幫忙大國崛起﹐挑戰美國實力。再

不然﹐學中國軍工企業“軍轉民”﹐轉產彩電冰箱。即便如此﹐

招惹中國減持美債的風險不小。因為必須強烈指責共產黨操控匯

率﹐貿易失衡造成金融海嘯﹐迫使人民幣昇值或者貿易制裁﹐大

幅度減少進口之後﹐才能再學中國政府﹐財政補貼“家電下鄉”﹑

“汽車下鄉”…… 

顯而易見﹐中策 — 放鬆禁運擴大出口﹐下策 — 貿易保護

“軍轉民”﹐均非“聰明實力”孜孜以求。 

 

51

 
全球 30年改革開放的實踐經驗足夠證明﹐政府財政直接投資﹐

在房地產﹑鐵路﹑公路﹑橋梁﹑電力﹑城市公共設施﹑公共交通

等可能掙錢從而可能企業經營的領域﹐“擠出”企業投資。政府

投資增加﹑企業投資相應減少﹐投資總量增加大打折扣。頂多多

出一塊不賺錢﹑所以企業不投資的領域。在可能賺錢的領域﹐政

府投資行政操作﹐質量﹑效率經常不如企業經營。更重要的是﹐

政府開支人為增加就業﹐一次性修橋鋪路﹐多次性公費醫療﹑義

務教育﹐只要不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均屬花錢流水有去無回的

單行線﹐除非西部大開發﹐構造新的經濟流程自我循環﹐決非可

持續發展。用凱恩斯理論解釋羅斯福新政﹐用羅斯福新政證明凱

恩斯理論﹐均屬經濟學家造的神話。 
歷史發展螺旋前進﹐節骨眼上話當年﹐何其相似乃爾﹖ 
 

1922

                                     
51 毛澤東﹕〈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2 卷﹐第 59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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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20

2300 20

53

 

否極泰來﹐樂極生悲。幾頓飯功夫﹐股市跳水﹑樓市滾翻﹑

銀行資金鏈條斷裂﹐飛沙走石天昏地暗﹐從天堂到地獄。羅斯福

輪椅坐不住了﹐驚呼美國處在“革命的邊緣﹐因為人民缺少食物﹑

衣服和避難所”。54

 

53 4
87

1936
47
1.5 47

1938 4 29
 

羅斯福從未停止抨擊那些投機交易者以及有著類似想法的無

恥之徒 經濟復甦最大

的絆腳石就是“銀行家的陰謀”
55

 

1933 年 3 月 4 日﹐羅斯福就任總統。3 月 6 日﹐命令全國銀行

                                     
52 楊會軍﹕《一口氣讀完美國史》第 164 頁。 
53 羅傑‧巴克豪斯﹕《西方經濟學史》第 228~229 頁。 
54 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康拉德‧布萊克﹕《羅斯福傳》第 415 頁。 
55“羅斯福在回應貨幣委員會的報告時說‘我既不喜歡也不贊成這個報告’﹐羅斯

福還批評了這些委員根本不瞭解情況”（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康拉德‧布萊克﹕

《羅斯福傳》第 176﹑132﹑1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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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業四天。3 月 9 日﹐國會通過《緊急銀行法》﹐“加強國家對銀

行﹑貨幣和信貸的控制與管理﹐對銀行進行整頓﹑監督﹑扶持﹑清

理和關閉”。5 月 27 日﹐簽署《證券實情法》﹐“命令證券經紀人

如實提供完整的交易資料。”6 月 16 日﹐國會通過《銀行法》（著

名的《格拉斯~斯特高爾法》）﹐“將商業銀行與其投資機構分開﹐

並授權聯邦儲備系統對其成員銀行加以更大的節制﹐以便防範銀行

利用儲蓄和美聯儲資金進行投機。”1934 年﹐國會又通過《證券交

易法》﹐成立證券交易委員會﹐“負責監管證券市場﹐懲處投機詐

騙﹑操縱股市等違法行為。”56 可以說﹐新政從大刀闊斧收拾金融

自由化開始。“羅斯福知道﹐要保證戰爭中的武器生產﹐他需要得

到國家工業資本家的支持。他會逐漸重新推行改革計劃。”57

 

58

 

1934 年﹐“民用工程署興建或修繕了 80 萬公里的公路﹑四萬

所學校﹑3500 座廣場和公園以及一千個小型機場。”“為四百萬

失業者安排了工作。”然而﹐這些只花錢不賺錢的項目開支和新

增就業﹐未能構造出新的經濟流程自我循環。“開始時熱火朝天﹐

後來蔫得像死貓”。59 勉強對付一屆﹐1938 年﹐“選民開始有右

                                     
56 楊會軍﹕《一口氣讀完美國史》第 169~171 頁。 
57 康拉德‧布萊克﹕《羅斯福傳》第 219 頁。 
58 康拉德‧布萊克﹕《羅斯福傳》第 148 頁。 
59 休‧約翰遜曾經這樣評價《國家工業復興法》﹕“開始時熱火朝天﹐後來蔫得

像死貓……就像把動物零星的雜碎放到斷頭臺上﹐斧頭根本起不了作用”（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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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的傾向﹐並且很明顯已經厭倦了新政。”60 多虧資源匱乏﹑人

口密集﹑國家眾多的歐洲﹑亞洲﹐經濟更蕭條﹐迴旋餘地更小﹐

和平日子先維持不下去了。歐洲戰爭爆發﹐日本全面侵華﹐美國

經濟左右逢源﹐兩頭通喫復甦繁榮。一頭支援同盟國購置軍火﹐

堅持抗戰﹐多情承諾每年供應英法兩萬架飛機﹐61 金融創新租借

法案出口信貸﹐組織飛虎隊幫忙買飛機不會開的中國售後服務﹔

一頭支援協約國擴大戰事﹐戰略物資源源不斷。法西斯窮兵黷武﹐

有的是軍工﹐缺的是資源。“1935 年底﹐美國運往意大利的石油

和戰略物資增至年初的三倍。”62“這使英國海軍部感到驚恐萬

分。”63 遲至中國八年抗戰過去一半多時間﹐1941 年“日本國內

只能生產其所需石油的 10％﹔15％的石油來自菲律賓和印度尼西

亞﹔而 75％則來自美國。”64 菲律賓是美國殖民地﹐印尼石油殼

牌所有。換言之﹐皇軍瘋狂屠殺中國人民的軍艦﹑汽車﹑坦克﹑

包括擊落飛虎隊的戰機﹐全賴美國加油。“總統為在消除失業和

建立國家防務兩件事上建立聯繫下了一番功夫。……武裝美國﹐

並繼續以加強國防工業來消除失業。”65 顯而易見﹐隔岸觀火擴

                                                                                                           
德‧布萊克﹕《羅斯福傳》第 129﹑123 頁）。 
60“保守派的民主黨和共和黨人現在能夠阻止總統的自由主義措施了”（康拉德‧

布萊克﹕《羅斯福傳》第 193 頁）。 
61 1938 年﹐羅斯福提出上述要求。“在慕尼黑會議後的一段時期﹐張伯倫仍在為

持久和平的勝利自鳴得意﹐他根本沒有想到還需要兩萬架飛機來驅逐傾巢而動的

德國空軍”（康拉德‧布萊克﹕《羅斯福傳》第 192 頁）。 
62“17 年來﹐美國人第一次有了發戰爭財的想法”（康拉德‧布萊克﹕《羅斯福傳》

第 150 頁）。 
63“1935 年﹐隨著對意大利的譴責﹐美國政府向墨索里尼政權提供更大量的石油﹐

這使英國海軍部感到驚恐萬分”（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第 323 頁）。 
64 康拉德‧布萊克﹕《羅斯福傳》第 271 頁。“到 20 世紀 30 年代末﹐日本自產

的石油僅佔其全部石油消耗的 7％﹐餘者全部靠進口﹐其中 80％來自美國﹐10％
來自荷屬東印度群島”（王豐等﹕《石油資源戰》第 69 頁）。 
65 康拉德‧布萊克﹕《羅斯福傳》第 224﹑1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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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出口﹐不如親自動手啟動內需。美軍投入戰鬥﹐英勇犧牲前赴

後繼 — 持續增加就業﹐海陸空狂轟濫炸 — 擴大消費軍火。 
可惜老百姓“下愚不移”﹐直到“1939 年的一項民意調查表

明﹐84％的美國民眾反對參加戰爭。”66 羅斯福先知先覺。“他認

識到﹐戰爭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必要發動的。……但是在

他把美國人團結起來參戰以前﹐他必須說服大多數美國人他最有可

能讓美國免於戰爭。這是一項嚴峻的政治挑戰。”67 羅斯福成功了﹐

美國成功了。“一年之內﹐美國的 1300 萬失業人口中的大部分回

到了工作崗位。”68“軍用物資在工業總產量中的比重從 1939 年的

2％﹐劇增至 1943 年的 40％”。“1941~43 年﹐美國的軍火產量增

長了八倍以上。……在戰爭結束時﹐美國有 1250 萬名現役軍人﹐

其中 750 萬人駐在海外。”69 1943~44 年﹐美國“每天建造一艘軍

艦﹐每五分鐘生產一架飛機﹗”70 婦女都進工廠三班倒了。“戰爭

期間﹐整個美國的人均收入幾乎增長了一倍。美國主流媒體不無得

意地宣稱﹕美國驟然富起來了。開戰以來﹐整個世界都已精疲力竭﹐

而美國卻煥發活力﹐生活水平快速提高。”71“事實上﹐正是軍火

製造業成為了世界最主要大國經濟繁榮的支柱。”72

 

                                     
66 施萊﹑布塞﹕《美國的戰爭》第 81 頁。 
67“他聲稱美國不參戰的最好的保證﹐就是把自己用最有威懾力的軍備武裝起來﹐

使自己可以保護所處的半球並能夠援助值得援助的戰士”（康拉德‧布萊克﹕《羅

斯福傳》第 206﹑160~161﹑185 頁）。 
68“政府隨時為國防生產提供信貸。甚至有些工業實際上實行了國有化。‘民主的

火藥庫’表明了在戰爭的刺激下可以做些什麼”（蘇珊‧斯特蘭奇﹕《賭場資本

主義》第 109 頁）。 
69 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第 350~352 頁。 
70 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第 349 頁。 
71 楊會軍﹕《一口氣讀完美國史》第 185 頁。 
72 康拉德‧布萊克﹕《羅斯福傳》第 19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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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道理非常簡單﹕社會化大生產

私人佔有﹐隨著生產率不斷提高﹐微觀層面上﹐投入越少（包括工

資）﹐產出越多﹐資本賺錢越多﹔宏觀層面上﹐財富不斷向少數人

集中﹐多數人絕對或相對貧困化﹐不夠錢買產品受用﹐釀成生產能

力過剩的週期性經濟危機。列寧關於帝國主義必然戰爭的道理非常

簡單﹕資本主義投入產出需要廉價資源（包括勞動力資源）和產品

市場。一邊倒牛奶﹑一邊餓死人的經濟危機﹐激化列強對資源和市

場的激烈爭奪。通過戰爭消滅生產能力和勞動人口﹐把過剩打成短

缺﹐馬歇爾式的戰後重建充分就業﹐“軍轉民”的大飛機﹑電子計

算機﹑原子能發電站欣欣向榮﹐資本家恭喜發財﹐額手相慶。75

                                     
73 康拉德‧布萊克﹕《羅斯福傳》第 225 頁。 
74“雖然這一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戰時軍用物資生產所引起的﹐但非軍用品的生

產也增加了。因此﹐美國並未像其他交戰國那樣壓縮國民經濟中的民用部門的生

產。美國的生活水平﹑人均產值都高於其他國家（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

第 352 頁）。 
75“一方面﹐美國只是在參與戰爭和發展軍工生產之後才擺脫了 1929 年危機的陰

影﹔另一方面﹐正是帝國主義戰爭對歐洲和亞洲造成的大規模毀滅﹐才創造了戰

後符合高利潤率積累要求的新市場。當戰爭的破壞效應開始減弱時﹐美國於

1950~1952 年建立了龐大的軍工體系。從此﹐軍工成為美國一切高工藝技術的源泉﹐

成為調節需求的工具和為大工業集團獲取利益提供持續援助的手段”（弗朗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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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變﹐道亦不變。毛澤東引用列寧﹕“經濟是基礎﹐政治

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76“戰爭是政治的繼續”。77 值得面

對和思考擺在我們面前的如下現實﹕ 
第一﹐美國的投機賭博新經濟不可能復甦。這次破裂的超級

泡沫﹐是美元霸權平時負債削債巧取﹑金融危機捲錢豪奪﹐集中

世界各國財富養大的。即便中國金融危機再貢獻一把﹐只能延緩﹑

無法避免金融海嘯。有追漲的“非理性繁榮”﹐必然殺跌成“非

理性蕭條”。爬得越高﹐摔得越重。“80 後”美國率先金融自由

化﹐美國率先儲貸機構（S&L）金融危機。隨後﹐情願不情願﹐

日本﹑歐洲﹑南美﹑亞洲﹑俄羅斯﹐依次金融自由化﹐依次金融

危機。轉一圈回老家金融海嘯﹐從房貸序幕到房貸落幕﹐從哪裡

來回哪裡去﹐再應了南懷瑾講究中國文化的悖入悖出。78

第二﹐發達國家全體陷入日式蕭條不可持續。日本多年貨幣

擴張到極限的通貨緊縮﹐不死不活尚能維持﹐全賴美國越發狂熱﹐

中國繼續崛起。79 日本金融危機與美國金融海嘯不可同日而語﹐

                                                                                                           
瓦‧沙奈﹕《金融全球化》第 5 頁）。“1945 年時﹐美國獨佔資本主義世界工業

生產總量的三分之二﹐外貿出口額的三分之一﹐黃金儲備的四分之三﹐小麥產量

的三分之一﹐棉花產量的二分之一﹐玉米產量的 70％﹐煤和石油產量的 62％﹐鋼

產量的 61％﹐發電量的 48％﹐汽車產量的 84％﹐冰箱和洗衣機產量的 85％﹐擁

有 84％的全球民用飛機。美國武裝部隊從 1939 年的 33 萬人擴張到 1945 年的 1212
萬人”（楊會軍﹕《一口氣讀完美國史》第 199 頁）。 
76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 2 卷﹐第 664 頁。 
77 毛澤東﹕〈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 2 卷﹐第 479 頁。 
78 南懷瑾的《原本大學微言》展開講解得精彩﹗ 
79 譬如 2008 年四季度﹐“日本的 3.3％跌幅遠遠大於歐元區同期的 1.5％收縮﹐而

且是金融危機‘震央’美國的三倍”（〈日 GDP 創 34 年最大跌幅〉﹐香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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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至引發全球保護主義盛行﹐不具備軟硬實力逼迫別國購買零息

國債。只懂得商品供求的經濟學﹐無藥可醫“非理性蕭條”﹐意

味著經濟救市無效﹐走出海嘯困境的途徑勢必超出經濟範疇。與

30 年代大蕭條的國際博弈形勢相類似﹐誰先熬不過去﹐發生動亂﹐

誰為他國經濟復甦創造條件和契機。 
第三﹐美國軟硬實力俱在﹐必然軟硬兼施拉人墊背。即便東

歐先亂﹐北約東擴﹐自食其果﹐歐元面臨分崩離析之虞﹐論出口

美國鉅額順差大買美債﹐不管怎麼排隊﹐首選“大國崛起”。我

們躲得過初一﹐他們躲不過十五。不可勝在己。“兩頭在外大進

大出”的經濟循環捉襟見肘﹐必須抓緊西部大開發﹐構造資源和

市場“兩頭在內”的經濟循環。如果說“兩頭在外大進大出”對應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兩頭在內啟動內需”＝資源開發＋共

同富裕﹗由此可見﹐共產黨中央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決非臨危制變的權宜之計。金融海嘯“百年一遇”保爾森國有化﹐

2005 年當選寰球花紅魁首﹐80 2008 年極右變臉“極左”﹔到民主

黨接棒左上加左﹐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 
現在得以貼切理解﹐從百色起義失敗到淮海大戰成功﹐一輩

子和三座大山不共戴天的鄧小平﹐晚年為什麼再三強調“膽子更

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81 中國改革開放 30 年﹐恰逢全球經濟

一體自由化﹑資本主義投機賭博大賺特賺的盛世空前。今天﹐超級

泡沫破裂﹐金融海嘯難救。毛澤東臨終為我們奠定的和平發展好

日子﹐眼看過去了。

                                                                                                           
報》2009 年 2 月 17 日﹐第 12 頁）。 
80 2005 年﹐高盛總裁保爾森花紅 3800 萬美元﹐高居全球榜首（〈華爾街 2005 年

花紅逾 1666 億〉﹐香港《信報》2006 年 1 月 16 日﹐第 8 頁）。 
81 鄧小平﹕〈視察上海時的談話〉（1991 年 1 月 28 日~2 月 18 日）﹐《鄧小平文

選》第 3 卷﹐第 36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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