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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發達的市場經濟
—ņΪѣۤົཌྷ̖ਕା઼̚Ň̝˟!
Ğࢶപğॹκࡁտ̳Φ ͳ̈ૻ2
轉軌國家過去實行計劃調撥。改革的對象是破除僵化的計劃經濟﹐
改革的目標是實現市場經濟。對不少經濟學家來說﹐這就是經濟體制
1

“‘斫木為耜﹐煣木為耒﹐耒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
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
（王雷鳴﹕《歷代食貨誌註釋》第 61 頁）
2
推薦參閱王小強﹕〈問題提出：歷史哲學超歷史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之
一〉﹐《香港傳真》No.2010~3。

改革的全部真諦﹐沒有比這更豐富的其他內容需要探索。
東歐蘇聯諸國﹐歷史上市場經濟很不發達。3 不管叫什麼主義﹐
補上這一課﹐或許在所難免﹐在劫難逃。同樣的道理拿到中國﹐方
柄圓鑿﹐文不對題了。總結新中國經濟發展 60 年﹐吳敬璉“編者
按”黑體字結論﹕“市場經濟是引領中國經濟再鑄輝煌的必由之
路。” 4 舊中國幾千年停滯不前﹐近代以來落後挨打﹐始終都在這
條“必由之路”。1980 年代初﹐筆者和陶驊﹐初生牛犢不怕虎﹐
曾經斗膽計劃奉獻一本《中國古代食貨謎》﹐不敢研究歷史﹐只盼
提醒諸位“市場”﹐中國歷代王朝農商並舉﹐從微觀市場到宏觀調
控﹐市場經濟發達得無與倫比。5 錢穆有言﹕“如言西方為商業社
會﹐中國為農業社會﹐不知中國社會之工商業積兩三千年來﹐皆遠
勝於西方。”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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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李邁光﹕《東歐諸國史》。
吳敬璉﹕〈改革不言止步﹐中國還需努力﹕中國經濟 60 年〉﹐《財經》2009 年 9 月
28 日﹐第 74~103 頁。
5
雖然不辭辛苦﹐抄寫了許多卡片﹐面對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浩如煙海的典章古籍﹐
不難想像﹐我們不得不淺嘗輒止了（推薦參閱筆者 1981 年的讀書筆記﹐王小強﹕〈“亞
細亞生產方式”的啟示〉﹐《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農村‧經濟‧社會》第二卷﹐
第 347~358 頁。今天﹐近 30 年時間過去﹐筆者仍舊只敢在提出問題的意義上﹐再次提綱
挈領這個問題﹐供有興趣探討的同仁參考。
6
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第 203 頁。
7
西方人類學有把刀耕火種的早期農業技術稱為“園藝”（Horticulture）。“大體而言﹐
這些技術與以後的技術相比並不能提高多少生產能力﹐這也許就是早期農耕共同體的健
康在某些方面與食物採集共同體相比非常之差。所謂園藝﹐人類學家是指人類不利用犁
鏵和或者畜力的植物種植技術。在這些社會裡﹐主要的農業工具無非就是鋤頭或者挖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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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封建社會的建立﹐蠻族入侵﹐民族遷徙﹐分封採邑﹐前後持
續幾個世紀“反城市化革命”。9 人民從奴隸晉昇隸農﹑農奴﹐與大
地產一道依附貴族﹐組成莊園經濟。農奴為貴族奉獻無償勞役﹐莊園
內部分工協作﹐自給自足。大莊園通常有鐵匠﹑木匠﹑車夫﹑磨坊﹑
獸醫﹑釀酒師﹑理髮師﹑牧師﹐萬事不求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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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棒頭﹐用來種植植物種子﹑清除雜草﹐避免它們爭奪土壤裡的營養。”（大衛‧克里
斯蒂安﹕《時間地圖﹕大歷史導論》第 264 頁）本文追隨許倬雲﹐在常識意義上﹐在比
一般農業更需要精心照料的意義上﹐稱中國精耕細作的農業為“園藝農業”。
8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第 919 頁。
9
艾茲赫德﹕《世界歷史中的中國》第 76 頁。“到加洛林時代﹐採邑制已經遍布法國﹑
西德和低地國家以及英格蘭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大部分農業地區。”（本內特﹑齊格勒﹕
《新全球史》第 469 頁）“勃艮第分割土地的法律 — 羅馬四等分制的變體 — 把三分
之二的土地給新的日爾曼所有者﹐而只把四分之一的土地給了羅馬所有者。 ……日爾曼
人沒有改變他們對城市生活的厭惡﹐因此﹐那些可以與他們一起生活的羅馬佔有者被迫
長期住在農村地區。”（波斯坦：《劍橋歐洲經濟史》第一卷﹐第 28~29 頁）
10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年梅特蘭對莊園概念的表述最具有權威性。他認為典型的莊園
應和村子一致﹐即一村一莊﹐莊園的土地分為領主自營地（由農奴的無償勞役耕作）﹑自
由領地和農奴領有地。各戶農奴的份地由分散各處﹑相互交錯的條田組成﹐各處土地耕作
時統一輪流進行。另外﹐莊園上還有公共使用的牧場﹑水塘﹑森林等。……莊園上的勞動
力是多種多樣的。一般來說﹐莊園主都要控制少量的專業勞動人手﹐從事飼養牲畜﹑修理
場院﹑各種手工業勞動等”。（朱寰﹕《亞歐封建經濟型態比較研究》第 92﹑107 頁）
11
遲至“12﹑13 世紀的社會是由俗界和僧界大封建土地貴族所組成。而教會是其中最大
的土地所有者。”（湯普遜﹕《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第 11 頁）“在德意志﹐遲
至 14 世紀領主還被認為負有供應一批村莊手藝人的責任。在這種場合﹐我們可以看到自
給自足的地方專業化﹐……這種專業化所不同於為市場而進行的專業化的﹐在於沒有交
3

圖~1﹕歐洲典型莊園經濟的農村社會

原圖註：“農村社會 在這幅村落佈局圖中﹐村莊﹑採邑和教區有相同的邊界。每塊地上
黑色的條地顯示出一個家庭 — 在這裡還算富裕的家庭 — 的土地是如何分佈在整個村
莊各處的。隨著農民把越來越多的地改造成耕地或用來放牧﹐村莊周圍廣闊的林地會在
中世紀中期漸漸萎縮。”12

換。……他們主要是奴隸﹐但也包括某幾類為滿足大地產的需要而進行生產的農家手藝工
人在內。諸如五金匠﹑鐵工﹑建築匠﹑車輪匠﹑紡織工 — 尤其是家庭作坊或女館的女紡
織工 — 磨坊主﹑麵包師和廚師等等。”（馬克斯‧韋伯：《經濟通史》第 78~79 頁）
12
“幾乎所有的村子都會有幾個工匠和商人﹐一邊幹農活﹐一邊從事其他職業。有的人
是車輪匠﹑鐵匠和木匠﹐他們可以維修房屋﹑修理工具﹔有的則是屠夫﹑麵包師和釀酒
師﹐可以加工﹑出售食物和飲料。……村莊裡有田地﹑樹林﹑溪流﹑磨坊﹑工匠﹑供應
食物的人和僱用工﹐確實是一個包含多種驅動因素的複雜的經濟機器。”（原文黑體﹔
本內特﹑霍利斯特﹕《歐洲中世紀史》圖 7.1﹐第 171~173 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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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農業生產﹐直接依賴自然條件。歐洲地勢平坦﹑氣候濕潤﹑
降雨均勻﹑冬季溫暖。16 與歐洲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相比﹐中國的天﹐
13

“無垠的荒野並非完全荒無人煙﹐但在這些地方居住的人﹐如燒碳人﹑牧人﹑隱士或不
法之徒﹐付出的代價是與其同胞長期分離。”（布洛赫：《封建社會》上卷﹐第 124 頁）
14
朱寰﹕《亞歐封建經濟型態比較研究》第 91~92 頁。“在缺乏工商活動的情況下﹐城
市人口大幅減少﹐最後連國王和政府官員也必須搬到鄉下的莊園（villa）就食。在查理
曼時代﹐每個莊園都有一批工匠生產它所需要的一切民生用品。”（馬雷﹕《西方大歷
史》第 124 頁）
15
卡爾‧博蘭尼﹕〈自我調節市場與虛構商品﹕勞動﹑土地與貨幣〉﹐許寶強﹑渠敬東﹕
《反市場的資本主義》第 29 頁。
16
“歐洲在世界各洲中最顯著的氣候特徵是海洋性和典型性。……西歐﹑中歐﹑南歐以
及東歐西部的廣大地區﹐年降雨量在 500~1000 毫米之間﹔……海洋性的特徵主要表現在
5

典型大陸季風氣候﹕西伯利亞﹑帕米爾高原的乾燥冷空氣和太平洋﹑
印度洋的濕潤暖流你來我往﹐溫度變化大﹐四季分明﹐降雨極度不均
勻。中國的地﹐70％山地丘陵﹕西高東低﹐從世界屋脊躇溜到海平面﹐
江河湖海﹐崇山峻嶺﹐土地零碎分散﹐高低起伏不平。17 天﹑地的自
然條件疊加﹐複雜變化的氣候在複雜變化的地形加劇複雜變化﹐物種
豐富﹐世界之最。各種自然災害超級頻繁。旱災有春旱﹑夏旱﹑秋旱﹔
水災北方有洪水﹐南方有梅雨﹔低溫有寒潮﹑春霜﹑秋霜﹔風災北方
有乾熱風﹐南方有颱風﹔再加冰雹﹑地震﹑蝗螟﹑疾疫﹐“中國災荒
之多世罕其匹﹐幾乎是無年不災﹑無地不災”。18 誰敢和北美平原“玉
米帶”的國際慣例接軌﹐中華民族甭想活到今天。19 天地﹑乾坤﹑陰
冬季的溫和﹑多雨。歐洲是一個高緯和中緯的大陸﹐可是和亞歐大陸東部的亞洲同緯度
地方相比﹐或者和北半球任何同緯度的地區相比﹐歐洲的冬季降水充足﹐氣溫也高得多。
在世界上只有歐洲是一個幾乎沒有荒漠的大陸。”（筆者黑體加重﹔胡煥庸等：《歐洲
自然地理》第 44~45﹑58 頁）“溫帶地區以歐洲的自然條件為最佳﹔在歐洲內部﹐西歐
則獨佔鰲頭。以氣候為例。……即使在冬季﹐西歐的氣溫也是宜人的。……結果﹐歐洲
一年四季都可以種植農作物。這裡的降雨相對四季均勻﹐極少暴雨﹐‘就像來自天堂的
毛毛細雨﹐潤物細無聲’。這是全球最為奇特的降雨樣式。……西歐一年四季和風細雨﹐
蒸發緩慢﹐歐洲因之農業豐富﹐牛肥羊壯﹐闊葉林廣佈。”（筆者黑體加重﹔戴維‧蘭
德斯﹕《國富國窮》第 23~25 頁）
17
“舊大陸的農業起源地帶﹐不論兩河流域﹐埃及以至於印度河流域﹐地形都是簡單的﹐
這種簡單的地形只有甘肅省內的河西地方可以比擬。至於華北地區從湟河流域向東直到
山東半島﹐地形都很複雜。”氣候區域劃分﹐即便大致分類﹐又有不能籠統的複雜區別。
“例如關中平原和天水及平涼兩個谷地就和一般的黃土高原有別。而在大平原之中更有
太行山區﹐伏牛山區﹐泰山山區及膠萊山區幾個山地﹐而且洛陽谷地及燕山太行麓地又
和一般的沖積大平原有別。尤其在史前及上古時期黃河三角洲及淮河三角洲是相連一個
大沼澤區域﹐更增加地理上的複雜性。”（勞榦﹕〈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跋〉﹐何炳
棣：《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第 185~187 頁）
18
孟昭華：《中國災荒史記》第 2 頁﹔有關災害種類參見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中
國農業地理總論》第 28~37 頁。從公元前二世紀到 20 世紀 40 年代（共 2140 年時間）﹐
中國歷史記載自然災害 5145 起。未記載的局部性地方小災﹐不計其數（鄧雲特﹕《中國
救荒史》第 7~44 頁）。
19
中國傳統農業地區﹐與 400 毫米降雨線基本重疊的明長城以內﹐均屬典型的大陸季風
6

陽變幻。“亂主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20
筆者有幸在陝北種過四年地﹐東一榔頭西一棒子﹕“倒春寒”毀
了小麥﹐還有糜穀﹔洪水沖了川地﹐淹不上山﹔“卡脖子旱”穀子
欠收﹐搶種一季蕎麥﹔春天小麥套油菜﹐夏天玉米套洋芋……﹐老
祖宗所謂“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 21 中國耕作技術複雜﹐一
般解釋為人口增加﹐耕地有限﹐追求高產﹐恐怕過於簡單。遠古農
業刀耕火種﹐哪裡不是地廣人稀﹖譬如深翻﹐歐洲遲至 10~11 世紀﹐
中國早熟在春秋之前﹐當時四處蠻荒﹐人口不足﹐南方尚未開發。22
大膽假設﹕中國文化雄心壯志“贊天地之化育”﹐理應從最基本的
生存方式 — 農業生產當中體會出來。專制集權徵調民工興修水利﹐
都江堰﹑鄭國渠﹑“高峽出平湖”﹐戰天鬥地﹐改天換地﹐驚天動
地。 23 可是﹐集中力量辦大事﹐何不乾脆與希臘﹑羅馬的國際慣例
接軌﹖中國農民隨時﹑隨地“贊天地之化育”﹐舉手投足﹐平時伺
弄莊稼的每一個細節﹐來不得缺乏勞動主動性的奴隸制。分散細碎
的地塊﹐高低不平的地形﹐變化多端的氣候﹐過分集中的降雨﹐自
然災害頻仍﹐水土千差萬別。一方面﹐“盡地力之教”﹐物種豐富﹐
因地制宜﹐什麼都能種。24 馬爾薩斯感嘆中國人口多﹐“差不多其他
氣候。四季分明﹐降雨集中﹐災害頻繁﹐作物種類和耕作制度複雜﹐適合小農經濟。只
有新疆灌溉綠洲和東北平原﹐氣候穩定﹐地勢平坦﹐可單一作物大面積種植。
20
《管子‧形勢解》﹐姜濤﹕《管子新註》第 437 頁。
21
“班氏《食貨誌》﹐又有‘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之說﹐顏註謂﹐歲月有宜及水旱
之利也。五種﹐謂黍稷麻麥豆也。予疑所謂種穀必雜五種者﹐非僅備災害﹐亦非僅為歲
月有宜﹐其中亦含有調劑土壤質力之用。蓋至漢時亦已由雜五種備災害之經驗進入季節
易種法之階段”（李劍農﹕《中國古代經濟史稿》第一卷﹐第 156 頁）。
22
直到唐貞觀 13 年﹐南方人口第一次超過北方（鄒逸麟﹕《中國歷史人文地理》表 5~2﹕
西漢至清代南﹑北方著籍戶口及佔全國百分比的變化﹐第 141 頁）。
23
治水的作用不容低估。嬴秦一統天下﹐仰仗都江堰灌溉成都平原和鄭國渠灌溉關中平
原﹐兩個旱澇保收的天府之國。以後﹐漢武帝治黃河﹐隋煬帝開運河﹐均屬“贊天地之
化育”之大手筆。
24
“全球 660 多種農作物中﹐起源於我國的約有 130 餘種﹐佔世界五分之一﹐為全球八
7

國家所能供應的一切東西﹐中國都有﹔而中國出產了無數其他任何地
方所沒有的東西。”25 另一個方面﹐無論種什麼﹐淮南橘﹑淮北枳﹐
必須“盡物之性”。26 無數耐寒﹑耐旱﹑抗風﹑早熟的品種﹐諸多灌
溉﹑排澇﹑避風﹑燻霜﹑防蟲的措施﹐適應多種環境﹐應付多種災害。
翻翻《呂氏春秋》裡〈上農〉﹑〈任地〉﹑〈辯土〉﹑〈審時〉﹐27 肯
定能明白﹐中國農業﹐不搶農時不行﹐不深耕細耨不行﹐不施肥灌溉
不行﹐不鋤草中耕不行﹐不復種﹑套種﹑倒茬兒不行……
ྶߧྶ܃Ďਆ፨፨Ą˼ቭਅĎᮕネᮕὭĄ28
۰ਲĎ֏٩ഌĎҋټңࠎĔԧᘹแቋĄ29
д̳̮݈˘͵ࡔĎങ۞ྺүۏΒ߁ϰďแďߋ̈౪ď̈౪ď
֑̂ď֑̈ď౫ďϝďďď✃ďͪቌďᛂďۿ౫ďࡽኁᄃኧ֑Ą
ֹϡ۞۲फ़ੵ˞ქ۲γĎᔘѣˠ۞ᒵܮწѿď̋ѿďኩďͱďď
छ༲̈́ឭ۞ଵۏڴĄ̶ͪ۞ֻᑕ̏གྷਕૉˠ̍ଠטĎͪറďܣѰᄃͪ
̡ଯજ˞ଂܥዳྺຽШྺຽ۞ᖼតĎܳซ˞ޘჟ۞ะࡗྺү
大農作物起源中心中種類之冠。”中國稻穀品種三萬多﹐蔬菜品種亦為世界之最。（林
辛欣等﹕《中國的世界之最》第 22~23﹑40 頁）基於豐富的物種﹐《管子‧地員》不厭
其煩﹐詳述上﹑中﹑下 90 種不同土壤適宜的農作物（夏緯英﹕《管子地員篇校釋》帶插
圖展開）。不僅如此﹐各類海外馴化的植物品種﹐均能在中國多樣化的複雜地形﹐找到
適合生長的位置。譬如“玉米生長在向陽的山坡上﹐甘薯生長在背陰的地方﹐花生生長
在低窪地區﹐馬鈴薯能夠在雲霧彌漫的高處生長。”（艾茲赫德﹕《世界歷史中的中國》
第 319 頁）
25
馬爾薩斯:《人口原理》第 120 頁。
26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
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天地參矣。”（《中庸‧右 21
章》﹐本文四書引文均以《四書集註》為準）
27
譬如〈上農〉開篇則是後稷的十個問題﹕“子能以窐為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
乎﹖子能使吾士靖而甽浴土乎﹖子能使保濕安地而處乎﹖子能使雚夷毋淫乎﹖子能使子
之野盡為泠風乎﹖子能使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圓而薄糠
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彊乎﹖”（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第 687 頁）
28
《詩經˙周頌˙載芟》。
29
《詩經˙小雅˙穀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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វր۞൴णĄ30

類似的邏輯﹐體現在南美農業。安第斯山脈地塊分散﹐平整不一﹐
氣候多變﹐災害頻繁﹐一個土豆﹐印加人馴化出三千多不同品種。
ᐌٕޘ۰ߏЍ͞ШࢲШ۞Տ˘ត̼Ďౌົጱ̈ঈ࣏۞
̙̂࠹ТĄд˘࣎̋۞˯ޘਖ˘ᙝޝܜр۞࿚ᓥĎ˞זೀՎ̝
ᅌ۞Ωγ˘̈г྆ಶົࣟĄдᇹ۞ᒖဩ̚Ďಏ˘ॺߏ̙ົјΑ
۞ĎٙͽĎОΐˠಶ൴णֽ˞˘ྺຽ͞ёĎιϒрߏಏ˘ॺങ۞ͅ
ࢬĄщௐ̋ਔ۞ྺϔ̙ߏԯྺຽ٪дಏ˘۞ݡ̝˯Ďኢߏ༊ॡᔘ
ߏனдĎࣇ˭˞ధధкк۞ኯڦĎՏ˘࣎Ϡၗ̈ᒖဩ̚Ҍ͌ߏ˘
ĄČČОΐˠߏࠎՏ˘ᒖဩ൴ण˘̙Т۞࿚ᓥݡĄ31

形成鮮明對照﹐馬鈴薯到歐洲成了“麵包之根”﹐少數高產品種
大面積種植﹐北部從此告別營養不良症和週期性饑荒。32 自然地理環
境﹐原本有大面積單一品種的原始植被﹐自然適宜大面積單一品種的
農業種植。耕作制度簡單﹐即便家庭農場﹐照樣大面積種植﹐粗放經
營﹐粗放管理。古代羅馬亞平寧半島的橄欖﹑葡萄﹐當代美國南部平
原的棉花﹐以及拉美﹑南美的甘蔗﹑橡膠﹑可可﹐高度勞動密集型﹐
30

許倬雲﹕《漢代農業》第 147~148 頁。“結合《詩經》與其他文獻資料﹐以及考古所
見的植物種籽﹐人工栽培的蔬菜﹐至少有瓜﹑瓠﹑韭﹑蔥﹑薤﹑蒜﹑葵﹑蕪菁﹑蘆菔﹑
薑﹑菱﹑芡﹑荷﹑芹……﹔果實有桃﹑李﹑梅﹑杏﹑棗﹑栗﹑梨﹑橘﹑柚﹑榛﹑柿……﹔
採集的蔬果類﹐則有蕨﹑薇﹑荼﹑鬱﹑薁﹑藻﹑蘋﹑堇﹑薺﹑卷耳﹑荇菜。”（許倬雲﹕
《萬古江河》第 82 頁）
31
“除了藍馬鈴薯外﹐印加人還種植紅色的﹑粉紅色的﹑黃色的和橘柑色的馬鈴薯 — 各
種各樣皮質和薯肉的﹑外表光滑的和黃褐色粗糙薯皮的﹑生長期短的和生長期長的﹑
耐旱的和喜水的﹑甜味的和苦味的（這是很好的飼料）﹑飽含澱粉的和那些肉質幾乎
如同黃油一樣的 — 總共大約有三千個品種。”（邁克爾‧波倫﹕《植物的欲望》第
202~204 頁）
32
譬如﹐愛爾蘭人口“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從三百萬昇到了八百萬”。同一事物的
反面﹕1845~1848 年﹐一場馬鈴薯枯萎病﹐餓殍上百萬。“在十年時間內﹐愛爾蘭的人
口減少了一半”（邁克爾‧波倫﹕《植物的欲望》第 213~215﹑242~243 頁）。
9

操作技術簡單﹐一旦勞動力足夠廉價﹐照樣得以採用積極性不高﹑責
任心不強的奴隸制度。
̂гய۞Җᄃζᔴ౻જ۞ᕖૺ!ę!ߏགྷᑻְ၁ĎߏТॡ۞
πҖ۞Ďιࣇكѩม̢ѣᇆᜩĄԧࣇ̙ਕᄲ˘࣎ߏΩ˘࣎۞ࣧЯĄ
ҭߏԧࣇ̙ਕӎᄮĎ̂гய˞צߏޘטζᔴ߹ˢ۞ခᐽĎ̝ͅĎሄֹٺ
ϡζᔴ౻જĎ˵ߏ౹నֱ֤̂гய۞ඕڍĄ33

中國農業﹐一上手﹐就不敢靠天喫飯﹐廣種薄收﹐必須“修理地
球”﹐倒騰糞便﹐34 靠人力“贊天地之化育”。1980 年底﹐筆者到甘
肅隴西調查包產到戶﹐眼看地裡的莊稼收割成了瘌痢頭﹐熟一撮兒割
一撮兒﹐未熟透的﹐留在地裡再長兩天。35 如此這般“責任制”﹐別
說奴隸制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都維持不住﹐非家庭經營不可。
1980 年代﹐黑龍江國營農場﹑新疆建設兵團質疑包產到戶﹐因為他們
可以單一品種大面積種植﹔江蘇﹑浙江集體經濟多發達﹐擋不住包產
到戶洪水猛獸。華北平原一望無垠﹐由於氣候變化多端﹐還得劃開了
小塊兒精心伺候﹐多種經營。成都平原一望無垠﹐大面積種植水稻﹐
一個“水”字﹐“修理地球”務必精確到水平﹐再平整的土地﹐還得
切碎分割成小塊兒﹐方便灌溉﹑排水﹔每逢乾旱時節﹐家家派人盯著﹐
放水﹑偷水﹑搶水﹐性命相搏﹗因為大量投入人力﹐在西方人看來﹐
“中國人的農業只不過是更大規模的園藝”。36 高度精細的經營﹐“它
33

杜丹：《古代世界經濟生活》第 223 頁。“奴隸為大片的土地增添了勞動力﹐因為奴
隸制已成為生產的原動力。羅馬人必須抑制自由農民。粗略估計﹐在羅馬的意大利地區﹐
奴隸佔了農村勞動力的四分之一。”（阿利埃斯﹑杜比﹕《古代人的私生活》第一卷﹐
第 59 頁）
34
彭慕蘭計算﹐1800 年前後﹐華北一個種植小麥和高粱為主的旱作區域﹐“每英畝種植
面積使用的肥料約比西歐多 40~60％。”（彭慕蘭﹕《大分流》第 212 頁）
35
陸學藝﹑王小強：〈包產到戶的由來和今後的發展 — 關於甘肅省包產到戶問題的考
察報告〉﹐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農村‧經濟‧社會》第一卷﹐第 54~68 頁。
36
勒內˙格魯塞﹕《偉大的歷史》第 5 頁。“南方的農業比北方的更精耕細作”（艾茲
10

要求農民全身心投入﹐”37 “力耕數耘﹐收獲如寇盜之至。”38 — 西
歐農民聽得懂這是啥意思嗎﹖— 操心到擔驚受怕的程度﹐誰搞大了﹐
也玩不轉。中國歷史幾千年﹐皇親國戚莊園﹐國家軍隊屯田﹐地主田
連阡陌﹐無論怎樣集中起來的大片土地﹐最後都得分散承包﹐家庭經
營。臺灣﹑日本的經驗亦證明﹐土地再集中連片﹐操作再機械化﹐園
藝農業﹐來不得歐美那樣大面積單一種植的粗放經營。牛郎織女的浪
漫故事﹐千古流傳。西方好像沒有這樣的版本。

!

ྺү۞ะࡗ̼Ďֹፋгďዝਨ̙̈́ᕝ̚ਆјࠎ઼̚ྺຽ۞ᇾᄫّপ
ᇈĎຍק၆Տᔺങঀ۞ჟ͕फ़ೀͼ̏གྷ྿˞זᘹё۞ͪπĄྺ
ᙷ۞кᇹ̼Тᇹّܑࢋࢦ۞߿ྺֱ˞ځĄྺү͞ёࢋՐะ̚
ֹϡ౻˧Ď֭ͷՀዋ̈آఢሀྺүĄТॡĎྺϔ۞᎕ໂّ၆ܲٺᙋϣม
̍ү۞ჟቜၔܧغ૱ᙯᔣĎ˵ֹ̂ఢሀֹϡྺζٕั̍ត̙̂
ΞያĄٙѣֱЯ৵ѣӄٺྋᛖ႔ҋਆྺ۞хдĎͽ̈́̂гࠎңઐ
р১˿гĎ̙҃ᙸֹϡྺζĄČČྺຽะࡗ̶ֹ̼̍ొ˘̂ޝүĎΒ
߁ዝਨďď߉۲ͽ̈́छ̰ซҖ۞̍үĎт⚃ĎౌਕϤ̃ᄃආ
ԆјĄߏٺĎ̈ྺछलјࠎ˞˘វ̼۞ϠயಏҜĄ39

赫德﹕《世界歷史中的中國》第 127 頁）。“每個曾對水稻栽培細加考慮的人﹐都留下
那主要像是一種‘園藝’的感覺。”（李約瑟：〈東西方的科學與社會〉﹐劉純﹑王揚
宗﹕《中國科學與科學革命》第 98 頁）
37
許倬雲﹕《漢代農業》第 6 頁。
38
《漢書‧食貨誌上》﹐王雷鳴﹕《歷代食貨誌註釋》第 64 頁。
39
許倬雲﹕《漢代農業》第 123~125 頁。“羅馬帝國時代常有大量的奴隸在大片的農地
上耕作﹐在意大利半島上﹐這種大農莊通常是專業式生產﹐生產葡萄﹑橄欖等項經濟作
物。倒是北非才有大量的奴隸耕作生產糧食﹐但這時候不是密集的耕作﹐而是粗放的﹐
用的是種族奴隸。……在精耕細作的農業制下﹐不能允許集體耕作的粗放制﹐所以要給
予耕種者一些耕種的意願﹐最好的辦法就是佃戶耕好分佃的土地﹐地主再收租取得利益。
所以﹐在中國歷史上﹐佃耕是小自耕農以外最常見的勞力使用型態﹐正因為如此﹐雖然
有土地兼併﹐中國的農業仍能保持精耕細作生產的水平。”（許倬雲﹕《中國古代文化
的特質》第 26~36 頁）
11

˟ďछलགྷᒉ!Ɩ!ξಞགྷᑻ!
中國小農經濟﹐家庭作為獨立核算的生產單位﹐30 畝地一頭牛﹐
規模太小﹔男耕女織的生產﹑生活﹐不可能家給人足﹐事事依賴商品
交換。春秋戰國﹐進入鐵器時代。生產工具金屬冶煉﹐農業生產精耕
細作﹐社會化分工越發引人注目。40 孟子反對許行“賢者與民並耕而
食”的一段著名對話﹐堪稱小農一定市場經濟的經典說明﹕
̄͠ēధ̄υඒ҃ͼࢴޢĔ͠ēĄధ̄υᖐο҃ޢҗͼĔ
͠ēӎĎధ̄җነĄధ݄̄ͼĔ͠ē݄Ą͠ēउ݄Ĕ͠ē݄৵Ą͠ēҋ
ᖐ̝ᄃĔ͠ēӎĎͽඒ̝ٽĄ͠ēధ̄उࠎ̙ҋᖐĔ͠ēचٺਆĄ͠ē
ధ̄ͽ੭⿍ĎͽᜠਆͼĔ͠ēĄҋࠎ̝ᄃĔ͠ēӎĎͽඒ̝ٽĄͽ
ඒٽୠጡ۰Ď̙ࠎᆖҼĄҼϺͽୠጡٽඒ۰Ďࠎᆖྺ͈ݙĔͷ
ధ̄ң̙ࠎҼĎפ࠰۽ኜझ҃̚ϡ̝Ďңࠎ৾৾ᄃѺ̍ϹٽĔң
ధ̝̙̄ᇘĎ͠ēѺְ̝̍Ď̙Ξਆͷࠎ˵Ą

男耕女織﹐做不來百工。農有餘粟﹐女有餘布﹐紛紛然﹐與百工
交易。不僅如此﹐孟子得理不讓人了﹕“子如通之﹐則梓﹑匠﹑輪﹑
輿﹐皆得食於子。”41 百工不必自耕自織。李劍農點評﹕“可見當時
各種手工﹐皆有細密的獨立分業﹔其操各種手工業者﹐並得以其所業﹐
‘得食’於社會﹐不如過去受‘封建’勢力之束縛之甚矣。”42 換句
話說﹐歐洲封建社會﹐莊園得以自給自足的諸多內部分工﹐在中國﹐
全靠家庭以外的商品交換“體外循環”﹐開局便是社會範圍的專業化
分工。
40

“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鐮﹑一鎒﹑一椎﹑一銍﹐然後成為農。一車必有一斤﹑
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銶﹑一軻﹐然後成為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
鉥﹐然後成為女。”《管子‧輕重乙》羅列男耕女織的必備工具﹐均為牛郎織女難以親
為（姜濤﹕《管子新註》第 550 頁）。
41
《孟子‧滕文公》。
42
李劍農﹕《中國古代經濟史稿》第一卷﹐第 1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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ইᆦ˿˞ޝкጡĎ༊ॡυѣ۞ܝ̍Ąଂ˪ᙜ˯ԧࣇ࠻֍
ѣⳑďᕑď၂ďझďވďঢ়ď؟ďկďṺඈфĎ༊ॡυѣ˿̍ď̍͢ď
Ϯ̍ď̍ͪڪĒѣҐď֘ඈфĎυѣ௺̍ď֘̍Ēѣ̕ďϭďᇅď͖ď
⟷ď⦖ඈфĎυѣܝᄦౄڠጡ۞̍НĒѣҗď̑ඈфĎυѣᓀ
̍Ēѣᴢď⎗ඈфĎυѣၮ̍ĒѣකďشඈфĎυѣৱᖐ̍Ą
̶̍൴྿˞Ďጯົ˞ܝԫఙ۞̍ˠтڍБొᑟд˘Ďߏ՟
ѣ͞ڱϠх˭Ν۞Ąੵ˞ݱξٙᅮࢋ۞̍Н҃γĎࣇυืҶזα͞
۞ొརΝԱ̍ઇĎ҃ͩొརдϠய˯˵ᅮࢋࣇĎЧ̍͘ຽ̍ˠಶ
ᇹ೧ซ˞Ч࣎г͞۞ͩొརĎᗼ˞ͩᖐ۞৷ሒّĎ͔ٺ
˞ͩᖐ۞૪ሚĄ၆ֱٺ̝҃α͞ΝᏖϠ۞̍͘ຽ̍ˠֽᄲĎҕ
ቡᙯܼ̏གྷ̙ගࣇֽЇңӀৈĎ҃ТҖ۞ˠࣆΞͽගࣇͽԫఙ˯
۞ďϠ߿˯۞ᑒӄĄТຽᙯܼͧҕቡᙯܼࢦࢋкĎߏٺன˞ͽᖚຽ
ࠎͩ۞ன෪Ą43

在社會化分工的基礎上﹐許倬雲高度強調“農舍工業”的重要意
義。農業生產“勞動的需求並不均勻﹐閒季時多餘的勞動力就去做手
工藝的生產﹐……所以農舍工業就使得精耕細作農業有配套﹐產生了
市場經濟。”44
43

“殷亡之後﹐周天子分魯以殷民六族﹐分衛以七族﹐其中好幾族顯然是以職業為氏的。
例如陶氏是陶工﹐施氏是旗工﹐錡氏是釜工﹐長勺氏﹑尾勺氏是酒器工。試看這些姓氏
和我們在前面講到的分工的部門如何地吻合啊﹗其他還有索氏是繩工﹐繁氏是馬纓工﹐
樊氏是籬笆工等等。”（李亞農﹕《殷代社會生活》第 50 頁）
44
《許倬雲自選集》第 468 頁。根據西方“原工業化史學”﹐承包商將合同分散到農村
千家萬戶生產﹐資本主義從此崛起﹐被稱為“工業化前的工業化”﹐甚至被視為 18 世紀
末工業化之前的另一次工業化（王加豐﹑張衛良﹕《西歐原工業化的興起》第 18 頁）。
以此對照我國江南紡織業以及景德鎮等高度集中﹑精細分工的機械化和大工廠商品生產﹐
遠遠超過英國的“原工業化”﹐居然沒有發生工業革命的資本主義﹐越發沒有道理可講
了﹗譬如﹐“在紡織業中湧現的最主要的新城市是曼徹斯特。曼徹斯特是蘭開夏紡織區
最大的工業生產中心﹐……1670 年曼徹斯特人口達到了六千人﹐居民主要從事呢絨生產﹐
這裡成為重要的紡織業中心。在金屬加工工業中湧現的新城鎮主要是伯明翰。它‘從 16
世紀 30 年代尚不突出的集市地位﹐到 1700 年迅速發展成為鉅大的工業中心。’伯明翰
曾被人稱為‘英格蘭的鐵匠鋪’。……1650 年增長到五千人﹐1700 年增長到 1.5 萬人。”
（趙秀榮﹕《1500~1700 年英國商業與商人研究》第 53~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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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ჟਆྺຽֶᏥ̂ณ౻જ˧ԸˢϠயĎ҃ѓ؞ᄃย۞؞౻જ˧ֹ
ϡதȈ̶̙Ӯ̹Ąྺย༼؞кዶ۞౻જ˧υืԸˢྺ̍۽ຽϠயĎያг
͞ะξዚથݡĄČČྺߏ۽Ϡய۞үӪĎฏՅ۞ξะߏથݡะ۞შ
ඛĎ˘ԛၗ۞གྷᑻវטଂѩјࠎ઼̚གྷᑻ۞૱ၗĎܜഇϏѣॲώ۞Լ
តĎͽ֞۞ܕᆐតĎؕனҾ۞གྷᑻԛၗĄྺ̍۽ຽυืѣξಞĎξ
ಞυืѣఱݡะĎ҃ะυืࢋѣξಞშĄฏՅξะᄃξᗉ۞Ϲೱშ
ᓂፖϹ࿆ҶБ઼Ďၹј˘࣎ཊБ઼۞̂შඛĄ45

農民出售農產品﹐“農舍工業”出售農副產品﹐百工出售製造業
產品﹐種類繁多的頻繁交換﹐必需就近有市場或商店。中國農村逢五
逢十趕集﹐一直到今天﹐大江南北﹐山地平原﹐大多在步行當天往返
的距離。46 農田裡精耕細作﹐市場上精打細算。蠅頭微利﹐銖緇必較﹐
45

許倬雲﹕《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第 24 頁。“十天趕一次集﹐輪流在一個地點﹐每個
集都有兩種人﹐農人揹著幾頭豬﹑幾隻雞﹑幾斗米去賣﹐商人在那兒買這些豬﹑雞﹑米。
他們是小商人。小商人帶來胭脂﹑水粉﹑菜刀﹑鐮刀等東西﹐這些東西從鎮上販來。小商
人買了雞﹑豬﹑米﹐再到鎮上賣給大一點的商人。這些大商人買了再運到城裡去賣。如此
從下而上﹐從上而下﹐不一定到全國中心做總集散。每一個中間站都可以集散﹐所以大商
人住大城﹐小商人住小城﹐商販行腳則往返鎮市與鄉集。”（《許倬雲自選集》第 471 頁）
46
江南市鎮之分佈形成網絡﹐平均相距 15 公里﹐各鄉農民往返時間大致相當（陳學文﹕
《明清時期杭嘉湖市鎮史研究》第 26~36 頁）。布羅代爾嘆為觀止﹕“在初級市場的層
面上﹐組織得最令人驚訝的肯定是中國了﹐其佈局幾乎達到了數學般地準確。先假設一
個鎮子﹐或一座小城。請在一張白紙上劃一個點。點的周圍坐落著六至十個村子﹐村與
鎮的距離可使農民當天走個來回。這個幾何體 — 十個點圍著一個中心點 — 我們稱之
為鄉﹐即一個鎮子市場的輻射區。在實際運作中﹐鎮上的市場形成了按街按片經營的局
面﹐零售﹑放高利貸﹑代書人﹑小食品﹑茶館﹑酒館等都有各自的經營區。斯金納（G. William
Skinner）說得對﹐中國的農村世界不是在村的模子裡﹐而是在鄉的模子裡鑄造出來的。
同樣﹐你們很容易懂得﹐鎮子圍繞著城市運轉﹐與城市的距離適中﹐供應城市之需﹐並
通過城市與遠處溝通﹐得到本地不出產的產品。這一切形成一個完整的系統﹐有個事實
就清楚的說明了這一點﹐即各鎮與中心城市的集市日期安排得互不重複。從一個集到另
一個集﹐從一個鎮到另一個鎮﹐商販和匠人趕赴不息﹐因為﹐在中國﹐匠人的鋪子是流
動的﹐你只能到集市上去找他們﹐也可以把他們叫到家裡幹活。總之﹐互相聯結的﹑皆
受監督的定期集市所組成的網絡佈滿了並活躍在中國大地。”（布羅代爾﹕《資本主義
的動力》第 18~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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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天要價﹐就地還錢﹐幾千年功夫下來﹐修煉出全民皆商的超凡能力。
不說別的﹐單說一個買東西找零錢﹐該付 14.6 元﹐給 20 元﹐問“有一
毛嗎﹖”找回 5.5 元。在今天西方社會﹐一般售貨員﹐非摁計算器才拎
得清爽。
中國農民在集市上交換的產品﹐雖然不過孟子提到的衣帽﹑農具﹑
鍋碗瓢盆等日用品﹐和歐洲莊園內部調劑﹑調撥的產品種類﹐沒有實質
區別﹐但是﹐產品產地﹐不必局限周邊鄰居。在歐洲﹐“由於沒有繁榮
的城市﹐採邑基本上成為自給自足的社區。莊園主們擁有磨坊﹑麵包房﹑
釀酒作坊﹐莊園裡所需要的絕大部分的鐵製工具﹑皮革製品﹑日常用具
和織物都由農奴製造生產。”47 一般工匠﹐難得一見他處別人的手藝。
在中國﹐王麻子剪刀暢銷全國﹗普通農民日常出售﹑購回的商品﹐統統
市場競爭的結晶﹐包括比較成本﹑價格﹑質量和技術革新。市場範圍越
廣大﹐競爭越充分﹑越公平﹑越激烈﹐社會化分工越深入﹐專業化程度
越高﹐必然帶來技術積累﹑技術進步和生產率提高。
專業分工促進市場競爭﹐市場競爭促進專業分工﹔二者互動﹐推
動科技進步。亞當‧斯密歸納的經濟學原理﹐放之四海皆準（可能受
中國啟發）。48 既然提前市場競爭兩千多年﹐農業﹑商業﹑製造業﹑
土木工程﹑交通運輸﹐行行業業﹐優勝劣汰了上百代人的汗水和心血﹐
只要中國人種智商正常﹐古代科學技術遙遙領先﹐順理成章﹐理所當
然。不僅四大發明加馬鐙﹑挽具﹑雨傘﹑扇子﹑絲綢﹑瓷器﹑茶葉等
47

“與中國﹑印度﹑西南亞和地中海東部地區相比﹐在中世紀早期﹐西歐的經濟活動是
相當緩慢的。”（本內特﹑齊格勒﹕《新全球史》第 469 頁）
48
1722 年﹐殷弘緒神父在信中驚嘆景德鎮的勞動分工﹕“一件瓷坯在被送出這座工廠到
窯房的過程中﹐至少要經過 20 餘人之手﹐但是﹐並不發生任何混亂的現象。也許﹐這種
勞動分工能使製瓷極為迅速的進行。……彩繪這一道工序是在一個車間裡由許多工人合
作完成的。”“中國高效的勞動是歐洲欣慕中國的事物之一﹐而殷弘緒神父的信既是對
景德鎮陶瓷製作的一種闡釋﹐也是一種描述。這封信和其他類似的描述很可能影響了亞
當‧斯密在其著名的《國富論》前幾章中對勞動分工的描述”（筆者黑體加重﹔艾茲赫
德﹕《世界歷史中的中國》第 3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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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包羅萬象﹐眾所周知﹐甚至西方最津津樂道的﹑意義特別重大的﹑
“鐘錶的機械裝置也並不像通常所知那樣發源於歐洲文藝復興早期﹐
而是中國唐代開始的”。49
ѝдለ߷ࡊጯࢭ ࡗ݈̝̂14 ࣎͵ࡔĎ઼͛̚ځಶ̏˧ٺଣ৶
ҋࠧ۞ிк৪Ď֭Ӏϡҋ૱ᙊڇચٺˠᙷϠ߿Ďјڍᅈᅈٺ
ለ߷͛ځĄ50
д̳̮݈˘ѺѐٕՀѝಶதА൴৽˞ځĎͧౄ৽ఙ็זለ߷ѝ˘˼
кѐĄ႔۞Ω˘൴ߏځѝഇԛј۞ጡĎߏ઼̚ᚥග͵ࠧ۞Ω˘І
ᖃۏĎБזۡײጡࠎņchinaŇĄͪ˧᎐Ӫ˵ߏ႔઼̚۞൴ځĒ
ᔘѣனసև۞ࣧݭĎιࣇֹԝϡࠗহՀѣड़гٛજࢦк۞
ྶ̙҃ҌಘొజĄ႗˵ߏ႔ޓڠॡன۞Ď႔ဪ̏̚གྷ൴ன˞ჟ࡚
႗ጡᇹݡĄ႔ഈ۞ܛఙ̀൴˞ځᄐᗣڱĎ҃ለ߷ ˞ז12 ͵ࡔ̖ೠ೪
ιĄౄ௺ଳϡ˞֨ͪࣗďкࢦঁ௺ԍߗ௷ĒჃᘲሹ۞ֹϡ˵ͧለ߷
ѝ˘˼ѐĄ̏གྷޝАซ۞ҼܛĎϤٺ൴ـ˞ځೇё߿ࢲቐ҃זซ˘
ՎଯજĎߏҘ͞ ז17 ͵ࡔ̖ѣ۞ڌҘĄ͘ଯ֘னд႔ϐĎι
ͧ۞ֽޢҘ͞ᙷҬଯ֘ՀटٽπᏊĎЯࠎι۞ଘ˘̄ٸд̚ม҃˘ܧ
ბĎ߇҃ϡྵ̈۞˧Ξͽଯજ̂к۞ࢦณĄྻਖ਼ٕ೩ڕ͞۞ͪچᙥё
٩ͪ፟У˵ౌߏ႔۞൴ځĄҕ୵ೈᒖ˵ߏࢵАд઼̚൴னĎጐგ
Ҙ͞ˠކჍߏ 17 ͵ࡔ۞ރຆĆݣჯ൴ன۞Ą51
Ղࡗ༃̏གྷᙋځĎۡ ̮̳ז14 ͵ࡔĎҘ͞ˠᔘ̙ົႦᜠďᝤᜠĎ
ЯѩٙѣҘ͞Ο۞ࡔ͵̚ᜠౌߏҲ۞ሢᜠĎ઼҃̚ѝд̳̮݈
49

李約瑟：《中國古代科學》第 10 頁。“在中世紀﹐歐洲從中國引進了一種稱之為鐘
錶司行輪的工具﹐這種工具是鐘錶的一個必備零件。……這種擒縱器的發明者是佛教徒
一行﹐他於 725 年把擒縱器安裝在一個水力機械鐘錶上﹐從那以後﹐就在中國流行開
來。……不久﹐鐘錶在歐洲的推廣面比中國還要廣﹐對歐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激發
了人們的時間觀念和數量﹑原子觀念。……鐘錶提供了一個新的思維模式。……鐘錶範
式應用在很多方面﹐在將繁瑣哲學的大一統分解為邏輯﹑玄學和實證科學方面﹐發揮了
重要的作用。”（艾茲赫德﹕《世界歷史中的中國》第 176~177 頁）
50
李約瑟：《中國古代科學》第 3 頁。
51
羅茲‧墨菲﹕《亞洲史》第 153~154 頁。
16

α͵ࡔಶਕϠயᝤᜠ۞ዝᐝď㑹ᐝďᆜዝď੭̄ͽ̈́ᆓĄČČ҃ᝤᜠ
ਕ˧˫ซ˘Վ೩˞᐀۞யณͪπĄČČϤѩĎ઼̚൴णјࠎௐ˘࣎
ϡ͢פՄ۞͛ޘ઼ځĎጐგ႔ଳ۞ఢሀᔘ̙ߏ̂ޝĄ52

社會範圍的專業化分工和市場競爭﹐不僅讓農民能夠心無旁鶩﹐
全力以赴農業生產﹐而且﹐科學技術造就犁尖鋤利﹐農業生產率奇高﹐
反過來﹐養活更多非農業人口﹐發展非農產業。
ԧࣇ઼̚ྺг۞யณܧ૱មˠĄ႔ഈॡĎ઼̚۞ಏҜயณĎፂԧ۞
ҤࢍĎᄃᘲॡ˘ᇹ̂۞ਆгࢬ᎕Ϡயณ࠹ͧྵĎߏޢ۰۞αࢺĄԇ
ഈ۞ಏҜயณ̏གྷତ͇̫͟ܕώᄃᄂ៉۞јڍĄҭኢ႔ٕԇౌ՟
ѣϡ̼ጯ۲फ़ᄃ୭ᖪĄ53

更重要的是﹐人的素質的提高。1980 年代﹐我們調查研究中國西
部落後地區﹐發現落後的原因不是缺錢﹐當地人的綜合素質（包括文
化水平≠識字）對經濟﹑社會的發展﹐發生極大制約和影響。54 同樣
道理﹐古代中國人民頻繁的市場經歷﹐哪怕遊手好閒﹐趕集看熱鬧﹐
說書的﹑唱戲的﹑耍把式的﹑測運算命的﹐接觸和瞭解超出本地村莊
的大量信息﹐就算大字不識﹐道聽途說﹐耳濡目染﹐日積月累﹐熏陶﹑
涵養出的見識和器局﹐如魯班﹑愚公﹐如陳勝﹑吳廣﹐如雙親姓氏不
詳的劉邦﹑55 奴隸＋文盲＝石勒﹑父母兄餓斃的朱元璋﹐均非歐洲封
閉莊園的農奴﹐甚至不怎麼出門的貴族﹐可以望其項背。
52

艾茲赫德﹕《世界歷史中的中國》第 12﹑53 頁。
《許倬雲自選集》第 472 頁。漢武帝治黃灌溉以後﹐“如果這種優勢應用到小米產量
上﹐再加上不用休耕﹐那麼﹐中國糧食的平均產量將達到羅馬西部的八倍。”（艾茲赫
德﹕《世界歷史中的中國》第 11 頁）
54
推薦參閱王小強﹑白南風﹕《富饒的貧困 — 中國落後地區的經濟考察》。
55
“高祖父稱太公﹐無名。母曰劉媼﹐並亡其姓。高祖行三﹐故曰劉季﹐既有天下﹐因
名邦。一時群臣﹐如蕭何為沛主吏掾﹐曹參為獄掾﹐任敖獄吏﹐周苛泗水卒史﹐申屠嘉
材官﹐陳平﹑王陵﹑陸賈﹑酈商等皆白徒﹐周勃織薄曲﹑吹蕭給喪事﹐樊噲屠狗﹐灌嬰
販繒﹐婁敬挽車﹐惟張良為韓相貴冑。漢初王后亦多出微賤。”（錢穆﹕《國史大綱》
上冊﹐第 128 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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ˬďఱ။̼͛ຍקஎܜ
拿雞蛋換鋤頭﹐商品交換的原始含義是互通有無。從以物易物到
從事出售的商品生產﹐從自然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飛躍﹐靠等價物 — 錢
的中介。“從演化的觀點看﹐貨幣是私有財產之父”。56 “貨幣流通的
前提是商品流通﹐”57 “有貨幣存在的地方﹐就可以假定貿易和市場的
存在。”58 比較古代社會商品交換的普及程度﹐幣材可以當成重要指
標。“在經過最初的階段之後﹐只剩下三種金屬被用作貨幣﹐即金﹑
銀﹑銅。”59 西方古代商品交換多用金銀。60 中國從始至終﹐廣泛使
用銅錢﹐61 讓韋伯當成商品交換不發達的證據。62 當代社會學大師﹐

56

“它自始就具有這種性質﹐反之﹐沒有一種具有貨幣性質的東西而不帶有私人所有權
的性質。”（筆者黑體加重﹔馬克斯‧韋伯：《經濟通史》第 148 頁）
57
馬克思﹑恩格斯﹕《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93 頁。
58
卡爾‧博蘭尼﹕〈經濟﹕制度化的過程〉﹐許寶強﹑渠敬東﹕《反市場的資本主義》
第 48 頁。
59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貨幣的非國家化》第 28 頁。
60
“金﹐即充當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特殊商品﹐不要社會的進一步協助﹐就變成貨幣。”
（原文黑體﹔馬克思﹑恩格斯﹕《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
第 113 頁）“由於一些至今無法解釋的原因﹐各日爾曼王國一直未能發展出一種購買力
較低的銀製或銅製鑄幣。”（羅伯特‧福西耶﹕《劍橋插圖中世紀史》第 75 頁）“拜占
庭帝國一直使用金鑄幣﹐……受拜占庭或伊斯蘭的影響﹐西西里和西班牙偶而也發行金
鑄幣。”（約翰‧喬恩﹕《貨幣史》第 52~53 頁）。希臘﹑羅馬都有過地方性銅幣﹐因
為行政局限和度量衡不統一﹐“銅錢和青銅錢通常只在發行它們的國家中流通。”（杜
丹：《古代世界經濟生活》第 159﹑214~215 頁）“在羅馬後期﹐雖然同時存在著金幣﹑
銀幣和銅幣﹐但最主要的是金幣﹐因為在當時土地稅收的繳納全都是由金幣來支付的﹐
銀幣和銅幣只是用於小宗的地方性支付。”（趙立行﹕《商人階層的形成與西歐社會轉
型》第 191 頁）13 世紀末﹐法國國王命令停止封建主鑄金幣和銀幣﹐可以繼續鑄銅幣。
由此可見銅幣流通範圍的局限（湯普遜﹕《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第 49~50 頁）。
61
“中國不僅最早只選用銅作為幣材﹐而且從殷朝開始直到清朝中期的數千年漫長歲月
中﹐金屬銅一直持續不斷地作為中華帝國的主要貨幣材料﹐這在世界貨幣史上是鮮有的。
金﹑銀﹑鐵是在銅作為幣材選擇之後﹐作為輔助幣材被使用的。黃金可能是進入鐵器時
代後﹐以它特有的稀缺性和充當儲藏價值的適當性一直也作為貨幣使用﹐但一直沒有像
18

搞不懂王莽所謂“寶貨皆重則小用不給”的道理﹖63 西方古代用貴金
屬作幣材﹐交易對應的貨物﹐要麼大宗買賣﹐要麼與庶民無關的奢侈
品。商品交換經常發生在國王與國王之間﹑諸侯與諸侯之間﹑莊園主
與莊園主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與貴金屬貨幣相聯繫的﹐經常是遠
程貿易。64 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65 抑或金銀﹐數量
一多﹐駱駝也扛不動。故﹐“銅適合於小筆零售交易﹐金子則適合於
大規模的商業交易﹐而銀子則用於這兩者之間交易的收付。”66

李錦章說﹕“金﹑銀﹑銅﹑鐵鑄幣之間的比價﹐歷朝歷代相差懸
殊﹐但大致的比價在一比十﹑比一千﹑比一萬上下。”67 換句話說﹐
歐洲等世界其他民族或國家那樣在相當長的時期將其作為貨幣主體。”（李錦章﹕《貨
幣的力量》第 31 頁）
62
韋伯看到中國“銅依然是日常交易的通貨。西方貴金屬的廣大流通量﹐是史家所熟知
的﹐尤其是漢朝的史家。”卻正題反用﹐據此斷言中國“由於農業生產重於一切﹐是以
貨幣經濟直到近代幾乎都比不上埃及托勒密王朝時的發展程度。”（馬克斯‧韋伯﹕《中
國的宗教》第 67~69 頁）其實﹐只要不說中國﹐韋伯並非看不清楚﹕“國內或地方貿易
只能使用價值不太高的金屬﹐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看到銀或銅的使用﹐或兩者並用。遠
程貿易有可能﹐並且由於必要有一個時期的確是用銀子的﹐但在商業的重要性增加之後﹐
就寧可用金子了。”（馬克斯‧韋伯：《經濟通史》第 152~153 頁）
63
王莽下詔金融改革﹕“民以食為命﹐以貨為資﹐是以八政以食為首。寶貨皆重則小用
不給﹐皆輕則僦載煩費﹐輕重大小各有差品﹐則用便而民樂。”（《漢書‧王莽傳》第
99 卷中）
64
“封建社會第一階段歐洲的生活並非完全自給自足。歐洲與毗鄰文明之間的交流存在
著不止一個渠道﹐最活躍的渠道大概當推歐洲與穆斯林西班牙之間的交流﹐就如同大量
的阿拉伯金幣所證實的那樣。”（布洛赫：《封建社會》上卷﹐第 130~131 頁）
65
《史記‧貨殖列傳》﹐王雷鳴﹕《歷代食貨誌註釋》第 51 頁。
66
金德爾伯格：《西歐金融史》第 20 頁。“‘在中國﹐銅……在商業中的使用（比白
銀）比例更大……這些銅幣……是以它的金屬價值為基礎進入流通的。銅幣成為了交換
媒介﹐而且對普通人非常重要’。然而﹐基本上所有的批發交易和對外貿易﹐都是用白
銀進行的。”（弗里德曼：《貨幣的禍害》第 164 頁腳註）
67
李錦章﹕《貨幣的力量》第 32 頁。弗里德曼說歐洲﹐“三千多年以來﹐黃金價格一
直在高於白銀價格 9~16 倍這一範圍波動。”（弗里德曼：《貨幣的禍害》第 160~161
頁）1998~2000 年﹐倫敦交易所三年交易的平均價格﹐同等重量金﹑銀﹑銅的比價為 1
比 59 比 5263（http://www.gzic.gov.cn.）。金德爾伯格在《西歐金融史》用表 4~1﹑4~2
19

西方莊園主之間﹐一單以金幣為等價物的商品交換﹐在中國小農之間﹐
足以分解成千上萬次用銅錢的零碎買賣。據此推斷﹐西方古代常用金
幣交換商品﹐屬於少數上等人的business﹐屬於“以王公為中心的貨幣
經濟。”68 “他們的貨幣實際上沒有深入民間﹔即到近代﹐還有許多人
終生沒有見過一次金幣”。69 “西方基督教國家當時是農業社會﹐在這
種社會裡﹐城市生活還是外來的生活﹐鑄幣還是很少見的通貨”。70 尤
其中世紀﹐黑暗得錢都看不見了。“到六世紀中後期﹐銀幣的鑄造在羅
馬帝國的東西兩部分都完全停止﹐……銅幣的消失比銀幣還要早。”71
“金幣在 650 年之後消失了”。72 “直到公元 12 世紀﹐貨幣的使用在
歐洲仍屬罕見。” 73 “作為一般交換手段的貨幣職能起源於對外貿
易。……內地只瞭解莊園經濟﹐而不使用貨幣。……第一個相對精確
而又能保持重量的貨幣﹐就是 1252 年以後著名的佛羅倫薩金幣。”74
英國皇家瞅著威尼斯商人發財眼熱﹐三次引進金幣﹐三次失敗。“由

給出 11~17 世紀各地不同的金銀比價。1625 年﹐瑞典採用銅為貨幣的主要成分﹐“銅的
價值僅是銀的 1％”（第 67﹑25 頁）。
68
馬克斯‧韋伯：《經濟通史》第 38 頁。
69
“中國的貨幣﹐自古即以銅錢為主﹐而且自秦漢以來﹐就普及到民間去了”（筆者黑
體加重﹔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下冊﹐第 493 頁）。
70
湯因比﹕《歷史研究》下冊﹐第 229 頁。
71
“這說明古代貿易方式走到了盡頭﹐同時也表明﹐從商業活動的角度來看﹐歷史進入
了‘黑暗時代’。銅幣的消失比銀幣還要早。大約在六世紀中葉﹐小銅幣的鑄造已經結
束﹐此後一直到 15 世紀前﹐西歐沒有再鑄造過純銅或青銅貨幣。”（趙立行﹕《商人階
層的形成與西歐社會轉型》第 191 頁）
72
“金幣在 13 世紀又回到了歐洲。”（佩里‧安德森﹕《從古代到封建主義的過渡》第
127﹑203 頁）“然而﹐在封建時代的歐洲﹐商業貿易中從來沒有完全不使用貨幣﹐它作
為交換標準甚至在農民階級中也從未停止過使用。……除去外幣的仿製品﹑某些次要的
小貨幣外﹐此時生產的惟一硬幣是第納里（denarii）。這是一種成色相當低的銀幣。金
幣只是以阿拉伯和拜占庭硬幣的形式或以這兩種貨幣的仿製品的形式流通使用。”（馬
克‧布洛赫：《封建社會》上卷﹐第 132 頁）
73
馬雷﹕《西方大歷史》第 138 頁。
74
馬克斯‧韋伯：《經濟通史》第 149﹑39﹑1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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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窮人’的全部家當加起來還值不了一塊金幣﹐他們極有可能一輩
子也用不上這樣的金幣”。75 西方“在技術意義上真正可靠的鑄幣只
溯自 17 世紀末”。 76 — 中國也有魏晉南北朝的長期黑暗﹐商品交換
全面萎縮﹐塢堡莊園自給自足。即便如此倒退﹐魯褒尚且以無比厚黑
的《錢神論》揚名立萬哩。
ఱ။д̚͵ࡔѝഇ۞ޙދݭགྷᑻ̚ೀͼߏ՟ѣгҜ۞Ąޙދ
ٕ۰ߏϡ౻ԝԛёĎٕ۰ߏϡ၁ۏԛёĎଂ۞ྺζ֤྆פٙᅮ
ࢋ۞˘̷Ą̃ৱᖐֲ౫ѿͨĎᓀᄦҗڇĒշˠਆϣĒආێٸ
ˠ۞ࠗ˾Ďගˠଳะڍڒď౧ါਨĒѩγĎБछᔘࢋᘳৼ
ۏďቸďకᙷďηڵďďछ༲ďρহͽ̈́ధкڌҘĄՏ˘
ळޙދఄౌҋගҋ֖ĎࠤҌ˵ߏᇈќ၁ۏĄ՟ѣથຽֽـϹ
ೱĎϡ̙ఱ။Ą77
ଂώኳ˯ֽᓾĎޙϲдૄޘטޙދᖂ̝˯۞ለ߷གྷᑻд 12 ͵ࡔ۞
̂ొ̶ॡม྆Ğ̂ࡗд 1180 ѐͽ݈ğᔘߏҋගҋ֖۞ྺຽགྷᑻĄг
ќ۞г১Ďିົ٩۞̦˘ඁౌߏଳפ၁۞ۏԛёĎ͟૱۞Ϲ఼ــٽ࿅
Ϲೱ၁ͽ̖ۏԆјĄᔵ˵ѣ˘ֱҖથĎ˵ѣ˘ొ̶ˠ˾اҝдݱᗉĎ
ҭߏ઼ᅫ۞ٽৌϒೇᎸೀͼᔘ՟ѣฟؕĄఱ။۞үϡᔘͧྵ̈Ą

78

在幣材不同的基礎上﹐更加意味深長的是﹐“中國的貨幣﹐不但
產生的早﹐而且是一種獨立的貨幣文化。”— 勞動人民說了算。石器
時代﹐人類最早的貨幣﹐東西方都珍惜貝殼。“貝殼在古代是裝飾品﹐
也可以說是一種奢侈品﹐而且常見於記載﹐大概發展成為統治階級之
間的貨幣。”79 貝殼以後青銅﹑鐵器時代﹐西方的金屬貨幣用金﹑用
75

約翰‧喬恩﹕《貨幣史》第 57 頁。
馬克斯‧韋伯：《經濟通史》第 152 頁。
77
恩格斯﹕〈論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國家的產生〉﹐《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
第 449 頁。
78
約翰‧喬恩﹕《貨幣史》第 47 頁。
79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序言第 2 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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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貴重﹐幣上多有製作精美的帝王圖像（早先神像）。中國的刀布
圜錢﹐從男耕女織的普通工具 — 刀﹑鏟﹑紡輪演變過來﹐廉價﹐簡
單﹐也只好簡單。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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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最初的金屬貨幣是由刀﹑鎛（鏟）演化而來﹐這表明最初
的貨幣發明者不是商人而是從事農業生產的小農。”82 換言之﹐中國
的金屬貨幣﹐從生產﹑生活實踐中來。牛郎織女拿穀物﹑布帛換取刀﹑
鏟﹑紡輪﹐頻繁交換﹐這些不可或缺的工具變成計較各類交換的等價
80

“刀布和環錢﹐都是中國獨立產生出來的。因為布幣是由古代的農具演變出來的﹐這種
農具曾有出土﹐和初期的空首布一模一樣。刀幣也和殷墟出土的刀一樣。這兩種的淵源還
可以遠溯到石器時代去。環錢也是一樣﹐殷墟出土的紡輪﹐就是這種形狀。致於後來的方
孔圓錢﹐也不是突如其來的。秦始皇的半兩﹐可算是方孔圓錢中初期的代表。從形式上來
說﹐他是環錢的變形”（彭信威：《中國貨幣史》序言第 4 頁﹔清晰﹑詳細的演變路線圖﹐
詳見千家駒﹑郭彥崗：《中國貨幣演變史》表 1~1﹑1~2 和 1~3﹐第 25~28 頁）。
81
“在民間﹐自西周到春秋那一段期間﹐大概使用生產工具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因
為隨著農業的發達﹐生產工具的重要﹐自然要大於裝飾品的貝殼﹐所以在交換的過程中﹐
有些器具如刀﹑鏟和紡輪等就會發展成為一般的等價物﹐在某一地區﹐某種生產工具用
的最多﹐這種生產工具就變成這一地區的貨幣。……布幣是由鏟演變出來的﹐最早的布
幣﹐完全保留著鏟的形狀。……刀幣體系很明顯是由實用的刀演變出來的﹐原形未變。……
刀幣的流通範圍﹐沒有布幣廣﹐偏於東方。有人說古代西部的人多以農殖為主﹐所以用
農具為貨幣﹐東部近海﹐人民多從事漁獵﹐所以用刀為貨幣。”（彭信威：《中國貨幣
史》序言第 4 頁﹑第 23~27 頁）郭老的說法大同小異﹕“貨幣的發展和商業的發展是相
應的﹐商業的發展又依存於農工﹐以故貨幣的形式也多是取自農人工人的用具﹐這是很
有趣味的一個現象。例如晉式的鎛形是取象於耕具﹐而楚式的豆腐乾形是取象於井田。
有例如齊式的刀形是工人用具﹐而秦式的寰法也是環狀石釜的再轉化（環狀石釜一轉化
而為璧﹐再轉化為錢）。”（郭沫若：《十批判書》第 53 頁）
82
“由此看來﹐小農經濟與市場的聯繫是極為密切的。”（吳松等﹕《中國農商關係思
想史綱》第 76~7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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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時間一長﹐形狀縮小﹐演化成便於分解﹑找贖﹑攜帶的貨幣。83 換
言之﹐工人農民創造的貨幣﹐對應的不是上層權貴之間的饋贈或商賈
之間的大宗交易﹐而是基層草民之間﹐你來我往的零碎買賣﹐兩千多
年前伊始﹐商品交換深入普及到一粥一飯可以用錢買賣的程度。逢五
逢十趕集﹐逢年過節廟會﹐走街串巷的小販﹐路邊的茶館客棧大車店﹐
鐵器農具﹐油鹽醬醋﹐瓜果梨桃﹐針頭線腦﹐剃頭﹑修腳﹑搓澡﹐工﹑
農﹑商﹑學﹑兵﹑政﹑黨﹑企﹑事業單位﹐無論誰﹐居家過日子﹐“阿
堵物”須臾不能離。
“阿堵物”不宜添堵﹐應當便於攜帶。刀﹑鏟有棱有角﹐不如圜
板﹐所以秦始皇統一圜制錢。84 有意思的是﹐無論什麼主義﹐權貴財
大氣粗﹐酬酢往來金銀珠寶﹐東西方一樣天經地義。所以“秦兼天下﹐
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
如其文。”85 秦始皇焚書坑儒﹐思想全能鉗制﹐還有幹不成的事﹖嚴
刑峻法實行開來﹐“上幣”無疾而終﹐長什麼模樣﹐居然失傳了。86 漢
83

“此種金屬製之器物﹐在取得貨幣資格之初期﹐其名稱﹑形式﹑大小﹑重量﹐皆與其
本來之名稱﹑形式﹑大小﹑重量無異。怠其物之價值﹐由實用方面﹐移入於作交換媒介
與物價標準方面時﹐其形式﹑大小﹑重量﹐為求取攜便利之故﹐漸生變化﹔初或減其量
而存其形﹐終乃變其形而僅存其名﹐或且併其名而更異之﹐而別附新名新義。此金屬貨
幣制成立之所由也。”（李劍農﹕《中國古代經濟史稿》第一卷﹐第 48 頁）
84
戰國時代﹐幣制各行其是。秦“及盡併六國之地後﹐則依各地之習慣﹐所行之貨幣﹐
有錢鎛屬﹐有刀屬﹐並有初流行之圜錢屬﹐其孔或圓或方﹐形制極為複雜﹐大小輕重子
母相權之系統﹐至不統一﹐故有始皇 37 年復行錢之法令。37 之行錢﹐實非復也﹐特統
一錢之制度耳。其名稱雖仍襲‘錢’之舊﹐其形制則從仿似璧瑗之圜錢﹐蓋以此為最便
利也。於是貝瑗屬﹐錢鎛屬﹐刀屬等形制之幣皆廢﹐圓周孔方﹐遂成為中國制錢之定式
焉。”（李劍農﹕《中國古代經濟史稿》第一卷﹐第 67 頁）
85
《漢書‧食貨誌下》﹐王雷鳴﹕《歷代食貨誌註釋》第 89 頁。
86
秦皇“上幣”絕非杜撰。《管子‧輕重乙》有“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為上幣﹐
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上下之用﹐而天下足矣。”（姜濤﹕
《管子新註》第 549 頁）《史記‧平準書》亦有“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
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漢書‧食貨誌》更有“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
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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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不服氣﹐又割白鹿皮“又造銀錫為白金。”結果“白金稍賤﹐民
不寶用﹐縣官以令禁止﹐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87 王莽新朝
舊政﹐金融體制改革﹐金銀捲土重來﹐“百姓憒亂﹐其貨不行。民私
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為惑眾﹐投諸四
裔以禦魑魅。’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直哭得
朝廷不得不放棄金幣﹑銀幣﹐其他改革成果“龜貝布屬且寢。”88

馬克思﹑恩格斯論述﹕“一種商品變成貨幣﹐首先是作為價
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統一﹐換句話說﹐價值尺度與流通手段的統
一是貨幣。”89 歐洲金屬貨幣的幣材﹐從金到銀﹑到銅﹐“白銀
時代之後是黃銅時代﹐”90 對應的商品交換﹐從大宗到小額﹐從
貴族﹑富商到平民﹐先批發後零售﹐從上到下﹐社會普及。自然
經濟演化到市場經濟﹐自然而然。中國的貨幣文化反其道而行之﹐
發軔於基層﹐扎根在群眾﹐有零售才有批發﹐農村包圍城市。專

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佈於布﹐束於帛。太公退﹐又行之於齊。”（王雷鳴﹕《歷
代食貨誌註釋》第 30﹑87~88 頁）“西周已有三種形制的貨幣同時流通。……在其他古
史典籍中﹐如《戰國策》﹑《孟子》﹑《荀子》﹑《春秋》﹑《韓非子》﹑《呂氏春秋》﹑
《晏子春秋》等書中﹐都有使用黃金貨幣的記載。這些記載說明﹐在先秦統治者之間﹐
舉凡朝貢﹑賞賜﹑饋贈﹑用間﹑游說諸侯﹑國際交往﹑大宗支付和對外擴張﹑債務清償
等等方面﹐普遍使用黃金。”（千家駒﹑郭彥崗：《中國貨幣演變史》第 15﹑110 頁）
從幣材說上﹐秦皇統一幣制﹐不過“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
87
《史記‧平準書》﹐王雷鳴﹕《歷代食貨誌註釋》第 14﹑23 頁。
88
《漢書‧食貨誌下》﹐王雷鳴﹕《歷代食貨誌註釋》第 109 頁。
89
馬克思﹑恩格斯﹕《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113 頁。
90
“在文藝復興塞維利亞稱雄的時代﹐歐洲需要消費的介質﹐最初是黃金﹐黃金的價值
由於德國中部發現了白銀而得到提昇﹔後來﹐當墨西哥和秘魯為世人所知時﹐消費介質
變成了白銀。”（艾茲赫德﹕《世界歷史中的中國》第 233﹑305 頁）隨著交換的普及﹐
歐洲幣材逐步便宜。公元 800 年左右﹐查理大帝鑄銀幣﹐冠以鎊﹑先令﹑便士之稱。“佛
羅倫薩在 1232 年開始採用自己的﹑更重的銀幣。……到 14 世紀末期﹐幾乎每個歐洲國
家都在使用三種鑄幣 — 金﹑銀及銅或鎳等價值不大的金屬”（約翰‧喬恩﹕《貨幣史》
第 3﹑21 頁）。
24

制帝王再愛金銀﹐什麼是錢﹑什麼不是錢﹐不以萬能的長官意志
為轉移﹗勞動人民非拿勞動工具當貨幣﹐把秦皇漢武的統一金幣﹑
銀幣﹐活生生﹐排擠出流通領域﹐當不成商品交換的等價物。91 能
統一中國﹐統一不了貨幣﹖嬴政統一幣制功莫大焉﹕“上幣”失
傳﹐“秦半兩”太重﹐一樣沒留下來。漢初三銖﹑四銖﹑五銖﹑
六銖﹑……市場機制﹐群眾選舉﹐九次發行之後﹐總算答應了劉
徹的五銖錢。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中國歷史的動力。
結果也有意思﹐同樣都是圓餅制錢﹐西方到今天全實心﹐中
國必須開眼﹐以便用繩子穿成串兒﹐方便攜帶﹑核數﹐方便集中﹑
歸整。從百姓一粥一飯的零碎買賣﹐到置地﹑買牲口的大宗交易﹐
商人長途販運﹐官府聚斂稅賦﹐分散在千家萬戶的零碎銅錢﹐一
串串兒穿起來﹐有零而後有整﹐集中搬運。統治階級酷愛錢﹐只
有水漲﹐始能船高。別提大款誇富了﹐國家財政之天文數字﹐全
得翻譯成細碎銅板之“貫”﹐才聽得明白。甚至連日後敞開印刷
的紙幣﹐也得以“貫”為單位（明以後始用銀兩）。歷朝歷代的
好皇帝﹐每每標榜“以民為本”﹐說到底﹐還不是因為天下財富
以百姓的銅錢為本﹖
઼̚Аˠд͵ࠧ˯ѝ౹ౄ˞дкˠ˾ďᇃᔮгા˯ďܜ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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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金銀在中國﹐自古即是寶藏價值的工具﹐同時作為國際購買手段和支付手段﹐有時
也作為價值尺度和價格標準。但中國古代沒有鑄造金銀幣﹐也不用金銀為流通手段﹔流
通手段﹐基本上都是用銅錢。歷代雖有金銀錢的鑄造﹐但這種金銀錢﹐只具備貨幣的形
式﹐目的不是為流通。”（彭信威﹕《中國貨幣史》序言﹐第 8 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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ޘдܜ྿˟˼ѐజ።ڼ۰ٙڻĄ形制一樣﹐重量相等﹐西漢的五
銖在清末還在流通。92

中國歷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多少次五代十國式的分崩離析﹐
王綱解紐﹐祖國分裂﹐攔不住年代不同﹑文字不同﹑形制相同﹑價值
相等的“孔方兄”﹐不辭勞苦﹐奔走流竄家家戶戶﹐手遞手﹐心連心﹐
穿成串兒﹐在逢五﹑逢十的熱鬧集市﹐在喝碗粥﹑剃個頭﹑打發和尚
要剩飯的平常日子﹐禁而不止﹐防不勝防﹐鍥而不舍﹐頑強推動幣制
統一大業。貨幣文化“潛規則”貨幣體制。出身勞動工具的五銖錢﹐
促使不同民族﹑不同王朝的男女皇帝﹐斷了再續﹐重複法定了兩千年。
期間﹐經濟規律與專制極權鬥法﹐或私鑄﹐或窖藏﹐或銷錢﹐或毀器﹐
或“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93 或庶民以穀帛互市﹐活該不用
錢﹐……人民戰爭﹐汪洋大海。只要時間足夠長﹐勝負焉用蓍龜﹖“天
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今天不聽﹐明天還得聽。“民之所欲﹐
天必從之。”今日不從﹐明日不從﹐早晚得從。歷朝歷代﹐不論官方
發行過多少當五﹑當十﹑當百大錢﹐金融創新過各種金幣﹑銀幣﹑紙
幣﹐往錢上刻過什麼文盲不識字﹐“天不變﹐道亦不變。”大陸季風
氣候的天不變﹐園藝小農一定市場經濟的道不變﹐祖國統一也罷﹐地
方割據也罷﹐天圓地方天經地義﹐“孔方兄”統一幣制亦不變。不難
想像﹐有錢能使鬼推磨﹕統一市場互動統一幣制 → 商品交換互動經
濟一體化洶湧澎湃 → 市場經濟互動祖國統一。民諺雋永﹕恨誰也不
能恨錢哪﹗據此﹐桑弘羊大義凜然﹕“故統一﹐則民不二也﹔幣由上﹐
則下不疑也。”94 與當代歐元的國際慣例接軌﹐“孔方兄”才是歐洲

92

筆者黑體加重﹔李錦章﹕《貨幣的力量》第 39﹑35 頁。
《史記‧平準書》﹐王雷鳴﹕《歷代食貨誌註釋》第 17 頁。
94
《鹽鐵論‧錯幣》。
93

26

列國邁向統一的大英雄。95
“孔方兄”文言“阿堵物”一語﹐凸顯出“老九”的非凡氣質。96
藝名﹕重義輕利。《錢神論》厚黑無恥﹐從來端不上歷史研究的檯面。
譬如﹐黃仁宇寫黑體字確定﹕“中國初期早熟的政治統一﹐造成‘書
同文﹐車同軌’的局面﹐是一種有歷史地理性的組織和一種帶群眾性
質的運動”。97 請注意﹕蔡倫誕辰以前﹐往貴重的竹簡﹑絲帛﹑羊皮
上惜墨如金﹐“書同文”的好處﹐僅僅被坑﹑沒被坑的鳳毛麟角知道
（六國愛國者反對）。“中國初期早熟的政治統一﹐”憑什麼匯聚成
“一種帶群眾性質的運動”﹖ — 因為人人﹑時時﹑處處﹐不能不核
算﹑買賣﹑趕集﹐不能不認路﹑認秤﹑認錢。“君子喻於義﹐小人喻
於利。”廣大文盲心向統一﹐無非貪圖車同軌﹑錢同制﹑統一度量衡
的庸俗便利。
值得進一步提問﹕萬一沒有群氓的盲目支持﹐單靠一小撮兒咬文
嚼字﹐與歐洲教會把持朝政的國際慣例接軌﹐經過了一趟又一趟《三
國演義》七塊八塊﹐各地俚語方言說到今天﹐閩南聽不懂粵語﹐“書
同文”再了不起﹐恐怕難逃羅馬帝國“書同文”的拉丁語﹐逐漸被歷
史分化﹑瓦解的命運。— 晚近到哥倫布揚帆美洲找中國﹐還帶著給咱
皇上的拉丁文國書哩。曾幾何時﹐日文﹑韓文﹑越文﹐偏旁部首橫豎

95

“19 世紀也是首度打造一泛歐貨幣的時代。一心欲重振其伯父之偉業的拿破侖三世﹐
致力於將歐洲其他貨幣與法郎（法國大革命時期才創造出來的新貨幣）連結。拿破侖三
世主張﹐這改革將使幣制趨於合理﹐促進交易。但英國不願將英鎊的幣制﹐改成法郎與
美元的偶倍數。”（彭慕蘭﹑史蒂夫‧托皮克﹕《貿易打造的世界》第 281 頁）2000 年
進入新紀元﹐歐元總算誕生﹐“金融海嘯”又岌岌可危。
96
元朝是唯一未被咱同化的外來統治﹐所以短命。根本原因在於堅持了國際慣例﹕官﹑
吏﹑僧﹑道﹑醫﹑工﹑匠﹑娼﹑儒﹑丐。
97
“我們應從秦始皇的後面﹐看清戰國時代的社會經濟因素﹐認識農業技術的進步﹐商
業的興起﹐客卿在各國政治的地位﹐以及遊俠的活動情形。這些因素﹐促使中國在秦的
領導之下統一。”（原文黑體﹔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第 7 頁）
27

撇捺﹐書寫極多發音差不多的漢字﹐98 是否類似德文﹑法文﹑英文﹐
用拉丁字母﹐書寫極多發音差不多的基本單詞﹖99 不信﹐看電視新聞
時留點神﹕恐怖襲擊﹐集會抗議﹐抗震救災﹐滿大街可見“警察”二
字 = police（英語）﹑police（法語）﹑polizei（德語）﹑politia（拉丁
文屬地化成意大利語）……
ఱ။ֽ۞ᆊࣃ៍۞ณ̼ࠎ̼̏ۏϠ߿۞நّ̼ૄአઇр˞
౯ĎЯѩĎ貨幣是現代社會理性化過程的基本條件Ąநّཌྷ྾јࠎۤ
ົҖࠎďགྷᑻҖࠎ࣎វҖࠎĎซ˘Վΐஎ˞னϠ߿Ч͞ࢬ۞ᆊ
ࣃඕၹ۞னّᖼ̼Ą100

貨幣深入人心﹐金融茁壯發育。101 漢武帝時的皮幣﹐具有信用性
質。102 唐憲宗時的飛錢﹐被史家視為紙幣之濫觴。103 馬可‧波羅跋涉
98

推薦參閱朱雲影﹕《中國文化對日韓越的影響》。“公元前二世紀以降﹐中國在朝鮮
置郡縣達四百年之久﹐……越南在五代以前為我國的郡縣﹐其歷史屬於國史的一部分。”
（第 11﹑18 頁）日本更用橫豎撇捺因地制宜﹐創造出諸多漢字沒有的“錯別字”—“和
字”（參見陳舜臣﹕《日本人與中國人》）。
99
“拉丁文成了名副其實的‘歐洲符號’”。“拉丁文曾是西方社會最為普及的語言﹐
因為它是羅馬帝國的建立者 — 羅馬人 — 的語言﹐是帝國境內唯一的‘普通話’。”
（李若庸﹕〈一部拉丁文的文化史〉）地方割據的方言興起﹐“拉丁文死於枯竭”﹐“成
了死語言”（瓦克﹕《拉丁文帝國》第 172﹑6﹑380 頁）。“基督教世界的通用語拉丁
語……作為一種存在了兩千年的用於實際交流和科學創新的語言﹐……拉丁語曾是學習
知識的唯一途徑﹐”最終被地方化方言 —“一系列的子語言所代替。”西班牙語﹑葡萄
牙語﹑法語﹑意大利語﹑羅馬尼亞語﹑加泰羅尼亞語﹑奧克語等等﹐均屬拉丁語系（奧
斯特勒﹕《語言帝國》第 297~304﹑482 頁）。
100
筆者黑體加重﹔陳戎女﹕〈譯者導言〉﹐西美爾﹕《貨幣哲學》第 10 頁。
101
“在東方﹐貨幣兌換業是一種古老的行業﹐但對西方來說卻是嶄新的行業﹐十字軍東
征以前的一百年內由阿拉伯傳入西西里﹐後來又傳入意大利。”（湯普遜﹕《中世紀晚
期歐洲經濟社會史》第 14~15 頁）
102
值得補充註明﹐“皮幣”並非漢武首創。《管子‧小匡》有“諸侯以縵帛鹿皮四介紹
以為幣”（姜濤﹕《管子新註》第 191 頁）。《孟子‧梁惠王下》有“昔者大王居邠﹐
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漢武思錢若渴﹐有司建言﹕“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於
是﹐從諫如流﹐拿皇家動物園獨有的白鹿皮 40 萬“一口價”﹐榨取錢財的理由言之鑿鑿
28

千山萬水﹐深入西北大漠和西南邊陲﹐一路上﹐幾乎每到一地﹐都用有
無“使用紙幣﹐臣屬大汗”﹐判斷是否還在中國境內。104 相比之下﹐
大量掠取美洲白銀之後﹐歐洲開始在社會層面﹐推動以銀元為中介的商
品交換。待到西方興高彩烈引進紙幣的時候﹐飽嚐了近五百年的通貨膨
脹之苦﹐中國人民早已心灰意冷﹐把紙錢當成玩剩下的垃圾了。105
ፂᄲĎ઼̚ˠॲፂࣇֹϡ৽။۞གྷរĎдለ߷ˠֹϡ৽။̝݈Ď
ಶ̏གྷაႽБ˧ྴᔖιĄČČѣˠഅᄲĎ઼̚۞˘ొޠڱഅྏဦϖᅈ༰
ͤ৽။ĎѩॡĎለ߷ˠᔘॲώ՟ѣ൴ځ৽။ֽĊ106

αď߆ع൴णξಞགྷᑻ۞᎕ໂّ!
中國傳統的集權專制﹐歷來遭受“文化批判者”齊聲痛斥。107 與
歐洲列國的多樣性相區別﹐一統天下的皇權官僚凌駕市場機制﹐“學
（《史記‧平準書》﹐王雷鳴﹕《歷代食貨誌註釋》第 13 頁）。
103
晚唐鬧“錢荒”﹐《新唐書˙食貨誌四》載﹕“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
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京兆尹裴武請禁與商賈飛錢
者﹐廋索諸坊﹐十人為保。……自京師禁飛錢﹐家有滯藏﹐物價寖輕。判度支盧坦﹑兵
部尚書判戶部事王紹﹑鹽鐵使王播請許商人於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每千錢增給
百錢﹐然商人無至者。”所以《宋史˙食貨下三》說﹐“會子﹑交子之法﹐蓋有取於唐
之飛錢。”（王雷鳴﹕《歷代食貨誌註釋》第 369~370 頁﹔第二冊﹐第 312 頁）
104
可見《馬可波羅行紀》第 471﹑473﹑475﹑477﹑478﹑481﹑483﹑484﹑486﹑498﹑
501﹑503﹑505﹑507﹑512﹑515﹑517﹑520﹑523﹑526﹑546﹑547﹑549﹑557 頁。
105
“因為中國每次用紙幣﹐必發生通貨膨脹﹐所以人們就不加區別﹐而對紙幣制加以攻
擊了。”（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下冊﹐第 346 頁）
106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貨幣的非國家化》第 35﹑170 頁。
107
從《河觴》到《大國崛起》﹐大陸學人抱怨中國文化不如西方文明﹐阻礙現代化﹐被
余英時賜名“文化批判者”。秦暉《傳統十論》﹐堪稱典型。余英時義憤填膺﹕“客觀
方面﹐中國在過去三四十年中把過去的文化積存幾乎糟蹋光了。……不但如此﹐文化批
判者的遷怒甚至從舊名教擴大到整個中國文化及其源頭（如最近《河觴》所表現的心態）﹐
這符合現代人對知識必須‘實事求是’的要求嗎﹖”（余英時﹕《文史傳統與文化重建》
第 506~509 頁）有意思的是﹐海內外雙方﹐從未正面交鋒。
29

而優則士”窒息科技創新。有意思的是﹐新舊世紀交替﹐兩大陣營對
壘的game over。全球經濟一體化﹐時興超越邊境樊籬的自由貿易經濟
區。歐盟從煤鋼聯合起步﹐排除萬難﹐統一貨幣。語言（如航空通用
英語）﹑標準（如公元﹑公制）﹑制式（電視廣播﹑通訊產品）﹐統
一度量衡和網絡多功能的世界潮流浩浩蕩蕩。立足新潮時代背景﹐許
倬雲從《漢代農業》到《萬古江河》﹐終身奮鬥的歷史研究﹐越來越
容易得到與時俱進的同情﹕市場經濟高度發達﹐市場網絡不可或缺﹐
可能才是大一統的原始推動和周而復始的“超穩定結構”。108
ྺ͗۞Ϡயົଯજ˘ࢦથّྺຽགྷᑻ۞൴णĎ఼࿅ྺຽགྷ
ᑻĎЧϹ߿ٽજົೈ˘ፘېඕၹणฟĎࡶ̶̒۞ჸརĞฏՅ
ᄃݱᗉğాତј˘࣎ξಞٽშĄซҖથຽ߿જ۞ྺϔঘ֖۞гந
ቑಛߏ࠹༊ᇃ۞ھĄČČݱξďξᗉď̈ะξᄃྮᙝะξ۞хдĎܑځ
Ϲٽᕇ۞ᆸ৺შඛ̏གྷ൴णֽ˞Ą
થຽ̼Ξͽгડགྷᑻాତјгાّ۞གྷᑻშĎ֭ԛјБ઼ّ
۞གྷᑻშĎ҃ͅ࿅ֽ˫ົܳซડાมϠய۞̼ܝĄČČߏ˘࣎ྺ
ຽۤົĎ҃ࢦߏݒથّ۞ྺຽۤົĎι࣎វྺϔඕЪд˘࣎ᘀ̂۞
གྷᑻშඛ̝̚Ą109
႔઼̚ѣ˘࣎࠹༊ፋЪ۞ξಞშĎБ઼ྺຽᄃᄦౄຽགྷᑻѣ
፟гᓑᘭٺፋវ۞߹જྻᏮĄ˘གྷᑻវրĎ˵Ξͽ̶ෘࠎࡶ̒ϲ۞
Ѩ৺րĄ҃Ď઼̚ߏ˘ፋͯ˿гĎݑΔڌҘĎ఼̢ѣĎكѩ̢
ӀĄЧ࣎ϲրĎࡶ՟ѣγֽ˧ณ۞̒ĎٺᔘົፋЪࠎ˘࣎ཊ
Б઼۞ᘀ̂វրĄ˘ன෪Ďΐ˯ጏछ̼͛۞ႣЧгĎ઼̚۞ᘀ̂ኑ
ᗔវրĎᔵགྷ࿅̚Ο۞૪ྋĎᔘߏֽჸĎ成為穩定的結構Ą110
108

這裡借用金觀濤﹑劉青峰的“超穩定結構”（金觀濤﹑劉青峰﹕《興盛與危機 — 論
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
109
“因此﹐這種情況完全不同於對古代中國農業社會的一般印象﹐後者認為它是由分散
的﹑孤立的﹑自給自足的農戶構成的。”（許倬雲﹕《漢代農業》第 148~149 頁）
110
“只要政府上層不壞﹐流通與周轉可以一直進行﹐不會有很糟糕的局面。”（筆者黑
體加重﹔《許倬雲自選集》第 177﹑472 頁）
30

雖然從未最終定案﹐興修水利防洪灌溉（＋救災）＋抵禦遊牧民族
入侵掠奪（如修長城）＝《東方專制主義》﹐一直被許多人當成中國提
早幾千年﹐養成一統天下的基本原因。可是宋朝長達 319 年時間﹐石敬
塘早把燕雲 16 州賣大遼了。尤其南宋長達 152 年時間﹐遠離黃河泛濫﹐
雖說腥膻入主﹐金朝統轄的遼闊中原﹐畢竟還是漢族定居農耕﹔111 當
時南方水系不似黃河那麼凶險﹐集中治河和修長城的兩大專制需求一落
千丈﹐統一的文化傳統﹐北方﹑南方﹐對內﹑對外﹐竟無絲毫減弱跡象﹐
如果不是更強烈。
為此﹐值得從源頭上加深理解﹐食貨“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
之世”。神農之世﹐公元前 3218~3079 年﹐從遊牧漁獵轉入定居農業
的途中﹐正忙著嚐百草﹐種什麼莊稼尚未確定﹐應當不忙治水﹔成天
和戎狄“三同”﹐不分彼此﹐犯不上畫地為牢﹐修築長城。何炳棣專
著﹐與其他文明起源不同﹐中國農業起源臺地丘崗之旱作﹐“不是以
灌溉為基礎的農業。……我國灌溉的起源﹐較西南亞要晚幾乎四千年﹐
即較史前的中美洲也還要晚二﹑三百年。東西半球所有主要古文化之
中﹐灌溉的起源﹐以我國為最晚。”112 勞榦盛讚何氏“劃時代鉅著”﹐

111

宋金議和﹐淮河為界。1183 年統計﹐“金總人口 4400 萬﹐其中女真族不過 615.8 萬”
（陳舜臣﹕《中國歷史風雲錄》第 287 頁）。
112
“為加強瞭解中國最古農業系統的‘獨立性’和特殊性﹐我們應該先指出兩個基本史
實﹕（一）黃土區域農業的開始與黃河泛濫平原無關﹐（二）我國最古的農業與灌溉無
關。換言之﹐我國最古的農業是旱地陸種農業﹐與舊大陸其他古農業系統有基本上的不
同。西南亞兩河流域﹐東北非埃及尼羅河流域﹐和印度西北部印度河流域全是泛濫平原﹐
其農業基礎是灌溉。……為徹底掃除近年一度盛行的‘水利史觀’﹐我們還應該更進一
步對我國灌溉工程起源甚晚這一重要史實﹐作正面的檢討。近三四十年來史前及殷商時
代遺址大批發掘的結果﹐始終沒有發現有關灌溉的實物證據。”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
義》“謂東方式專制政體乃古代大批動員民眾從事水利灌溉之結果。此書論及中國上古
時代﹐歪曲史實﹐錯誤百出。”（筆者黑體加重﹔何炳棣：《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
第 178~179﹑10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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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尼羅河說咱《東方專制主義》﹐站不住腳了。113 晚到 1929~1933 年
間﹐中國水稻產區的耕地有一半至三分之二得到灌溉﹐小麥產區僅有
15％。114 無論大禹何時﹑如何治水﹐115 咱祖先最早明白的道理﹐是
農商“二者生民之本”。司馬遷的“斷代”比班固晚些﹐那也在大禹
之前﹕“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
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116 食貨平起平坐﹐喫飯和交易並
113

“一般人好以黃河比擬尼羅河﹐實則對於中國文化來說﹐是比擬不倫。因為黃河三角洲﹐
所謂古代‘九河’所在的地方﹐完全是沮洳澤地﹐再因為中國正處季風帶﹐夏秋之間大雨﹐
黃河泛濫的時間﹐正是農作繁忙之際﹐所以黃河有百害而無一利。只有河套區域﹐處於沙
漠地帶﹐正可利用黃河灌溉﹐這就是黃河惟富一套的說法﹐但是河套區域的灌溉及農作的
利用﹐是漢武帝以後的事﹐和中國文化的發源不相關涉。”（勞榦﹕〈黃土與中國農業的
起源跋〉﹐何炳棣：《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第 185﹑189~190 頁）從泛濫平原的基本
假設出發﹐魏氏斷言﹕“原始時代中國人開始在華北平原進行耕作時﹐他們很快就認識
到﹕最有豐饒潛力的中心地區同時也是破壞的可能性最大的中心地區。……中國人建築的
鉅大河堤﹐雖然不能完全排除這種情況下所固有的危險﹐但是其規模卻比得上﹑甚至超過
這個地區的準備性（即供應用水）的工程。”（魏特夫﹕《東方專制主義》第 15 頁）魏
氏所云華北平原的“鉅大河堤”﹐當然不是“原始時代中國人”幹的。
114
根據Ulrich Menzel（宋榮培﹕《中國社會思想史》第 124~125 頁）。
115
“古代文獻上夏禹治水無疑義不是信史。殷代卜辭中亦從未發現水利灌溉的痕跡。”
（何炳棣：《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第 117~108 頁）1920~30 年代﹐顧頡剛領銜﹐質
疑大禹治水的傳說（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是故﹐有官方學術機構斷言﹕“關
於《禹貢》著作的年代﹐今人已有基本一致的看法﹐成書約在戰國中期﹐是一本托名聖
王﹐總結戰國時地理知識的著作。”（編寫組﹕《中國水利史稿》上冊﹐第 40 頁）即便
有治水﹐“在一開始﹐灌溉必定是在很小的局部範圍之內的一種實踐活動﹐指出這一點
是很重要的。《詩經》記載的只是一個池﹐而《戰國策》中的灌溉渠道的規模也不可能
是很大的。生於公元前六世紀的孔子﹐只是提到過溝洫﹐但沒有說在當時有大型的灌溉
渠道。”冀朝鼎統計方誌記載﹐從春秋到秦亡（公元前 722~206 年）五百多年間﹐僅有
15 次治水活動。頻繁興修水利﹐直接跟隨經濟重心區由北向南轉移﹐12 世紀（南宋）始
有明顯發展（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第 16﹑36~42 頁）。
根據冀朝鼎的方誌記載統計﹐李約瑟羅列各朝水利工程的年平均數﹕宋 3.48﹐明 8.2﹐清
12.0﹐周＋秦＝0.0175﹐漢 0.131﹐唐 0.88（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四卷第三分
冊﹐第 319 頁）。
116
《史記‧平準書》﹐王雷鳴﹕《歷代食貨誌註釋》第 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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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農業離不開商業。“無末利則本業何出﹖”117 市場經濟﹐興商才
能興農。118 大陸季風之天＋山地丘陵之地＝精耕細作的園藝農戶＋商
人即商人﹖
થ൴ேгдΟႉګπࣧĎд͉Җ̝̋ڌĎݑګᄃګΔ۞Ϲࠧг
ડĒႉӈથͪĎ߇ЩņથŇĄથؕয়ݵĎࠎޓ㏩̝ޢĎಜॡࠎΦ
वĎٺދથĄࠎࣚޢआͪϒĎ̝ࣚ̄ϻགྷᒉহێຽĎЄͱĎͽࠎ
Ϲ఼̍ĎֽـЧгүᅈٽĎЯ҃ņથˠŇдϔ۞நྋ̚Ď
ϺඈТٺņٽˠŇďņϠຍˠŇĄથˠЯሤਾགྷᑻ҃ᎸֽĄ
117

119

《鹽鐵論‧通有》。
《魏書‧食貨誌》說“夫為國為家者﹐莫不以穀貨為本”。《隋書‧食貨誌》說“夫
厥初生人﹐食貨為本”（王雷鳴﹕《歷代食貨誌註釋》第 165﹑203 頁）。歷史上﹐“商
賈不行﹐農末皆病”（蘇軾）﹑“商借農而立﹐農借商而行﹐求以相補﹐而非以相病”
（陳亮）﹑“以厚商以利農”（張居正）﹑“工商皆本”（黃宗羲）﹑“無農則無食﹐
無工則無用﹐無商則不給。三者缺一﹐則人莫能生也”（包世臣）等等學術討論﹐史不
絕書（參見吳松等﹕《中國農商關係思想史綱》﹑郭庠林：《中國古代宏觀經濟管理》）。
119
薛鳳旋﹕《中國城市及其文明的演變》第 72 頁。“隨著農業﹑手工業和畜牧業之間
的分工日趨鞏固和加強﹐商品的生產和交換在商代取得了顯著發展。‘商人’的名稱可
能即由此而來。”（郭沫若：《中國史稿》第 199 頁）“殷人的商行為無疑是已經開始
了。《周書‧酒誥》稱妹土人‘肇牽車牛遠服賈’﹐肇者始也﹐可見在周初人的眼目中
認商行為是始於殷。大約就因為這樣﹐所以後世稱經營這種行為的人便為‘商人’的
吧。”（郭沫若：《十批判書》第 16 頁）“根據商朝的‘商’字推測﹐商朝可能是中國
最早有商人的時代。為什麼做買賣的人叫商人呢﹖可能是商朝的人最先會做買賣。”（楊
向奎﹕〈中國奴隸社會和初期封建社會〉﹐呂振羽等﹕《大師講史》上冊﹐第 133~134
頁）“遷到殷之後他們還是自稱為商。‘商業’這個詞﹐意思是商的人所從事的職業。
‘商’本身是國名﹐原本沒有‘商業’的意思。”（陳舜臣﹕《中國歷史風雲錄》第 38
頁）毛澤東在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談話中說﹕“商朝為什麼叫商朝呢﹖
是因為有了商品生產﹐這是郭沫若考證出來的。”（劉國石﹕《宋明帝劉彧傳》第 1 頁）
“商品經濟從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當時已經有了商品生產的意思。”（毛
澤東﹕〈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 439 頁）略有不同
的說法是﹐“由於殷人善賈﹑周人重農﹐後來周人以賤視殷人鄙視賈人﹐竟通稱賈人為
商人了。這就是中國人稱生意人為‘商人’的緣由。”李亞農註﹕“徐中舒先生根據這
一段文字說‘商賈之名﹐疑即由殷人而起’。見《國學論叢》一卷一號﹐第 111 頁。”
（李亞農﹕《殷代社會生活》第 54﹑60 頁﹔《李亞農史論集》上冊﹐第 471 頁）“殷商
118

33

神農興農﹐“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
各得其所”。120 所以“日本也將神農視為醫藥之神和露天擺攤商人的
守護神。”121 繼承下來﹐黃帝堯舜發展農業﹐“刳木為舟﹐剡木為楫﹐
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
天下”。122 所以﹐太史公引《周書》“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
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解讀﹕“故待農而食之﹐
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123 由此大膽假設﹕在最原始的文
明開端﹐經商網絡血脈流通﹐把不能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聯繫﹑籠
絡﹑結合在一起。“食足貨通”而後錦上添花﹐大規模治水和修長城﹐
屬於上層建築強化經濟基礎的反作用。124

的商業十分發達﹐‘殷人貴富’﹐殷族善於經商。周滅商後﹐重農輕商﹐輕視殷人﹐就
把做買賣的叫做商人（今‘商人’一詞的出典就由此而來）。”（千家駒﹑郭彥崗：《中
國貨幣演變史》第 13 頁）楊聯陞為余英時作序〈原商賈〉曰﹕“談商人之起源﹐特別是
商賈與殷商有無關係﹐有多少關係﹐是一個有趣的問題。”（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
倫理與商人精神》第 3 頁）
不管殷商是否商朝﹐“殷代的商人是十分活躍的﹐他們的商業行為不僅發生於部落
與部落之間﹐不僅發生於殷人的疆域之內﹐而是遠遠地超過他們的國境了。我們知道殷
墟出土了許多玉器﹐而殷人的版圖內並不產玉﹐玉出產於遙遠的西方和西南方﹔殷人愛
貝﹐而貝是出產於南太平洋一帶的。為了取得這些物資﹐商人們固然不一定要親身走到
產地去﹐而是從中間人那裡購買來的﹐但他們還是必須走到國境﹐或走出國境才能買到
這些商品。這些事實證明﹐當時的商人為了博取利潤﹐走得多麼遠啊﹗商人們為了發財
致富﹐既然甘冒路途的危險﹐遠走他鄉﹐則國內必有廣大的市場才能保證他們辛辛苦苦
販來的貨物不至於沒有銷路。據考古學提供的資料﹐殷人國境之內是有廣大的市場的。”
（李亞農﹕《殷代社會生活》第 51~52 頁）
120
《周易‧系辭下傳》。
121
陳舜臣﹕《中國歷史風雲錄》第 9 頁。
122
《周易‧系辭下傳》。
123
《史記‧貨殖列傳》﹐王雷鳴﹕《歷代食貨誌註釋》第 36~37 頁。
124
王亞南說得懇切﹕“治水交通以及其他公共事業的必要與可能﹐往往是發生在集中的
專制政體已經形成以後﹐而在嬴秦時代的那種形態的中央集權的專制政治﹐又必然是發
生在‘訾粟而稅’的地主經濟基礎已經大體形成以後﹐單從治水灌溉的要求﹐是不足以
說明的。……在秦代官僚政治形成過程中﹐我們實在很難發現治水要求從中起了多大的
34

ྺ۽ϠயႷົϤܕՅٽుՎ൴णࠎ˘࣎ٽξಞშĎშඛ
֖ͽᓑᘭࡶ̶̒۞ჸརĎֹ༊гϹٽၹј˘ξಞّኳ۞ྺຽགྷ
ᑻĄČČߊѣϹٽĎ˘ؠ۞ޘຽّ˵ಶ๕ٙυҌ˞Ą!
Įھ౼̝३į˵೩˞זགྷᑻү۞ۏങĎּтങĎ่̙Ϩ
Ξүफ़ĎᎄΞүͪ˻Ď˵ΞүᜐᒍĄ˲ѩౌΞдξޢ̝ٽត
ೱܛĄгડّ۞થຽ̼Ďు৺೩چĎޢΞͽԛјБ઼ّ۞གྷᑻშĄ
ࣆ࿅ֽĎડม۞ຽ̼Ď˵Яડม҃ٽՀࠎ൴णĄĮΫĆఱതЕ
็į̏Е˞̙͌Чг۞˿யĎּтщ֠۞ď፷২۞ॷďླྀ႔ѯ۞
ፗďஏݑ૱̋ͽګݑᑻ̝ม۞❬ďౘआ۞႗ďᆅጆ۞ॹ౫ďഺ̌۞ѻĎ
˲ѩౌߏͽྻዚҾࠎϫ۞҃ങ˞ĄČČᅈдҘหᙝĎїֹϡ
۞ৱᖐֽݡҋ̰ګďᇃ႔ď̈́ЇݱĄČČ႔ԧࣇಶ࠻זĮΫĆ
ఱതЕ็į̚ྶຽ۞̂෴ˠĎࠤҌѣည౪༊౻႔ಢ˘ظᇹĎ
ᗂ҇҃൴ੑ۞ĄČČܛරͫჿЧгౌಙĎα̌۞ၴЧгౌϡĎ
ͳ౫̄ďૺ̈ߵ۞ગ˥˵ߏౌϡĎҋΟтѩĄČČξಞϹٽშԯ
ྺຽۤົ̚۞࣎ҾјࣶඕЪ࣎˘ٺ̂۞གྷᑻშ̝̚Ą125

隨便找本《中國名特產品》﹐紹興黃酒﹑瀘州老窖﹑貴州茅臺﹑
四川五糧液﹑山西老陳醋﹑鎮江香醋﹑黃山毛峰﹑西湖龍井﹑六安瓜
片﹑安溪鐵觀音﹑武夷大紅袍﹑瀘州絲綢﹑湘繡﹑越繡﹑蘇繡﹑蜀繡﹑
蜀錦﹑徽州硯臺和毛筆﹑宜興紫砂壺﹑景德鎮青花﹑洛陽牡丹﹑天津
狗不理包子﹑北京全聚德烤鴨﹑稻香村小喫﹑六必居醬菜﹑……無數

作用。……總之﹐進行水利工程也好﹐抵禦外侮也好﹐選賢舉能也好﹐都是維持一個專
制王朝必要的措施。我們不能倒轉過來﹐說這些措施的任何一方面是專制官僚政治產生
的基本原因。沒有封建的地主經濟作基礎﹐中央集權的專制官僚政體是不可能因為任何
理由而發生與發展的。”（筆者黑體加重﹔王亞南﹕《中國地主經濟封建制論綱》第 46﹑
14~15 頁）
125
“這種觀點多少不同於一般習見的看法。後者總以為中國的農業社會由許多自給自足
的村落合成﹐彼此之間各不相涉。事實上﹐漢代已有不下二三十個具相當規模的城市﹐
座落於聯絡各地區的大小幹道上。漢代的生產力﹐足可產生繁榮的工商業。”（許倬雲
自選集）第 162~164﹑471~47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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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品牌流傳無數年﹐衣食住行無所不有﹐耳熟能詳。中西比較﹐“很
少學者能夠出幾個歐洲工業化時期的商標牌號來。”126
秦暉﹑蘇文拍案驚奇了﹕“即使是當時一般的小農﹐其經濟的商
品化程度也十分驚人。”為了“形成對比”計劃經濟如何驚人倒退﹐
秦暉們引證《漢書》說話﹕
Į႔३į͔ٙՂẶ۞ࢍზĎ༊ॡ˘࣎ņ̣˾Ѻস̝छŇ۞ᇾ̈
ྺдങᖏࢴ̙҃ߏགྷᑻү۞ۏଐ˭ڶĎயݡથݡத˵྿ 30ƦĎ҃ঐ
થݡதՀ྿ 36.4ƦĎԛј၆ͧ۞ߏĎॡҌ 1978 ѐĎԧ઼ᖏࢴϠய۞
થݡத˵่ѣ 20Ʀĕ127

30~36.4％的商品率﹐
相當於藍色海洋文明的哪朝哪代﹖— 沒有過
古代的美麗尖﹐資本主義大農業﹐“賓夕法尼亞東南部地區﹐1790 年
時﹐一般農場 40％的產品都要進入市場流通領域。”128 海內存知己。
許倬雲百尺竿頭﹕“一個農夫的收入不只是農地的收入。我在《漢代
農業》裡算過﹐漢代農民的收入大約有 28~36％來自農業以外﹐即從
市場經濟獲得。”129 算術加法﹕秦暉~李悝統計＋許倬雲統計＝30％
＋28~36％＝58~66％。兩千多年前﹐“標準小農在種糧食而不是經濟
作物的情況下”﹐三分之二“都要進入市場流通領域。”如果考慮到
不太“標準小農”﹐再加上絲綢﹑棉花﹑茶葉﹑煙草﹑陶瓷﹑花卉﹑
燒炭等產業﹐史料大量記載﹐成村﹑成鄉﹑成地區﹐幾乎百分之百的
專業化商品生產﹐“量變”足矣發生“質變”了﹐怎麼能和封建西歐
126

加里‧G. 漢密爾頓﹑張維安﹕〈帝國晚期經濟結構中商業的重要性〉﹐阿里吉等﹕
《東亞的復興》第 243 頁。
127
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第 334~335 頁。
128
邁克爾‧佩羅曼﹕《資本主義的誕生》第 301 頁。
129
“中國的集約農業﹐終究會使農民把非農業活動的資金與勞力﹐轉化為專業貨品的生
產﹐讓農民在農業收入之外﹐享有可觀比例的農舍工業的收入。”（《許倬雲自選集》
第 473﹑165 頁）“漢初有人估算農戶全部生產收入中有 20％與‘六畜’（雞﹑狗﹑豬﹑
馬﹑牛和羊）有關。”（許倬雲﹕《漢代農業》第 93 頁）
36

不加分別﹐囫圇吞棗﹐楞說中國古代也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呢﹖
根據我們在計劃經濟生活過的切身體會﹐古代小農家庭經營﹐商
品化程度如此之高﹐單靠孟子勸說許行﹐男耕女織無暇兼顧百工﹐似
乎不夠充分了。“大象反常”抑或“反常即為妖”﹖遵循西方歷史﹐
服從價值規律﹐秦暉們鑽研出學術成果﹕中國古代高度發達的市場經
濟﹐其實“偽商品經濟”。
۞ቁĎԧ઼ͧົۤޙދҘ͞ࡔ͵̚ݭॡņથˠŇᄃņથຽŇ
ࢋ߿кĎҭ̙֭ߏᄲԧ઼̚ົۤޙދથݡགྷᑻј̶˵ͧҘ̚͞͵
ࡔՀ൴྿ٕ۰ԧ઼ޙދॡᆊࣃఢޠдགྷᑻϠ߿̚۞አ༼үϡͧҘ͞
̚͵ࡔۤົՀ̂Ąޫޫ࠹ͅĎԧ઼ͽņ͇ࢵܜŇ۞ᝋ˧ࠎૄᖂ۞ءથ
˜Ҍֶ۞عءٺܢপధથďӀથࠎវ۞ņથຽྤώŇ၁ᅫ˯ߏͽ
ڼ۰۞ݻၗ၆ˠϔซҖઙ৶۞Ąֱᝋ๕۰۞ࣇņᙯܼ͗ŇņЯᝋ
๕ͽՐӀŇďņે઼छ̝ߠͽҖঔ̰ŇĄࣇņำҖٺĎᔓᑝٺĎ
᚛̳ڱĎϦռӀĎྭ̋፨ĎጽءξŇĎӀϡᗽᕝгҜдᚮ۞ۋņξ
ಞŇ˯ซҖሹࣤĄ༊ॡ۞̂؟થݡĎтៃďᜠďਮď੧ďᚫඈĎ˜Ҍଳ
ᚩďγҖຽĎౌགྷ૱عءٺᗽᕝ̚Ďٕᖐ◱ԝ̼ϠயĎٕซҖኬ
ඁёᇈะĎٕ၁Җૻّט੨ĎԆБ̙צᆊࣃఢޠአ༼Ąགྷᑻ၁ᅫ
˯ߏڱ؟ҋགྷᑻّኳ۞ņ΄གྷᑻŇ۞˘ԛёĎιٙߏ̙֭۞פ
ৌϒ۞થຽӀማĎ҃ߏត࠹۞ኬඁĄ130

的確﹐邏輯比較用貨幣的不公平交易和不用貨幣的幹脆不交易﹐
誰家更“完全不受價值規律調節”﹐輕易一個“偽”字﹐遮不住〈清
明上河圖〉。雖說那張圖﹐真的是組織上派人畫了粉飾太平的。131 簡
明易懂說中國字﹐“官商”比“官”多了一個“商”字﹐“變相的賦
稅”畢竟變了相。無論真偽到何種程度﹐秦暉們充盈正義的譴責﹐道
出“商人即商人”的真諦﹕食貨並舉以求食足貨通﹐壓根兒不止民間

130
131

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第 172~173 頁。
推薦參閱黃仁宇的歷史小說《汴京殘夢》﹐繪聲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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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一個積極性。太史公表揚桑弘羊“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屬於
歷代官府理財的豪言壯語。水能覆舟﹐因為能載舟。春秋戰國轉軌時
期﹐豪商鉅賈富可敵國。呂不韋有錢經營國家﹐國家缺錢不經營呂不
韋﹖英女皇投資海盜明火執仗﹐漢武帝鹽鐵官營巧取豪奪。二位領導
都愛錢﹐區別在於﹐中國民間市場經濟越發達﹐官府“變相的賦稅”
空間越大﹐巧取豪奪的機會越多。
鹽鐵官營﹐質次價高﹐史書多有百姓淡食的記載﹐著實可惡﹐可
惡之極﹗不得不高價買鹽買鐵﹐勢必迫使牛郎織女提高農副產品的商
品率。不過這個來錢路﹐畢竟有限。鹽鐵的消費彈性再低﹐人民節儉﹐
“變相的賦稅”增收封頂。管仲連妓院都國營﹐稱霸的錢還不夠花。
況且﹐國有企業缺乏資產增值的人格化代表﹐人浮於事效率低下﹐貪
污腐敗中飽私囊﹐加上刁民私鹽猖獗﹐緝私警力開支日增﹐庶民舊鐵
回爐﹐循環利用﹐有助生態環境等等枝蔓﹐百病叢生﹐和治水﹑修長
城的豆腐渣工程一道﹐從來都是歷代政府絞盡腦汁的改革難題。132 明
太祖修長城﹐每塊磚頭刻上工匠的姓名﹑地址﹐質量監督﹐平添多少
成本﹐耽誤多少功夫﹖所以﹐“市場”們借古諷今的古代“命令經
濟”﹐經營範圍和壟斷價格﹐沒必要﹑從未提倡﹑也沒有能力﹐像計
劃經濟那樣包羅萬象。用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來“對人民進行勒
索”﹐得把全體士農工商綁一塊兒﹐人質似的喫喝拉撒睡全包下來﹐
始能說一不二﹐容易嗎﹖
其實﹐市場經濟中﹐真正方便官府“對人民進行勒索”的廣闊天
地﹐在更抽象的信用層面。一旦“孔方兄”深居千家萬戶﹐主幣輔幣
之間﹑銅錢紙幣之間﹑銅錢銀兩之間﹐輕重關係變幻莫測。百姓日常
交易用銅錢﹐完糧納稅繳銀兩﹐鴉片進口白銀外流﹐市場調節銀貴錢

132

譬如《新唐書˙食貨誌四》記載﹐開元盛世﹐“劉晏鹽法既成﹐……亭戶冒法﹐私鬻
不絕﹐巡捕之卒﹐遍於州縣。鹽估益貴﹐商人乘時射利﹐遠鄉貧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
巡吏既多﹐官冗傷財﹐當時病之。”（王雷鳴﹕《歷代食貨誌註釋》第 355 頁）
38

賤﹐賦稅無形大增﹐群眾啞巴喫黃連。更經常便捷的辦法是通貨膨脹﹐
官製銅錢貶值﹐摻錫﹑摻鉛﹑摻鋅﹑摻鐵﹐發行當五﹑當十﹑當百的
虛價大錢﹐133 印刷技術突飛猛進﹐行鈔饞財﹐暗地裡擅改紙幣面值等
等花樣﹐當收立效﹐得來全不費功夫。彭信威總結﹕“全世界沒有任
何一個民族﹐其所受通貨貶值和通貨膨脹的禍害﹐有中國人這樣多而
深的。中國自漢以來﹐物價漲到萬倍的至少有五六次﹔金人治下漲到
六千萬倍以上﹐其他百倍十倍以內的上漲﹐次數更多”。134
市場經濟可以“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所以﹐不像歐洲領導深
入基層﹐到各地鄉村親民﹑愛民﹐135 中國衙門從來住城裡﹐從來愛錢﹑
斂錢﹑耍錢。黃仁宇遙望祖國大陸“完全不受價值規律調節”的“命
令經濟”大聲疾呼﹕唯有市場經濟﹐才能現代化“在數目字上管
理”。136 沒錯﹐中國的“數目字管理”震古爍今﹗
Ҙ႔۞ņზኬŇďņ˾Ňņზ⯘Ňֹٙѣ۞઼ˠ̙ኢ̂ˠ̈ޅ
ౌυืϡৼඁĒ࣫۞ņඁڱŇֹЧඁีౌࢋᅚᘳৼĒΔԇ
ͳщϮតڱՀߏБࢬ၁Җ১ඁఱ။̼Ēځņ˘୧ᗛڱŇϣኬď◱
ԝďᗔඁ˘ࠎ׀୧ĎԶјᅙĎֹ১ඁ۞ఱ။̼ԛёซ˘Վஎ̼Ą137
д౻જ۞ۤົϠய˧ᔘ՟ѣ˘ؠ۞ޘ൴णॡĎᖼ̼ߏ͌ޝਕ
ૉ൴Ϡ۞Ą˘ᕇĎ
༊ԧࣇ࠻זᘲ࠱ޓ၇ѨྏҖᖼೱౌ՟ѣјΑĎ

133

譬如《晉書‧食貨誌》記載﹕“孫權嘉禾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又鑄當
千錢。”（王雷鳴﹕《歷代食貨誌註釋》第 161 頁）
134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冊﹐第 14 頁。
135
“主人可以對女奴或男奴的情人行使初夜權﹐ČČ當主人要參觀他的農場時﹐僕人的
妻子自然要和主人同寢。”（阿利埃斯﹑杜比﹕《古代人的私生活》第一卷﹐第 67 頁）
136
“站在資本主義生理學立場﹐我們也可以說每一個國家經過一段奮鬥之後必須將其上
層結構改組﹐以便迎合新法制﹐通常也要翻轉其低層結構﹐以便產生能夠互相交換的局
面﹐更要經過一段司法與立法之改革﹐才能使上下之間緊密聯繫﹐也才能使以上三個原
則順利發展﹐通過財政稅收幣制諸種政策﹐使公私互為一體﹐也就是使整個國家能在數
目字上管理。”（黃仁宇﹕《資本主義與 21 世紀》第 34 頁）
137
李錦章﹕《貨幣的力量》第 109 頁。
39

࠻זˠࣇҌ͌̏གྷԯ၁ۏг১̚༊ү઼ඁхд۞ొ̶˘ਠᖼ̼јఱ။
г১ͽޢĎ˫аז၁ۏг১˯ֽ۞ॡ࣏ĎಶΞͽזᙋځĄ138

固然﹐任何時候﹐羊毛出在羊身上。當代《投機賭博新經濟》高
科技﹐
每秒 40 萬公里的速度交易數字化“比特”﹐
變戲法似的“財技”
空手套白狼﹐變不出物質生產以外的財富。139 立足這個基本面﹐直接
的賦稅與“變相的賦稅”﹐在經濟性質上明顯區別﹕同樣大小一隻羊﹐
後者衷心期盼市場經濟繁榮娼盛﹕等量物質生產﹐交換種類越多（毛
越多）﹑商品率越高（毛越長）越好。西方馬克思視重農學派為“現代
政治經濟學的真正鼻祖﹐……亞當‧斯密繼承了重農學派的遺產。”140
中國淵源的法國魁奈﹐幫忙太陽王從華夏取回真經：“對農村貿易的
任何協助都不會是過分的﹐因為它有利於農產品的銷售。農村貿易愈
活躍﹐它對作為國家收入的源泉的農業幫助愈大。”141 曾國藩理學名
臣克己復禮﹐經年累月打下南京﹐第一件事報告朝廷沒找著金銀財寶﹐
第二件事大張旗鼓嫖游秦淮河﹐而且特意堅持夜宿不歸﹐昭告天下招
商引資的熱切真誠﹗142 — 繁榮娼盛市場經濟﹐官方政府的積極性比
民間小農﹐更濃鬱﹐更迫切﹐更高漲。

̣ď˘ξಞ˘য়઼!
民間小農＋官方政府﹐兩個積極性發展市場經濟﹐尤其有了官府集
中力量辦大事的積極性﹐中國古代市場經濟的繁榮娼盛﹐一發而不可
收拾。
138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第 932~933 頁。
推薦參閱王小強﹕《投機賭博新經濟》對所謂“知識經濟”的認識。
140
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第一冊﹐第 15~16 頁。
141
魁奈：〈賦稅論〉﹐《魁奈經濟著作選集》第 206 頁。推薦參閱談敏﹕《法國重農學
派學說的中國淵源》。
142
推薦參閱唐浩明﹕《曾國藩》第三冊。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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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594 年﹐古希臘的梭倫改革﹐統一度量衡﹐商業大發展﹐
雅典從此成為最強大的城邦 — 直轄阿提卡 2500 平方公里﹐兩個香港
大小。143 雅典改革試點成功﹐極大鼓舞東方六國﹐魏﹑楚﹑韓﹑齊﹑
趙﹑燕﹐爭相效尤﹐爭先恐後。公元前 359~350 年﹐商鞅兩次深徹變
法﹐不僅統一度量衡﹐而且統一貨幣﹔不僅一舉振興百年衰頹的老秦﹐
而且再舉橫掃六國﹐三舉盤整中國﹐收兵器﹑墮城郭﹑決川防﹑夷險
阻﹑車同軌﹑書同文﹐“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得其所欲”。144 從那以後﹐中國社會再也回不去夏﹑商﹑周那樣﹐小
國寡民﹑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自然經濟了。
̚ර͛ځд͵ࠧ˯ߏ˘˟۞͛ځĎ઼̚ྺਆॡ۞ఱ။ԛё
Тᇹд͵ࠧ˯ѣপّĄপّࡎវனдೀ࣎͞ࢬēాᜈᇴ˼ѐ
̙มᕝгͽܛᛳᅚүࠎఱ။۞ࢋՄफ़Ď҃дځ͛።̚·༊ఱ
။ࢋՄफ़۞เܛďϨᅙඈĎд઼̚ྺຽ͛ځ൴णล߱ܜഇ՟ѣҫፂ࿅
ጱ۞ҜཉĒ˘۞ఱ။ԛטಏҜఱ။ࢦณĎ˟˼кѐ˘ͽర̝Ďܲ
̙តĎາᝤٕࢦᝤ۞൴ϠĎតೱ۞่ߏᝤ။˯۞͛фĄд͵ࠧ͛ځ
Ϋ˯ߏ˘˟۞Ēдྺຽ͛࠹۞̚ځ༊۞̶ొ̂۞ܜॡ߱̚Ďޘ
ะᝋ۞˭ڼᇃᔮۍ઼ޓဦ̚Ď߹఼ྻજ˘۞ఱ။Ąдѝഇ
۞͛ޢͽځኚϠ۞͛̚ځĎޝᙱ֍זĄ145

經常見得到﹐歐洲莊園貴族“必須就地消耗每一領地的產品﹐因
為要把產品運送到某一個中心﹐既不方便也相當昂貴。對商人來說也
同樣如此。他們沒有可以託付買賣任務的代理人﹐而且無論如何都肯
定無法在一個地方找到足夠的消費者﹐以保障他的利潤收入﹐……而
鑄幣的無政府狀態是政治權威依等級分割和交流困難所造成的另一後
果﹐因為每個重要的市場都面臨著通貨短缺的威脅﹐不得不鑄造地方

143

傑弗里‧帕克﹕《城邦》第 15 頁。香港“國土面積”一千平方公里。
《史記‧貨殖列傳》說的是“漢興”之情景（王雷鳴﹕《歷代食貨誌註釋》第 42 頁）。
145
李錦章﹕《貨幣的力量》第 30 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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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貨幣。……更糟的是﹐即使在同一地區﹐幾乎每次發行的貨幣﹐
其重量和成色都有變化。貨幣不僅普遍匱乏﹐質量不可靠而造成使用
上的不方便﹐而且流通也過於緩慢﹐太不正常﹐人們並不相信在需要
的時候可以得到它。”146 譬如在 14 世紀的法國﹐“當時度量衡因省
而異﹐因城不同。其標準由封建城堡和市政廳掌握﹐各行其是。有時
在同一城市裡﹐度量衡也各不相同。在巴黎有專門的穀物量具和液體
量器。黑麥的色太爾不同於鹽的色太爾。所以由此而產生的種種困難
是可想而知的了。每到一處﹐商人都必須對他的商品按當地量制重新量
度”。147 譬如“在 18 世紀的米蘭﹐流通於市面的硬幣多達 50 種。”148
法國到大革命時代（1793 年）﹐德國到俾斯曼時代（1871 年）﹐總算
統一了度量衡。即便如此﹐“甚至 1859 年斐迪南一世的鑄幣敕令也不
能不承認 30 種外幣。”149 亞當‧斯密重要提醒﹕
υืҝĎᄦౄຽ۞ԆචĎБֶᏥ̶̍Ď҃ᄦౄຽٙਕ၁Җ۞
̶̍ޘĎ˫υצξಞቑಛ۞͚੨Ďߏԧࣇഅགྷᄲ࿅۞Ą઼಼ࣶ̚
ߏ֤ᆃᇃ̂Ďاϔߏ֤ᆃкĎঈ࣏ߏЧЧᇹĎϤѩЧг͞ѣЧЧᇹ
۞யۏĎЧ࠷ม۞ͪྻϹ఼Ď̂ొ̶˫ߏໂܮӀĎٙͽಏಏ࣎ᇃ̂
઼̰ξಞĎಶૉ͚۞̂ޝᄦౄຽĎ֭ͷटధޝΞ៍۞̶̍ޘĄಶࢬ
᎕҃֏Ď઼̚۞઼̰ξಞĎ˵ధ̙֭̈ٺБለ߷Ч઼۞ξಞĄ150

整個歐洲一千萬平方公里﹐和中國面積相若。羅素主張﹕“不應

146

“在缺乏相當活躍的商業的情況下﹐形勢就是如此。”（布洛赫：《封建社會》上卷﹐
第 126﹑132~133 頁）
147
“色太爾”是法國古代的度量單位（湯普遜﹕《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第 71 頁）。
148
金德爾伯格﹕《西歐金融史》第 24 頁。
149
馬克斯‧韋伯：《經濟通史》第 156 頁。
150
“假設能在國內市場之外﹐再加上世界其餘各地的國外市場﹐那末更廣大的國外貿易﹐
必能大大增加中國製造品﹐大大改進其製造業的生產力。”（亞當‧斯密：《國民財富
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 2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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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把中國比作是歐洲的一個國家﹐而應比作為整個歐洲。”151 日本也
有學者說﹐中國“如果沒有秦實現的統一﹐可能會跟現在的歐洲一樣﹐
有大大小小很多個國家。以秦﹑楚﹑齊為名的國家並存﹐演繹著興亡
交替的歷史。”152 換句話說﹐歐洲一直處在令嬴政痛心的戰國時代﹐
文字異形﹐言語異聲﹐律令異法﹐衣冠異制﹐田疇異畝﹐商市異錢﹐
度量異國。153 論發展市場經濟的主﹑客觀條件﹐兩千多年前﹐中國完
成了歐盟至今任重道遠的統一大業。
東歐易幟﹑蘇聯解體以後﹐在不少人看來﹐社會主義革命異想天
開﹐一再脫離實際﹐永遠左傾盲動﹐全因為相信了共產主義狂想曲。
理想道德不錯﹐實踐檢驗失敗﹐人民付出代價﹐意識形態可謂大矣。
同理﹐追尋中國落後挨打的究竟﹐同樣誇大意識形態的作用。人們常
說﹐大一統的文化傳統由來已久﹐民心所向。在現代民族國家遠未啟
蒙的中古﹑上古時代﹐唯獨華夏抽風﹐全民狂熱祖國統一幾千年﹖設
身處地替古人著想﹐難免張冠李戴之嫌。不提尼布楚條約以後﹐滿清
割捨三百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一去不返﹐新加坡一座城市孤懸海外﹐尚
且獨立建國﹐活得好好的﹐率先進入“發達國家”的統計行列﹐少數
文人搖唇鼓舌﹐能哄得天下歸一﹐多少世紀改朝換代﹐大一統始終顛
撲不破﹖
衷心感謝許倬雲﹐帶我們回到食貨“二者生民之本”。農業靠家
庭經營﹐商業靠交通運輸。商人運貨得走路﹐農民趕集得走路。“要
想富﹐先修路”。天下百業﹐城邑鄉野﹐得道路聯結而通連周轉。“夫
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
因。”154 是故﹐修路和辦教育一道﹐成為歷朝歷代官方民間交口讚譽
151

羅素﹕《中國問題》第 54 頁。
陳舜臣﹕《中國歷史風雲錄》第 65 頁。
153
英國開車行左﹐歐洲大陸行右﹐僅此一點不同﹐至今讓海底隧道通車多年的英法兩岸
人民渾身不舒服。與香港回歸祖國類似﹐直接﹑間接﹐造成多少交通事故？
154
《管子‧輕重甲》﹐姜濤﹕《管子新註》第 544 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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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永恒善舉。尤其戰爭用兵糧草輜重﹐從劉邦明修棧道到孫文督辦鐵
路﹐修橋﹑鋪路﹑挖運河﹑建鐵路﹐和修水利（包括大運河）﹑修長
城（包括直道）一樣不可或缺﹐155 成為官方﹐大到全國﹐小到郡縣﹐
無論地方割據﹐還是天下一統﹐刺激經濟﹑繁榮和諧和保家衛國的基
礎建設。愚公移山﹐由故事變成語﹐變民族文化精神﹐足以掂量出修
路﹐在中國人心中的份量。156
“在運輸方面﹐遍及整個中國領土並作為商業與行政動脈的水道﹐
一直是極其重要的。”157 朝廷決策﹐側重軍事和漕運。防洪（排澇）﹑
灌溉﹑通航三大功能中﹐越是早期﹐運輸﹐越是興修水利工程的優先
考慮。《史記‧河渠書》概述大禹治水以後﹐列舉春秋戰國的大型水
利工程﹐包括都江堰﹐首要一個“通”字。“有餘則用灌浸”﹐附帶

155

秦始皇修長城的同時﹐在子午嶺上修直道﹐直到陰山腳下﹗（史念海﹕《黃土高原歷
史地理研究》第七編﹕直道遺址編）
156
班固著《漢書》﹐按“聖人﹑仁人﹑智人……愚人”的品級高下﹐排列〈古今人表〉﹐
只會流臭汗的愚公和“立萬世法”的商鞅平起平坐﹐公輸般﹑齊桓公﹑扁鵲﹑孫子﹑吳
起﹑蘇秦﹑張儀﹑司馬錯﹑宋玉﹑范睢﹑孟嘗君﹑春申君﹑秦始皇﹑呂不韋﹑李斯﹑荊
軻等等各行各業的頂尖人物﹐統統等而下之一﹑兩個級別。
157
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第 16 頁。“中國在交通運
輸方面大量使用河流﹑運河﹐……因為在前現代條件下﹐陸路交通比水路運輸代價要高
20~40 倍。……正是有了大運河﹐中國的商業貨物實行水運的比重和產品商品化的比重﹐
都高於晚古時期世界上任何一個地區。”（艾茲赫德﹕《世界歷史中的中國》第 17﹑78
頁）大運河堪稱水路之高速公路。“608 年可以充分地被視為是中國歷史上重要的一年。
從這年起﹐不僅隋煬帝統治下的每一個行省都可以從水路到達﹐而且到上一個世紀即 19
世紀﹐中國任何一個統治者都離不開利用運河所建立起來的漕運制度。……在上海南面
至杭州 62 英里的地方﹐不少於 324 條支運河流入和流出主幹運河﹐這些支運河的寬度平
均達到 19~22 英尺。在南京和上海之間 162 英里的地方﹐
這種支運河的數量達到 593 條。”
明朝廷用 1.2 萬艘船隻運輸漕糧﹐另有兩千艘用於運輸其他物品。“根據船板質量﹐船
隻的平均使用年齡為 5~10 年。這樣﹐每年需要大約兩千艘新船填補進去。”（黃仁宇﹕
《明代的漕運》第 9﹑5﹑55 頁）“大運河長度大約是歐洲最大的朗格多克運河的十倍﹐
後者是由Colber建造並從 1681 年開始投入運營的﹐全長大約 240 公里﹐只能航行相對較
小的船隻。”（安格斯‧麥迪森﹕《世界經濟千年史》第 5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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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及人民。太史公未提秦修靈渠﹐逆水行舟﹐奇思妙想溝通長江﹑珠
江水系﹐純粹出於征粵之軍事目的﹐附帶的灌溉一點沒有。
⤊ว˭͔ࠎݑڌګᕃĎͽ఼ԇďዑďౘďችďďĎᄃᑻďѬď
ஏďົڸĄٺĎҘ఼͞റ႔ͪďำေ̝Ď఼͞ڌᕃďѯஏ̝
มĄٺӓĎ఼റˬѯḍ̌സĄٺᆅĎ఼ⓕᑻ̝มĄླྀٺĎླྀчД៩
ᗓ༬Ďྐྵ̝ͪڰचĎࡍ˟ѯјౌ̝̚Ą此渠皆可行舟Ď有餘則用溉浸Ď
ѺؖᜬӀĄҌٺٙ࿅Ď͔ͪــৈϡĎϣᘞ̝റĎͽ༱ᆆࢍĎ
ం֖ᇴ˵Ą158

“綜而言之﹐秦漢時代發展了精耕農業﹐也由此發展了以農舍工
業為商品生產基地的全國性市場經濟體系。”修路（包括水路）連接
成網絡﹐“龐大的市場網﹐依託於一個聯繫全中國的道路網。”159 春
秋爭霸﹐“不管隨著霸主出征﹐抑是會盟﹐十餘諸侯齊赴會所是常見
的事。輜重往返﹐聘幣運輸﹐無不足以促進交通的發展﹐最後必然會有
幾條常走的大道出現。”戰國大爭﹐“中原用兵之地﹐四通八達。”160
“結果﹐在戰國期間﹐在主要的交通節點上的城市﹐紛紛發展成為重
要的商貿和工業城市”。161
২࣒យĎࢋྮቢߏΔొڌҘШ۞୧ౙګ̈́ګᑻďஏ
ڸďѯ႔ೀ୧ͪĎГΐ˯ݑΔШ۞ˬ୧̂Ď̚୧எˢ͞ݑĎ
˫̶͔ڡШ̈́ݑڌරڻݑঔĎ̈́གྷ࿅͐ླྀ͔Шņ̚ݑŇ۞ҘݑлĄ
˘ྮშĎд઼̚።Ϋ˯Ďڻ˳ܜϡĎҌ̫۞ᜠ̳̈́ྮშĎ༱ត̙
ᗓ؟Ďᔘߏ࠹༊ڻ۞ޘॾԊĄ162

158

筆者黑體加重﹔《史記‧河渠書》第 29 卷。
許倬雲﹕《萬古江河》第 102 頁。
160
《許倬雲自選集》第 77 頁。
161
“如齊的臨淄﹐楚的宛﹑郢﹐趙的薊﹐魏的邯鄲﹐韓的大梁﹐秦的咸陽等”（薛鳳旋﹕
《中國城市及其文明的演變》第 112 頁）。
162
許倬雲﹕《我者與他者》第 34~35 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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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漢代重要城市及交通路線圖

註﹕“商業性城市中心在各種刺激下空前繁榮﹐在西漢時期的主要交通線沿途﹐至少形
成了 26 個具有相當規模的城市中心。”163 “漢代的大都市﹐全都在這一網路的幹線道
路上。由幹線分叉﹐則是各地區性的道路網絡﹐例如成都平原即有其以成都為中心﹐輻
射四方的道路網。這些道路上的連接點或終點﹐即是郡﹑縣所在的城市。在各地城市﹐
又各有其道路網﹐聯繫各處的鄉聚。鄉聚之下﹐又有分路叉道﹐通往大小農村。道路網
的密度﹐相應於人口密度﹐而有不同。這一龐大的交通網﹐隨著時間﹐有所變動。但是﹐
其中幹道的路線﹐至今仍是公路鐵道及重要水運航線。”164

旱路﹑水路﹑公路﹑鐵路﹐路路“萬物運”﹐互聯網一樣多功能。

163
164

許倬雲﹕《漢代農業》第 149 頁。
許倬雲﹕《萬古江河》第 100~10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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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賈長途販運﹐百姓就近趕集﹐官府上傳下達六百里加急﹐165 庶民往
來串聯走親戚﹐部隊調動南征北戰﹐有鎮壓暴動的﹐有人民起義的﹐
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多種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
功能復合疊加﹐經濟基礎串上層建築﹐通過道路網絡﹐把社會糾纏﹑
凝聚成一體。166 楊玉環女士長安啖荔枝﹐潼關沐溫泉﹐香消玉殞馬嵬
坡﹐“條條大道通羅馬”。道路沿途各色等級的旅店客棧﹑飯館大車
店﹑商肆倉庫一應俱全。唐代開元年間﹐半路上酒足飯飽﹐喝高了走
不穩﹐還有出租毛驢供旅客代步的連鎖店。167
道路是否暢通﹑安全﹐歷來是測量國運氣數的重要標識。歐洲蠻
族入侵﹐羅馬帝國滅亡﹐遠至英倫的羅馬大道﹐到處留下遊人憑弔的
歷史遺跡。
઼̚ЧгĎགྷϤξಞშĎѣથ۞ݡะᄃ߹఼Ąξಞშֶٺܢྮ
შĎͽགྷᑻϹೱΑਕĎ઼̚ჸјࠎ˘࣎ᙱͽ̶౷۞གྷᑻВТវĎ
ፋЪ۞િ၁Ď竟可超過政治權力的統合ĄᏲೈТ˘࣎ྮშĎ߆΄ଂѩ
็྿ЧĎੈिϤѩ˯఼˭྿Ďˠ̖˵Ϥѩ̚ٺ߹δ̈́г͞Ą168

165

“在中國﹐驛站制度是和官道及人工水路同時發展起來的。……唐朝（618~906 年）
的驛站制度通過 1500 多個驛站進行工作﹐其中將近 1300 多個驛站維持著陸上交通﹐有
260 個‘水上驛站’﹐有 86 個水陸兼用。”（魏特夫﹕《東方專制主義》第 51 頁）
166
“一樣的道路網。漢朝的文官從地方上選出後﹐進京上任﹐一批小商人跟在後面﹔官
員告老還鄉﹐又有一批商人跟在後面走同一條路﹐這條大路是官員與商人共走的。……
而且各地的郵亭﹑驛舍。官員可以不花錢去住﹐老百姓就要花錢﹐但住的地方是一樣
的。……有了官道﹐大家都可以在官道上旅行運輸。就像清朝時﹐例如從江蘇坐運河船
經過通州到京城趕考﹐船頭上掛著‘進京赴試’的牌子﹐一路上地方官都要保護。這條
船上可能有幾個舉人﹐船後面可能跟著一大串小船﹐多半是商人的船。……這一條路線
就與前面所說市場經濟上由市集﹑鄉鎮到商業中心﹐到全國的分配﹐是同一個方向﹐同
一個網絡。這兩個網絡的重疊﹐就使得人才的周流與經濟資源的周流完全配合在一起。”
（《許倬雲自選集》第 469~470 頁）
167
譬如《新唐書˙食貨誌一》記載﹐“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
持尺兵。”（王雷鳴﹕《歷代食貨誌註釋》第 314 頁）
168
筆者黑體加重﹔許倬雲﹕《萬古江河》第 92 頁。
47

總而言之﹐變化多端的氣候地理條件﹐促成家庭經營的小農經濟﹐
必須廣泛深入的商品交換。在這個基礎上﹐為了“對人民進行勒索”﹐
統治當局自發經商和興商的強大動力。官方動員﹐民間踴躍。二人同
心﹐其利斷金﹗集中力量辦大事﹐車同軌﹑錢同制﹑統一度量衡﹐修
橋鋪路（包括水路）四通八達﹐“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
利往”。分裂不得錢心。
ჟਆү۞̈ྺགྷᑻυืѣξಞགྷᑻ੨Ъ൴णĄČČଂ႔ฟؕ
ۡזĎБ઼ّ۞ξಞშඛ˘ۡхдĄ169
࠹၆҃֏ĎҘለͻჟਆү۞็Ďܜഇٺྺ۞ٸຽېၗĄ
ྺ۞ٸຽᄃহێຽགྷ૱੨ЪĄЯѩ˿г۞ٙѣԛၗ˵ᄃ̈ྺռѣ̙ט
ТĄТॡĎҘለ۞ᄦౄຽ̂ͽݱξүӪགྷᒉĒЯѩĎҘለͽݱξࠎགྷ
ᑻ͕̚൴णࠎгડّགྷᑻშඛĎ҃ืБ઼ّ۞ྺՅϹೱშĄ這方面的
差異也許是中國要趨向統一的重要因素。ᓝּ֏̝ĎݑΔഈϹࠧ۞гડ
གྷ૱ߏ֕ռֽ̝ـгĎዸч۞ฤ˵Ξਕᄃ၆͞ฤ̢ξĄݑΔഈॡт
ѩĎԇ၆ϲॡтѩĎԇܛ၆ϲॡ˵ߏтѩĄࠤҌܕঔदثᔘߏѣ
̷̙ᕝ۞ϹೱᄃٽĄдϹೱშཊ˭Ď߆̶۞ڼෘ̙ਕԼតᗕ̢͞࠹
ֶܢĎӀৈ఼̢ĎͽҌۏኳ˯̙ᕝ۞Ϲ߹Ą઼̚ߏٺдܜഇ൴ण˭˘ؠ
னϹೱშ۞ԛၗĄߏԧд經濟形態方面۞ྋᛖĎ說明中國分裂之
後﹐又回到統一的緣故之一。170
࣫ԇͽֽĎௐ˘৺г͞Җ߆ಏҜߏྮĒᜪЩޥཌྷĎྮᑕ
༊ᄃϹ఼შඛѣᙯĎ˵ᄃགྷᑻгந˯ྤϹೱᄃ߹ᖼѣᙯĄҭߏдБ઼
ّፋវ۞གྷᑻშඛ̝˭Ď՟ѣ˘࣎ྮΞͽ·̶ೠ೪ྤĄČČҖ࠷

169

“這個市場網可以分裂為地區性的市場網。因為中國幅員廣大﹐各地的氣候及自然
資源均各有特色﹐農業生產限於自然條件有所不同的生產季節。氣候與自然條件的
差異使南北各有地方特產﹐地方性的交換網﹐整合為全國性的鉅大網絡。我以為這個
網絡的存在是中國經濟形態的重大特色。”（許倬雲﹕《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第
23~24 頁）
170
筆者黑體加重﹔許倬雲﹕《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第 24~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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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јҋಏ̮ĎᘟСӈᙱͽ౷ፂҋฯĄ171
થຽ߿જ۞ͪπᐌ߆ڼщࢫچ҃ޘؠĄ઼छ˘Ď̰ొϹ఼
ܡĎఱၰ߹Ď่̙Ԋొّ۞གྷᑻፋЪĎٺٽઇזĎࠤҌБ઼ّ۞
ፋЪĎ˵̙֭ܧΞਕĄ̝ͅĎࡶ઼छ̶ෘĎЄఁ࿆ĎᓝՎਥഌĎથ
ॠᄤ֖Ąдଐԛ˭ĎྺՅགྷᑻ۞ᛈᝰĎుՎᒺаĄௐ˘Վ༊ࠎડા
ّ۞གྷᑻҋ֖Ď˵ಶߏડાّ۞གྷᑻ౷ፂĄుՎᒺ̈Ďז˘ޢՎӈΞ
ਕၹјᙯ၂۞ܝಢҋගҋ֖Ą̈гડ۞ҋගҋ֖Ď̙ਕᄃ༊г
۞ҋ̶ฟĄČČҘ႔ϐтѩĎڌ႔ϐ۞ಢĎ˵ϒߏᙯّౕ۞ಏ
ҜĄྺ̚ϔྺܧຽّ߿જĎ྾̙ҺϤϠயΞξ۞ఱݡĎᖼតࠎ
Ϡயγֻֽᑕ̚ᕝ۞ޢϡݡĄ҃ĎϤ̢࠹ᗓҋගҋ֖۞ϲ
ېၗĎտΪߏᇶॡ۞ன෪Ą઼זछГޘ˘ॡĎ؝ϲ۞̈ಏҜົГޘ
ϤϹ҃ٽుՎፋЪĎГޘ൴णࠎ˘࣎Б઼ّ۞གྷᑻშඛĄ172

生產力發展（牛耕＋鐵器）決定生產關係（小農＋市場）﹐經濟
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統一市場促進統一祖國的意識形態。長期戰亂兵
燹過後﹐智識分子飽嚐“家書抵萬金”之苦﹐重新啃上金華火腿﹐用
上王麻子剪刀﹐百味俱全的信息量﹐自然比豬肉裡的蛋白質含量豐富
多多﹕寧為太平犬﹐不當離亂人。分久必合﹐人心所向。

̱ďክ๋ྺ Ɩ Ԉ៍አଠ!
雖然都是古代農業﹐市場經濟≠自然經濟。無論家庭經營還是封
建莊園﹐東方﹑西方都種莊稼﹐播種之後企盼高產。風調雨順慶豐收﹐

171

“在宋代﹐一個路有幾個長官﹔元代以後﹐一個地域性行政單位更是與經濟地理分
開﹐故意與自然地理分區不相配合﹔於是﹐省的劃分割裂了﹐跨越了自然地理區與經
濟地理區。以至一個行省之內有不同的方言群﹐不同的生產方式﹐不同的物產。反之﹐
同樣的方言群與類似的地方文化卻跨越封疆。”（許倬雲﹕《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
第 29~30 頁）
172
《許倬雲自選集》第 16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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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求之不得﹔在中國小農的市場經濟﹐穀
賤傷農﹗— 宏觀經濟跟微觀經濟不一碼事。要想玩好“民不益賦而天
下用饒”﹐拼老命逛窯子還不夠﹐從一開始﹐中國古代政府必須面對
西方資本主義創建“民族國家”以後才開始需要面對的“國民經
濟”﹐學會駕馭市場機制的宏觀管理。所以﹐“從國家整體觀察和分
析經濟問題﹐是我國古代經濟思想的傳統。”173
啥叫宏觀經濟﹖美國《經濟學》教科書開宗明義﹕
дགྷᑻጯᅳા̚ĎȈ̶ߏ۞ؠۺē၆࣎ٺˠᄲֽߏ၆۞ڌҘĎ၆ፋ
࣎ۤົᄲֽ̙֭ᓁౌߏ၆۞Ē̝ͅĎ၆̂छᄲֽߏ၆۞ڌҘĎ၆Їң࣎
ˠᄲֽΞਕߏȈ̶ᄱ۞ĄՏ࣎ˠౌϡཙы৭ֽ࠻ᇉৡྼҖ̙֭ਕֹ
ˠ̦זᆃрĎᔵߙ˘࣎ˠᇹઇΞͽ࠻Հ˘ֱĄ174

50 歲以上的中國人﹐應當都站著看過電影。踮起腳尖看﹐腿酸脖
子僵﹔誰放下來﹐誰先看不見。不是推崇平等競爭嗎﹖羅賓遜夫人揭
櫫制度學派﹐徹底論證人類社會從未有過完全競爭。 175 無論咱各位
“市場”怎麼呼悠﹐煉鐵得有礦山﹐煮鹽靠近海邊﹐哪裡尋得公平競
爭的統一起跑線﹖現實經濟生活中﹐最接近完全競爭的﹐正好是高度
分散的農業生產﹐空氣﹑陽光﹑雨露﹑糞便﹐很難像電訊﹑鐵路一樣
寡頭壟斷﹐176 平等競爭最充分﹐集中展現市場調節的致命弊端﹕農業
的生產週期受季節制約﹐生產和消費的價格彈性小﹐任由市場調節﹐

173

蕭清﹕《中國古代貨幣思想史》第 28~29 頁。
保羅‧薩繆爾森：《經濟學》上冊﹐第 22 頁。
175
推薦參閱喬安‧羅賓遜：《不完全競爭經濟學》。
176
現實經濟生活中﹐電線﹑電話線﹑有線電視﹐公路﹑鐵路﹑天然氣管道﹑上下水管道﹐
廣播﹑通訊的頻譜資源﹐航空﹑航海﹑運河航運調度等等﹐均無可能自由市場公平競爭。
市場能夠調節的範圍十分有限。香港多年來被各種世界組織評選為“最自由的經濟”﹐
連土地私有制都沒有。國際金融中心﹐港幣與美元掛鉤﹐貨幣價格市場調節的浮動範圍
為零﹐與人民幣的市場化程度不可同日而語﹗（推薦參閱王小強：〈白話反壟斷〉﹐王
小強﹕《摸著石頭過河的困惑》第 275~294 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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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和需求﹐不僅不朝理想的“帕累托均衡”收斂﹐反呈蛛網狀﹐喇
叭口發散﹐劇烈週期震蕩。
圖~3﹕市場調節的蛛網狀週期震蕩

換成常識語言﹕價格信號指導生產﹐物以稀為貴。往年市場上花
生少﹐價格高﹐賺錢多﹔今年看你家種花生﹐我家也種花生。總不致
於家家地裡矮花生﹐咱偏來一壟紅高粱﹐感覺怪怪的不說﹐耕種﹑灌
溉﹑防蟲﹑收割﹐全湊不到一塊兒。“羊群從眾”的分散決策﹐對每
一個生產者來說﹐都是理性的。匯總到一塊兒﹐收獲的花生充斥市場﹐
價格大跌。到第二年﹐根據花生價格低的市場信號﹐看你家不種花生
了改棉花﹐我家也不種花生了改棉花﹔到了收獲季節﹐棉花充斥市場﹐
價格勢必又會大跌……。從統計數據考察不同農產品﹐經常是一年多
51

一年少﹐一年價格猛漲﹐一年價格猛降﹐起伏跌宕。對症下藥﹐兩千
多年前﹐《管子》把問題性質和解決辦法﹐交待得一清二楚﹕
໐ዋ࡚Ďξ㛷̟Ď҃ۓ⍎ࢴˠࢴĄ໐ዋ̵Ďξ㖿੭ȈᓇĎ
҃ѣዴϔĄᚓ˧̙ࢴ֖̙҃ᖀ˵ݙĔ͈ـ໐̝㛷ክĎۓ
⍎ࢴˠࢴĎ߇ֽ໐̝ϔ̙֖˵ĄۏዋክĎΗ˧̟҃Ďϔְ̙ᐺ
ώĒۏዋෳĎ̙҃ࢺ̦ΞĎϔεϡĄੑۏဿ҃ώ؎̙
֖˵ݙĔ͈ϔӀ̝ॡεĎ҃ۏӀ̝̙π˵Ą߇ච۰؎߉ٺϔ̝̙֖ٙĎ
ፆְٺϔ̝ٙѣዶĄ͈ϔѣዶᅅ̝Ď߇ˠӖᑦ̝ͽᅅĒϔ̙֖ࢦ
̝Ď߇ˠӖ̝ͽࢦĄᑦ᎕̝ͽᅅĎҖ̝ͽࢦĎ߇ӖυѣȈࢺ̝ӀĎ
҃ੑ̝櫎Ξ҃π˵Ą177

中國農村包產到戶以後﹐市場調節分散農戶﹐賣糧難﹑賣棉難﹑
賣豬難﹑賣茶葉難﹑賣蘋果難﹑賣西瓜難……﹐幾乎種什麼﹐賣什麼
難。2009 年﹐南方柑橘爛在地裡﹐摘都不摘了﹔2008 年﹐雞蛋兩元
一斤﹐和筆者 30 年前在陝北插隊時差不多﹗2007 年﹐楊貴妃鬧腐敗
的荔枝十元三斤﹗2000 年﹐我們到陝北考察﹐漫山遍野的“富士蘋
果”五分錢一斤﹗ 178 市場調節就是好﹗—“歲適美﹐則市糶無予﹐
而狗彘食人食。”價格震蕩疊加氣候變化造成的豐收﹑欠收﹐果樹的
大年﹑小年﹐農產品商品率越高﹐市場競爭越充分﹐蛛網效益越劇烈﹐
越是風調雨順年成好﹐穀賤傷農越慘烈﹐千家萬戶的日子越沒法過。
譬如漢宣帝“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政府“令邊郡皆
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
民便之。” 179 一旦朝廷撒手不管﹐放任市場調節﹐連年豐收﹐百姓
遭殃。譬如蘇軾下放魚米之鄉﹐痛心疾首的“願逢饑荒”疏﹐後人反

177

《管子˙國蓄》﹐姜濤﹕《管子新註》第 481 頁。
鄧英淘﹑王小強﹕〈陝北生態建設考察報告〉﹐鄧英淘﹕《再造中國﹐走向未來》第
231~241 頁。
179
《漢書‧食貨誌上》﹐王雷鳴﹕《歷代食貨誌註釋》第 81 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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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引用﹕
ҊдเэĎᏐ֍໐ሢĎྺ͈ా֘ྶѼˢξĎ̙˞ៃ̝Ē
ٙᄊ̝छĎ͟؆ᘤঢ়ĎᙸెᛞਣĄ180

歐洲是風調雨順慶豐收的自然經濟﹔中國是“日夜禱祠﹐願逢饑
荒”的市場經濟﹐必須政府伸出看得見的手﹐行政干預。因為現實的
市場﹐決非“市場”們在課堂黑板上亂畫的兩條供求曲線。“在重商
性農業經濟下﹐市場投機也成為可能。”181 諸多財大氣粗的索羅斯﹑
雷曼兄弟﹑賴昌星﹑周正毅﹑黃光裕﹑熱比婭﹐鯊魚覓血﹐蒼蠅撲腥﹐
呼風喚雨﹐推波助瀾。甚至被尊稱“治生者祖”的白圭﹐也是趁季節
打時間差﹐賤買貴賣“短平快”﹐賺得盆滿缽溢。182 為此﹐“重農必
先貴穀”。但又不能過﹐“糴甚貴傷民”﹐“末病則財不出”。於是﹐
不得不權衡﹑中庸﹐“賈平則止”。183 管仲首創平糶體制﹐政府出資﹐
低進高出﹐平抑物價﹐開農產品保護政策之先河。范蠡﹑李悝（公元
前 450~390 年）總結“數目字管理”的實踐經驗﹕
̱໐㖸Ḏ̌໐ԿĎ12 ໐˘̂ᛞĄ͈㛷Ď20 ঽྺĎ90 ঽϐĎϐঽ
ੑ̙Ďྺঽਨ̙ᜥջĄ˯̙࿅ 80Ď˭̙ഴ 30Ďྺϐ࣌ӀĎπ㛷
ᆅۏĎᙯξ̙ͻĎ઼̝ڼ˵Ą184

180

〈乞免五穀力勝稅錢劄子〉﹐鄧力勛：《蘇東坡全集》下冊﹐第 463 頁。
“在二世紀中期的著作《四民月令》中﹐這裡的農戶在一年中會數度賣出與買入穀物﹐
這樣做並不是為了自己消費﹐而是為了謀取利潤。”（許倬雲﹕《漢代農業》第 148 頁）
182
其實後來當上魏國丞相的白圭﹐決非今日大款所能同日而語。《漢書‧貨殖傳》說﹐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
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蓋天下言
治生者祖者白圭。”（王雷鳴﹕《歷代食貨誌註釋》第 123~124 頁）
183
《管子‧輕重乙》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
高一下﹐不得常固。”《管子‧揆度》曰﹕“物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
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姜濤﹕《管子新註》第 557﹑525 頁）
184
《史記‧貨殖列傳》﹐王雷鳴﹕《歷代食貨誌註釋》第 39 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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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㖿ࠤෳ๋ϔĎࠤክ๋ྺĒϔ๋ᗓĎྺ઼๋ళĄ߇ࠤෳᄃ
ࠤክĎ˵˘๋Ąචࠎ઼۰Ďֹϔ๋҃ྺৈᚍĄČČߏ߇චπ㖿۰Ď
υᖰ៍໐ѣ˯̚˭ē˯ќҋαĎዶαѺϮĒ̚ҋˬĎዶˬѺ
ϮĒ˭ҋࢺĎዶѺϮĄ̈ᛞќѺϮĎ̚ᛞ 70 ϮĎ̂ᛞ 30 ϮĄ߇̂
˯㖿ˬ҃˘۽Ď̚㖿˟Ď˭㖿˘Ďֹϔዋ֖ĎྥπͤĄ
̈ᛞ൴̝̈ٙᑦĎ̚ᛞ൴̝ٙ̚ᑦĎ̂ᛞ൴̝̂ٙᑦĎ҃
㛷̝Ą߇ᔵ࿃ᛞᙼͪԿĎ㖿̙ෳ҃ϔ̙Ďפѣዶͽ̙֖ྃ˵Ą185

穩定農產品市場價格﹐顯然不止農產品數量一個因素﹐貨幣管理
不可或缺。因為這個緣故﹐和歐洲國王借錢打仗的歷史不同﹐中國貨
幣與生俱來“先王製幣”之傳說﹐著眼點不單在斂財﹐扎根唯我獨尊
的法幣內涵。186 儘管民間私採﹑私鑄﹑私銷屢禁不止﹐《管子》一再
歸根結蒂﹕“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
以守財物﹐以禦民事﹐而平天下也。……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
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
也。”187 “故聖王製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188 貨幣供應調控宏
觀經濟﹐統一中國必須統一幣制﹐才能天下平。189

185

《漢書‧食貨誌上》﹐王雷鳴﹕《歷代食貨誌註釋》第 68 頁。有意思的是﹐“取有餘
以補不足”一句﹐常被當代“市場”們拿來當作中國文化講究平均主義的佐證。
186
《管子‧山權數》有“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
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故〈山至數〉說﹐“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準穀而授祿﹐
故國穀斯在上﹐穀賈什倍。”（筆者黑體加重）“遍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
而已。”（姜濤﹕《管子新註》第 495﹑504~513 頁）因此﹐漢文帝時﹐賈誼倡立統一“法
錢”﹐嚴禁民間私鑄﹐提出“禁銅七福”（《漢書‧食貨誌下》﹐王雷鳴﹕《歷代食貨誌
註釋》第 92 頁）。賈山反對廢除盜鑄錢令﹐明確提出﹕“為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
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漢書‧賈山傳》）
187
〈國蓄〉﹑〈輕重乙〉。〈國蓄〉重複說﹕“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
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筆者黑體加重﹔姜濤﹕
《管子新註》第 479~486﹑551 頁）
188
孔琳語（《晉書‧食貨誌》﹐王雷鳴﹕《歷代食貨誌註釋》第 162 頁）。
189
“因為統一幣制的核心﹐是‘貨幣王室專鑄’﹐就是要把貨幣鑄造權和貨幣流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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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錯﹐“市場”們呼悠的千真萬確﹕市場經濟具有民主本性。群
眾花錢買東西﹐貴少買﹐賤多買﹐誰能強制﹖五銖錢當等價物﹐適宜
百姓日常的零碎交易﹐秦皇漢武的金銀“上幣”﹐被“民曰不便”多
次否決﹐堪稱民主勝利的有力證據。但是﹐另一方面﹐“市場”們從
不提起﹕民主必須靠集中才能實現﹐尤其否決秦皇漢武的金銀“上
幣”﹐越是廣泛的大民主﹐越離不開蠻橫的大集中。如果錢法自由胡
來﹐私鑄泛濫成災﹐家家開張美聯儲﹐人人爭當格林斯潘﹐恐怕勢必
倒退回物物交換﹐照樣“民曰不便”。中國貨幣的民主集中制﹐對立
統一的辯証法﹐兩頭都不能隨心所欲撒歡。大民主選舉的五銖錢﹐統
一幣制﹐集中發行﹐標識出中國古代市場經濟﹐千年不移的基本面。
什麼時候玩大發了﹐遠離了這個基本面﹐王朝的壽命也就到頭了。王
莽“休克療法”式的金融改革﹐金末﹑元末二杆子式的通貨膨脹﹐均
可佐證。圍繞這個基本面上下其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
中國官方的貨幣理論﹐極端早熟﹐超級發育。
ߋࡌॡഇĎಏၮٺഀͳ 21 ѐĞ̳̮݈ 524 ѐğņ̄ϓŇ˘
ໄྻهϡٺᛚܛᏉᝤ။߹఼ĎԛјٙᏜņ̄ϓ࠹ᝋኢŇĎ˘ఱ
။நኢഅࠎˠࣇܜഇ೯͔Ďϡͽྋᛖ̙Т።Ϋॡഇ۞̙Тఱ။߹఼ன
෪Ąࢋҋጼ઼ጯ۰ࣇ̝͘۞Įგ̄įĎԯԧ઼Οপѣ۞ďߋ
ࡌͽֽ̏߹Җ۞ņᅅࢦŇໄهĎᇃھϡٺΒ߁ఱ။ďᆊॾďથݡď
ٽඈˠࣇۤົགྷᑻ߿જ۞Ч࣎͞ࢬĎ͍ߏଂ઼ޙދछ۞֎ޘ൴Ď
ԯఱ။યᗟ༊үᛚ൴۞ࢦᕇĎ྾ֹņᅅࢦŇໄهд২ͽ˘ޢď˟˼ѐ
̚Ďૄώ˯јࠎˠࣇኢఱ။યᗟ۞ѣቑᘞĎтҘ႔۞ྥኖĎݑᆅ
͋㎓Ď࣫۞ᆒ৩ďౙ㈆ĎΔԇ۞Җ̎ඈಶౌഅᑕϡᅅࢦኢֽᛚ
༊ॡ۞ఱ။߹఼ன෪Ą

權﹐用貨幣立法形式﹐收歸中央政府掌管。這是封建君主權力的組成部分。為了防止東
方諸侯殘餘勢力的死灰復燃﹐統一幣制也是一項有力措施。所以說﹐統一貨幣是秦王朝
統一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千家駒﹑郭彥崗：《中國貨幣演
變史》第 2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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ఱ။ܛᏉኢᄃఱ။Щϫኢྤயล৺߆ڼགྷᑻጯ̚ᙯٺఱ။
ώኳયᗟ࠻ૄ۞ڱώࠁҾĎдԧ઼ߋࡌጼ઼ॡഇ۞ఱ။ޥຐ̚Ď˵̏ѣ
ځព۞ܑனĄಏၮ۞̄ϓ࠹ᝋኢಶߏѝϲ֖ٺఱ။ܛᏉኢďࠎͅ၆
ഀͳᝤ̂҃ᛚ൴۞ĄĮგ̄įࢦෛఱ။۞߹఼߱͘ᖚਕ۞ޥຐĎ̈́ι
۞ᙯٺఱ။ྃٺᛞರ۞࠻ڱĎߏϲ֖ٺఱ။ЩϫኢĎ҃ͷͽѩࠎૄ
ᕇĎԛјᙯٺఱ။ߏ઼ޙދछ̒གྷᑻ۞̍ޥ۞ຐĄੵѩĎĮგ̄į
ᔘѝдᅅࢦኢ۞ૄᖂ˯Ďᛚ൴˞ņۏкክĎဿෳŇ۞ఱ။ᇴณޥ
ຐĄČČĮგ̄įૺٺЧгડనཉņ̳။Ňٕņ̳Ňֽүࠎአ༊
гఱ။߹఼ᇴณ۞ૄܛĒ̳҃။۞кဿĎд˘ؠ˯ޘĎ˵ಶͅߍ༊
г߹఼̚၆ఱ။ᅮࢋณ۞кဿ˞Ą190

中國異常早熟的貨幣數量思想﹐與銅錢的勢力強大有關。在西方
古代﹐倘若金幣（後來銀幣）的貨幣價值與幣材價值相若﹐儲蓄寶藏﹐
得以沖銷部分通貨數量變動對貨幣購買力的影響。在貨幣的幾種功能
裡﹐廉價銅錢多為流通手段﹐原本比不上西方金幣的儲蓄功能﹐加上
政府時常“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貨幣名義價值與幣材實際價值偏
離得越遠﹐越得趕緊用出去﹐勢必直接加快貨幣流通速度﹐另有私鑄﹑
銷錢等因素干擾﹐物價起伏對貨幣供應量﹐不成比例的超常敏感。彭
信威指出的這個重要特點﹐造成中國古代宏觀調控﹐對貨幣供應量的
高度關注﹐越發要求“數目字管理”的謹慎和精確。
ᅚ̙ߏ˘ޝр۞ᚗᖟ߱͘Ďಶኬ̟ᅚ˘পঅ۞ّኳĎֹ

190

蕭清﹕《中國古代貨幣思想史》第 2~3﹑46 頁。譬如《管子》說﹕“穀重而萬物輕﹐
穀輕而萬物重。”（〈乘馬數〉）“今刀布藏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
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穀輕而萬物重。人君操穀幣準衡﹐而天下
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山至數〉）“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
幣重而萬物輕﹐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櫎出
萬物﹐隆而止。國軌﹐佈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山
國軌〉﹐姜濤﹕《管子新註》第 470﹑511﹑489 頁）……《管子》後 16 篇不厭其煩的數
量調控論述﹐以致於被學界冠名《輕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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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ܛᅙ။̙ТĄ˵ಶߏᄲĎֹᅚ۞ᔉ෴˧Ďٙ۞צᇴณ۞
ᇆᜩĎࢋ̂ܛٺᅙ။ĄČČ઼̚۞ᅚ۞ّኳĎଂ۞ᔉ෴˧۞តજ˘
ᕇ˯ֽ࠻Ďߏ̬ͼܛᅙ။̙Ҹன۞৽။̝ม۞Ąߏ઼̚Οఱ။˘
࣎ࢦࢋ۞পᕇĄΪѣፍ˞࣎পᕇĎ̖ਕᄲ઼̚ځఱ။Ϋ˯۞ధкன
෪Ďͧт̈۞מĎкഴࢦј̶̣̝˘ĎΞߏֹۏᆊ˯ႚࡗ༱ࢺĄ
ୖ۞ޓڠᜠĎͽᆊࣃֽᄲĎҌ͌ᓁѣᅚᆊࣃ۞Ȉ̶̝˘ĎΞߏֹ
ۏᆊ˯ႚೀѺࢺĄ191

穀物平糶＋鹽鐵官營＋銅錢紙幣＋稅賦收入＋財政開支＋茶鹽鈔
引﹑官誥度牒等政府發行的有價證券﹐國家當局在制訂市場規則的同
時﹐直接參與市場運作﹐既當裁判又當球員﹐憑借民間私商無法具備
的規模效益﹐通過賤糴貴糶﹑貨幣收發﹑財政收支等各種實物買賣﹑
國有企業經營﹑財政手段＋金融手段﹐綜合平衡﹐平抑物價﹐穩定幣
值﹐繁榮經濟。宋代治國﹐有術語“稱提”之說﹑之策﹑之術﹑之法﹐
專業探討紙幣準備金基礎﹐多管齊下﹑相互影響的公開市場業務。192 真
可謂“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當代美聯儲謹小慎微的
利率調節﹐以 0.25 釐為一個基數﹐篤定古代中國“治大國如烹小鮮”
的經濟學來歷。
႔۞ჟਆྺຽᄃྺ̍͘۽ຽϠய۞ঐݡĎυืѣξಞშࠎБ઼
ۏኳ೩ֻ߹ᖼᏮ۞ΑਕĎˠՄᄃ఼߹۞ྤۏᖼĎֹ႔۞઼̚ඕЪ
ࠎ˘࣎ᘀ̂۞ኑᗔវրĄ193

191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序言﹐第 9 頁。
“就‘稱提’這一概念的主要內容言﹐就是用金屬貨幣或實物（錢﹑銀﹑絹﹑茶鹽鈔
引﹑官誥﹑度牒等）﹐收兌流通中過多的紙幣﹐從而使貶值的紙幣得以恢復其原來的價
值﹐亦即設置紙幣發行準備金﹐用以保證兌現﹐維持紙幣價值的穩定。”王安石“置場
平賣”政府發行的鹽鈔﹐“對於鹽鈔說來﹐這就是近代有價證券的公開市場政策的原理。
可是﹐它在約一千年前﹐在我國卻已是為人們所熟知並付諸於實踐了。”（蕭清﹕《中
國古代貨幣思想史》第 216~222 頁）推薦參閱汪聖鐸：《兩宋貨幣史》。
193
《許倬雲自選集》第 174 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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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從成為政府那一天起﹐除了治水救災﹐主要的經濟職能﹐
就是在宏觀上權衡食貨關係。早在春秋戰國時代﹐湧現出管子﹑李
悝等一批宏觀經濟學家﹐面對穀賤傷農和經濟週期﹐設立貴賣賤買﹑
農商兩利的平糴機制﹐“逆風向”調節物價﹐集中貨幣發行﹐數量
理論指導宏觀調控﹐日常操作公開市場業務﹐政策取向包括鼓勵消
費﹑擴大需求﹑刺激供給﹐194 甚至還有操控匯率﹑鼓勵出口哩﹗195
王安石名言﹕“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 196 《史記》專著〈平
準書〉＋〈貨殖列傳〉＝《漢書》以降﹐歷朝官修正史《食貨誌》
成千古體例﹐專業研討國民經濟。宏觀總量調節﹐農﹑工﹑商產業
政策﹐尤其貨幣理論和貨幣政策﹐從來都是中央政府宏觀經濟管理
的核心內容。“貨幣數量之理論﹐於 1573 年﹐始發明於法人巴丹

194

譬如《管子‧侈靡》曰﹕“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贍其所願﹐
則能用之耳。……鉅瘞堷﹐所以使貧民也﹔美壟墓﹐所以使文明也﹔鉅棺槨﹐所以起木
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作此相食﹐然後民相利﹐……市也者﹐勸也。勸者﹐
所以起本事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因此﹐反對奢侈不宜一概而論﹐要數量調
節適度。《管子‧乘馬》又說﹕“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
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
貴則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
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為之有道。”（姜濤﹕《管子新註》第 278﹑35 頁﹔詳見
郭沫若：〈《侈靡篇》的研究〉﹐《奴隸制時代》第 148~201 頁）
195
譬如《管子‧地數》曰﹕“夫本富而財物眾﹐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吾賤
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為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
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下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從長期根本上
說﹐“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
天下。”（《管子‧輕重丁》）就短期政策調節而言﹐“善為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
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管子‧輕重乙》﹐姜濤﹕《管子新註》
第 563﹑552 頁）
196
王安石義利之辨﹐鏗鏘有力﹕“孟子所言利者﹐為利吾國（如曲防遏糴）利吾身耳。
至狗彘食人食則檢之﹐野有餓殍則發之﹐是所謂政事。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
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答曾公立書〉﹐《王臨川集》第 73
卷﹐第 464 頁）
58

（Bodin）﹐而管子已先西人二千年發其端。”197 公元前 200~168 年﹐
賈誼痛陳“法錢不立”﹐肯定“奸錢日繁﹐正錢日亡”。 198 公元後
1519~1579 年﹐西方經濟學盜版“格雷欣定律”（Gresham’s Law）—
劣幣驅逐良幣。199 “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
者﹐以上用之故也。” 200 晁錯的名言屢遭譏笑﹐濫觴《管子》的貨
幣名目論﹐一眼洞穿美元與黃金脫鉤以後﹐當代紙幣的實質。是故﹐
熊彼特再刻拍案驚奇﹕
д઼̚ԧࣇቁ၁൴னѣ˘इந༊ॡྺຽďથຽᄃੑ߆યᗟ۞
ޘ൴ण۞̳ВҖ߆ޘטĄČČଂࣇ۞ү̚Ξͽበ˘इགྷᑻ߆ඉ۞
ԆፋវրĎ҃ͷ֤྆ᔘѣ˘ֱఱ။გநᄃҸೱგ۞טᏱڱĎҬͼА
ѣ࠹༊۞̶̖ژҖĄϤ˘Г൴Ϡ۞఼ఱᎶණ͔ٙ۞ன෪ĎႷഅགྷצ
࣒̼͛זዳᅈͧԧࣇ۞ˠ۞ڦຍኢĄ201

˛ďξಞགྷᑻ Ź ྤώཌྷ!
中國歷史上重農抑商﹐被當成未能發育資本主義的根本原因。歐
洲文明金髮碧眼﹐半農﹑半牧﹑半漁﹑半盜（海盜）﹐浪漫馳騁藍色
海洋。炎黃子孫自慚形穢﹐黃河黃土﹐又黃又土。缺少《威尼斯商人》
胸脯上割肉的冒險精神﹐當然不會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掏錢贊助瓦特
鼓搗蒸汽機。從《河觴》到《大國崛起》﹐一個賽一個慷慨激昂﹐熱

197

黃漢﹕《管子經濟思想》第 6 頁。
賈誼﹕《新書‧鑄錢》。
199
“托馬斯‧格雷欣爵士（Thomas Gresham）是伊麗莎白女王的金融顧問﹐負責整頓女
王父親的‘大貶值’所帶來的混亂局面﹐他還是皇家交易所的奠基者。他以格雷欣法則
而著稱﹕劣幣驅逐良幣。”（約翰‧喬恩﹕《貨幣史》第 24 頁）
200
《漢書‧食貨誌上》﹐王雷鳴﹕《歷代食貨誌註釋》第 73 頁。
201
“但是沒有留下來對嚴格的經濟課題進行推理的著作﹐沒有可以稱得上我們所謂‘科
學’著作的。”（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一卷﹐第 90 頁）
198

59

情嘔歌的都是人家越洋經商的光榮傳統﹐深揭狠批的都是自己重農抑
商的專制暴政。
迄今為止﹐未聽說希臘﹑羅馬出土〈平準書〉。西方文明缺乏“商
人即商人”的立國根基﹐無從繼承﹑發揚﹑研究﹑討論﹐歷代《食貨
誌》兩千年一貫制﹐越寫越長﹐分門別類﹐集成一部市場經濟發達史﹐
國際慣例無與倫比﹗202 封建貴冑金戈鐵馬﹐好勇鬥狠﹐無緣參加《鹽
鐵論》激辯。眼看工業革命了﹐“重商”始成“主義”。羅馬教皇滿
世界推銷“贖罪券”﹐被路德貼大字報﹐思財若渴如斯﹐不知道學習
曾國藩﹐放下身段﹐紅燈區裡逛窯子﹐招商引資。抑商﹐是西方更甚
的文化傳統。《聖經》聖訓婦幼皆知﹕“富人進天堂比駱駝穿針眼還
難。”203 格林斯潘說﹕“私人財產及營利和放款生息為有罪的想法深
植於基督教﹑回教和其他宗教。”204 巴爾贊說﹕“天主教譴責借錢給
人要利息的作法是放高利貸。發財致富不是典範﹐恰恰相反﹐貧賤才
是神聖的標誌。”205 布羅代爾說﹕“從原則出發﹐作為傳統力量的宗
教對於市場﹑金錢的使用﹑投機﹑高利貸等方面出現的新事物總是說
不。”206 韋伯說﹕“商人從來得不到神的歡心。”即便“他可能沒有
犯罪的行為﹐但是不會合乎上帝的心意。”資本主義崛起﹐“教會加
強了反對高利貸的活動。……教皇格雷里戈九世甚至把海上貸款也斥為

202

〈食貨誌〉在《舊唐書》勉強維持上下兩卷﹐《新唐書》歐陽修撰五卷﹐《宋史》按
田制﹑和糴﹑賦役﹑錢幣﹑茶酒﹑市場等名目分門別類﹐上六﹑下八﹐共 14 卷﹐從此﹐
《明史》﹑《清史稿》均分門別類六卷。推薦參閱王雷鳴﹕《歷代食貨誌註釋》﹐一套
四冊拿在手裡﹐如果再參考歷代正史之〈地理〉﹑〈河渠〉﹑〈兵〉﹑〈刑法〉等誌﹐
足以體會中國文化所以延續幾千年﹐絕非簡單意識形態。
203
《聖經‧路加福音》第 18 章原文﹕耶穌看見他﹐就說﹕“有錢財的人進上帝的國是何
等的難哪﹗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上帝的國還容易呢﹗”
204
“一直到啟蒙時代﹐所有權及營利的道德基礎才出現。”（格林斯潘﹕《我們的新世
界》第 169 頁）專題論述推薦參閱托尼﹕《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
205
雅克‧巴爾贊﹕《從黎明到衰落》第 38 頁。
206
布羅代爾﹕《資本主義的動力》第 38 頁。
60

高利貸。認為教會在利息方面奉行機會主義的政策﹐贊成資本主義發展
的看法﹐也同樣是錯誤的。事實上教會以加倍的決心從事於反對利息的
鬥爭﹐況且迫使很多人在臨死時將利息退還﹐正如今天的懺悔室強迫把
偷來的贓物歸還物主一樣。”207 眾所周知﹐韋伯以《新教倫理與資本
主義精神》聞名華夏。為此﹐人家趕緊往回找補﹕“天主教的倫理以及
相繼而來的路德派的倫理同一切資本主義傾向水火不相容﹐主要是他們
厭惡對資本主義經濟中一切關係的非人格化。……在加爾文派的大會
上﹐我們一再看到不准放債人和他的妻子參加聖餐的意見”。208
˘ॡഇ۞ለ߷ົۤޙދٺĎགྷᑻ៍هಶߏĎՏ઼࣎छᑕྍ
ҋගҋ֖ĎᔘѣĎՏ࣎ᅳ۞ᅳгᑕྍጐΞਕ၁னҋ˧ՀϠĄдᅳг
۞ЇңఱۏĎ̙ߏࠎਆгྺϔೱݡۏפĎ҃Ϊߏࠎෳछलٕିົ
ᔉ෴ᚗďି؟ཐۏׁݡĄޙދڼ۰ᓁߏӀϡྺϔֽ႕֖
ࣇҋ̎۞ᅮࢋ!—!Ϡயᖏࢴďॺૈፘ͢ďᄦౄ̍ďৱᖐο̽Ďࣇೀ
ͼ̙ΞਕࠎྺϔΝϹٽĄд˭ޘטޙދĎ၆Ꮾˢֶ۞ݡᏥĎᇾᄫ˘࣎
छल۞யĄ209
!

“從中國到歐洲﹐傳統的貴族一般都鄙視商業活動﹐認為它們是
有損尊嚴的﹑骯髒的﹐而且通常認為它們是不道德的”。210 “凡是從
事工商業的人均為希臘人所極端輕視”。211 羅馬繼承希臘﹐“有產階
級保持著傳統的輕視貿易的態度﹐商人是被鄙視的人群﹐往往來自被
207

馬克斯‧韋伯：《經濟通史》第 224﹑168~169 頁。
馬克斯‧韋伯：《經濟通史》第 224﹑169 頁。
209
傑克‧威澤弗德﹕《成吉斯汗與今日世界之形成》第 237 頁。“為什麼在工業革命前﹐
商業為世人所鄙視﹖……商人無所歸屬﹑貪婪﹐是所有罪惡之源﹔他們增加奢侈和弱點﹔
他們改變自然狀態﹐遠航到遙遠的島嶼﹐超越大海這一大自然的障礙﹐帶回那些原本不
屬於自家種植的作物。這些觀念從古老的希臘和印度那裡流傳下來﹐直到本傑明‧孔德
和查爾斯‧莫拉斯。”（阿利埃斯﹑杜比﹕《古代人的私生活》第一卷﹐第 125 頁）
210
傑克‧威澤弗德﹕《成吉斯汗與今日世界之形成》第 237 頁。
211
“國家中的分子也有不能算作公民的﹐這就是工商階級﹐……在希臘許多國家當中﹐
做工藝的人都不能有公民的資格”（狄金森：《希臘的生活觀》第 59﹑107~108 頁）。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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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的奴隸。”212
ࡗд̳̮ 1000 ѐνΠĎથˠдҘለܐѨனॡĎČČдޙދᅳ
۞̂ះ྆Ďથˠ˜ߏᆚ৯ďܹԘďࠤҌᇖެ۞၆෪Ą֤ॡ࣏۞ధк߹
ҖԴଐႇѡĎߊႇભᗨ̀۞ᝮචጼએଐ఼оĎ˵ႇભࣇтңፃ
ଟથˠĄČČᒔӀማజෛࠎӀ۞˘ԛёĎˠࣇЯѩᄮࠎĎથ
ˠ۞ីᅿߏࢋซгႯ۞ĄČČથˠࠎ˞᜕ܲҋ̎̈́ఱۏҺዎෳहຍ
Ꮹ០ଟဳĎຏᛇזυืቁϲ᜕ܲགྷથ۞୧ІĄ213

中古時代﹐歐洲莊園自給自足﹐毋庸商品交換。中國小農家庭經
營﹐離不開商品交換﹐專制政府“對人民進行勒索”﹐持續煥發繁榮
娼盛市場經濟的高度熱情。歐洲政府擠兌商人造成商業不發達﹐中國
政府擠兌商人≠商業不發達﹐家庭經營的市場經濟﹐全體百姓經商﹐
從事為出售而進行的商品生產﹐人人都會討價還價﹐認秤識錢。因為
男女老少踊躍買賣﹐所以提倡童叟無欺。中國重農抑商﹐抑的絕非男
耕女織的產品商品率（越高越好）﹐也不是王麻子剪刀﹑金華火腿的
產量﹑銷量。各級政府官員﹐以曾國藩為傑出代表﹐一方面揉搓鉅賈
奸商沒完沒了﹐有錢不讓當官﹐不准穿花衣服﹔一方面奮不顧身﹐逛
窯子招商引資﹐攛掇群眾趕集﹑廟會﹑社戲﹐歌舞陞平湊熱鬧。集權
暴政幾千年﹐喜聞樂見﹐衷心期盼﹐各地都比著“臨淄甚富而實﹐其
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築﹑鬥雞﹑走狗﹑六博﹑蹴鞠者也。臨
淄之途﹐車轂擊﹐人摩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
足﹐志氣高揚。”214
212

佩里‧安德森﹕《從古代到封建主義的過渡》第 72 頁。“法律禁止羅馬元老從事海上
貿易”（阿利埃斯﹑杜比﹕《古代人的私生活》第一卷﹐第 129 頁）。“羅馬元老院成員
或特權貴族﹐由於法律禁止他們參與貿易的結果﹐遂變得過分重視了土地的佔有。另一方
面﹐他們卻使用了間接的辦法來規避這項禁止參與貿易的法令﹐就是﹐使用一個靈巧的奴
隸或自由人來代做生意。”（詹姆斯‧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上冊﹐第 37 頁）
213
往回找補《羅馬法》是典型案例（泰格﹑利維：《法律與資本主義的興起》第 4 頁）。
214
《戰國策‧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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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證明錢穆的論斷﹕“諸位試讀史記貨殖列傳﹐可見當時的經
濟早已不是封建社會的經濟﹐就近似現代資本社會的經濟了。”215 當
《威尼斯商人》親自來到中國﹐親眼目睹蘇州﹑揚州﹑鎮江﹑南京﹑
福州等城市規模之大﹑人口之眾﹑市場之繁榮﹑商品之豐富﹑製作之
精細﹑建築之宏偉﹑生活之豪華﹐著實令西方頂尖的市場經濟代表團
瞠目結舌﹐嘆為觀止。216 倘若馬可‧波羅知道我們關於重農抑商的歷
史結論﹐老人家一定會暗自慶倖﹕一個勁兒抑商﹐尚且發展成這樣﹐
如果中國官府不抑商﹐哪裡還有歐洲資本主義萌芽的發育空間﹖
1500 ѐͽ݈ĎҘለೀͼ˘ۡߏ̫ٙ͟Ꮬ۞̙൴྿гડĄ217
઼̚ߏགྷᑻ൴ण͔ˠ៘ϫ۞гડĄ˘ॡഇĎԇഈቁϲ˞઼ޓ
۞гҜĎˠ˾ᆐᆧĎགྷᑻ̂൴णĄ઼̚ˠ˾ᆧҌ 1.5 ᆆĎډэݱˠ˾྿
̱Ѻ༱Ďฟދˠ˾྿αѺ༱Ğ҃ͧྵֽĎለ߷̂۞ďથຽ̼۞ݱ
ξރκ̖ѣ 16 ༱ˠğĄԇഈ઼̚۞ࡊጯԫఙྵͧٺ൴྿۞ล߱Ď
ྺຽϠயதᆧܜĎ
̍ຽϠயఢሀ̂Ď
࣒ᘀ̂۞ౙྮྻᏮګ̰ਝშĎ
࿆થຽ̼ĎᗝᏉྤĎ༼טঐĎ̰γӮȈ̶߿Ą218

由於集權專制頑固堅持抑商不動搖﹐包括漢武帝著名的〈賤商令〉

215

錢穆﹕《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第 70 頁。
“在千年之後﹐隨著威尼斯在亞得里亞海域和東地中海的貿易中的地盤增長得更大﹐
該城的人口迅速增長成為歐洲最大人口之一﹕1200 年的八萬人或者更多﹐1300 年的 12
萬人左右。”（查爾斯‧蒂利：《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第 162 頁）相比之下﹐中國
早在公元前二世紀﹐咸陽成為世界上第一個上百萬人口的大城市。到六世紀﹐南京人口
超過百萬。到 18 世紀﹐洛陽﹑西安﹑開封﹑杭州和北京﹐人口都超過百萬。到此時﹐世
界上沒有第二個國家出現過上百萬人口的城市。直到 1810 年左右﹐倫敦才成為中國以外
的第一個百萬人口的城市﹐比南京晚了 1500 年（胡煥庸﹑張善餘﹕《中國人口地理》上
冊﹐第 262 頁）。“清代﹐江南某些地區市鎮人口已佔總人口的 35％左右。”（劉德增
等：《亞細亞文明》第 95 頁）
217
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第 7 頁。
218
吉爾斯﹑弗蘭克﹕〈世界體系週期﹑危機和霸權轉移﹐公元前 1700 年至公元 1700
年〉﹐弗蘭克﹑吉爾斯﹕《世界體系》第 212~213 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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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告緡”運動﹐中國市場經濟迅猛發展。注意﹐不僅GDP﹐而且以貨
幣供應量迅猛增加為標識的商品交換﹐迅猛發展。市面上流通的貨幣總
是不夠用﹐歷朝政府飽受“錢荒”困擾﹐包括傾覆王莽新朝的金融改
革。盛唐以後﹐經濟發展﹐人口增長﹐商品交換的廣度﹑深度持續﹑高
速發展﹐當局“錢荒”越發苦不堪言﹐到處找礦﹑開礦﹐多次毀佛鑄錢﹐
天下禁銅﹑搜銅。219 北宋鑄錢的數量﹐“幾十倍於盛唐﹐”220 仍不敷
用﹐連續增發減重﹑摻雜﹑虛價大錢﹐邊遠地區只好流行沉重的鐵錢。
總算盼來印刷技術的重大突破﹐“紙幣成為鐵錢的衍生物。”221 縱觀
一路歷史﹐政府持續重農抑商﹐商品交換持續突飛猛進﹐銅錢鑄造持續
趕不上突飛猛進的貨幣需求。
࣫ഈĞ645~907ğďԇഈĞ960~1127ğౌߏ݈ͽܕᎸ۞ٻགྷᑻ
វ̝˘Ďഈዎ࿃ఱ။̙֖۞યᗟॡĎᐛᐛ൴೭μࠎͽޥЯᑕĎ̚
ಶΒ߁˞ͽ࿖ďͯࠎՄኳᝤౄർ။ĎՀͷࢵฟАګĎଯ͵˯ѝ۞
৽။ĄČČņ̚͵ࡔŇ઼̚۞གྷᑻј͉ܜԣĎથຽ̼͉ԣĎͼ߆ڼវ
ܛטᛳֻᑕٙਕᑕ;ĄČČЍߏ 11 ͵ࡔĎ͞ءՏѐᝤౄ۞။Ďಶ
ј ˞ܜ11 ࢺĎΩγᔘѣࠎᇴ̙͌۞ռᝤ။Ďҭ̪̙ૉϡĄČČ߆
عฟؕ൴ҖՀк৽͞ء။ĎఢؠιࣇΞϡͽೱפЇң̂؟થݡĎҭٽ
થΪਕֹϡֱ৽ดĎ̙ΩҖОᄦĄ1024 ѐĎ઼̚߆̏عฟؕОᄦ

219

譬如 841 年﹐中書門下〈毀佛像奏〉﹕“天下廢寺銅像﹑鐘磬﹐委鹽鐵使鑄錢﹐……
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銀銅鐵之像﹐敕出後限一月內納官﹐如違﹐委鹽鐵使依禁銅法處分。
其土木石像合留寺內依舊。”（《舊唐書‧武宗紀》第 18 卷上）“會昌五年（845）﹐
4600 座官寺﹑四萬座私寺被毀壞﹐……大量寺屬財產收歸國有後﹐補貼了國家的財政。”
（陳舜臣﹕《中國歷史風雲錄》第 244 頁）譬如 955 年﹐“廢天下佛寺 3336。是時﹐中
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柴榮皇帝振振有詞﹕“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妄﹐
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有所惜哉？由是群
臣皆不敢言。”（《新五代史‧周世宗本紀》第 12 卷）
220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冊﹐第 281 頁。“在宋代﹐每年通常鑄印 20~30 億枚硬幣﹐
有一次還創下 50 億枚的記錄。”（黃仁宇﹕《黃河青山》第 404 頁）
221
筆者黑體加重﹔李錦章﹕《貨幣的力量》第 10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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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Җ۞৽ดĞҘ͞ࢋГᇴѺѐ̖ѣТᇹ۞ڌҘğĄ222

有美國人推算﹐1077 年﹐不算“短距離的城鄉交換”﹐進入長途
販運的納稅貿易﹐已佔全國農業總值的 20~30％。223 許倬雲肯定﹐“宋
以後的農業屬於交換經濟而不是自足性經濟。”224 商品交換促進市場
競爭﹐市場競爭促進社會分工﹐專業化生產促進技術進步。
ͽү፼फ़۞᐀ᜠϠயܛᛳ̍ຽ۞൴णপҾពĎ઼̚д
11 ͵ࡔϠய۞ᜠď᐀ܛᛳᄦݡĎΞਕͧለ߷ۡ ז18 ͵ࡔ̚ཧϠய۞
ᔘкĎϡซҖႦͧ˵ືפለ߷ѝ˛࣎͵ࡔĄ
дྺຽďᄦౄຽྻᏮ͞ࢬĎдͽ݈۞ૄᖂ˯Ď֝ిࡁᄦ̂ณາ
ё̍፟ጡēϡٺਆ௲Ēϡٺ೩ͪĞ٩ͪ፟ğĒϡٺৱᖐញჯ
۞ॶͨďৱ৲ᖐοĒͽ̈́ϡٺඔሹďࢬďྻګܝԼซͪౙྻྶ
ّ͔̍ਕඈඈĄͪᛗ̈́ቃ᎐ᖏࢴԆјߙֱᄦౄΑਕ۞ͪ˧᎐Ӫ˵
ᇃֹھϡĄٙѣ˘̷ޝည 18 ͵ࡔ۞ለ߷ēથຽ̼ďݱξ̼ďᕖ̂۞
ξಞĞΒ߁ঔγξಞğďᆧ۞ܜᅮՐĄЯѩĎ൴ځາ፟ጡԼซ͘
߱Ďಶј˞೩Ϡய˧۞ߊᙯᔣ˫ו፬۞ନ߉Ą
ֱซणѣΞਕጱ઼̚൴Ϡ˘ಞৌϒ۞̍ຽࢭιᑕѣ۞˘
̷எᅈᇆᜩĔԧࣇԡ̙ҝࢋຐຐĎтڍԇഈхдГൾٕ — ֱܜ
۰јРѭѐᅅॡಶѪΝ — ֤ᆃ઼̚Ξਕ˘ۡдมᕝгᅳጱ͵ࠧĎ
҃ܕለ߷۞Ꮈ˵̙ົߏ̏གྷ൴Ϡ࿅۞֤ᇹĄ225

在當時西方人眼裡﹐“一切通過勤勞而能夠作出的發明﹐一切出
於需要而引起人民注意的改良﹐一切為了個人利益而開發的財源﹐都
在中國得到利用並使之有利可圖。”226 特別值得一提﹐宋代成熟的三
222

彭慕蘭﹑史蒂夫‧托皮克﹕《貿易打造的世界》第 37~38 頁。
珀金斯﹕《中國農業的發展》第 154 頁。
224
許倬雲﹕《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第 39 頁。
225
羅茲‧墨菲﹕《亞洲史》第 199﹑210 頁。
226
馬弗利克﹕《中國﹕歐洲的模範》﹐轉引自談敏﹕《法國重農學派學說的中國淵源》
第 298 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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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發明﹕火藥﹑印刷術和航海用的指南針﹐把歐洲封建社會連根拔起﹗
不僅如此﹐“中國的工業比歐洲要早得多﹔在紡織業上﹐中國在 12 世
紀時已經用水力驅動的機械紡麻纖維﹐比英國工業革命知道水力紡紗
機和走錠精紡機早五百年﹔而在冶鐵方面﹐我們被告知﹐中國早就懂
得使用煤塊和焦炭作為燃料﹐在風爐裡熔解鐵塊﹐到 11 世紀末中國已
年產 12.5 萬噸生鐵”。227 “這一生產數字要比七百年後英國工業革命
早期的鐵產量還多﹗”228
ԇߏ઼̚གྷᑻ۞БॡഇĎ༊ॡ઼̚۞ԫఙͪπᅈᅈ༊ॡለ
߷۞ͪπĄČČ ז14 ͵ࡔ઼̚ಶдᇃֹھϡͪ˧ٕহ˧ৱ৲፟Ď
ι۞ԫఙͧለ߷д 18 ͵ࡔͽֹ݈ϡ۞Їң፟ጡౌࢋАซĄ229
ԧࣇ่̙זఱۏგநࣶď۵ڌďԸྤ۰ֱЩෟĎᔘזЪྤ۵
Њ̳ΦņᓑੑЪᏱŇĄČČ઼ۤ̚ົଂ࣫ഈෳ۞ďྺՅ۞ྤ݈ώ
ཌྷ۞ۤົĎ൴णјࠎԇഈයࡻ۞ďݱξ۞ྤώཌྷ۞ۤົĄ230
227

戴維‧蘭德斯﹕《國富國窮》第 72 頁。直到英國工業革命﹐“在紡織業中﹐中國人
很久以來使用的機器與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紡紗機和凱的飛梭的差異都只在於一個重要部
件。因而﹐幾乎無法說在那些發明實際應用之前﹐西歐在這一部門有任何明顯的技術優
勢。……至少在 19 世紀和 20 世紀初﹐中國的棉布服裝似乎遠比英國生產的同類服裝更
為耐用。”（彭慕蘭﹕《大分流》第 49﹑129 頁）
228
筆者黑體加重﹔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第 6 頁。在當時“可能是歐洲的兩
倍﹐……鐵在工業革命中佔金屬產品的一半。……一直到 18 世紀﹐中國的製陶業在世界
上都享有壟斷地位。”（艾茲赫德﹕《世界歷史中的中國》第 169﹑174﹑100 頁）
229
加里‧G. 漢密爾頓﹑張維安﹕〈帝國晚期經濟結構中商業的重要性〉﹐阿里吉等﹕
《東亞的復興》第 228~229 頁。“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幾乎沒有跡象顯示工業革命前夕﹐
歐洲的技術複雜度與印度次大陸或東亞有任何顯著的差異。”（葛瑞里‧克拉克﹕《告
別施捨》第 170 頁）
230
“宋朝末年﹐中國船運是以合作股份公司‘聯財合辦’為基礎的﹐遠航至馬拉巴爾海
岸。”（艾茲赫德﹕《世界歷史中的中國》第 129~131﹑223 頁）“19 世紀初山西省的
大木廠﹐每家僱用的工人都在 3~5 千人之間。這使它們成為前工業世界中最大企業中的
一些﹐並無疑暗示出它們能夠籌集到足夠的錢從事任何前工業活動或早期工業活動。到
19 世紀﹐在漢口這個中轉大港﹐有很多企業是按照股份制原則組織的﹐投資者來自全國
各種各樣的不同地區﹔四川富榮大型鹽場中製鹽和售鹽的企業也是如此。”（彭慕蘭﹕
《大分流》第 157 頁）
66

宋朝以後﹐中國重農抑商的傳統並未根本改變。市場經濟的深度
和廣度﹐持續高速發展。紙幣敷衍“錢荒”近五百年﹐國際白銀持續
大量湧進﹐明清兩朝“資本主義萌芽”物阜民豐。直到淪為殖民地﹑
半殖民地﹐除了秦暉們新近指控的“偽商品經濟”﹐中國是否屬於“市
場經濟國家”﹐西方列強從未提出疑惑（她們自己的兵工廠﹑造船廠
大多國營）。譬如“吳承明保守地估計 18 世紀有三千萬石糧食進入長
距離流通﹐或者說是足以供養 1400 萬人。這個數字是對 1800 年前歐
洲糧食長距離貿易的頂峰的一個寬鬆估算的五倍多﹐超過波羅的海地
區在其全盛期一個正常年景糧食貿易糧的 20 倍。”231 譬如 1912 年調
查﹐“大小銅元鑄行之數已達 290 餘萬萬”。另有佔貨幣量四分之一
的鈔票﹐大量流通的銀元﹑金銀和外國貨幣。 232 譬如美國學者卜凱
1921~1925 年調查﹐“平均每個農民收入的 58％屬於現金收入。……
在中國中部和南方﹐估計那裡的全部收入的 66％是現金收入”。233
Ч࠷۞ಱᛝপயͽ఼̈́࿅߹ګᄃ̂ྻྻګਖ਼થ۞ݡਕ˧Ďֹޓ
઼ᓁߏܲᓄၷپĄČČ઼̚ဩ̰णฟ۞߿ٽજఢሀтѩ̂Ďፋ
࣎ለ߷ౌ୕ဧం̈́Ą
231

“在人口最擁擠的所有社會之一 — 中國 — 進入長距離銷售的農產品比例看來可能
比歐洲高很多。……此外﹐吳的數字只包括中國眾多糧食流通路線中最大的那些﹐甚至
對那些路線也使用了謹慎的估計。例如﹐他省略了山東省﹐該省 1800 年的人口約為 2300
萬 — 略高於法國的人口 — 既沒有特別的商業化﹐也不是特別的落後。18 世紀該省年
平均輸入的糧食足以養活 70~100 萬人口 — 高於波羅的海貿易養活的人口 — 輸出了
大約同樣的數量。”Masumdar廣東調查“18 世紀的甘蔗種植中心”15 個縣﹐“其中三
個縣據說有 40％的土地用於植蔗﹐還有一個縣為 60％。”Robert Marks研究 1753 年前後
廣東和廣西的農田種植﹐“馬克斯認為﹐廣東耕地的一半 — 2150 萬畝 — 用於非糧食
作物應該是一個合適的推測”（彭慕蘭﹕《大分流》第 30﹑112 頁）。
232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下冊﹐第 547~554 頁。
233
“在 20 世紀 20 年代早期和 30 年代特定地區的另外的調查所提供的數字是在 38~58％
之間。從這些數字不可能獲得 20﹑30 和 50 年代出售農產品的精密估計﹐但是平均數字
在很多地區大概處於 30~40％之間﹐至於像長江沿岸一帶﹐則超過 50％。”（珀金斯﹕
《中國農業的發展》第 149~150 頁）
67

ѣᙊ̝̀̏གྷĎ͵ࠧЇңг͞۞થຽᓄၷౌ̙ͧ˯઼̚Ą
ϒтԧࣇ၆ֲ߷ણᄃ͵ࠧགྷᑻ۞ଐ۞ڶ҂၅ܑٙ۞ځĎ不僅所謂亞
細亞生產方式和東方專制主義﹐而且那些所謂的亞洲非理性和反對追逐
利潤的特徵以及前（非﹑反）商業和產業資本主義的種種說法﹐都是不
著邊際的無的放矢。።Ϋ˯Ďֲ߷۞གྷᑻܛᏉ൴ण̈́࠹ᙯ่̙ޘט྿
˞זለ߷ᇾĎ҃ͷд 1400 ѐॡ࿅˞ለ߷Ďд 1750 ѐॡֶ࿅ለ
߷ĎࠤҌ ז1800 ѐᔘٺለ߷Ą234

可以肯定﹐“西歐的土地﹑勞動力和產品市場與中國大部分地區的
市場相比﹐甚至遲至 1789 年﹐從總體上看可能距完全競爭更遙遠”。235
只要不僵化囿於歐洲中心史觀的“階段論”﹐中國古代不但不封建﹐
而且早早完成了歐洲苦苦追求的統一大業﹔不但不是自給自足的自然
經濟﹐而且車同軌﹑錢同制﹑統一度量衡的市場經濟無與倫比﹗— 補
充一句土地買賣幾千年﹐什麼都甭多說了。英國“在整個圈地運動中
沒有使用貨幣”。236 “甚至在 19 世紀﹐英格蘭全部土地中仍有約 50％
由聚居的家族佔有﹐這使土地幾乎不可能被出售。”237 實在有過於充
分的理由斷言﹕中國沒有產生資本主義﹐近代落後挨打﹐絕非由於市
場經濟不發達。

234

筆者黑體加重﹔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第 34~35﹑430 頁。“直到 18 世紀﹐中
國的識字水平都比歐洲高”（艾茲赫德﹕《世界歷史中的中國》第 14 頁）。“正是農業
財富支持了傳統季風亞洲歷代帝國和燦爛文化﹐也是農業財富曾經維持了亞洲人總體上
比其他任何地方更高的物質生活水平。馬可‧波羅時代以來的歐洲觀察家就指出過﹐直
到不久前﹐即 18 世紀某個時候之前﹐亞洲要比歐洲富裕。”（羅茲‧墨菲﹕《亞洲史》
第 19 頁）
235
“— 即更不可能是由有機會在眾多貿易對手中進行自由選擇的複數的買主和賣主組
成 — 因而也更少滿足亞當˙斯密設想的發展過程。”（彭慕蘭﹕《大分流》第 14 頁）
236
傅築夫﹕《中國經濟史論叢》續集﹐第 179 頁。
237
“中國各地絕大多數的土地或多或少都可以自由轉讓。……清代皇室自身擁有約 70
萬英畝的地產。但即使在紙面上﹐這類土地的總數也從來沒有達到過 350 萬英畝以上﹐
即全國可耕地的 3％。”（彭慕蘭﹕《大分流》第 68﹑66 頁）
68

更有哲學意義的進一步大膽假設﹕市場經濟再發達﹐並非必然演
進資本主義。中國的市場經濟獨步世界歷史兩千多年﹐微觀市場競爭﹐
宏觀總量調控﹐統一法律﹑統一度量衡﹑統一貨幣﹑統一市場的商品
交換﹐四通八達的水路交通﹐到鴉片戰爭打開國門﹐歐洲各國望塵莫
及。經濟規律絕對沒錯﹕市場經濟商品生產﹐專業化分工＋市場競爭
＝優勝劣汰技術進步。恩格斯說﹕“航海業是確定的是資產階級的行
業﹐它把自己的反封建性質也烙印到了現代的一切艦隊上。”238 不是
欣羨人家藍色航海文明嗎﹖無可匹敵的高科技＋無可匹敵的綜合國力
＝鄭和下西洋（七趟﹗）船堅砲利≠資本主義。
઼̚дˬѐॡมޙౄٕ྅࣒˞ࡗ 1681 Ꮉ௺Ą၆̚͵ࡔ۞ለ߷҃
֏Ďᇹᘀ̂۞௺ฤߏ̙Ξຐည۞Ą239 ČČ˘ਠ۞௺ᆵ 150 ӏĎ ܜ370
ӏĎҭߏ̂۞௺ᆵ 180 ӏĎ ܜ444 ӏĄιࣇᄃ࣯ࣖο۞̈ၮᚻ — ᆵ
25 ӏď ܜ120 ӏ۞ņཐႳᚊֲཱིŇ࠹ͧĎߏЩ၁۞ঙજझ໒Ď҃
ņཐႳᚊֲཱིŇ࣯ͧࣖο۞ΩγᎹ௺ņπཱིŇņκऌཱིŇࢋ̂
˘ࢺĄ 240 ČČ̂۞ᚗ௺ࢦ྿ 7800 ጟĎͧ 19 ͵ࡔ݈ࡻ઼ঔ۞Їң
ᚻᔘ̂˯ࢺĄ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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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論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國家的產生〉﹐《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
第 450 頁。
239
戴維‧蘭德斯﹕《國富國窮》第 119 頁。“15 世紀初的極盛時期﹐明朝的強大水師
擁有 3500 艘各型船艦”（Levathes﹕《當中國稱霸海上》第 204 頁）。
240
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第 31 頁。
241
彭慕蘭﹑史蒂夫‧托皮克﹕《貿易打造的世界》第 84 頁。“在這位鄭和第一次航海
的 90 多年後﹐瓦斯科‧達‧伽馬發現了經好望角到達印度的航道﹐此時他的旗艦只不過
120 噸位。”算下來﹐為鄭和“寶船”的 65 分之一。“直到近四百年後拿破侖建造他的
旗艦“東方”號（L’Oriente）﹐西方才有足以和明朝稱霸海上時的寶船差不多大的木造
船隻。”（孟西士﹕《1421﹕中國發現世界》第 465 頁）“關於船隻大小﹐認為《明史》
的記述有所誇張的想法雖然有力﹐但 1957 年在南京郊外的寶船廠遺址出土了鉅大的舵﹐
證明了這一數字沒有經過粉飾。”（陳舜臣﹕《中國歷史風雲錄》第 334 頁）當然﹐關
於寶船大小﹐歷來有更保守的估計（王天有等﹕《鄭和遠航與世界文明》）。儘管如此﹐
宋明造船業全球首屈一指﹐是人人認可的不爭事實。
69

中國人一直被稱為非航海民族﹐這真是太不公平了。ࣇ۞౹ّ
ώܑ֗னдਝঔ͞ࢬϒтд˘ࢬ͞ᇹĎ̚͵ࡔ͛ᘹೇᎸॡഇҘ͞
થˠ̀ି็൴ன۞઼̰̚۞௺ګᇴϫೀͼ΄ˠᙱͽཉܫĒ઼̚۞
ঔд 1100~1450 ѐ̝มႷߏ͵ࠧ˯ૻ̂۞Ą242
న઼̚՟ѣٸୢٽᄃଣᐍĎనཬͰˠז྿О߶ޘĎݒ൴ன
˞ڼঔ߶۞઼̚௺Ď֤ົߏިᇹĔٕ۰Ďన઼̚՟ѣдז྿ంॹ
ͧҹঔदޢઃͤଣᐍĎ҃ߏᖒ࿅֎̝߷ܧซˢ̂Ҙ߶Ďଂ҃χฟ˞ᄃҘ
ܧለ߷۞ঔ˯఼Ď֤˫ົߏިᇹĔ።Ϋጯछགྷᑻጯछ၆ֱᄃְ
၁࠹ν۞ຐညܧ૱ਜ਼Ďࣆ̙ߏЯࠎѣኡਕۢඍ९Ď҃ߏЯࠎֱ
યᗟਕ൴ˠஎޥĄ243

為此﹐馬克思的黑體字﹐當真值得發人深思﹕“我明確地把這一
切運動的‘歷史必然性’限於西歐各國ĄŇ244
дĮྤώኢį྆۞рೀ࣎г͞Ďԧౌ೩זΟᘲπϔٙዎ۞ז
ྻĄֱˠώֽౌߏҋ̎ਆҋ̎̈˿г۞ҋϤྺϔĄдᘲ።Ϋ൴
ण۞࿅̚Ďࣇజࣤဳ˞ĄֹࣇТࣇ۞Ϡயྤफ़Ϡ߿ྤफ̶़ᗓ
۞ྻજĎ่̙ᛃӣ̂гயԛј۞࿅Ď҃ͷᔘᛃӣ۞̂ఱ။ྤώԛ
ј۞࿅ĄߏٺĎѣ֤ᆃ˘͇ಶ˘͞ࢬன˞ੵ˞ҋ̎۞౻જ˧γ˘̷
ౌజࣤဳ۞ҋϤˠĎΩ˘͞ࢬࠎ˞Ӏϡ౻જĎ˫ன˞ҫѣٙѣ౹
ౄ۞Бొੑಱ۞ˠĄඕިڍᆃᇹĔᘲ۞ய۰֭՟ѣតјဌไ̍
ˠĎݒјࠎְְٙ۞遊民Ďࣇͧ࿅Ν઼࡚ొݑЧэ۞ņpoor
whitesŇĞņϨళϔŇğՀצˠᅅෛĎࣇТॡ൴णֽ۞Ϡய͞

242

筆者黑體加重﹔李約瑟：〈科學與中國對世界的影響〉﹐《李約瑟文集》第 258 頁。
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四卷第三分冊第 29 章〈航海技術〉﹐用分門別類的詳盡
史料證明﹐“那種輕率地認為中國人從來就不是一個航海民族的想法是錯誤的。”（筆
者黑體加重﹔第 421 頁）
243
戴維‧蘭德斯﹕《國富國窮》第 121~122 頁。
244
原文黑體﹔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
第 4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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ё̙ߏྤώཌྷ۞Ď҃ߏζᔴҫѣ۞טĄ245

在歷史研究領域﹐“世界體系”們反復強調﹐資本積累和僱傭勞
動古已有之﹐屬於資本主義產生的必要條件﹐不是充要條件。246 布羅
代爾抱憾人們不注意﹐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是兩件事。247 前者靠霸權
搶掠﹑壟斷橫行崛起﹐名符其實《反市場的資本主義》。248 帝國主義
競爭優勢確立無疑﹐自由貿易才成為他人務必遵循的國際慣例。249 彭
慕蘭認真考慮﹕
ពĎᏵҌ 18 ͵ࡔ̚ཧĎҘለ۞Ϡய˧ٕགྷᑻ֭՟ѣ˘˟۞
ड़தĄČČᄲזņҋϤ౻જŇξಞдፋ࣎གྷᑻ̚۞ࢦࢋّĎለ߷֭
઼̙ͧ̚͟ώࡎĒְ၁˯ĎιΞਕҌ͌ར઼̚ٺޢĄČČٙͽĎҌ
͌זனдࠎͤĎ࠻ֽдˬ࣎ۤົ̚Ďѣԧࣇ࿆ᄮࠎߏņྤώ
ཌྷŇّኳ۞າݭЋຽኚϠٙᅮ۞Тᇹ۞୧ІĄЯ҃Ď˞ז҂ᇋԧࣇࠎ̦
ᆃົтѩᐛᓄгᙷזЋຽ — Հᇃཌྷ۞ņྤώཌྷŇ— ่дለ
߷ன۞ॡ࣏˞Ą250

從古代到近代﹐中國的市場經濟繁榮娼盛。叫不叫“資本主義萌

245

原文黑體加重﹔馬克思﹕〈給《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9 卷﹐第 131 頁。
246
巴里‧K. 吉爾斯﹑安德烈‧岡德‧弗蘭克﹕〈世界體系週期﹑危機和霸權轉移﹐公
元前 1700 年至公元 1700 年〉﹐弗蘭克﹑吉爾斯﹕《世界體系》第 167~235 頁。
247
“我所抱憾的是﹐在資本主義世界如同在社會主義世界一樣﹐人們拒不區分資本主義
和市場經濟。”（布羅代爾﹕《資本主義的動力》第 68 頁）
248
推薦參閱許寶強﹑渠敬東編篡的《反市場的資本主義》。
249
李斯特早就說過：“任何國家﹐如果靠了保護關稅與海運限制政策﹐在工業與海運事
業上達到了這樣的高度發展﹐因此在自由競爭下已經再沒有別的國家能同它相抗﹐當這
個時候﹐代它設想﹐最聰明的辦法莫過於把它爬上高枝時所用的梯子扔掉﹐然後向別的
國家苦口宣傳自由貿易的好處﹐用著那種過來人後悔莫及的語氣告訴他們﹐它過去走了
許多彎路﹐犯了許多錯誤﹐到現在才終於發現了自由貿易這個真理。……亞當‧斯密的
世界主義學說的秘密就在這裡。”（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第 307 頁）
250
彭慕蘭﹕《大分流》第 193﹑1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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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原始積累＋僱傭勞動﹐市場經濟發達再發
達﹐科學技術進步再進步﹐或遲或早﹐總會發明蒸氣機﹐永遠發展不
出遠渡重洋﹐逼迫大鼻子打開國門吸鴉片的資本主義。251 錢穆多次斷
言﹕“中國始終不能有資本主義之產生﹐則為中西雙方文化之大相異
處。”252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不說文化差異﹐不研究西歐諸國特定
的歷史條件﹐世界範圍的“文明衝突”﹐抽象幾條市場經濟的基本原
理﹐中西比較﹐比什麼﹐怎麼比﹐咱都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歷史明
擺在那裡﹕“就中國而言﹐晚古時期不是黑暗的時代﹐而是復興的時
代。”253 “在近代以前時期的所有文明中﹐沒有一個國家的文明比中
國文明更發達﹐更先進。”254 多少世紀時間﹐中國高居“山登絕頂我
為峰”的最高境界﹐五百年紙錢都玩剩下了﹐搞不出資本主義。
Չࣧďೆᇍᜋď႔ႬďૺჯщౌᄮࠎĎдፋ࣎ 18 ͵ࡔĎֲڌ
۞གྷᑻ൴णд̂кᇴᅳાҌ͌ਕૉለ߷֭ዼᆅᜭĄࣇٙ೩ֻ۞າ
۞ኢፂኢᕇౌ͚˘ඕኢĄ၁ᅫ˯Ďͳ઼⎒ďщᇇধĆG.τᜋҹͽ
̈́ೆᇍᜋѝಶᄮࠎĎд 18 ͵ࡔഇĎ઼̚۞઼̰ξಞኢଂఢሀᔘߏ
ౌ˯ޘᅈᅈ࿅Їң˘࣎Ҙ઼͞छĎᐹ๕่̙ᄃˠ˾кѣᙯĎ
Тॡᔘᄃι۞થຽ̼ͪπďྺຽϠயதďᄦౄຽͪπ̈́ˠӮќˢͪπ࠹
ᙯĄ༊ॡ઼̚дೀ࣎͞ࢬᄃለ߷ಱྈ઼छ۞ͪπૄώπĎࠤҌᔘ
ࢋՀ˘ֱĄ៍ᕇ۞ጯ۰ᔳӣ۞˘࣎ଯኢߏĎ19 世紀歐洲與
東亞經濟和政治結局的“鉅大分野”並不能歸因於歐洲體制在技術和

251

“拿鴉片換茶葉的貿易﹐在世界貿易史上或許不是較光彩的一頁﹐卻是頗為人知的一
頁。”（彭慕蘭﹑史蒂夫‧托皮克﹕《貿易打造的世界》第 249 頁）
252
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第 203 頁。
253
艾茲赫德﹕《世界歷史中的中國》第 91 頁。
254
“中國的城市要比中世紀歐洲的城市大得多﹐商路也四通八達。紙幣較早的加速了商
業的流通和市場的發展。”（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第 5~6 頁）弗蘭克說﹕“事
實上 17 世紀後期和 18 世紀初期的傳統中國在康熙帝統治下無論在政治上還是文化上都
達到了最高的全盛期﹐中國所有社會狀態從各方面都大大優於歐洲。”（宋榮培﹕《中
國社會思想史》第 247 頁）
72

結構方面要比東亞更為領先。255

中醫講究陰陽五行﹐沒事找事治療“未病”﹐胡說八道心主思想﹐
偏偏歪打正著﹐典型的結構功能主義思想方法。256 生薑祛寒﹐辣椒上
火﹐火在那裡﹐能點著香煙嗎﹖現代科學講不清道理﹐卻是長期﹑廣
泛﹑真實﹑須臾不離的客觀存在。金創不餮海鮮 —“發”﹐拉稀少喫
黃瓜 —“涼”。無論如何現代化﹐高樓大廈高聳入雲﹐中醫活在中國
老百姓一日三餐的每一盤菜裡。從 1840 年算起﹐西學東漸近兩個世紀
了﹐作為社會科學工作者﹐豈能心安理得﹐永遠熟視無睹﹖體也罷﹐
用也罷﹐中西醫結合﹐隔行不隔理。總結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律﹐王亞
南文章小標題﹕“我們應以中國人的資格來研究政治經濟學。”257

255

筆者黑體加重﹔喬萬尼‧阿里吉﹑許寶強﹑孫誥烽﹑馬克‧塞爾登﹕〈資本主義的歷
史﹕東方和西方〉﹐阿里吉等﹕《東亞的復興》第 334 頁。
256
金﹑木﹑水﹑火﹑土對應肺﹑肝﹑腎﹑心﹑脾﹐既說臟器﹐更講“臟象”﹐相生相剋﹐
相剋相生﹐玄而又玄﹐連著《易經》（參見黃建平﹕《祖國醫學方法論》）。
257
原文黑體﹔王亞南：〈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王亞南經濟思想史論文集》第 1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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