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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有害的冗餘度

第二章

有害的冗餘度

在對中國經濟社會的長期發展方式進行探討之前，認

真地反省一下在我們很多人心目中若明若暗地存在和信奉

著的、幾乎是唯一的一種發展方式 — 發達國家曾經走過

的道路（我們稱其為經典的發展方式），想必是會有些益

處的。

◎   引人深思

迄今為止，凡是實現高度現代化的國家，無論是東方

還是西方，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儘管

其社會制度、資源條件、歷史起點和文化淵源、以及具體

的消費方式上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差別，但在耗用大量不可

更新資源和不斷加速物質經濟增長的方面卻極為類似。就

是這樣一種發展方式，也幾乎被所有現在仍處於發展中國

家的政府和人民奉為經典和圭臬，似乎捨此別無他路。他

們希望沿著這條看來似乎是獨一無二的道路，實現對發達

國家的趕超。

但是，隨著這種發展方式所帶來的未曾意料到的後果

的日益顯現，以及大量事實和日益緊迫的問題，已經開始

有更多的人對這種發展方式提出了越來越多的疑問，對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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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經典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下面，我們通過大量引證西方

學者對發達國家所做的分析來說明這一點。

營養過剩  在美國食品系統所耗費的全部能量中，只

有不到 20% 的能量用在糧食的種植上。在食品加工、包

裝、分發和配製的各個環節上卻耗費了 80% 的能量。
傑里米．里夫金在《熵：一種新的世界觀》一書中生

動形象地刻劃了英式鬆餅從生產到消費的全過程：經過 17

道大工序，做的所有這些工作不過是為了取得每道鬆餅產

生 130 卡熱量。整個過程不僅花掉了成千上萬卡能量，而

且醫學也證明，因含有化學添加劑和缺乏纖維素而有可能

對人體造成嚴重的危害。同時，在製造過程中逐漸加進的

能量和各生產環節上浪費掉的能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每年，在美國的食品裡要補充五億美元之多的化學合

成物 — 2500 種添加劑。1979 年，每個美國人平均消費掉

了七磅添加劑，幾乎是 1970 年的兩倍。當前食物供應系

統一年要耗費四百萬磅染料，為 1940 年的整整 16 倍。今

天，美國人吃下的合成食物、人工食物比不摻它物的食物

還要多。而為了掙錢支付特製食物的價格上漲而花費掉的

工作時間 — 人類能量，比起廚房裡節約的時間還要多。

在現代社會中，絕大多數工作基本都是坐著幹的，由

於有暖氣設備，人體的熱量很少使身體保持溫暖。然而對

大多數人來說，儘管想少攝入熱量，但仍對高熱食物那麼

興味盎然，因而維持熱量的平衡是困難的。很明顯，造成

這個問題的是下述三種類型的食物：第一，大量高度加工

的、含高脂肪和（或）糖的食品；第二，酒精；第三，一

些基本的食物，如肉和乳酪。①

①   B.  J. 內貝爾：《環境科學：世界存在與發展的途徑》第

110~1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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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和糖除含熱量高外，不含養分，其所有的養分

與所含的熱量不成比例。例如，油炸土豆片的熱量明顯高

於普通土豆，但養分卻較低。對於高度加工的食品中比較

缺乏養分的食品，已經有了一些專有名詞，稱為無效熱量

和假食品。顯然，大量食用這種食品，一方面熱量過剩，

而另一方面養分卻又不足。然而統計資料表明，普通美國

人的飲食中，這種高度加工食品的百分比正在增加。另

外，肉類和乳酪含豐富的蛋白質和其他養分，但肉（甚至

瘦肉）和乳酪也含有大量的脂肪。因此，大量食用肉和

（或）乳酪亦可引起熱量的失調。②

在美國，人們普遍擔心發胖和其他營養失調，或營養

不適當對健康的不良影響。從美國參議院特別委員會準備

的《美國每日規定食品》的報告中可看出對這一問題的關

注。該報告指出，當前美國供應食品中，脂肪、糖和鹽的

含量都很高。並指出，這樣的含量與高血壓、心臟病、中

風、某些癌症和糖尿病有關。有人勸告人們多食用五穀、

各種蔬菜和各種水果，少食脂肪、糖和鹽。③

向食用更多的穀物和減少食肉量轉變的一個同樣有說

服力的理由是，肉類生產的生態學代價極為高昂。對美國

和其他富裕國家來說，大多數動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用栽

培作物（主要是玉米和大豆）來飼養。在美國，用於飼養

牛、豬、雞的穀物佔全美所有消費的穀物的 90% 以上。換

言之，美國所消費的肉類每年需花費二億噸以上的穀物，

相當於每人一噸。在將穀物轉變成肉類的過程中，大約有

90% 的有效食物被浪費掉了。所以，就維持人們的生存而

②    B. J .  內貝爾：《環境科學：世界存在與發展的途徑》第

110~111 頁。

③    B. J .  內貝爾：《環境科學：世界存在與發展的途徑》第

110~1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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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損失 90% 的有效食物是不必要的。把資源花在這種額

外的生產及其所引起的不良環境影響，同樣是不必要的。

個人決定減少肉類的消費，對於緩和環境的影響也同樣起

作用。這樣做也有利於個人的健康。總之，以第三營養級

為主的飲食方式是同極大的浪費相聯繫的一種奢侈。隨著

人口的不斷增長和資源日益不足，人們是否能長期繼續這

種奢侈，是值得懷疑的。④

汽車侵蝕  美國的一個消費者其收益的四分之一用在

汽車上，這些錢比他付在食物上的還要多。美國運輸業每

年要吞掉全部能量的 41%。汽車製造業消費掉美國約 20%
的鋼材；12% 的鋁、10% 的銅、51% 的鉛、95% 的鎳、

35% 的鋅和 60% 的橡膠。
按說，汽車可減少兩地間來往的時間，然而令人啼笑

皆非的是，多數人並不是利用高速公路來節省上下班和買

東西的時間，而是利用它們來保證住得更遠、路途所花時

間不變。人們並未因此而節約了時間費用。⑤

其次，汽車造成的死亡和毀壞遠比我們經歷的任何戰

爭都可怕。車禍每年使 5.5 萬人喪生，另外還有五百萬人

因此而殘廢。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估計，死於車輪下的人

數，比過去兩百年所有戰爭陣亡人數還多。

從經濟角度看，交通事故引起的生命財產損失要十倍

於其他暴力犯罪的總和。1975 年，包括車輛在內的社會損

失費用高達 370 億美元。汽車和公路的危險組合還給環境

造成了嚴重破壞。

道路的鉅大發展竟佔據了美國 53 個中心城市用地的

④    B. J .  內貝爾：《環境科學：世界存在與發展的途徑》第

110~111 頁。

⑤    B. J .  內貝爾：《環境科學：世界存在與發展的途徑》第

110~1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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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在洛杉磯商業區裡，大約有三分之二的土地被辟為

停車或行車專用地。城市規劃者們在研究城市交通耗費因

素時，已引進了一個新詞 —「汽車侵蝕」。

最後，還得考慮污染問題。當美國的 1.5 億輛汽車行

駛在公路上時，它們消耗的能量都以二氧化碳、氧化氮、

碳氫化合物形式排出。今天，美國多數城市裡的 60% 的空

氣污染現象是由汽車廢氣引起的。1971 年，由於空氣污染

造成的建築物和財產的損失估計達一百億美元。有關方面

承認，心臟病和癌症死亡人數俱增，也同汽車廢氣引起的

空氣污染有一定的聯繫。

今天，高能耗運輸系統應對社會破裂和能量基礎的枯

竭負有主要責任。如果社會不想遭受滅頂之災，國家生存能

力不受到威脅，那麼，人們就再也不能容忍其恣意破壞了。

城市膨脹  現代城市由於過分超越了地區能源環境

的生產能力，因此，一旦達到了國內和國際能源基礎的極

限，它們便會很容易地走向崩潰。這在食物需求方面表現

得尤為明顯，如一個典型的百萬人口城市日需四百萬磅糧

食。為此，它不得不完全依靠以礦物燃料為基礎的農業系

統。但是，我們已經看到，美國農業和運輸業的脊梁 —

礦物燃料，正在日益減少和昂貴，這威脅到了現代城市的

靠山 — 石油農業系統的生存。

在美國，建築（多在大城市裡）的營造和保養需要本

國總電力的 75%，僅照明用電一項就佔四分之一。沒有各

種形式的能源輸入，城市便會潰爛，人們便會失業，城市

生活便會變得難以忍受。

對城市的高能輸入將會引起重大的生態變化，大城

市的年均氣溫要比周圍地區高出 3~4℃，這是由各種熱污

染、以及公路和建築物引起太陽反射變化所致。城市裡的

空氣污染物要比農村多出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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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裡的高水平能源消費和由此產生的垃圾，嚴重地

影響了城市居民的健康。比起那些生活在較低能量環境中

的人們，城市居民也更容易表現出反社會行為。

醫療悖理  今天，衛生保健是美國的第三大行業，佔

國民生產總值將近 9%。投入醫學領域的 1500 億美元的很

大部分是用來添置更複雜、更精密的技術設備。現代化醫

院和診所裡的診療器械多得過剩，患者為這些器械支付的

費用正在猛漲。1950~1976 年，個人的保健費用從 76 美

元漲到 552 美元（如按 1950 年不變價格計算，則為 230 美

元，即實際增加了兩倍），⑥ 但在後文中將會看到，同期

內人的期望壽命卻沒有多少變化，費用上漲在很大程度上

是為了支付不斷增加的醫療機構的維持費用。

事實上，一個療程後的病症暫時緩和常常會給病人帶

來更長遠的病患。部分原因是：75~80% 的求醫者的症狀

或者不用治也可以自行痊癒，或是不治之症。然而，醫生

們仍在動手術、開藥方，這只會為病人製造比醫前更多的

麻煩。

每隔 24~36 小時，50~80% 的美國人便要服下一劑醫

生處方的藥，儘管他們能暫時地緩解一下眼前的難受或疾

病，但從長遠看，藥物對人體的副作用肯定不會小。抗生

素就是最明顯的例子。它殺死了所有細菌，同時也摧毀了

許多對維護人體具有至關緊要作用的體內有機物。陰道

炎、腸道消化感染、維生素缺乏及其他許多失調現象，都

是因為持續使用抗生素的緣故。大量使用這些藥物還導致

了新的細菌抗藥能力急劇增強。

抗生素還不過是問題的一端。據 1962 年美國參議員小

組委員會公佈的一份詳盡研究報告表明，美國在過去 24 年

⑥ 《世界經濟統計簡編（1982）》第 24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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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合法銷售的四千種藥品，幾乎有一半的藥品價值尚待科

學證明。某些研究人員指出，死於藥物引起的有害「繼發

失調症」的患者要比死於乳癌的人還多。這些作者認為，

目前藥物副作用已構成人們住院的「十大原因之一」，而

且應對每年五千萬個住院者負責。

有關壽命延長的數據，常被用來證明現代醫學的豐

功偉績。而現實是，現代醫學在消除那些主要的致命病

因上，根本未起任何作用。某些研究已表明，在過去的

150 年裡，有助於壽命延長的重要因素是衛生設備、衛生

狀況和營養條件得到改善。美國自 1900 年以來死亡率不斷

降低的主要原因在於 11 種主要傳染疾病已被消滅。除流

感、百日咳、小兒麻痹症外，其他所有傳染疾病幾乎都在

醫療手段干預之前就徹底降低了發病率。

美國人平均壽命延長一直持續到 1950 年。1950 年

後，便趨於穩定。今天，至少男人的估計壽命縮短了。有

意思的是這種壽命倒退恰好發生在醫學向高技術醫療護理

起飛的時期。在工業高度發達的環境裡，疾病的主要原因

來自非再生能源和礦物消耗所造成的環境污染。

礦物耗竭  1974 年，每個美國人平均用掉十噸礦產

品，其中包括 1340 磅金屬礦產品和 1.89 萬磅非金屬礦產

品。每個美國人一生平均大約用掉七百噸礦產品，其中金

屬近 50 噸。如果加上礦物燃料和木材，人均用量將翻一

番，增加到 1400 噸，這還不包括水和食物需求。

很明顯，世界不僅負擔不了另外一個美國，甚至連一

個美國都負擔不起。一般說來，每人每天平均從食物中攝

取 2000 千卡熱量。但是，在美國，每個人的日常消耗量

（汽車、電力、特別是食品等）竟達 20 萬千卡，為我們必

需熱量的一百倍。儘管美國只有 2.25 億人口，但在能量消

費方面，卻用掉了相當於 220 億人口所需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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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一百倍的冗餘度如果在礦物資源是無限的情況

下，並且不考慮其他任何副作用（如由營養過剩所致的疾

病、環境污染等等），可能有百利而無一弊。然而資源究

竟是不是無限的呢？這可是一個多次引起激烈爭論的問

題。爭論的雙方以「極限論者」和「豐富論者」為代表。

下面我們就來看看這場爭論。

◎   誰是誰非

極限論者指出，地球是一個有限的球體，對其不能連

續不斷地開採，否則資源會遲早用完。豐富論者雖然也承認

這個邏輯，但指出地球是一個非常大的球體，含有所有的礦

物，因此人們實際上不可能把資源用完。究竟誰是誰非呢？

對於這樣的問題，內貝爾在其所著的《環境科學：世界存在

與發展的途徑》一書中，作了詳細的分析。請看：

資源總量與實際可用性  應該知道，組成地球的元

素不是同樣豐富的。有關的分析表明，地殼的 9% 僅由八

種元素組成，其中氧佔 46.6%，硅 27.2%，鋁 8.3%，鐵

5.8%，鈣 3.6%，鉀 2.6%，鎂 2.1%。地殼的元素所佔的百

分率稱為平均地殼豐度。值得注意的是其中鐵和鋁這兩

種元素的平均地殼豐度在 1% 以上，而汞、金、銀等幾種

元素在百萬分之 0.1 以下。地殼非常大，如果元素能分離

出來的話，一個非常小的平均地殼豐度能代表非常大的

數量。例如，金的地殼豐度為百萬分之 0.0035，代表大約

470 億噸黃金，地球人均約十噸。從這種角度看問題，甚

至最稀少的數量有限的元素，至少在可預見的將來也能充

分供應。

但是，計算出來的豐度和實際可用性有極大的不同。

平均地殼豐度嚴格地說是一個平均數，認識到這一點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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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例如，佔鐵的總重量 70% 的赤鐵礦，其大量沉

積物是在蘇必利爾湖西端，而其他地方別的礦物含鐵量很

少，許多礦物完全不含鐵。其他元素也有類似的情況，尤

其是對於那些稀有元素，指出這點特別重要。在某些地區

有豐富的沉積物，但並非在整個地球普遍分佈。

從實際來說，隨著礦石品位的降低，開採和冶煉的

成本增加，當開採的成本超過產品的價格時，處於這種盈

虧轉折點之下的品位的礦石，在經濟上沒有利用價值。因

此，一般來說，經濟上可開採的任何一種元素的量，遠遠

少於按地殼平均豐度計算出來的總量。另一方面，由於產

品短缺，價格會隨之增高；而技術的發展會使開採和加工

的費用降低。這樣，使利用更低品位礦石或更深更遠的礦

床，在經濟上成為可行，以往虧損的現在則可盈利。例

如，在 1900 年，含銅 3% 的銅礦石在經濟上是可開發的最

低品位，現在最低品位可降到約 0.35%。顯然，開採低品

位礦石的能力可顯著地擴大這種資源的基礎。因此，豐富

論者根據這個事實，即儘管開發不斷增加，但由於經濟因

素和技術的進步，可用資源的供應是增加了而不是減少

了，對極限論者預言資源將用光的論點進行了反駁。

然而，有限論者根據下述理由，認為過去不斷增加

資源基礎的趨向在將來無法繼續下去。首先，或許最重要

的理由是隨著品位降低，礦石數量增加這個概念不過是個

浮泛的概念罷了。有許多例外，例如，當含銅量為 1% 的
礦石被採完時，我們應該轉向含銅大約為 0.3% 的礦石，

但這種礦石要比 1% 的礦石少四倍，而銅則少 15 倍，結

果，把 0.3% 的礦石列進開發項目，僅增加不到 10% 貯藏

量。進而，經濟上能開發含銅約 0.2% 的礦石，僅增加只不

過 1% 的儲藏量。
因而，可以利用的低品位礦石和存在於平均地殼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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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無限」數量之間有很大差距。對於很多其他重要元

素，經濟上可利用的礦石與平均地殼豐度之間的差距甚至

更大。例如，金的平均地殼豐度為百萬分之 0.0035，但在

經濟上可開採的邊界品位（1975 年）為千分之 0.0035（即

其邊界品位與其平均地殼豐度的比率為一千），或者說含

金在千分之 0.0035 以下的礦石沒有經濟價值。只有在最普

通的元素如鐵和鋁的例子中，才能通過不斷增加低品位礦

石的數量、或多或少地使其繼續轉變成「無限量」，這種

無限量是存在於平均地殼豐度中的。缺乏這種地質上的轉

變，就很難看到經濟趨勢或技術的不斷進步是如何彌補從

低品位礦石到開採無限量的普通岩石之間的差距，這種岩

石只含有地殼的平均痕量豐度。

第二，即使不考慮經濟因素，假設可以通過最大量

開採含痕量元素的普通岩石來獲得所需要的物質，然而由

於淨產量原則，這條路也是行不通的。也就是說，在生產

過程中要消耗大量能源和（或）物質，要做到合算，生產

出的東西必須多於消耗的，即必須有一個正的淨產量。例

如，石油開採，在鑽井及很多其他步驟中，要消耗大量的

能量，當這種能量耗用總量與得到的相等時，不管油田還

含有多少石油，這時的石油只能被看為已被耗盡。因為不

論價格和成本如何，消耗的能量大於所獲得的能量的生產

是沒有意義的。又如開採和加工鎢礦石本身也需要用鎢

（工具的磨損和損壞必然消耗一些鎢），如果鎢礦石是較

高品位的，那麼開採的鎢即是正的淨產量。但如果地殼裡

貯存的鎢是痕量或者接近其平均地殼豐度，又由於開採時

出現負的淨產量（即投入的鎢多於採出的鎢），則其一定

是不可利用的。

無限量地供應廉價能源可以防止這種類型的資源枯

竭。但非常清楚的是，將來的能源既不是無限的，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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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價的，這就將限制許多資源的生產。

第三，廢物處理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因素，當礦石品位

下降時，廢物的數量以幾何級數增加。遠在開採不可更新

資源達到極限以前，對土地、空氣和水的不良影響就可能

已達最大的忍受極限。這種情況已迫使人們在增加開採資

源和保護環境之間進行抉擇。因此環境的影響有效地限制

了最低品位礦石的利用。

總之，看來更加可能的是，應該遠在資源實際數量開

採完之前，把幾種因素或所有因素綜合起來，從而限制地

球資源的開採數量。

發現、替代與重複利用  上面提到的不利預言對豐富

論者沒有產生深刻的印象。首先，豐富論者希望（甚至設

想）會發現新的高品位礦床。然而不幸的是，雖然這些新

發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這種可能性卻越來越少，其原

因可由下面的比擬來說明：假設有一塊紙板，上面畫上一

系列不同大小的墨水點來表示礦床的大小，如果我們把飛

標隨意地投擲到這塊紙板上，將有可能首先射中最大的黑

點。以資源來說，這意味著即使我們隨便尋找零亂分佈的

礦床，機會當然會是在早已發現的主要礦床上。實際上，

大多數早已發現的主要礦床的機會要比這種紙板上畫墨水

點的方法所表明的機會大得多，因為礦床並不是零亂分佈

的，同時我們也沒有隨便地亂找。由於有了相當多的關於

導致各種礦物富集的地球化學過程的知識，所以我們知道

最有可能首先開發的地方，因此發現重大礦床的可能性不

斷減少。實際上，在過去的 30~40 年間，我們資源基礎的

增加是通過低品位礦床實現的，新發現的富礦很少或幾乎

沒有。

這個原則對海底卻是個例外，因為還沒有對它進行詳

細的勘探。最近，發現在大範圍的海底鋪滿了錳結核，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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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含有豐富的錳、銅、鎳和其他金屬。但是對其的開採，

仍受能源的供應和（或）從採礦場運送礦石過程中會出現

的污染問題的限制。

然而，反對新資源的發現有「重大作用」的最大理

由是：即使發現新資源，它也很難改變下述基本狀況。例

如，《增長的極限》的作者指出，即使新發現的資源為已

知量的兩倍（或十倍），但該種資源經濟消耗量每年以 7%
的增長率增長時，也只能延長開發十年（或 40 年）。因

而，不論資源數量多少，開發率成指數增長的現象可使我

們在極短時期內從很豐富的年代轉為災難性的短缺。

豐富論者提出的另一個反對理由是，假定當一種資源

用完時，人們會直接轉向另一種更加豐富的資源 — 即發

展代用品的可能性。這種情況過去確實出現過。例如，天

然產物棉花等為合成纖維所替代，而後者是用當時比較廉

價和豐富的石油資源製造的。

可是，假定當一種資源枯竭時，常常被一種廉價而

又豐富的資源代替它，這點是不合理的。按這種論點假定

（儘管所有努力和經濟力量恰恰與此相反），人們首先以

某種方式從利用最稀有的資源開始朝著利用最豐富資源的

方向前進。但看來更有可能的是，將來的代用品日益稀

有，且更為昂貴，並且得到嚴格的法律保護。例如，由於

石油供應目前正在枯竭，木材正在被考慮用來作為代替能

源和塑料、合成纖維等原料的代用品。即使不考慮由此產

生的其他問題，用建立在持久產量基礎上的森林來代替

石油以滿足目前的需要，其滿足程度也不可能多於百分 

之幾。

此外許多資源如氮、鎢和汞等元素即將用完，而每種

元素都有其獨特的性質。它不可能被其他元素所替代。因

而當這些基本元素組成的資源用完時，要找到能代替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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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的一切用途的代用品將越來越困難。硅、鐵、鋁和貯

量非常豐富、以致被認為是用不完的幾種元素，其用途的

多樣性是有限度的。實際上，目前對鐵和鋁的利用是為了

製造合金，就是與一定數量的其他元素相混合以獲得人們

需要的特性。例如，不鏽鋼是由鐵添加 10~20% 的鉻製成

的。因此，儘管鐵和鋁幾乎是無限豐富的，但是，那些製

造合金的金屬的短缺將嚴重地限制它們的很多用途。

最後，一種物質替代另一種物質，一般不能緩和生產

所需的能源，而且能源的需要甚至通常有增無減。例如，

豐富的鋁可能很容易地替代全部其他建築材料，但冶煉鋁

在所有工業加工中需要的能源最多。在不久的將來，當人

們被迫轉向唯一來源豐富的低品位礦石時，冶煉鋁所需能

源將明顯增加。因此，不論材料可造成何樣的代用品，資

源的可利用性通常仍有可能由於缺乏足夠的能源供應而急

劇減少。同樣，代用品的利用結果可能導致不可接受的環

境破壞，如把所有的森林砍掉作木柴。

支持豐富論者的人常常引用的最後可能性是資源的重

複利用和（或）資源的恢復。這些過程確實有許多優點：

節省土地和能源，減少污染，同時也節省資源。而且社會

最終也將日益增多地依靠工業材料和農業產品的重複利

用。但是，重複利用即使在理論上再好，也不容許資源利

用無限制地繼續增長。事實上，有效地重複利用只是使資

源的基礎增加一倍：例如，假設資源的消耗以 3.5% 的年率

增長，則重複利用只能使同等資源的耗盡年數由原來的 20

年變成 40 年。

其理由如下：在重複利用中，供應的來源是那些以前

用過並已扔掉的物質。這種供應的來源不能比利用的多。

因此除了進一步開採天然礦床以外，來源就不可能增長

了。如果經濟發展所消耗物質的總水平在 20 年後增加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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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資源消耗的年增長率為 3.5%），那麼所增加的一倍中

只有一半可能來自重複利用的物質。「新的一半」必須從

新開採中得到。因而，重複利用只比假若不重複利用多一

個加倍期而已，到了所有的可用資源都在循環利用時，進

一步增長必然會中止。

重複利用可以使資源的基礎加倍（這假定了重複利用

有 100% 的效率），但這種理論上的論點，在實際上是不

可能的。原因如下：首先，應用的資源有一部分成為永久

的或至少是長期使用的物品，因此它不可能被重複利用。

其次，即使在試圖重複利用的地方，損耗也是不可避免

的，如任何人都不能將汞電池恢復成汞，等等。把所有這

些「零碎的東西」收集起來是這樣的困難，以致它不能得

到一個正的淨產量；根據某種元素和它的應用情況，它能

夠期望得到的最高重複利用效率可能為 60~80%。最後，

不應忽視這樣一點，即所有資源不論是否被重複利用，都

要取決於能源，而礦物燃料（目前大約 95% 的能源都是由

礦物燃料提供）是完全不能重複利用的。

◎   水落石出

通過上述爭論和分析，我們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

資源不僅是有限的，而且是相當有限的，對資源使用的無

限制地增長絕不可能在長期中維持下去。無論從理論分析

還是從實際情況看，對這一結論都是有利的（見表~4）。

表~4 中的數據表明，到 2030 年時，以美國目前消費

水平（按一百億人每年消費量）計算，在主要礦藏中多數

（按總儲量計）只能維持不到 50 年，即還支撐不到 21 世

紀末。可見對地球上的人類而言，以美國為代表的經典發

展方式，確實是太奢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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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全球礦物資源可開發年限

按當前每年消費量計算
到 2030 年時以美國目前消費
水平一百億人每年消費量計算

以現有技術
可開採儲量

�可開採年數�

總儲量
�可開採年數�

以現有技術
可開採儲量

�可開採年數�

總儲量
�可開採年數�

鋁 256 805 124 407

銅 41 277 4 26

鈷 109 429 10 40

鉬 67 256 8 33

鎳 66 163 7 16

鉑 225 413 21 39

煤 206 3326 29 459

石油 35 83 3 7

資料來源：《科學美國人》轉引自英國《經濟學家》，1989 年 9 月

16 日第 1 期。

如果我們再考慮到這種經典發展方式的種種其他副作

用（如環境污染、營養過剩所致的疾病等等），那麼前文

中所說的一百倍的冗餘度真可謂是有害的冗餘度，而且是

雙重有害的冗餘度：即一方面消費了大量的有限資源，惡

化了人類未來發展的長期條件；另一方面還帶來了其他種

種弊端和不良的副作用。顯然，當我們減少一分這種雙重

有害的冗餘度時，就會得到雙重的好處。

在上文中，我們是以美國為「典範」來分析的，考慮

到對於 80% 的美國家庭而言，他們的家庭開支的 70% 以
上是用於能源、食品、住房和醫療這四大基本需求上。這

樣，我們就不難通過上述事實，看到至今仍被人們奉為經

典的發展方式中所隱含的一般性問題：經濟的需求大大超

過合理的物質需要。這種經濟需求的背後隱藏著鉅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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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性」的浪費 — 經濟增長中的揮霍性因素。這種浪

費所帶來的「益處」遠遠小於其損失。實際上，完全可以

通過適當的方式，對此作出合理安排，從而既可以大幅度

減少物質的消耗及其派生出的一系列不良後果和防治費

用，又可以不降低人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

耗費了這麼多資源，卻導致了如此不合理的生活和生

產方式，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那些發達國家是怎樣和為

什麼走上這樣一條發展道路的呢？簡言之，經典的發展方

式是用歷史上曾經相對豐裕的資源，掩蓋了揮霍性增長所

帶來的累積性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