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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讲：全球化与收入分配：中国近代的经历 

 

1、引言及问题的提出 

 

（1）引言 

 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资不平等影响不同。发达国家如果拥有更多的熟练劳

动力，则熟练工人工资上升，而非熟练工人的工资下降，从而发达国家内的工资不平等上升；

发展中国家的技能溢价会下降，即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差异下降，从而发展中国家

的工资不平等下降。（根据 H-O 模型） 

 

研究全球化对收入分配效应的重要性 

 这一观点不仅在学术界有争议，而且很容易成为政策关注的焦点。 

 

研究全球化对收入分配效应的困难 

①贸易的复杂性； 

②工资决定因素的复杂性； 

③当今实证研究要考虑的因素的复杂性。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是比较理想的研究阶段的原因：①贸易壁垒低；②要素禀赋特征更

明显；③差别产品和服务贸易少；④产业内贸易少。（第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典型特征） 

 

（2）问题的提出：一次大战期间的中国贸易经历可以作为一个自然实验来考察贸易对工资

的影响。[1903—1928 年] 

 

2、历史背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程及 20 世纪初的贸易增长 

（1）第一阶段：1840—1894 年，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型 

（2）第二阶段：1895—1928 年，完成转型及 20 世纪初期贸易的迅速增长 

 

3、理论及分析框架 

 

（1）理论：H-O 模型 

【内容】要素禀赋决定贸易模式； 

【意义】①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和整个贸易理论的基础；②同时研究了贸易模式和收入分

配问题；③经济学解释力较强的理论之一，仍然是最新经济学文献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证明】第一步证封闭状态下的一国要素比例决定生产结构；第二步说明自由贸易时的生产

结构决定贸易模式。 

𝑑 (
𝐴

𝐵
)/𝑑 (

𝐾

𝐿
) > 0 

(𝐾/𝐿)1 > (𝐾/𝐿)2 → (𝐴/𝐵)1 > (𝐴/𝐵)2 →国 1出口 A，国 2出口 B 

 

（2）分析框架：将 H-O 模型用于分析中国近代历史 

 在这一时间段模型适用的原因：①同质产品及鲜明的要素禀赋特征；②自由贸易；③技

术进步很小；④教育的影响很小；⑤移民可忽略；⑥FDI 影响不大；⑦劳动力市场制度未受

管制；⑧贸易形式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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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及贸易品中要素内容的衡量 

 

（1）数据：CMC 

（2）衡量：考察中国出口产品的要素内容，看劳动力是熟练工人还是非熟练工人。 

 

5、全球化及贸易增长对工资的影响 

 

 根据 H-O 模型：全球化与贸易增长应该导致中国相对更多出口使用非熟练劳动力的产

品，引起对非熟练劳动力需求的上升，同时中国将更多进口使用熟练劳动力的产品，引起对

熟练劳动力需求的下降；只要劳动力的供给曲线不是完全弹性的，那么会导致熟练工人的工

资相对于非熟练工人的工资下降，从而导致技能溢价下降，即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工资

变得更平等了。 

 

（1）要素内容分析 

 图 1 说明中国的现实基本符合理论预测，即非技术密集型出口上升、进口下降，技术密

集型进口上升、出口下降。 

 

Figure 1 

 还能从图 2 中得到证据，增长最快的出口产业是那些有着最低要素密集度的产业，而增

长最快的进口产业是最技术密集的。 

 

Figu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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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口产品的价格变化 

 图 3 反映的是中国出口产品价格的上升，由于出口产品主要是非熟练劳动力密集的制造

业，因此可以说是非熟练劳动力的产品的价格上升。 

 

Figure 3 

销售量和价格的上升导致出口企业的收入上升，使得企业可以提高在生产过程中密集使

用的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 

 

（3）实际工资的变化 

 棉织业、缫丝业和采煤业的工人（非熟练劳动力）实际工资都上升了。 

图 4 显示了 1903—1928 年中国实际工资溢价总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 1910 年代技能溢

价变得平坦了，随后在 1920—1928 年又下降了 8%。 

 

Figure 4 

 另外中国的教育水平、技术进步几乎没有变化，因此可以认为是技能溢价下降是由于要

素禀赋差异之下全球化或贸易扩大的影响，因此验证了理论模型的正确性。 

 

6、结论 

 

 20 世纪前 30 年的中国，贸易对实际工资的影响是使得不平等下降了。 

 将中国在 20 世纪前 30 年的经历作为一个自然实验，中国的贸易模式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与理论预测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中国这种特殊的经历不能够一般化到其他发展中国

家，因为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经历全球化的方式存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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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金本位的理论与历史 

 

1、金本位的产生 

 

（1）历史纪年 

①1816 年，英国废除白银法偿地位； 

②19 世纪后半期，主要国家放弃复本位并转向金本位； 

③1944 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 

④1971 年，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 

 

（2）英国从复本位向金本位的转变 

 由于黄金在铸币厂定价过高（被高估，其实际价格低于名义价格），而白银价格被低估，

商人们把巴西的黄金运到英国铸成金币以套利，从而“贱币驱逐良币”。[1774—1816 年] 

 

（3）对复本位延续的解释 

①技术：金币制作成本高昂，需要以价值较低的银币作为补充； 

②政治：有影响力的白银采矿利益集团积极游说政府反对白银的去货币化； 

③网络外部性：保持与其他国家同样的货币安排有着经济上的巨大益处，如简化贸易等。 

 

（4）其他国家从复本位向金本位的转变 

金本位的一个主要标志——可兑换性，纸币能够兑换黄金的承诺。 

 

（5）转变的后果 

 由于白银不再是货币，更少的货币驱逐更多的商品，导致严重的通货紧缩。 

 

（6）支持金本位的理由：黄金价格长期均衡 

机制： 

黄金产量
金矿发现、冶炼技术
→              货币扩张

供给和需求
→       黄金价格水平(黄金开采利润)

反作用
→    黄金产量 

 

2、关于金本位的理论 

 

（1）Hume 的价格-黄金流动模型 

假设只有金币流通、银行作用可忽略： 

贸易逆差→黄金流出→物价下跌 →出口增加进口减少 →黄金流入 →国际收支平衡 

贸易顺差→黄金流入→物价上升 →出口减少进口增加 →黄金流出 →国际收支平衡 

 

（2）Hume 模型的扩展：考虑资本流动 

假设流通的是纸币而非黄金且中央银行将纸币与黄金互兑： 

贸易逆差→货币流出(纸币流出
中央银行
→     黄金流出) →物价下跌→出口增加进口减少

→黄金流入 →国际收支平衡 

 贸易顺差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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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ume 模型的扩展：考虑资本流动和更多中央银行的行为 

 金本位下的“游戏规则”： 

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 

黄金外汇储备【流出】 流通中的货币【流出】 

国际资产  

本国债券【贬值】——提高贴现率

和公开市场操作 

 

国内资产  

 不惜牺牲国内平衡以换取国际平衡，从而加强了可兑换性，使得金本位变得更有信誉。 

 

3、古典金本位时期（1870—1914）金本位制的运行 

 

 各国并没有完全按照“游戏规则”，而国际收支平衡的原因： 

（1）信誉：政府的力量强大（对工资和价格调整的能力），政府承诺可兑换性的信誉强； 

（2）合作：各国互相帮助共度难关，比如巴林危机； 

（3）英国的领导地位：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器，金本位的运行依赖这个贸易体系； 

（4）货币当局的独立性：承诺维持黄金的可兑换性； 

（5）和平：合作的基础。 

 

4、两次大战期间（1926—1931）的金本位 

 

（1）金本位遭受打击的条件： 

①欧洲核心国家地位的下降； 

②国内政治格局变化：政府对工资和价格的控制力减弱，工资粘性提高； 

③国际关系的变化：国家间的矛盾导致合作缺乏可能。 

 

（2）金本位的恢复： 

①一战后初期的浮动汇率体制：中央政府不干预； 

②金本位的重建：只在 1926—1931 年运行了不到 5 年的时间，且这期间运行也很艰难 

 

（3）两次大战期间金本位的崩溃： 

①第一轮贬值：1929—1931 年从主要工业化国家之外的金本位国家开始，英国是在 1931 年

脱离金本位的；脱离金本位——贬值 

②第二轮贬值：1933 年的美元贬值开始；美国的贬值是以邻为壑的 

③第三轮贬值：1934—1936 年，美元贬值引发了新一轮报复性贬值。 

贬值：设定更高的黄金价格以实现货币的贬值。 

 

重要（4）各国汇率贬值的效应：  

支出转移效应：货币贬值增加了贬值国的产出和就业，将支出转向了国内产品，同时也将对

外国产品的需求转向国内，对外国经济施加了紧缩效应； 

支出增加效应：贬值如果伴随着充分的货币扩张（本国利率下降），使黄金流向国外，这会

造成世界利率下降，从而刺激外国需求，导致外国产出增加。 

 

支出转移效应是以邻为壑的，而如果支出增长效应大于支出转移效应就不是以邻为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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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贬值幅度和增长率之间有正相关关系。下图是示意图：（图 5） 

 

Figure 5 

 （贬值即汇率下降，因此工业产量与汇率成负相关关系。） 

支持经济增长归功于汇率的原因： 

①时间：贬值先于经济复苏发生； 

②逻辑：相反的关系不合逻辑，且可以证明迅速增长的国家正在吸收和不是失去黄金； 

③历史：20 世纪 30 年代汇率只依赖于经济压力，而不是国家对货币标准的态度。 

 

 为了证明图 1 不是一种虚假的相关关系，下面从其它角度考虑： 

 

 ①下面一组图（图 6）说明，贬值导致实际工资下降（实际工资与汇率是正相关关系），

因而工业产量与实际工资是负相关关系： 

 

Figure 6 

 这里体现的是汇率对国内总供给的促进作用，由于汇率导致实际工资降低，从而增加了

产量。（增加总供给） 

 

 

 

 

 

 

德国 

比利时 

芬兰、丹麦、

瑞典、英国、

挪威 

工业产量 

汇率 

100 

100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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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下图（图 7）则反映贬值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出口量与汇率是负相关关系）： 

 

Figure 7 

 这里体现的是汇率对国内需求的刺激作用之一（出口需求），另外对需求的影响还有： 

 ③贴现率与汇率是正相关关系，贴现率在此近似于利率。（贬值导致利率下降） 

   图 8 要说明的是：Tobin’s q 与汇率是负相关关系，因此贬值导致 Tobin’s q 上升，也

即增加了投资激励。（投资需求） 

𝑇𝑜𝑏𝑖𝑛′𝑠 𝑞 =
单位资本市场价值

单位资本充值成本
 

 
Figure 8 

【总结】汇率（贬值）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 

①降低实际工资；增加总供给 

②出口量的上升；出口需求    ③利率下降、促进国内投资。投资需求 

 
 

贬值 

刺激总需求 

增加总供给 

投资需求（利率下降） 

出口需求（国内相对价格上升） 

降低实际工资 

黄金流入，支出转移 外国经济衰退 

本国经济

增长 

以邻为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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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贬值国家的收益是否是以邻为壑的? 

 考虑支出增加效应，即黄金是否流到外国。经过回归发现，贬值国家是获得而不是失去

黄金储备，从而是以邻为壑的。 

 如果贬值国家能采取更加扩张的政策，通过国内信贷的扩张满足货币需求的增长，而不

用从国外输入更多的黄金和资本。这样，可以减少坚持金本位的国家的黄金流失，从而弱化

货币贬值的“以邻为壑”效应。 

 

（5）两次大战之间金本位运行不佳的原因： 

①内外经济政策目标之间的冲突越来越紧张，内部平衡成为首要目标； 

②国际资本流动越来越具有双面性，给各国经济增加了而不是减轻了压力； 

③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心从英国转向美国，而美国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 

 

（6）两次大战之间经济政策的教训： 

 当危机到来时，各国应该努力一起创造更多的需求，而不是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将对别

国的需求转到本国。如果各国同时一起将其货币对黄金贬值，提高用各国表示的黄金价格，

从而共同扩大货币供给，大萧条是可以避免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增加了一些灵活性： 

①融资便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 

②特定情况下可调整的货币评价：发生“根本性失衡”时可对美元贬值。 

 

5、金本位的优缺点 

【优点】 

①对称性：体系中没有一个国家拥有特权地位，具有内在的对称性，避免了储备货币本位制

下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特殊地位； 

②金本位天然地对中央银行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引起国内物价水平上涨施加了限制，因为可

兑换性要求货币与黄金挂钩，黄金的数量决定货币的数量。 

【缺点】 

①金本位大大限制了使用货币政策应对失业的能力，当发生世界性大萧条时共同扩大货币供

给更有利； 

②各国经济增长时，中央银行增加其持有的国际储备的能力受到限制； 

③主要黄金产出国拥有通过出售黄金来影响世界宏观经济状况的能力。 

 

建议不要恢复金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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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讲：银铜复本位、双重汇率与中国经济：1870—1900 

 

1、近代史上的银铜复本位制度 

 

中国和西方的复本位有很大的差别： 

【西方】两种本位货币（金和银）之间有固定兑换比价； 

【中国】本位货币之间（银和铜）没有固定的兑换比价。 

 

重要 2、银铜复本位与 19世纪最后 30年的双重汇率 

 

（1）双重汇率的产生 

 中国对外是金银汇率，对内则是银钱汇率。 

 

 

（2）双重汇率的决定 

 

①对外汇率的决定（金银比价） 

 一方面，当时主要国家放弃复本位转向金本位，对黄金和白银的相对需求发生变化；另

一方面，这一时期世界黄金和白银的相对供给严重失衡。 

 从而，导致金银比价的大幅上升（银价下跌或白银被低估，而金价升值）。这意味着，

中国汇率相对于所有金本位国家下跌。中国对外汇率大幅贬值。 

 

②对内汇率的决定（银钱比价） 

 由于中国铸造铜币的原料（铜锌）从国外进口，中国对外汇率贬值导致进口铜锌价格上

涨，从而导致“钱贵银贱”——钱银比价上升（银钱比价下降），即铜钱相对于白银升值。 

 

3、双重汇率对经济的影响 

 

（1）对贸易的影响 

 出口增加不大，进口反倒增加更多，进口后来超过出口。这可以体现在图 9 中。 



 10 / 47 
 

 
Figure 9 

 汇率贬值本应当导致出口增加，然而这里贸易却由顺差变为逆差，原因如下：①不满足

Marshall-Lerner 条件：进出口价格弹性之和没有大于 1。②清末货币发行增加导致货币支出

增加，从而造成消费增加，从而造成进口增加，贸易收支恶化；③银铜复本位所导致的双重

汇率的效果：铜钱计值的进口商品价格比国内产品价格低，（铜钱计值的）出口商品价格并

不比市场价格低，银价下跌对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大部分被铜钱价格上升所抵消。 

 

（2）对财政的影响 

 对外汇率贬值导致实际赔款负担加重（要求更多白银兑换黄金），从而导致财政危机。 

 

（3）对工农业生产的影响 

 对外汇率贬值导致银表示的出口商品价格下降，对某些出口品（丝）的增加有刺激作用；

而银表示的进口产品价格上涨，对国内加强生产进口品的替代品有刺激作用，比如增加本国

鸦片的生产来取代外国鸦片的进口。可以说汇率贬值对工农业生产的某些部门具有一定的促

进作用。 

（4）结论 

 不仅没有促进出口，还造成了贸易逆差；实际赔款负担加重，财政收入减少；双重汇率

损害了国家利益，对当时中国经济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4、对中国银铜复本位制度的评价 

 

复本位较好发挥作用的运行条件： 

①铸造比价与长期市场比价非常接近；（结果） 

②每种金属的非货币用途的份额很小； 

③生产每一种金属的供给弹性很小并且非常接近。 

 

西方历史上金银复本位运行比较好的时期以上条件都基本能得到满足。然而中国的银铜

复本位则不满足： 

①没有严格的铸造比价，只有名义上的铸造比价，没有法律强制规定，政府对白银供给

无控制力，又无力干涉铜钱的私铸和私销，市场银钱比价随时波动，与名义铸造比价差距大； 

②两种金属和货币的供给弹性相差很大，中国政府无法控制这两种货币的供给，经济容

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波动，Gresham 法则不起作用。 

货币制度落后是中国历史上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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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讲：银铜复本位货币体系与中国 19 世纪上半叶的经济萧条 

 

1、中国 19世纪上半叶的经济转折 

 

（1）历史纪年 

 康雍乾盛世：起于康熙 20 年（1681 年）平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 年）川陕楚

白莲教起义爆发；（18 世纪初开始） 

 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 年。 

 

（2）中国 19 世纪上半叶的经济转折 

 18 世纪中国政治安定，经济迅速增长，人口规模也以较快的速度增长。然而，19 世纪

初却遇到了严重的挫折，从 1806 年开始，中国经济陷入了长达 40 多年的经济萧条。经济萧

条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从而引发了太平天国运动。 

 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银铜复本位货币体系是太平天国运动的深层次根源。 

 

重要 2、中国银铜复本位货币制度的运行机制 

 

（1）历史上货币制度的演变 

【西方】金银复本位→金本位→不兑现纸币本位 

 1945 年以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质上是金汇兑本位制（各国与美元挂钩，美元和黄金

挂钩，汇率并不固定）；1971 年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世界主要货币

直接或间接的实行不兑现纸币本位。 

 

【中国】银铜复本位→银本位→纸币本位 

 1910 年进入银本位，1935 年放弃银本位。 

 

（2）中国的银铜复本位货币制度 

 中国的银产量不多，经济容易受世界白银产量和其他主要西方国家经济景气的影响。一

旦世界白银总供给减少，或者其他国家对白银的需求增加，或者中国采取的政策使白银的供

给减少，中国经济就会陷入货币紧缩导致的经济萧条，从而给经济带来很大波动。 

1815 年拉美独立革命→白银减产、（中国）鸦片输入、白银外流→危机→太平天国 

 银铜复本位和这次经济萧条的深刻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3）金银复本位的运行机制 

确定价格比例的两个条件： 

①固定铸造比价； 

②自由铸币。（铸币局：任何人拿黄金缴纳铸币税都能铸币） 

 

格雷欣（Gresham）法则：定值高（与铸造价格相比更高）的金属驱逐定值低的金属的机制。

或者说“贱币驱逐贵币”、“劣币驱逐良币”。 

 

 在大多数情况下，复本位制可以比单一的金属本位制更有利于保持价格水平的稳定。复

本位制通过两种金属的货币与非货币用途之间的替代来发挥作用；此外，金银的相对市场价

格的变化会导致相对供给的变化，从而将市场比率向均衡调节。（比如金的供给增加，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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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对金的市场比价上升，大于铸造比价，从而人们将金铸成金币，并兑换成银币[在固定比

价下]再重制成银，从而金的产量下降，而银的产量上升，这反过来使得两种金属的市场比

价向固定的铸造比价趋近，从而形成一种“替代作用”机制。如果一直这样持续，金币会驱

逐银币，从而导致） 

 与金本位相比，复本位在缓冲贵金属的发现对价格水平的冲击上优势更明显。只要黄金

和白银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独立，复本位制就可以缓和一种金属大发现对价格水平的影

响。只要作为货币的银的存量不因“Gresham 法则”而被金币全部取代，复本位制度就可以

很好的发挥作用。 

 

（4）银铜复本位的运行机制 

中国和西方的复本位有很大的差别： 

①在自由铸币方面：（银币的铸造不自由，铜币铸造体系混乱。——笔者注） 

1890 年前，政府没有铸造银币，19 世纪前也没有禁止白银出口。白银主要是以银锭或

者银块的形式流通市面，作为货币的白银和作为商品的白银在形式上没有什么两样； 

铜币部门的铸币权，完全属于政府。政府在北京以及各省设立铸局，并规定各局每年铸

钱的数额；但是，政府对于铜钱部门的实际控制效果很小。 

由于铸钱技术的粗陋以及货币法规难于有效执行，私铸与私销成为当时货币体系中无法

根治的问题；当铜钱的实质价值超过其名目价值时，也就说，当作为商品的铜的价值超过作

为货币的铜的价值时，很多铜钱就难免被民间私销成铜。反之，私铸的现象就会发生。 

 

②在固定比价方面：（没有固定的铸造比价，市场比价也在波动。——笔者注） 

因为政府并没有铸造银币，只是铸造铜币，因此在白银和铜钱之间并没有一个固定比价

存在；由于政府对于白银的供给无法控制，而且又无力干涉铜钱的私铸和私销，所以市场的

银钱比价经常在波动；跟西方金银复本位相反，中国银铜复本位因为上述两种金属之间不存

在固定比价，也就没有严格的替代关系。所以，“格雷欣法则”并不起作用。 

 在西方金银复本位中“两种金属的相对市场价格的变化导致其相对供给的变化，从而相

对价格向着均衡相对价格调整”的机制就无法起作用。 

 

③在替代关系方面：（不可替代性使得铸造比价的说法更无意义了，而且反过来，不存在固

定的铸造比价或许也是替代性减弱的原因之一。——笔者注） 

白银和铜钱并没有严格的替代关系，白银与铜钱在交易上各有其用途。银铜间甚至还有

一定的互补关系，比如铜钱的制造、铜的开采和运输都是以银来支付的。 

 

当时的总货币供给公式： 

𝑀𝑡 = 𝑀𝑠 +𝑀𝑐 +𝑚(𝑃𝑠 + 𝑃𝑐) 

其中𝑀𝑡代表总货币供给，𝑀𝑠代表银的供给，𝑀𝑐代表铜钱的供给，𝑚表示货币乘数，𝑃𝑠、

𝑃𝑐分别表示银票和钱票。𝑚与经济景气高度相关：当经济景气的时候，𝑚会变大，私票的发

行额也越大；反之，当经济萧条时，如果银、钱的流通收缩，𝑚会变小，私票的发行额势必

减少。 

3、复本位制与 19世纪上半叶的货币危机 

 

 拉美独立运动造成金银的减产，对中国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外国市场对中国

商品需求的减少，白银流入相比 18 世纪下降；另一方面，外国大量出口鸦片到中国，促使

19 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白银外流。（白银供给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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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银供给减少导致“银贵钱贱”，由于中国的复本位制不满足西方的两个条件，因此铜

钱并没有产生替代银币的效果，反而使得铜钱的需求和供给也减少。于是，货币的总供给𝑀𝑡

持续减少，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之中。 

 

 铜钱需求减少有三个因素： 

①“银贵钱贱”导致白银表示的铜钱价格大幅下跌（没有固定比价），人们预期铜钱的价格

将进一步下跌，于是减少手中铜钱的持有量； 

②“银贵钱贱”导致铜钱对白银的替代作用减弱； 

③铜钱的携带更不方便（要携带更多）导致需求减少。 

 铜钱供给减少的因素：用银钱表示的铜钱铸造成本、铜的开采和运输成本增加，从而减

少铜钱的供给。当银价相对于铜钱的价格上涨时，发行更多的铜钱，只会使得银贵钱贱更加

严重。 

 

总结： 

 在中国的银铜复本位下，由于白银和铜钱没有固定比价，没有替代性，且具有一定的互

补性。因而，白银供给减少导致对于铜钱的需求也减少，总货币需求随之减少； 

对于铜钱需求的减少进一步导致对于铜钱的供给也减少，总货币供给进一步减少； 

在这样一个螺旋型的下降通道中，总货币供给和总价格水平都大大低于最初的水平，出

现货币供给不足和“银贵钱贱”的双重货币危机。这就是中国经济在 19 世纪上半叶的真实

情况。 

 

4、货币危机、经济萧条与社会危机 

 

（1）经济萧条：体现为物价的下跌。 

 

（2）社会危机 

①政府部门：税全部以白银征收，并用“出卖官爵典封”的捐纳办法来增加收入。政府

贪腐倾向增大，加深了政府和人民的对立； 

②地主和农民：白银升值导致实际税负提高，大量自耕农和小土地所有者破产加速，地

主和自耕农同时也将增加的税收负担转嫁到佃农身上，从而加剧地主和农民的矛盾； 

 ③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小商人批发交易用银，零售交易用钱，从而白银升值和铜钱贬值

导致利润减少甚至破产；手工业者的处境相同，并且手工业的雇工的工钱相对价值下降也加

深了手工业者和雇主的矛盾；雇主和地方政府的勾结更加激化社会矛盾； 

 ④军队：铜钱用以支付兵饷，兵饷不断贬值导致士兵生活困苦。 

 

【危机逻辑】 拉美独立运动→世界白银产量下降→西方把鸦片运到中国而把白银运到国外

→（由于中国特殊的白银和铜钱并行的体制导致）白银下降且驱逐铜钱从而铜钱也下降→中

国总货币供应量下降→社会危机→太平天国 

 

5、自由货币还是中央银行 

 

（1）《钱币刍言》（王瑬） 

书中建议用一整套中央政府管理的钞币制度，并辅助以大小铜钱，来代替现行的以白银

为主的货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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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瑬希望通过这种由政府发行不兑现纸币的办法，来扩大货币供应，挽救陷于紧缩中的

经济；用现代经济学的眼光来看，这是正确解决当时货币和社会危机的唯一有效途径。 

 除王瑬之外，当时的著名学者魏源也称赞宋朝、金朝发行纸币对经济的益处，林则徐和

龚自珍也赞成纸币发行，虽然他们在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上存在着分歧。 

当发生货币紧缩导致的经济萧条时，政府必须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已经成为现代宏

观经济学的基本信条，以王瑬为代表的当时知识分子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 

王瑬所提出的反危机措施中，将白银收归国家所有，作为发行准备，政府发行纸币的方

法是振兴当时经济的良方。20 世纪 30 年代的国民政府就是采取这一方法度过由于美国实行

白银收购政策而造成的货币危机。 

 

 然而，19 世纪的中国政府不可能按照这一方案度过危机的原因： 

①清政府鉴于自宋以来历朝实行纸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的历史，对发行纸币有深深的恐惧，

缺乏实行这一措施的勇气； 

②当时的货币体系是近似于哈耶克的自由货币体系，没有类似现代中央银行的政府机构，不

存在扩张货币的制度安排； 

③清政府没有很好的行使货币主权，无法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2）自由货币还是中央银行 

在货币经济学的历史上，关于货币发行权利的归属问题，在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之间一

直存在着争论。 

哈耶克（Hayek）曾经论述过由私人经济主体发行货币，废除政府对于货币发行拥有垄

断权利的可行性；他认为这样一个货币发行的自由竞争会导致市场上最后留下来的一定是质

量好的货币，这样能够充分保证价格的稳定性；这样的制度安排也可以防止政府利用通货膨

胀税从人民身上谋取利益。 

 同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弗里德曼（Friedman）却得出绝然相反的结论；他认为由于货

币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性，只能交给中央银行来管理；弗里德曼借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法国总理乔治·克里孟梭的话“战争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所以要委托给军队”，他将货币

的重要性表达成“货币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所以要交给中央银行”。 

 

由本讲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在 19 世纪上半期的经历支持弗里德曼的

结论，因为： 

相对于自由货币带来的价格稳定的收益，萧条时期无法扩张货币导致的产出损失带来的

成本可能远远大于前者。 

对比 19 世纪上半期中国没有采取扩张货币的政策导致经济紧缩长达 40 年，和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中中国政府实行法币改革，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很快走出萧条这两段历史，

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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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前工业化社会的人力资本、剩余率和社会流动性（1300—1850） 

 

1、工业革命与人口转型 

 

（1）世界范围内人口转型的发生 

 从图 10 中可以看出，从人类历史早期直到 19 世纪左右，世界人口以及商品和服务的产

出量以大致不变的缓慢速度增长，然而在最近的 200 年中，世界人口和产出增长急剧上升，

其中产出增长比人口增长快得多。 

 

Figure 10 

 真正将 19 世纪以后的近代同以往时代区分开来的事件：不是技术变迁本身，而是技术

进步超越了人口的增长。前现代社会的技术进步体现为高人口增长率，人均收入保持大致不

变的稳定水平，这种状况直到工业革命才发生根本的改变，也即图 10 中箭头所指的部位。 

 因而，工业革命也不可避免地被称为“人口转型”（demographic transition）。这一时期

人口生育率下降，人们的识字率、实际工资等大幅度上升，体现在下面的图 11 中（左图为

识字率的上升，而右为实际工资的上升）。 

 

Figure 11 

（2）经济学对人口转型的解释 

 只有当一国经济走出“马尔萨斯（Malthus）陷阱”时，它才能获得持续的人均收入增

长，此时收入增加不再一对一地转换为生育率的上升。 

 人口转型中生育行为的改变因素是个人理性选择还是社会规范导致这一问题受到经济

学界的关注；个人理性选择中的人力资本（教育）投资以及抚养孩子机会成本的提高的重要

性也是重要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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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的事实 

 基于 1300—1850 年中国族谱的分析，对上述问题和议题提供证据：通过考察生育率、

收入及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之间的关系。 

 

2、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流动性及在教育上的投资 

 

（1）中国的社会流动性 

 进入精英阶层既没有来自官方的，也没有法律上的壁垒和限制。社会中大部分由知识界

的精英治理，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直接依赖于个人在国家管理的考试制度中取得的成

功。中国的社会地位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每一代人在下一代身上的投资，并且根据已有的证

据，血缘和宗族网络并不对社会流动性和绅士地位有很大的影响，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家庭是

否支持其儿子为官方考试准备。 

 因此可以说中国当时的社会流动性还是比较好的。 

 

（2）教育上的投资 

清代基本的识字教育成本不高，父母可以支付地方教育机构的学费，如果支付不起，宗

族补贴、家族学校、公共财政支付和授权的学校是另外的选择。 

 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教育要昂贵的多，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努力。对文官考试的最初

准备是一个私人投资的决定，是否准备考试是一个私人的问题。对于家庭从事哪些投资活动、

抚养多少孩子、获取多少教育等，国家概不干涉。 

 

3、数据 

 

（1）桐城族谱 

这一族谱来自上千家庭，为传统中国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分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

它是可以得到的最完整的人口数据来源，对于那些非世袭的人口来说，族谱数据的一个优点

是，它包括了与个人相关的社会经济特征方面的信息。进一步而言，它还包括孩子数量和出

生序列的信息，这些信息在当代人口调查中很难得到。 

 

（2）统计描述 

 样本的时间（或代际）跨度足够长，占总体人口数的比例为 0.5%。 

 

（3）社会地位和代际间的流动性 

 表 1 是父亲和儿子社会地位的频率和比例数据信息： 

T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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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提供了代际间社会地位联系的描述统计： 

Table 2 

 

 对角线给出的是每个阶级中与父亲有相同社会地位的儿子的百分比，可以看出进入或者

脱离上层社会的社会流动性是很高的。高等级和低等级的流动性是不对称的，且向下流动比

向上流动的趋势更强。 

 总体来说，传统中国的社会地位很难在代际间保持，政治权利并未在相同的绅士家庭的

不同代际的成员中垄断，社会各阶级是流动（fluid）的。 

 

4、生育率和社会地位 

 

（1）生育率和社会地位 

 生育率测量的准确性保证：①基本都是婚内生育；②寡妇再婚很少发生。 

 表 3 展示了不同社会地位组别的儿子和妻子（一般是指男子再婚）的数量： 

Table 3 

 
 可以看出，更高社会地位的男性有更多的孩子（很大程度上因为他们有更多段婚姻），

而更高社会地位的男性的妻子（女性）拥有更少的孩子。若是将样本限制在完全生育率的婚

姻，则最高地位的男性拥有的孩子是最低的（见表 4）： 

Tabl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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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绅士家庭比低收入家庭有更少的孩子，即使其更可能养育更多的孩子，这说明这种生育

控制的类型明显有别于因为贫困或者粮食危机造成的孩子数量减少。 

 表 5 和表 6 显示了在不同时期（1300—1649 年和 1650—1800 年）每个社会地位组中的

儿子和妻子数量。从中可见，社会地位和妻子数量的趋势没有变化：更富有的男子有更多的

妻子；但是在后一个时期，相比于其他组，最高社会地位组的生育率下降了。 

Table 5 

 
Table 6 

 

 以上都说明了最高社会地位的组别（Gentry）家庭中存在对生育率的限制，但这种限制

是否是为了提高孩子的教育水平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2）存在孩子的数量和教育水平的 trade-off 吗? 

 从表 3—5 中可以看出最高社会地位的组别（Gentry）家庭拥有更少的孩子，一个可能

的解释是，Gentry 家庭对应的阶级有着不同的社会规范（social norm）。 

 然而，社会经济因素可能是更重要的解释因素。 

 考察角度：给定父亲社会地位，看教育和孩子数量间的关系。表 7 给出父亲的社会地位，

以及是否有至少一个受教育的儿子为条件的男性后裔的数量。 

Tabl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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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出，在社会地位较高的三个组别，为了保证有儿子受过教育，家庭的孩子数量会

变少。（表 7 还进一步说明了在社会地位次高的两个组别中也存在生育的控制行为。） 

 然而，以上分析不够精确，需要再通过计量的方法（工具变量回归）考察： 

Table 8 

 

从表 8 中可以看出： 

①在控制父亲的社会地位情况下，教育和儿子数量存在负相关关系；（Column i） 

②控制家庭特征以后，这一关系并未改变，且负得更多了；（Column iii） 

③在控制父亲的社会地位情况下，教育和家庭大小（儿子数）也有负相关关系；（Column ii） 

④引入交叉项，发现孩子数量和教育之间的显著负相关依赖于父亲的社会地位；（Column iv） 

⑤考虑其它解释变量对④没有太大改变。（Column v） 

 然而，以上分析还不能建立因果关系，需要引入工具变量： 

𝐸𝑑𝑢 = 𝛽0 + 𝛽1𝑇𝑜𝑡𝐵𝑜𝑦𝑠 + 𝛽2𝑇𝑜𝑡𝐵𝑜𝑦𝑠 ∗ 𝐹𝑆𝑡𝑎𝑡𝑢𝑠 + 𝛽3𝑋 + 휀    (1) 

𝑇𝑜𝑡𝐵𝑜𝑦𝑠 = 𝛼0 + 𝛼1𝐺𝑖𝑟𝑙_1 + 𝛼2𝐺𝑖𝑟𝑙_2 + 𝛼3𝑋 + 𝑣                        (2) 

𝐸𝑑𝑢代表教育水平，如果一个儿子通过了任何一级考试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𝑇𝑜𝑡𝐵𝑜𝑦𝑠

是男性后裔的总数量，𝐺𝑖𝑟𝑙_1和𝐺𝑖𝑟𝑙_2是虚拟变量，如果第一个妻子有 1 和 2 个或者更多的

女儿就取值 1，否则取值 0；𝑋是控制变量，包括家庭特征及其他固定效应。父亲的社会地

位和男性孩子的相互作用的效应由𝑇𝑜𝑡𝐵𝑜𝑦𝑠 ∗ 𝐹𝑆𝑡𝑎𝑡𝑢𝑠来衡量。 

表 9 显示了 IV 估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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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9 

 

 从表 9 的 Column ii 中可以看出，第一阶段回归中，女儿数对儿子总数有负向的影响，

通俗的说就是“女儿越多儿子越少”；而第二阶段回归中，儿子数对教育的负向影响增强了。 

 再次说明交叉项，𝐹𝑆𝑡𝑎𝑡𝑢𝑠 = {

0, 𝑛𝑜 𝑤𝑒𝑎𝑙𝑡     
1, 𝑚𝑜𝑑𝑒𝑟𝑎𝑡𝑒     
2, 𝑛𝑒𝑎𝑟 𝑔𝑒𝑛𝑡𝑟𝑦
3, 𝑔𝑒𝑛𝑡𝑟𝑦           

，从而由估计值可以说明，多增加一个

儿子，对于 moderate 家庭来说，会使其他儿子受教育的概率下降 2%，而 near gentry 家庭则

增加到 3.4%，gentry 家庭超过 5%。后面几列 Column 则考虑了和时间的固定效应的交叉项，

但可以看出结论并未改变。 

 因此可以说，更少的儿子数量确实会提高儿子的教育状况。从而，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

trade-off 的存在。 

 

5、结论及进一步思考 

 

（1）结论 

 在前现代社会、前人口转型时期，即使不存在收入和技术的冲击，也存在人力资本需求

所引起的减少家庭大小的激励。前现代的生育水平不仅受社会和生物因素所驱动，个人理性

选择也起到重要作用，尤其在最富裕的家庭中。 

低生育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子女的教育目标所导致。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流动性（包

括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是实际存在的。 

 孩子质量与数量之间存在 trade-off，中国当时孩子教育状况与家庭规模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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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一步思考 

①微观人口数据和宏观人口数据的矛盾 

如果生育控制是普遍现象，且收入越高的人群生育率越低，那么为什么 1300—1850 年

中国的总人口增长迅速，特别是从 1700 年开始呈现指数增长? 

 可能的解释：①桐城的样本太小，不具有代表性，因而，桐城只是一个特例，不具有全

国意义上的一般性；②如果桐城族谱具有一般性，那么原因就可能在于，就全国水平来说，

高收入人群所占比重太小。 

 

②传统中国社会，特别是明清时期，是否符合“马尔萨斯社会”的特征?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还需要更多的研究，目前没有统一的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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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工业革命前夕的中国与欧洲市场 

 

1、理论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1）历史纪年 

 

 1799—1815 年，拿破仑战争，民族主义在欧洲兴起；19 世纪上半期，工业革命向其他

主要欧洲国家扩展。 

 

（2）理论背景：关于工业革命和大分流的一些代表性观点 

 

 学术界基本认同工业革命是 1770 年左右始于英国，然后向欧洲大陆和美国扩散，并持

续到 19 世纪中期。 

 问题在于，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开始于中国呢? 

 

①观点 1：市场重要 

 欧洲的分配制度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英国等国市场运行良好，有未受歪曲

的价格体系、习惯法、产权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导致了资源更加有效率的使用，提供了对投

资活动非常大的激励，这些都提高了人均收入。 

 

②观点 2：技术重要 

 分配制度并不是必要和充分的条件，中国和西欧最发达的地区一样，有着市场导向的制

度且有着相似的分配效率。18 世纪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可能是中国缺乏那些支

持技术进步的制度，这种制度与支持市场一体化的分配制度有着很大的不同。 

 

③观点 3：国家的作用——新政治经济学 

 诺斯悖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保证，然而又是经济衰退的根源。诺斯的范式可以

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西欧已经开始起飞，而中国仍然锁定在前工业化时代。 

 

（3）问题的提出：利用粮价数据定量分析对比工业革命前后的中国和欧洲市场绩效 

 

①利用 17—19 世纪的粮价数据和协整分析比较中国和西欧的市场绩效 

 对中国市场绩效的数量化判断及相应的比较分析在学界较为缺乏。本文利用 17—19 世

纪的粮价数据和协整分析工具，按照空间市场一体化的程度对中国和欧洲的市场绩效进行比

较。有学者认为，英格兰比较长江三角洲的优势绝不是市场方面，本文可以验证这一观点。 

 

②分析支持市场一体化的制度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 

 通过更深入的分析粮食市场一体化，以及分析那些支撑一体化的具体制度安排，可以帮

助我们了解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相对于中国到底有哪些优势，还有助于我们将先前提到的那

些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范围缩得更小。（进一步缩小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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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代中国的粮食贸易：地理、技术、制度方面的基础 

 

（1）地理位置 

 种植范围广泛，水路在中国和西欧都是重要的运输方式。 

（2）运输量及运输效率 

 中国远距离粮食贸易数量是西欧的 10 倍，运输效率（河流的流速）不比英国逊色甚至

有些地方更好。 

（3）运输成本 

 中国和西欧基本相同。 

（4）政府的政策 

 无论是公立还是私人机构，都支持粮食贸易，从政府、法律、监管、税负、行会、商帮

和票号等方面来看，没有很强的证据表明西欧和中国哪一个地区有一种特别的制度框架比另

一个发挥着更好的作用。 

 

 总的来说，可以说支撑市场一体化的制度并不是区别所在。 

 

3、数据、方法和结果 

 

（1）数据 

 在中国和西欧选取的数据具有相似性：人口总数相近、区域面积相近；当然也有不同的

地方：时间跨度上西欧比中国长，区域上中国覆盖的市场类型比欧洲全面。 

 描述统计：（见表 10） 

Table 10 

 

（2）计量方法：协整（cointegration） 

①基本思想 

 两个市场的价格分别为𝑝1𝑡和𝑝2𝑡，如果这两个时间序列价格变量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

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即可认为它们是协整的。 

 这意味着两个市场的价格存在长期关系，从而可以为市场一体化提供证据。 

 协整的背后是贸易和套利的力量在起作用，这种力量的影响因素：距离、运输路线和地

形、制度等。协整分析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包含各种各样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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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技术 

 首先估计下列回归方程： 

𝑝1𝑡 = 𝛽0 + 𝛽1𝑝2𝑡 + 𝑒𝑡 

 如果𝑝1𝑡和𝑝2𝑡协整，则一定存在长期的参数𝛽0和𝛽1，满足 

𝑝1𝑡 = 𝛽0 + 𝛽1𝑝2𝑡 

 为了检验这一点，则要检验𝑒𝑡的时间序列特征是否是平稳的，因而进一步考察： 

∆�̂�𝑡 = 𝛿1�̂�𝑡−1 + 𝛿2∆�̂�𝑡−1 + 𝑢𝑡 

 加入滞后项是为了考察序列相关，如果𝛿1 = 0，说明𝑒𝑡是不平稳的；而如果𝛿1 < 0的证

据越强，则𝑝1𝑡和𝑝2𝑡协整的证据越充分。——𝛿1 = 0说明𝑒𝑡的变化不是序列相关导致的，因

此不是平稳的变化，笔者注。 

 而𝛿1 < 0的证据越强就意味着𝛿1的𝑡统计量越小（小于 0，绝对值越大）。因此要考察𝑝1𝑡和

𝑝2𝑡协整的强度，只要看𝑡统计量的大小。 

 

（3）实证结果 

 对于给定的距离，欧洲市场的价格相关度比中国省会城市的市场要高，但是比长江流域

的市场要低。长江流域的价格相关度比其他两个样本下降得慢，说明长江流域相比内地有更

低的边际运输成本。（见图 12） 

 

Figure 12 

 图 13 是用 ADF t-statistics 来反映的图 12 的关系，说明了同样的情况： 

 

Figure 13 

长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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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注：ADF t-statistic 越小（负数的绝对值越大）说明相关性越大。可以看出在较大

的距离上（150km 以上），长江流域和中国省会城市的市场的相关性都比欧洲要大。 

 这里的结论是，在 150km 以内，扩大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市场一体化程度比西欧更低，

但对于更长的距离来说，这一地区的市场一体化程度比西欧更强。对 121 个县的分析显示（如

图 14），甚至中国的平均空间市场一体化的程度也比西欧高，这说明前面的分析并不是由于

样本的选择偏差导致的。 

 

Figure 14 

 再将英格兰从西欧中抽取出来进一步分析，得到的结论是：英国市场一体化比欧洲总体

要强，也比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市场要强。（如图 15） 

 

Figure 15 

 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与同时期的整个西欧相比，有着相似甚至更加一体化的市场，但

英国市场在同时期比这两个地区都要更加一体化。 

 再看欧洲市场一体化程度，在随后的几十年间与英国市场的差距在缩小，可见拿破仑战

争之后民族主义的推动使得西欧的市场一体化程度得到提高。 

 

到此我们或许可以说，市场一体化程度本身也不是中国和西欧的区别所在。 

中国 121个县 

英国市场 

18 世纪的欧洲市场 

19 世纪的欧洲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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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敏感度分析——稳健性（robustness）检验 

（1）天气冲击 

 经过检验，天气上的差异不足以成为本文得出结论的可能性解释。 

（2）大米和小麦的差异 

 这一因素只可能导致对中国市场一体化水平的低估，因此不会减弱本文的结论反而会增

强本文的结论。因为西欧的小麦是雨水浇灌，而中国的大米则是人工灌溉，从而中国粮食的

生产更倾向于劳动密集型，并且体现出更低的跨年度和空间的价格差异。——笔者注：变量

的差异性是协整的一个重要因素。 

（3）粮食的储藏 

 西欧能得到的证据很少，而清代中国有着发挥作用的大规模粮仓。如果中国大米相对于

欧洲小麦的储藏成本更低，则说明中国的市场一体化水平会被低估，因此不仅不会减弱本文

的结论，反而会对本文的结论起到增强的作用。控制了这一因素，中国的市场一体化程度可

能会比欧洲高得更多。——笔者注：储藏成本低意味着更多的空间市场贸易被时间替代了，

储藏成本越低，贸易的必要性就越小。 

 
Figure 16 

 图 16 说明的是，那些储藏成本越低的省份，市场一体化（协整）的程度也越低，从而

验证了储藏与贸易有相互替代的关系。 

（4）季节性 

 在协整方程中加入月度固定效应以控制季节性带来的影响。 

 此外还进行了辅助性的分析，这些分析都显示欧洲小麦和中国大米的差异不可能导致对

市场一体化的比较出现较大的偏差。 

 

总结： 

以上的协整分析不会倾向于高估中国市场一体化的水平，反而更可能是较小程度地低估

了。本文分析的结论是，英国的市场比中国长江三角洲更加一体化，但中国的市场可能比作

为一个整体的欧洲更加一体化。市场一体化程度本身也不是中国和西欧的区别所在。 

 

5、结论及进一步的思考 

（1）结论： 

在工业革命还没有在西欧发生之前，西欧的粮食市场并不比中国运行的更好，然而这一

时期，英国市场的绩效比大陆欧洲的大多数发达地区和中国都要好；在 19 世纪早期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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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之后不久，大陆欧洲的市场一体化在 1780-1830 年间得到发展；欧洲市场绩效的改进发

生在现代经济增长之后，这说明 19 世纪西欧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改进很大程度上是工业化的

结果而不是原因；不能够认为西欧的市场一体化是在工业革命开始前发生的；英格兰是一个

例外，英国明显走在世界的前面。 

 

（2）进一步思考： 

相对更高的市场一体化水平以及支撑市场一体化的相关制度是英国工业化的原因吗? 

这需要进一步的证实。 

基于本讲的研究可以推断，如果中国在工业化上的不成功与国家所扮演的角色有关的话，

不是因为国家压制了私人经济活动，而是因为国家在通过主动提供公共物品和正式的法律制

度对私人经济活动进行支持上做得太少了； 

关于这一话题，还有待更多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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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18 世纪中国的运输成本和套利地理 

 

1、理论背景及历史事实 

 

（1）理论背景之一：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明清时期）经济发展水平的争鸣 

 

①加州学派： 

加州学派的学者倾向于认为，东西方世界的分流是从工业革命之后才开始的，18 世纪

的中国与西欧相比，不仅不落后，在某些方面可能还处于领先地位。（加州学派倾向于说中

国好，笔者注） 

 并且，他们大都认为，西方（英国）之所以走上现代经济增长的道路，与新大陆的发现

和煤铁资源丰富并靠近工业城市有很大关系。 

 

彭慕兰的“大分流”、王国斌的历史变迁、李中青的人口观点、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以及

李伯重的江南经济讨论，这些都是加州学派的代表观点。 

 

②与加州学派相反的观点——黄宗智（Philip Huang）的内卷化（involution）理论 

黄宗智把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方式，即边际效益

递减的方式，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即“内卷化”。 

 “内卷化”说明，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有增长而没有发展（发展指劳动生产率提高或经

济效率提高，而增长仅仅是总产量的提高）。家庭农业对节约劳动的资本化与农业规模效益

存在抵制，类似地，家庭手工业生产对现代工业节约劳动的资本化也存在抵制。 

——这一观点类似于“高水平陷阱”，笔者注。 

总结：以上的观点仍然缺乏坚实的实证基础。 

 

（2）理论背景之二：关于市场一体化的传统观点和美欧经验 

 

 传统观点：运输成本的下降是美国和欧洲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交通运输发展 →运输成本降低 →地区间贸易日趋频繁 →专业化分工和劳动力流动增强 →

经济快速发展  

 

 对中国历史的传统认识： 

对于中国这样的在 18、19 世纪仍停留在前工业化时代的国家，他们没有获得发展是因

为交通运输成本太高而阻碍了区域间贸易。（事实并非如此，笔者注） 

事实是否如此? 本文实证。 

 

（3）历史事实：中国 18 世纪商品贸易和运输的基本情况 

 

①政局稳定，没有大的技术创新，生产活动和市场模式基本无变化； 

②对外贸易受到严格的限制，稻米出口被禁止； 

③国内跨地区贸易以水路交通为主； 

④水路运输相比陆地运输有明显的成本优势； 

⑤大多数粮食运输是由私商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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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经济变量 

 

（1）价格 

 价格相关性反应市场整合度。价格相关性与交通运输成本和供给冲击有关，前者说明了

套利，而后者说明了平滑地区间供给冲击。 

（2）距离和区域地理 

 这两点共同决定了运输成本，从而影响贸易的规模。 

（3）气候 

 气候对粮食的产量和储藏量都有影响。 

（4）储存量 

 这代表一种跨时间的市场整合，是跨区域市场整合度的替代品。 

 

3、关于贸易和粮食储存量的基准模型 

 

（1）假设 

①气候是外生变量，且与时间无关； 

②价格反映天气及贸易与储藏成本的影响； 

③完全竞争市场和理性预期； 

④储存者的利润最大化行为：选择边际收入等于机会成本的储存量； 

⑤不存在套利利润。 

 

（2）单独考虑储存的情形 

设 P 为价格，S 为储存量，r 为贴现率，k 为单位存储成本，决策在两期进行，有 

𝑃𝑡 + 𝑘 = (≤)
𝐸𝑡[𝑃𝑡+1]

1 + 𝑟
, 𝑓𝑜𝑟 𝑆𝑡 > 0 

𝑃𝑡 + 𝑘 ≥
𝐸𝑡[𝑃𝑡+1]

1 + 𝑟
, 𝑓𝑜𝑟 𝑆𝑡 = 0 

 如果下一年预期价格大于或等于当年价格加上单位存储成本，则存储是较优的选择；反

之，则不存储是理性的选择。等号意味着均衡值。——笔者注 

 

（3）单独考虑贸易的情形 

 设 Z 为净转运量（从 a 地运送到 b 地），z 为单位运费。 

𝑃𝑡
𝑎 − 𝑃𝑡

𝑏 = (≥)𝑧, 𝑖𝑓 𝑍𝑡 > 0 

𝑃𝑡
𝑎 − 𝑃𝑡

𝑏 = (≤)𝑧, 𝑖𝑓 𝑍𝑡 < 0 

|𝑃𝑡
𝑎 − 𝑃𝑡

𝑏| ≤ 𝑧, 𝑖𝑓 𝑍𝑡 = 0 

 如果一地的价格大于或等于另一地的价格加上单位运费，则贸易将把货物从价格较低的

地方运到价格较高的地方套利，反之则没有贸易。等号意味着均衡值。——笔者注 

 

（4）综合考虑储存和贸易的情形 

 不妨考虑从 a 地运送到 b 地的条件：（反之亦然） 

𝑃𝑡
𝑏 <

(𝑃𝑡
𝑎 + 𝑘)(1 + 𝑟) + 𝑧

1 + 𝑟
− 𝑘 

化简得, 𝑃𝑡
𝑏 < 𝑃𝑡

𝑎 +
𝑧

1+ 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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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使贸易发生， 𝑏地的价格与存储成本之和应该低于𝑎地的价格和存储成本与运输价格

之和。——笔者注 

 从而，发生贸易的条件： 

𝑃𝑡
𝑎 −

𝑧

1 + 𝑟
< 𝑃𝑡

𝑏 < 𝑃𝑡
𝑎 +

𝑧

1 + 𝑟
 

贸易发生条件是：出口地区贸易（有更低的价格）相比于储存更有利可图，进口地区储

存则无利可图（相比从另外一个地区进口粮食，储存的成本更高）。 

 

4、实证检验 

 

（1）描述统计 

分组：河流地域、沿海地域、半内陆地域和内陆地域（体现运输成本）。表 11 是描述统

计的结果，可以看出价格相关度随着运输成本的上升而下降。 

Table 11 

 

（2）区域间市场整合度 

 回归方程： 

𝑃𝐶𝑖,𝑗 = 𝛼 + 𝛽 × 𝐷𝑖,𝑗 + γ ×𝑊𝐶𝑖,𝑗 + 𝑣𝑖,𝑗  

其中，𝑃𝐶𝑖,𝑗是价格相关程度，𝐷𝑖,𝑗是双边距离，𝑊𝐶𝑖,𝑗是气候相关程度。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①分别从每 1 个地域看，距离对价格相关度的影响是负的，即距离越大价格相关度越小；

（从平均的意义说明运输成本与距离的关系） 

②对比这 4 个地域来看，在离水路越远的地域（内陆地域），距离对价格相关度的负向

影响作用更大；（从边际的意义说明运输成本在不同地域的变化速度不同，内陆对于距离的

边际运输成本更高） 

③气候对价格相关度的影响为正，这说明共同的供给冲击是导致价格相关的重要因素。 

 

（3）跨时间的市场整合度 

 回归方程： 

𝑙𝑛 𝑃𝑗,𝑡 = 𝛼 + 𝜑0 × 𝑙𝑛𝑄𝑗,𝑡 + 𝛾0 × 𝑙𝑛𝑄𝑗,𝑡−1 + 𝛿 × 𝑙𝑛𝑄𝑗,𝑡−1
∗ + 𝑌𝑒𝑎𝑟𝑡 + 𝛽 × 𝑅 + (𝜑1 −𝜑0)

× 𝑅 𝑙𝑛𝑄𝑗,𝑡 + (𝛾1 − 𝛾0) × 𝑅 𝑙𝑛𝑄𝑗,𝑡 + 𝜃 × 𝑅 𝑙𝑛𝑄𝑗,𝑡−1
∗ + 휀𝑗,𝑡 

 其中，𝑃𝑗,𝑡是𝑗县的平均价格，𝑄𝑗,𝑡是𝑗县的气候，𝑄𝑗,𝑡−1
∗ 是𝑗县上一年最差年气候的固定影

响，R 是近水域地区固定影响（更靠近河流和海），Year 是时间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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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2 是对该回归方程的估计结果： 

Table 12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①从 Column (1) 可以看出，更差的气候与更高的价格联系在一起（气候数据 Q 越大则气候

越偏离正常的气候，也即气候越差），价格不仅受当年气候的影响，还受上一年气候的影响；

最差气候冲击的影响也是正的；（看𝜑0、𝛾0和𝛿） 

②从 Column (2) 可以看出，更靠近水路（𝑅 = 1）的地区更容易克服上一年供给波动的影响，

体现为靠近水路的地区的跨地区贸易作用；然而，半内陆和内陆地区在经受最恶劣的气候的

负向供给冲击影响的能力更强，体现为半内陆和内陆地区的跨时间贸易作用（储存）；（从

𝛾1 < 𝛾0和𝛿 < 𝛿 + 𝜃看出） 

③从 Column (3) & (4) 可以看出，加入时间趋势后，主要的实证分析结果基本没有变化，因

此上述结论是成立的：靠河及靠海地区在跨地区贸易上有比较优势（由于运输成本），半内

陆及内陆地区则在应对最糟糕气候带来的供给冲击上有比较优势（由于大型储存）。 

 

（4）不同年份间的价格波动与年内的价格波动 

 
Figure 17 

靠河和海的地域 

半内陆地域 

内陆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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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不同年份间的价格波动 

从图 17 可以看出，对于不同年份，靠近水路的县价格波动更大，更加靠近内陆的县价

格波动更小（横坐标越小，价格波动越大）；这说明虽然贸易地区有更多的跨地区一体化，

它们的跨时间一体化证据相对更少；内陆地区不仅比贸易地区更少受严厉的收成冲击导致的

价格波动的伤害，它们的跨时价格实际上比贸易地区更加稳定。 

 

②年内价格波动 

 图 18 则显示，在同一年份，更靠近水路的县价格波动较小，而更靠近内陆的县价格波

动较大；这说明，与内陆地区的储存产生了跨时平滑效应和价格稳定性相比，在平滑同一个

时期的收成波动时，靠河和靠海地区更加有效。 

 
Figure 18 

（5）不同县之间的公共粮仓储存模式 

 
Figure 19 

 从图 19 中能看出，靠海的县有着相对较高的人均储存量，但是内陆县的人均储藏量最

高，大约是靠河流县的四倍。因而，公共粮仓的粮食储存模式为前面的论证提供了支持。 

 

 

 

 

靠河和海的地域 

半内陆地域 

内陆地域 

半内陆地域 河流地域 沿海地域 内陆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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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 

 ①市场融合由两种方式组成，这两种方式具有相互替代性： 

市场融合 =跨地区融合+跨时间融合 

 这部分地修正了我们对“市场一体化”的传统认识。 

 

②不同的地理条件导致了不同的市场存在形式，市场是否存在并不必然以交通成本低廉

为先决条件，市场一体化更可能是经济发展的前奏而不是一个主要的推动力量（结合第五讲，

市场一体化甚至可以说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诺斯可能过分夸大了跨区域一体化的作用）。 

③如果跨时间市场融合对跨地区市场融合具有替代性，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的市场一

体化程度比此前认为的要高（被低估了）。这也隐含的说明，仅仅从市场一体化这一个角度，

很难得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同时期西欧的结论。 

 

5、结论与进一步思考 

 

（1）中国的独特性 

 中国社会（古代和现代社会）有很多独特的经济现象，并不符合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但

是，这只能说明经济学理论在中国起作用的方式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而并不能说明经济

学理论是错误的，因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仍然是普适的。 

从中国独特的经济现象中抽象出经济学理论，或者寻找到经济学理论在中国起作用的方

式与西方国家的差异所在，从而对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做一些修正和补充，是中国经济学研究

者的贡献所在。 

 

（2）不同的市场一体化形式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本文只说明中国的市场一体化形式与西方国家存在一定差异，并没有涉及这种市场一体

化形式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及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而这是更为重要的问题； 

贸易和储藏在运输成本不同时的相对重要性可能会对长期经济发展的结果产生很重要

的影响，这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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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中国历史上的生活水平及国际比较：实际工资的视角 

 

1、中国与欧洲生活水平比较：实际工资的视角 

 

（1）中国和欧洲生活水平的主要观点 

①传统观点 

 在工业革命之前很长时间，欧洲生活水平就已超过亚洲国家；欧洲劳动力的实际报酬比

中国更高，劳动力的货币价格之间的差异要远远大于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货币价格之间的

差异。 

②修正主义者的观点 

主要是加州学派的观点，认为亚洲的生活水平在 18 世纪与欧洲国家是不相上下的。 

 

（2）支持观点的证据及数据 

双方证据都不可靠，缺乏建立在亚洲和欧洲工资和价格数据基础上收入水平的直接比较；

欧洲数据较为丰富，而中国的数据较为缺乏。 

 

（3）中国和欧洲生活水平比较：人均 GDP（GNP）的视角 

 中国在明代（1402—1626 年）时的实际人均 GDP 要低于英国在 1700—1760 年时的实

际人均 GDP，通过以小麦衡量、以黄金作为计价物换算和以比例推算法计算等方法进行比

较，英国在 18 世纪的实际人均 GDP 大约是中国明代时的 3 倍（这不是同时期的对比）。 

 而刘瑞中则进行了 18 世纪中国和英国实际人均 GDP 的同时期比较：（见表 13） 

Table 13 

 

 可以看出在 18 世纪初期，英国的实际人均 GDP 仅是中国的 2 倍左右。 

 

（4）本讲目的 

 对中国 18、19 世纪的生活水平进行探讨，并与欧洲、日本对比，由此评估欧亚大陆两

边的相对实际收入水平及生活水平。 

 

（5）特点和方法 

按照谷物工资（grain wages）和更严格定义的福利比例（welfare ratio）将名义工资转化

为实际工资。 

 

（6）计算步骤 

①谷物工资：将货币工资（白银）转换为谷物工资； 

②福利比例：将大米和小麦及其它食品转换为卡路里和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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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19世纪中国的官方工资水平 

 

（1）数据问题 

 中国的工资数据较为丰富，但缺乏较为系统的整理，可得的工资数据比较零散。 

 

（2）数据来源 

①国家支付的官方工资记录； 

②经济中不同部门支付的市场工资。 

 

（3）官方数据优缺点 

 优点：①有标准的货币单位——银两；②更统一的工作类型定义，方便对跨时间和地区

的比较； 

缺点：官方支付的工资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力量的作用值得怀疑。 

 

（4）市场数据优缺点 

 优点：更容易获取； 

 缺点：数据可比性较弱。 

 

（5）第一个官方数据的描述 

 1769 年的物料价值则例数据是迄今为止最系统和详细的官方工资资料来源。表 14 是对

中国 21 个地区的非熟练劳动力和熟练劳动力的名义工资水平的计算结果：（单位为银两） 

Table 14 

 

 从中可以看出，名义工资水平最高的是黑龙江、吉林和人口稀少的东北部新疆等地；而

最低的是沿海的福建省。中国其余地区的平均日工资几乎相当，而一般被认为中国生产效率

最高的两个长江三角洲省份江苏和浙江，工资水平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能是由于劳动力

供给较多，笔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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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二个官方数据的描述 

1813 年的工部军器则例数据是另一个国家级的官方工资记录。这一数据表明，除北京

和直隶外，1813 年大多数省的平均日工资是 0.04 两（非熟练工人），与 1769 年的数据非常

接近。（见表 15 的第 2 列数据） 

Table 15 

 

（7）对官方数据的校准 

 利用农业劳动力的工资进行校准（见表 15 的第 3 列数据）。通过分析，可以合理地认为，

18 世纪晚期和 19 世纪早期的日工资处于 0.04—0.08 两这个区间内，本讲将高值作为 18 世

纪的工资水平，目的是检验修正主义者的观点。 

 

（8）与欧洲工资的初步比较 

转化为“米工资”，0.08 两可以买 3.4 公斤大米，不到伦敦的一半。 

 

3、1700—1929年市场工资序列：北京、广州、四川 

 

（1）Gamble 记录的北京工资 

 他得出的 1807—1902 年非熟练工人（农村北京）的工资是 19 世纪中国最前后一致的工

资序列数据，他还记录了城市北京的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数据；他调查了 1900—1924 年各种

消费品在物价指数中的权重，可以被用于这一时期实际工资的研究中。 

 对 Gamble 的数据仍然需要进行处理才能使用。 

 

（2）东印度公司记载的广州工资 

 信息没有北京多，只有受雇于东印度公司（VOC）的中国工人的日工资，这些数据支

持 18 世纪中国名义工资变化不大的观点。数据是 1912—1927 年的六个序列。 

 

（3）全汉升和王业建整理的四川工资 

 数据是 1875—1925 年每隔 10 年的日工资和消费品价格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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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与欧洲主要城市的比较 

 

（1）欧洲和中国的名义工资模式 

 用市场价格将欧洲工资转换为每天白银克。图 20 显示，1738—1870 年，伦敦工资最高

而北京工资最低，但米兰（意大利）和莱比锡（德国）的工资并没有比北京和东京高多少（Smith

只说对了一半，欧洲的情况比他想象的复杂），其他欧洲国家和中国城市加强了这一观察。 

 
Figure 20 

 图 21 则显示了 1870—1920 年的工资。英国工资持续上升，一战后德国赶上英国水平，

荷兰与英国的差距也缩小了，意大利的增加相比不是很明显；日本在 1890 年后受明治维新

后工业化推动，开始显著高于北京，但仍然低于欧洲大多数国家；中国在整个时期内变化很

小。 

 
Figure 21 

初步结论： 

 Smith 关于中国和欧洲工资的一般化的描述，放在一战时期比他写这段话时的 1776 年

可能更加准确。（也就是说，斯密过分一般化了中国和欧洲的工资区别，他只看到了中国和

英国的区别而不是整个欧洲。——笔者注） 



 38 / 47 
 

（2）价格指数 

 Smith 的第二个一般化描述：中国和欧洲的生活水平的价格差异非常大。下面用价格指

数来判断这一描述是否合理。 

解决办法：用客观上的相等来代替主观上的相等，对非食品和食品进行一定的规范，从

而计算出商品篮子的生活成本，也即 Smith 所说的生存水平的货币价格。 

图 22 是各地区的商品篮子计算的生活成本： 

 

Figure 22 

 可以看出，中国有更加便宜的生存水平，欧洲大多数城市的商品比中国商品更贵。相比

于工资，Smith 关于消费品的一般化更符合实际一些。 

到一战时，欧洲价格出现趋同。到那时 Smith 关于中国和欧洲价格的一般化是正确的，

正如他关于工资的一般化那样。 

 

（3）生活水平的比较——名义工资转化为实际工资，笔者注 

 生活水平反应于实际工资，而实际工资可以用名义工资的购买力来计算，也即名义工资

相对于消费价格指数的比例来衡量。 

 图23显示了1738—1923年欧洲城市和北京及北京内地的非熟练男性劳动力的福利比例： 

 
Figure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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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出，北京的福利比例很低，北京的生活水平低于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水平；伦敦的

生活水平始终持续大幅度高于北京；到一战前，相对于北京工人，西欧工业化中心地区工人

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了。 

 图 24 包括了所有亚洲福利比例的比较，从而检验结论的一般性： 

 
Figure 24 

各国经历有所不同，但是没有改变亚洲生活水平在欧洲范围底部的基本结论。 

 

问题：一个人如何在福利比例低于 1 的情况下生存? （这意味着一个人即使全日制工作

也不够买所规定的福利水平的一篮子产品。） 

①增加工作天数：男性增加工作，妻子也参与工作； 

 ②调整消费结构：放弃饮酒，减少非食物的消费。 

 ③减少没有收入的家庭成员的数量，如生育控制和婚姻选择。 

 

5、结论 

 

 现实比 Smith 的说法复杂得多：①18 世纪，中国的货币工资确实低于西欧的发达地区，

但中国的工资水平与西欧的落后地区是接近的；②欧洲所有地区在 20 世纪的工资都比中国

更高；③中国的生活成本几乎一直比欧洲更低；④中国的生活水平比大多数欧洲地区更低。 

 

 对西方兴起的文献的质疑：它们认为从近代早期开始，西欧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超越了世

界其他地区。但实际上，只有西北欧的一部分，特别是英格兰和荷兰，显著领先于其他地区。 

 

 对 Smith 的评论：过分一般化了欧洲和中国的比较。 

 对修正主义者的怀疑：本文认为中国 18 世纪的生活水平确实低于欧洲。 

 

总的来说，Smith 的悲观估计相对于修正主义者的乐观估计更接近于事实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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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中国经济的长期趋势及对传统经济的几种假说 

 

1、中国经济的长期趋势 

 

（1）历史纪年 

 中国主要的技术和经济成就的历史年表。 

 

（2）中国经济的长期趋势 

 有一种说法认为，18 世纪的中国经济的确有增长，但没有发生人口转型，因此主要体

现在总人口的增长上，而没有体现在人均的增长上，所以清代的中国还是一个马尔萨斯社会。 

 

2、关于中国传统经济的几种假说 

 

（1）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基本问题 

①中国前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在世界上的地位；（包括资本的配置效率、市场一

体化和劳动力等其他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等）——第四、五讲 

 ②中国前现代社会的生活水平及同时期国家的比较；（包括整个中国的生活水平及国际

比较，还有最富裕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生活水平及国际比较等）——第三讲 

③李约瑟之谜； 

 ④全球化对近代中国经济的影响；（包括贸易、外国直接投资、金融和收入分配等） 

——第十讲 

 ⑤中国历史上的人口问题。（包括生育率、节制人口的措施和代际间财富转移等） 

——第六讲 

 第七、八、九讲是有关金本位和复本位的内容，是考试的重点。——笔者注 

（2）李约瑟之谜 

①工业革命为何没有在中国产生? （为何中国曾长期远远领先于其它文明?） 

18 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条件，中国早在 14 世纪的明朝初年就已几乎全部具备

了，但工业革命却没有在中国产生，于是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以后，中国经济迅速从领先于

西方变为远远落后于西方。 

②为何在前现代社会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的中国科技在现代却不再领先? 

 

（3）对“李约瑟之谜”的解释 

①高水平陷阱——类似“内卷化”，后面会对此进行批评 

 伊懋可（Elvin Mark）首先提出了这一理论，并由 Tang 和 Chao Kang 等学者来完善。

对这一理论的概述如下： 

 中国古代很早就发展出了一些“现代”的制度，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在 14 世纪前的中国

远远快于欧洲；然而，中国家庭对男性后嗣扩展家庭世系的执着鼓励了早婚和高生育率，而

不管日益恶化的经济条件，结果导致快速的人口增长；由于可耕地总量的持续增长能力有限，

任何在产出方面的进一步发展都伴随着人口和消费的增长，人口和消费的增长抵消食物的增

长；因而需要提高人口对土地的比率，但这也意味着劳动力变得越来越便宜，而资源和资本

变得越来越贵，从而对节省劳动力的技术的需求下降了，并且这还意味着人均剩余产品的递

减；所以中国不具备足够的剩余产品启动持续的工业化。 

中国在较高的农业水平上维持了巨大的人口，而工业的发展却受到了有限的资源的约束；

由此中国便进入了一个“高农业水平、高人口增长和低工业水平”的“高水平陷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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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中央集权（Diamond、Morison、Qian Wenyuan、李约瑟） 

 由于地理的特点，中国形成了大一统的帝国，而欧洲则是众多竞争的小国；南宋时期中

国的工业化萌芽被高度集权的中央税收扼杀；中华帝国的统一和意识形态的统一还不容得异

端学说，这也阻碍了现代科学理论方法的发展；中国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重农抑商，因而无

法把工匠的技艺与学者发明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结合，是中国未能自发产生科学革命的原

因。 

 批评：然而这一说法也值得商榷，中央集权国家也可以推动发展。——笔者注 

③地理禀赋（文贯中） 

西欧国家由于缺乏腹地，在 1500 年后开始将目光转向海洋和新大陆，而中国却因获得

广大的新边疆而将眼光转向内陆深处，致使人口增长的同时，人口的空间分布愈益分散，信

息流通和商品交换的成本愈益提高，导致社会分工下降；随着人口散向广大内地，大中城市

停止扩充，市镇却大量增加，城市人口分布越来越靠近农村；城市化的严重倒退使中国丧失

了集聚效应和内生增长的重要源泉；宋朝之后的地理禀赋变化再度使中国陷于农本社会而无

法自拔。 

 批评：这一说法没有触及本质，过分看重了城市化的作用。——笔者注 

 

（4）对中国传统经济（明清时期）不发展的其他解释 

 

①资金耗散（何炳棣，萧国亮） 

 当时中国衡量社会名声最重要的标准不是钱，而是政治和文学名声，这不利于资本的积

累，大量的可生产资本被投入到了各种非经济性的用途上；中国的家族制度进一步加剧了资

金的耗散，比如诸子均分等制度。 

 

②封建土地所有制（傅衣凌，李文治） 

 封建土地所有制高度的剥削性，造成地主阶级和贫苦农民阶级之间的强烈阶级冲突；土

地集中于地主手中，地租不断上升，大多数农民成为地主阶级剥削的牺牲品，变得极度贫困；

贫苦农民不得不从事副业（手工业或者贩卖）以弥补农耕收入之不足，然而他们没有余力购

买所需物品，适应广大市场的工场手工业就无法出现；虽然有些富农和经营地主出现，他们

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场，但是具有高度的后退倾向；一旦成为富有，他们往往放弃直接经

营，把自己变成出租地主，或者通过购买功名、捐官爵，成为缙绅地主，这种剥削的寄生的

地主阶级具有极强的韧性，是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障碍。 

 批评：这一说法也不一定合理，事实上地租率可能并不高。 

 以上说法林林总总，然而理论假说太多，数据却太少。——笔者注。 

 

3、为何工业革命没有发源在中国：一种解释 

 

（1）问题的提出 

 18 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因素在 14 世纪的中国几乎都具备了：①市场发育程度

良好；②农作物品种改良和技术革新也很超前；③科学技术的前现代成就遥遥领先；④商业

和城市化水平也很发达。因此可以说，14 世纪的中国已获得技术和经济方面一系列重大的

进步，已发展到足以发生成熟的科学与工业革命的门槛水平；可是，尽管中国在早期拥有科

学、技术和制度方面的先进性，但它止步不前了，当 17 世纪后西方进步加速的时候，中国

却越来越落伍了。李约瑟用两个挑战性问题提出了这一个发展的悖论（见“李约瑟之谜”）。 

 本文的解释基于技术供给失败论，而不是技术需求失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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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的批评 

①人地关系问题 

 下图（图 25）反映了人口的变化趋势：到大约 1200 年时增长→约 1400 年下降→约 1500

年又恢复到 1200 年的数量水平→约 1600 年达到新的高峰→约 1650 年再次下降→之后便持

续增长。（这两个时间点恰好是朝代变更的点，人口的下降很可能是由于战乱，因此在这里

林毅夫的论据并不是很充分。——笔者注） 

 

Figure 25 

 人均耕地面积的情况如下表（表 16）： 

Table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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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可以看出，14 世纪末的人均占有土地面积比 11 世纪末甚至 10 世纪末要高；而且

17 世纪中期的人均占有土地也比 11 世纪末要高。换句话说，14 世纪末和 17 世纪中期人口

对土地的比率是较低的。这样一来，就不能说：人口已增长到不再有任何在节省劳动力方面

工艺技术创新的需求的程度了。 

 这里的论据是，没有技术创新并不是人口过快增长导致的，反而是人口的下降以及人地

比率的下降导致的，这就对“高水平陷阱”进行了很好的批驳。然而，论据不充分的原因在

于，没有技术创新还可能是战乱导致的。——笔者注 

 

②“农业剩余耗尽”问题 

 首先，从图 25 和表 16 可以认为，14、15 世纪的人均剩余应比 12 世纪要高，然而那时

节省劳动力方面的技术创新却日益减少，因而不能说技术的需求下降源于不利的人口对土地

比率所带来的“不充分”的农业剩余。 

 

 总结：基于上述讨论，中国在 14 世纪末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事实不能像“高水平均衡

陷阱”理论所强调的那样归结于缺乏对新技术的需求。（否定了“技术需求失败论”） 

 

（3）新的解释：人口、科学与发明 

 

①从技术供给角度出发 

 人们对新技术的需求总是存在的，然而技术变革没有发生的问题不在于需求的缺乏，而

在于供给的失败。中国虽然在 14 世纪以前的时期具有很高的技术创新效率，但是在 14 世纪

之后技术创新的速度没有加快，其答案可能在于新技术被发现或发明的方式不同。 

 

②李约瑟之谜的一个可能的解释 

 在前现代时期，技术发明基本上源于经验，而在现代时期，技术发明主要来自于科学实

验；中国在早期居于技术领先地位，是因为在基于经验的技术发明过程中，人口数量的多少

是发明速度一项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假定每个人发明新技术的概率相同，那么人口数量越多，

产生新技术的可能性越大——笔者注）；中国在近现代落后于西方，原因在于中国没有从基

于经验的发明转移到基于科学实验的发明上来，而欧洲通过 17 世纪的科学革命完成了这一

转变。 

 

③论证过程 

 先讨论了一个技术发明的模型，再讨论了前现代和现代的技术变迁。 

 

（4）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 

①科学与科学革命 

 中国为何没有向科学的新方法转变，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阻碍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各种

因素。 

 

②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两种传统解释 

<1>李约瑟的解释：中国官僚体系最初有利于科学的成长，但阻碍了重商主义价值观的出现。 

<2> Qian Wenyuan 的解释：中国的帝制和意识形态的统一阻碍了近代科学的成长。 

评论：古代中国对商人和手工艺人的歧视并没有李约瑟所述的那样严重；而 Qian Wenyuan

也许过分地强调了意识形态和政治统一性对知识创造性的束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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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从科举制出发的解释 

 传统解释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与其说制度阻碍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性，不如说激励了知识

分子不去从事自然科学的探索。 

传统中国社会把进入统治官僚阶层视为向上流社会攀升的最终目标，有天赋才华的人被

吸引到这些职业上来，他们拥有充分的激励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积累通过科举考试所需要的

人力资本，而无法拥有激励把时间和精力贡献于科学研究所需的人力资本活动中。而且，一

旦通过考试，他们便忙于官场事务、忙于升迁，因此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依然没有时间

或激励去致力获取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人力资本之类的活动。 

 

④政策含义及历史对现代的启示 

在现代社会，数量众多的人口不再是经济发展的禀赋，比人口数量更为重要的是强调现

代课程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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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经济史与经济学（考试不重要） 

 

1、经济史的学科定位 

 

（1）经济史在国内和国外的学科定位 

 在国内一级学科是理论经济学，而二级学科是经济史；而在美国则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

的分支学科，主要研究长期经济现象和基本经济问题。 

 

（2）Schumpeter 关于“经济史”和“经济学”的论述 

 历史、统计和理论这三门学问合在一起构成我们所谓的经济分析，而经济史是最重要的

一门。 

 

（3）与经济史有关的一些概念和范畴 

 

①经济史和历史经济学：前者是从经济角度出发解释大的历史事件和长时段的历史变迁，而

后者则是用历史事实验证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从历史事实中抽象出经济学理论。然而，我们

一般所说的经济史，包括这两方面的内容。 

 

②宏观经济史和微观经济史：前者考察国民经济的总体运行，后者研究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 

 

③其它主要范畴：经济史和主流经济学、经济史和社会史、经济史和计量历史学等。 

 

（4）研究领域涉及经济史的著名经济学家 

Esther Duflo、Abhijit Vinayak Banerjee、Daron Acemoglu、Peter Temin、Barry Eichengreen、

Christina D. Romer、Emmanuel Saez、Bradford DeLong、Alan Michael Taylor、Peter H. Lindert

和 Clark Gregory 等等。 

 

2、经济史研究的意义 

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属性，决定了它必须关注历史研究；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使得经济

史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家试图通过理解过去发生的现象来理解现在。 

过去 30 年经济史学家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如下领域：大萧条、劳动力市场的演化、

制度的实证分析、经济增长的源泉、金融制度的作用等等。 

 

3、经济史对经济学研究的价值 

 

（1）经济学的奠基者是从研究历史问题出发建立这个学科的 

Adam Smith 从对历史问题的研究开始写作《国富论》，Smith 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他用

历史事实支持他的理论。如同 Smith 一样，对历史问题的重视和依赖在 Smith 之后大多数经

济学奠基者的著作中可以观察到，例如 John Stuart Mill、Karl Marx、William Stanley Jevons、

Alfred Marshall 等等，在 19 世纪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共同具有的

强调历史研究的特点。经济学进入 20 世纪后，重视历史研究的传统得到很好的保持。在获

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中，很多是通过理论和统计研究获奖的，但我们仍然可以发现，许多

获奖者，例如 Friedman、Simon Kuznets、Fridrich Hayek、Authur Lewis、Gunnar Myrdal 等，

都对经济史有着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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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历史研究可以破解经济学中的某些“迷思”（Myth） 

经济学家利用某一个历史案例的深入研究来破解经济学中的某些“迷思”，进而对这一

学科的局限形成一致的看法；从经济学角度看，经济史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检验这些经济学

“迷思”的基础是否可靠；经济史研究在破解经济学 “迷思”中的作用充分说明它不是经

济学学科体系中可有可无的分支学科，最近许多有影响力的研究都可以归入这一类型。 

 

（3）历史在经济学研究中所起作用的第二个方面是对“自然试验”（Natural Experiments）

的寻找 

实验经济学的研究在实验室里可以控制其他因素保持不变，虽然理论上大有前途，毕竟

目前尚未成熟。很长时间以来，经济学家认识到，可能可以找到一段历史情境来近似某种自

然试验；历史试验的要旨在于，可以找到一段历史情节，由此从中剥离出某种经济关系；一

旦自然试验被揭示出来并被经济学家充分认识，它有可能会扩展人们对经济学“迷思”的理

解。 

历史很少完全像经济学家希望的那样完成自然试验，这是经济史研究的困难之处。 

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历史学家，其研究对经济学家理解自然试验的贡献在于，前者可以使

后者关注到可能影响经济结果的非经济的社会扰动因素，有助于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抽

象出某种经济关系。 

 

（4）经济史对经济学研究第三个方面的作用：创造和进行长时间序列研究 

经济学家对可以观测到的变量及其彼此之间的关系感兴趣，例如工资、利率、失业等等；

研究中经常发生的困难是，当代的数据过于简略，没有展现出足够的变化去决定一个变量对

另一个变量的影响；将数据向过去追溯，有时候可能正好包括了那些有足够变化的时间段，

从而通过统计上的技巧增加了辨别基本经济关系的机会。 

进一步而言，即使变量之间存在着统计上显著的关系，因果关系的存在仍然很难判断；

变量之间的相关也许是制度安排的一个特殊变化的结果，在时间较近的数据中，很难决定这

种关系是真实的还是人为造成的。 

 

4、经济史研究最新的代表成果 

 

（1）Acemoglu 等关于制度的实证研究 

（2）Peter Temin 关于南海泡沫和古罗马帝国的研究 

（3）Peter H. Lindert 关于收入分配的研究 

（4）Clark Gregory 关于经济增长和人口转型的研究 

（5）Carol H. Shiue 对中国古代经济的研究 

 

 以上就是本学期课程的全部内容，本笔记到此结束，感谢您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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