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要以史为鉴，就要洞悉金钱

为什么第一次
世界大战是偶发事

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

1918）爆发前夕，世界主要工业

国家都在体验着 “不列颠治下

的和平”（Pax Britannica），即英

国主导的和平。 实际上在军事

上英国并不比别的国家更占优

势，“不列颠治下的和平” 得以

维持是因为英国在资本市场上

占有压倒性优势。

19 世纪后半叶，有世界影

响力的报纸《经济学家》的总编

辑白芝浩（Walter Bagehot）曾测

定了当时主要金融中心的可用

储蓄量， 发现相比于其他的重

要城市， 伦敦的储蓄规模大得

出奇。 当然这和英国凭借强大

的海军掌控了海上霸权是分不

开的， 同时也是因为通过金融

英国使自己强大的影响力变得

更大、更广了。

那么英国是怎样造就一个

具有压倒性优势的金融市场的

呢？ 当时英国的经济依靠工业

革命确实是站在世界前列 ，虽

然当时英国 GDP 的规模不及

法国的 28%， 可伦敦和巴黎资

本市场的规模相差超过九倍 。

产生这么大差异的原因应在于

“历史的经验”。 英国政府在光

荣革命之后持续地积累了金融

市场参与者们的信赖， 反观法

国， 从约翰·劳的“密西西比公

司”事件中可以看出，法国政府

一次又一次地对大众背信弃

义。结果，大部分法国人宁愿把

贵金属藏在床底下以防万一 ，

也不愿意使之在市场流通。 金

融市场是 “规模经济” 最适合

运作的地方， 所以储蓄资金越

是充足的地方越是富得流油 ，

而储蓄资金越是匮乏的国家 ，

越是穷得揭不开锅。 如果银行

有储蓄资金 100 亿， 那么它可

以把这笔资金放贷到各种地

方。 但是如果只有数百万或者

数千万的资金， 只能零散地分

摊到不同用途中， 那么这笔钱

就发挥不出任何作用， 因为谁

也找不到钱， 钱也不知道应该

找谁。

伦敦金融市场所具有的

不只是 “规模经济 ”带来的益

处 ，因为成功地维持了稳定的

金本位制 ，英镑的信誉度得以

提升 ，全世界的投资者都首选

英镑而不是自己国家的货币 ，

使英镑享有 “关键货币” 的地

位。 1913 年，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前夕， 法国银行所保有的黄

金价值是 6.78 亿美元，美国财

政部所保有的黄金价值是 13

亿美元， 而英格兰银行只保有

1.65 亿美元的黄金， 可它却在

游刃有余地起着世界金融中心

的作用。

像伦敦和纽约这样的金融

中心就像海星一样会吸纳周边

其他金融中心的资本， 这对于

市场参与者来说是好事。 像德

国的克虏伯 （Krupp）那样投入

巨大的资本， 从事炼钢和机械

产业的资本家来说， 伦敦金融

市场无疑是老天赐予的礼物。

如果考虑到上述这些背

景 ，就可以充分地理解 ，当时

为什么没有几个人认为 1914

年奥匈帝国皇储在萨拉热窝

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暗杀

会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

火索。 整个欧洲都因相互之间

的交易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特

别是因为英国的金融霸权相

当强大 ， 在战争爆发的瞬间 ，

敌对国在伦敦的资产有着立

刻被冻结的危险。 其实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初期 ，同盟国并不

是没有获得胜利的机会。 如果

在开战初期德国按照施里芬

计划 （Schlieffen plan）占 领 巴

黎 ， 就可以以对自己更为有

利的条件签订终战协议。 还有

如 果 十 月 革 命 没 有 发 生 在

1917 年 ，而发生在这之前 ，那

么俄国在早期就只能把投入

东部战线的兵力投入到西部

战线。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陷

入了持久战的泥坑 ，德国已经

没有胜算打赢以英国为主导

的协约国了。 在开战初期德国

可以动用储备资源用于战争 ，

可是过了一两年之后储备资

源不多了 ，或者枯竭了 ，就束

手无策了。

所有的参战国在战争期间

都在不停地发行战争债券 ，并

说服从来没有买过国债的人 ：

此时购买国债才是真正的爱国

行为。 协约国在纽约或伦敦这

样的大型金融市场发行了债

券。 而德国和奥匈帝国等同盟

国为了筹措战争所需要的资金

只得向中央银行借贷。 但是中

央银行因为金本位制的施行 ，

不可能发行超过自己所持有贵

金属数量的钱。

借给政府的资金最终会重

新流入市场 ， 因此 1915 年以

后， 德国的金本位制已经基本

上形同虚设了， 如果大众意识

到这一点， 就很有可能立即狂

抛纸币，换持黄金或者白银。

1986 年的国际

油价暴跌是如何发
生的？

1971 年尼克松总统废除

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后， 引起国

际黄金价格的急剧上扬， 随之

上扬的还有国际油价， 虽然不

及黄金的涨幅大， 但也是大涨

了。 尼克松政府改革之后不久

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发表

了声明，称将正式提升油价。

OPEC 决定： 如果 1971 年

8 月 15 日的国际货币体系的

改革给石油输出国的实际利润

带来负面影响的话，OPEC 成员

国将会采取必要措施（提价）以

抵消所产生的每桶油的损失。

OPEC 之所以要提升原油

价格， 是因为石油出口的货款

是以美元结算的。也就是说，如

果任凭美元价格下跌的话 ，那

么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石油输

出国只有破产一条路。 但是在

声明发表之后 ， OPEC 并没有

立刻提升原油价格。 因为美国

作为世界霸主很强势， 而中东

的产油国都独立不久， 不得不

看发达国家的脸色。

正在这个时候第四次中东

战争（1973 年）爆发了，它给了

OPEC 提升油价的正当理由 。

当时埃及和叙利亚为了夺回

1967 年六日战争（第三次中东

战争） 中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

半岛和戈兰高地， 分别向两地

发起进攻。 当时的美国和苏联

在战争期间都向自己的同盟国

提供了大量物资， 所以这场战

争可看作是两个大国间接的角

力。 在战争初期苏联支援的埃

及- 叙利亚联军占据了优势 ，

但随着美国支援的以色列开始

反击，战局发生了逆转。埃及军

队为防止叙利亚丢失戈兰高地

导致被以军入侵本土， 开始加

强对以军的攻势。 但是在这个

过程中埃及军队给了以色列军

队喘息和反攻的机会， 因此被

以军逼退到苏伊士运河。 但是

以色列并不想扩大战争规模 ，

埃及- 叙利亚联军也认识到很

难再扭转战局，所以双方在 10

月 25 日宣布停战。

战争在短时间内结束了 ，

可是留下的后遗症并没有那么

容易消失。 中东国家认定是美

国支持以色列战胜了埃及- 叙

利亚联军，所以发表声明，禁止

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输出

石油， 由此国际石油价格开始

急速攀升。 1973 年 6 月国际油

价不过是每桶 3.6 美元 ， 可到

了 1974 年 1 月急升到每桶

10.1 美元， 第一次石油危机爆

发了。

特别是 1979 年 2 月，伊朗

亲美的巴列维王朝垮台， 新上

台的政府坚持反美路线， 国际

油价一路飙升， 再加上伊拉克

政府在 1980 年 9 月进攻伊朗，

引爆了第二次石油危机。 直到

1979 年 1 月石油价格还是每

桶 14.8 美元左右，可到了 1980

年 4 月直接飙升到每桶 39.5

美元。

不过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

击没有持续太久。 1983 年 2 月

油价下跌到每桶 29.0 美元，而

到了 1986 年 3 月最终跌至每

桶 12.6 美元。 石油储藏量占世

界第二位和第四位的伊朗和伊

拉克实际上在 1988 年中断了

石油生产， 可是石油价格为什

么还能暴跌？

最直接的原因是美国上调

了利率，特别是实际政策利率。

美国的实际政策利率在 20 世

纪 80 年代初期上升了 8%，这

使持有美元资产的实际利益变

大了。 实际政策利率是指政策

利率减去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

率的部分， 是去掉通货膨胀还

能赚取的实际的银行储蓄利息

率。也就是说，对于那些货款以

美元结算的产油国来说， 美元

价值的上升使他们没有动机提

高原油价格。

随着人们对美元价值上升

的预期升高， 以商品为主的所

谓非美元资产投资的魅力自然

就会减弱。从 1971 年尼克松政

府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可以

看出， 以黄金为主的全世界的

商品价格飙升的最大原因 ，是

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

动摇。相反，如果美元的地位和

从前一样非常稳固的话， 人们

就没有必要特意投资像原油和

黄金那样变动性大的所谓 “风

险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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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1973 年发生的第一次石油

危机的余波影响，美国在 1974 年

发行了汽油配给票 （Gasoline ra鄄

tion stamps），但并没有投入使用

《中国经济讲堂》

王东京著

人民出版社

2020年 5月出版

定价：58.00元

发行业务电话：010-65257256 65136418 邮购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100706） 邮购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网址 ：

www.peoplepress.net

本书把理论性和可读性融为一体，推理深入

浅出，娓娓道来，不仅介绍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

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解读为读者提供了分析现

实问题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对如何运用学术框

架分析现实问题进行了演示，按照学理逻辑认识

和解释经济现象。本书对于如何研究、判断、解决

当前中国经济问题有很强的启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