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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E7

新政治经济学

中国经济的“索罗斯时刻”？
在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

文 / 孙兴杰

身的效率和活力， 取决于中国经

场有更深刻与鲜活的认识。 金融
市场很难以科学的方式去预测，

其然，索罗斯大赚 10 亿美元。
对于普通人来说， 金融市

心智成熟起来。 中国经济的成长

论坛期间， 投资大鳄乔治·索罗
斯大大方方地承认正在做空亚

济改革的步伐和力度。

因为这个市场本身就是市场中

场、投机、做空等概念都是陌生

“膨大”速度在放缓，但是经济的

洲货币，并且断定中国经济硬着
陆已经不可避免。 此言一出，便

当然，索罗斯等投机大鳄要
做空人民币，至少证明投机者们

的投资者之间互动的结果，尤其
是人的情感会渗透到这个市场

的，因此，对于投机的反击也容
易变成国家行为。 奥地利学派经

韧性与强度却在不断增强。 在一
个开放经济体系中能够提高抵

认为中国经济出现了某些可以

之中。 金融市场的波动必然是非

济学家米塞斯对“投机”做出过

御风险和危机的能力，而索罗斯

利用的漏洞，如同大门口的野蛮
人一样， 随时都可能发起攻击。
这对于中国而言，无疑是改革的

线性的，不可能出现一种公式或
者模型来解释与预测金融市场，
尤其是金融危机的爆发与演变。

比较公允的评价：投机不决定价
格；投机必须接受市场所决定的
价格。 投机的努力在于正确估计

在这个时刻对中国经济提出质
疑， 并不一定是投机资本的阴
谋，而是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
提出了挑战。

引起轩然大波，也遭到不少中文
媒体的厉声指责。 索罗斯的预言
真的那么可怕吗？ 未必如此，索
罗斯只是一位金融家而已，如同
牛虻一样，紧盯着各国金融市场
出现的漏洞，一旦得手便获利丰
厚，1992 年的英镑之战以及 1998
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索罗斯可
以说一战成名。 也因如此，索罗
斯唱衰中国经济的消息对市场
情绪也有影响，按照他自己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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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仅仅依靠言辞恐怕
不能将其吓退， 最关键
的还是靠实力， 还有就
是补上自己的漏洞，以
免落入索罗斯这样资本
市场中的“秃鹫”之手。

么预测， 而是取决于中国经济自

从数量转向质量， 虽然规模的

重要动力， 当危机来临的时候，

也因为金融市场的这种特质，才

未来的价格形式，并相应地采取

未雨绸缪是最好的补救办法，所

会出现比较奇怪的现象：进行金

行动。 投机的影响不能改变特定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索罗斯

谓改革的倒逼机制也是应对危
机而采取的救急之策。 索罗斯来

融研究的人员很难依靠金融市
场来赚钱， 当然凯恩斯是个例

时间内价格的平均水平；投机所
能做的事情，是减少最高价格和

的开放社会理念以及自反性的
市场理论都可以为当下中国检

了， 并不代表中国经济就到了
“
索罗斯时刻”。 对索罗斯最好的
回应就是要了解这个人的套路，

外；进行金融投资或者投机的人
又不一定喜欢研究市场之外的
事情，更不一定著书立说。

最低价格之间的差距。 从市场秩
序而言，做空机制是市场自我监
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电脑系

视与反思改革，寻找可能的漏洞
提供了参照。 以国家理性来对抗
投机资本，胜算颇大，索罗斯几

论说，这可能会引起市场自我预
言的实现。 对于索罗斯这样具有

不仅要防范他可能发起的攻击，

索罗斯认为金融市场的变

统一样，病毒与系统的升级和完

次不成功的突袭，基本都败在了

更要了解金融市场的规则，尤其

化与一个国家的发展轨迹是紧

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虽然人

东亚地区，新加坡、中国香港都

话语权的投机金融家，中国不可
不重视，也不可过于紧张，甚至

是人民币正在走向国际化，这个
过程绝不可能一帆风顺。 对手，

密联系在一起的，但靠什么才能
掌握与了解一个国家以及未来

们不喜欢做空， 也不喜欢投机，
但是不能否定它存在的合理性。

没有取得成功。 相比于 1998 年，
现在东亚地区的经济更加强劲

形的权威吧。 索罗斯的“不当”言
论一下子引来中国官媒连珠炮一
般的回击， 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

有时候是最好的老师， 显然，索

的前景呢？ 读书。 索罗斯自己是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虽然增

有力，防范风险的资本与筹码也

罗斯不仅是中国需要重视的对

个哲学家， 他乐意阅读文学作

速已经下降到 7%左右，但是依然

要更加丰厚，索罗斯在这个当口

手，也是中国走向金融大国和强
国过程中的参考。

品。 好的文学作品往往在透视一
个国家或者民族的心灵结构，这

是主要经济体中最快的速度。 另
外，中国经济已经走过了赶超的

为什么还要对亚洲货币宣战呢？
对于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来说，

索罗斯是匈牙利犹太人，他
在金融领域叱咤风云，但更是金

也构成了这个国家行为规范的
基本底线。 索罗斯在 1992 年打

阶段，正在回落到一个正常经济
体的合理增速。 很难想象一个度

仅仅依靠言辞恐怕不能将其吓
退，最关键的还是靠实力，还有

性， 同时中国的经济体量和外汇
储备非常巨大；另一方面，中国经

融哲学家，他曾出版过金融哲学
方面的著作，提出了一套独到的
金融市场理论。 实践出真知，几

英镑的时候，他观察到首相梅杰
在电视讲话的时候不断眨眼睛，
索罗斯就认为英国政府在说谎，

过青春期的人还能以每年 10 公
分的速度长个子，但并不意味着
这个人就已经停止成长了，而是

就是补上自己的漏洞，以免落入
索罗斯这样资本市场中的“秃
鹫”之手，一旦有制度的腐肉，它

济是否硬着陆并不取决于外界怎

十年的投机生涯，令其对金融市

不会捍卫英镑的币值稳定，果不

需要增加历练，让自己的大脑和

们就会不顾一切的俯冲下来。

首先， 选择货币政策独立与
资本自由流动，放弃稳定汇率。由

本市场不稳，因为随着外汇储备
的逐渐消耗， 为防止资本外流，

下，过早的开放资本市场可能引
发金融危机。 但这种做法缺点也

知识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效率提
升，但转型需要时间，且转型过

幅震荡，新兴经济体货币出现大
幅贬值，以原油为首的大宗商品

于我国与美国所处经济周期不
同，当前为了提振国内经济，促进

央行只能在国内被动收紧货币，
国内利率水平将被动提高，这对

十分明显，当前我国正处于“一
带一路”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的

程中必须守住经济增长的底线，
否则就业就会受到影响，因此保

开启巨幅下跌模式，全球资本市
场也迎来了宽幅震荡，以索罗斯

房地产去库存， 加快企业兼并重
组，必须进一步降低市场利率，即

于当年 7 亿平方米房地产库存
与加速企业兼并重组十分不利，

关键时期，限制资本自由流动相
当于短期放弃人民币国际化。 去

持货币政策独立，不捅破地产泡
沫是重中之重。

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 降准与降
息同步推进， 但如此做法在短期
必然进一步拉低我国资本回报
率，在资本可自由流动的条件下，
大量资本势必呈流出态势， 人民

将有可能引发国内资产泡沫破
灭，进而对经济形成重创，并危
害到整个金融体制的安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东南亚经济
体崩溃的相当一部分原因就是

年 10 月人民币正式进入 SDR，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要
求， 人民币纳入 SDR 的估值篮
子后， 基于履行相关责任的义
务，需要继续改革，让人民币的

相比于稳定汇率与货币政
策独立，短期放弃资本自由流动
可能是当前危害较小的方案，虽
然人民币国际化已是开弓没有
回头箭，但庆幸的是目前人民币

币兑美元进一步贬值预期也将继
续提高，外汇储备将加速下降，在

在国际对冲资本压力下，因外汇
储备耗尽与被动提高利率引发

汇率更加市场化。
综上， 在三元悖论条件下，

开放程度仍不高，且节奏仍在可
控范围内。 粗略估计截止至 2015

国际对冲基金与国内资本流出的
共同作用下， 将可能引发汇率雪

的资产泡沫破灭。
再次，选择货币政策独立和

没有一种是万全之策，任何一种
选择都会付出代价，所以只能是

年底，外国央行协议置换的人民
币数额约为 4 万亿元左右，其中

崩。 也许有人认为 3.33 万亿的外
汇储备足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危

稳定汇率， 放弃资本自由流动。
放弃资本自由流动相当于将国

趋利避害选择危害最小的方案。
笔者认为，目前当务之急是

流入国际炒家的人民币不会高
于 1 万亿元，弹药尚不足以大规

机， 但如果内外贬值预期一致形
成，众大妈排队购汇，那么如此外

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隔绝，两者互
不影响。 这样做既可以在国内实

稳定汇率，降低人民币兑美元贬
值预期， 沉重打击国际做空力

模做空人民币。
从最近央行的做法来看，以

汇储备短期将很快消耗。
其次，选择稳定汇率与资本

行宽松货币政策，防止资产泡沫
崩溃，又可以稳定汇率，防止资

量，否则 3.33 万亿外汇储备就成
了各方眼中的唐僧肉，一旦耗尽

公开市场工具取代市场预计降
准应该就是受三元悖论之困的

自由流动， 放弃货币政策独立。
为了稳定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水

本大规模流出。 无论是 1997 年
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南美金融危

后果难以想象。 同时，必须保持
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当前国内

权宜手段。 因此，短期暂缓人民
币国际化进程，为国内改革和稳

平，央行必须在离岸市场大量卖
出美元，买入人民币。 虽然汇率

机， 在国内资本市场存在泡沫、
银行体系脆弱、 外汇储备不足、

经济正处于改革关键时期，供给
侧改革的关键点在于经济增长

定汇率留足充分时间，待经济企
稳之后再逐步放开资本自由流

暂时得以稳定，但会带来国内资

外 债 占 GDP 比 重 较 高 等 情 况

要由大规模要素投入转为依靠

动或是不得已之举。

李鸿章：现回河南乡里。
陆奥宗光：是否尚在营务处？
李鸿章：小差使无足轻重。
由此可见日本对袁世凯的
忌惮，以及李鸿章对袁世凯的回
护之意。
袁世凯与日本， 从不亲近。
他最崇拜的国家应是德国，关系
最好的外国友人应是英国驻华
公使朱尔典。 他曾聘请日本人有

更可见袁世凯态度的是，他
把接受日本最后通牒的那一天，
即 1915 年 5 月 9 日， 定为国耻
日； 还在政府官员面前声泪俱
下：“……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
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
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
发有为之事业。 举凡军事、政治、
外交、财政，力求刷新，予定计
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

再说张作霖。我以为，张作霖
与日本打交道，师承袁世凯，甚至
可以上溯至李鸿章。 李鸿章曾与
其师曾国藩谈如何办外交， 曾国
藩的主旨是以诚待人，感化洋人，
李鸿章则主张打痞子腔。不过，李
鸿章终究还是继承了曾国藩的衣
钵， 他的痞子腔， 袁世凯有所借
鉴，张作霖则全盘接纳。
张作霖的才具与处境， 都不

关于张作霖爱国， 有一段
子，说他给日本人题字，落款不
写“张作霖手墨”，而写“张作霖
手 黑 ”， 有 人 提 醒 他 少 了 一 个
“土”字，他骂道：老子能不知道
“墨”字怎样写吗？ 对付日本人，
手不黑能行吗？ 这叫“寸土不
让”！ 这个段子，惟妙惟肖，正呈
现了张作霖的无赖风格。 不过，
细细思量，假如张作霖的爱国事

贺长雄担任宪法顾问，却也只是
顾问而已。 至于“二十一条”，熟
悉民国史的人都知道，袁世凯与

期达目的。 则朱使（朱尔典）所谓
埋头十年， 与日本抬头相见，或
可尚有希望。 若事过境迁，因循

及袁世凯，故而他在日本人面前，
难以如袁世凯那般强项， 他出卖
的国家利益，则远过于袁世凯。今

迹足够多的话，后世何必拿这样
难登大雅之堂的段子说事呢；恰
因乏善可陈，“手黑” 才成壮举。

日本人关于“二十一条”的谈判
何其艰辛，结局何其惨淡。 简言
之，针对“二十一条”的压迫与诱
惑，惯用权术的袁世凯可谓无所
不用其极，如拖延、离间、诉诸舆

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
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
之危险更甚于今日， 亡国之痛，
即在目前。 我负国民托付之重，
决不为亡国之民。 但国之兴，诸

人为他辩诬，说他与日本人，合作
与对抗并存，深究历史，却是合作
多而对抗少， 至于与日本人虚与
委蛇，敷衍了事，所答应的条件往
往“口惠而实不至”，更不符合史

这表现的不是豪情，而是悲情。
不过，张作霖之死，依然可与
袁世凯并提，适用那句
“为日本去
一大敌”。 须知，张作霖的横死固
然是悲剧， 更大的悲剧则在他死

论、借势于美国、英国、俄国等列
强，最终，双方所签订的条约并
非二十一条，只有十二条，真正
丧权辱国的条款不是被删除，便
是加以限制。 结合彼时国情，当
知这是最不坏的结果。 蒋廷黻的
评价无疑是持平之论：“关于二
十一条的交涉，袁世凯、曹汝霖、
陆宗舆诸人都是爱国者，并且在
当时形势之下，他们的外交已做
到尽头。 ”

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
责也。 ”此外，他令丁世峄撰写
《中日交涉失败史》一书，印五万
册， 秘密寄存于山东模范监狱，
期冀日后形势逆转，公开发行。
有一说，袁世凯死前，曾撰
一联，置于案上：“为日本去一大
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后半句也
许言不由衷， 前半句则属事实。
究其平生， 他的确是日本的大
敌，当然，日本也是他的大敌。

实，试看张作霖主政东北期间，日
本人的铁路扩张之迅猛， 便知究
竟；况且，张作霖对抗日本人，最
擅长的手段，一是拖，二是赖，说
白了，就是耍无赖，当然，敌强我
弱，弱国无外交，这是不得已而为
之，无可厚非，只是不可夸大其效
果：你和君子耍无赖，也许还能占
点便宜； 和日本人这样的强盗耍
无赖，能有什么好果子呢？张作霖
的结局，恰是答案。

后。“
九一八”事变，张学良逐步放
弃东三省。后人常常假设，倘若张
作霖在世，必定不会这般怯懦、窝
囊、仓皇，一枪不放，拱手相让。我
认同这个判断。张作霖这代人，也
许强梁， 也许短视， 终归有其底
线。 这个底线， 你可以理解为爱
国，可以理解为爱家，可以理解为
爱利益，可以理解为爱面子。然而
为了守护底线，他们不惧一战，不
惜一死。

焦虑。 索罗斯并非百战百胜，也
不是先知，换个角度思考，如果
将其言论当作“盛世危言”，于中
国改革事业，不无裨益。
金融市场本来就是风云变
幻， 而索罗斯在两场经典的金融
突袭战中， 打败了英国政府和泰
国政府， 从此蒙上了浓浓的神秘
色彩。如同巴菲特一样，无论说什
么，都会变成新闻，这也是一种无

索罗斯的言论正在影响市场情
绪，甚至是投资者的预期。 然而，
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与势头并不
是由索罗斯能够主导的，一方面，
中国的金融市场有自己的独特

资本之道

人民币国际化短期可以暂缓
进入 2016 年， 受美联储去
年加息影响，全球市场出现了巨

为首的对冲基金公开表态做空
新兴经济体，新兴经济体正在面
临可能出现新一轮危机的考验。
对我国来说，“811” 汇改后
在岸人民币兑美元至今已贬值
约 7%， 我国外汇储备已由 2014
年巅峰时的近 4 万亿美元下降
到 2015 年底的 3.33 万亿美元，
2015 年 12 月更是出现了单月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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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暂缓人民币国际
化进程，为国内改革和
稳定汇率留足充分时
间，待经济企稳之后再
逐步放开资本自由流
动或是不得已之举。

减少 1079 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资金流出迹象明显；从经济增长
角度看， 目前仍处于过渡期，尚
未完成从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
ppi 连续四年负增长，7 亿平方米
已竣工商品房库存压顶，工业产
能过剩问题严重，供给侧改革正
处在进行中， 市场出清仍未完
成， 新的经济增长点也还未形
成。 另外，从汇率的内在形成机
制来看，两国汇率变动主要取决

于两国资本回报率或全要素生
产率， 在我国经济增长率下台
阶、美国经济逐渐企稳的背景下
人民币兑美元仍将贬值观点已
逐渐为市场所接受。
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决策
者面临的是货币政策独立、稳定
汇率和完全的资本自由流动三
者只能选其二的三元悖论难题。

囊中江湖

“为日本去一大敌”
电视剧《少帅》选角非常讲
究， 譬如让文章演少帅张学良，
简直天作之合， 这二人经历相
近： 从国家宠儿到时代弃儿，从
青年偶像到英雄末路，人生大起
大落，命运天翻地覆。 再如请李
雪健演老帅张作霖，遂令观者有
惊艳之感。 有人说，对一些人而
言， 自张作霖被炸死那一刻起，
《少帅》就算结束了。 有人说，张
作霖死时，文章扮演的张学良涕
泗横流，痛彻心扉，张学良哭，那
是因为此后东北大局无人主持；
文章哭，那是因为不知道《少帅》
后面的戏该怎么演！
《少帅》之于张作霖，可谓正
名之作。张作霖其人，在中国近代
史上的形象，无论正史还是野史，
都不大好。拿影视剧来说，对他的
刻画，不是粗鲁如土匪，就是昏聩
如财主。事实上，张作霖虽出身绿
林， 但孙科见到他之后，“方知他
长得非常清秀，个子不高，不像土
匪一类人物”； 曹汝霖回忆录则
谓：
“
张氏身躯不高，声亦不大，颇
有恂恂儒雅之风， 没有赳赳武夫
之气，北人南相，决不像长白山出
身之健儿也。”以此而论李雪健的
表演，豪气有余，文气则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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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最具争议的一点，还
是与日本的关系。 《少帅》对此，
过于简化。 历史哪有影视这么简
单呢。 这不仅构成了张作霖一生
的纠结，更是历史的纠结。
张作霖这辈子最钦佩的人
是袁世凯，且从袁世凯说起。
袁世凯与日本的关系，同样
纠结。 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袁
世凯因与日本人签订“二十一
条”，被扣上了卖国贼的帽子，钉
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然而，重返
历史现场，你会看到，自 1884 年
起， 袁世凯便冲锋于抗日前线，
朝鲜十年，软硬兼施，令日本人
头疼不已。 甲午战争失败，马关
议和，伊藤博文等人与李鸿章谈
判，第一次会谈，日本人不问他
人，唯独问起袁世凯的下落：
伊藤博文：请问袁世凯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