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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放一把火

作者：何帆

出版社：中

信出版社

内容简介：

经济学家在

读什么？ 从历次

经济危机中，我

们能学到什么？

经济学研究能与

进化论、 社会学

甚至脑神经科学

联系起来吗？ 著

名经济学者何

帆， 以敏锐的观

察、犀利的剖析，

给你的思想“先放一把火” 。

本书是著名经济学家何帆的随笔集， 作者

探究了两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是对经济学的反

思，力图跳出经济学的窠臼，结合进化论、社会

学、复杂科学等方面，以更高远的视角去审视经

济学；第二个主题是向历史学习，了解现代经济

体系的由来，尤其是从19世纪以来我们所经历

过的经济历史。作者以敏锐的观察以小见大，给

思想“先放一把火” 。

作者简介：

何帆，中国金融

40

人论坛高级研究员，中国

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主

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宏观经济、国际金融和国

际政治经济学。 已出版文集包括：《不确定的年

代》、《胸中无剑》、《若有所失》等。

从实践出发深入研究货币供给理论

———推介盛松成新著

□

王松奇

我的老朋友盛松成给我寄来一本他和翟春

联合署名的新书 《中央银行与货币供给》（以

下简称《供给》），我有爱不释手之感，认真阅

读了吴晓灵、 余永定二位的序言和盛松成所做

的前言，草草翻阅了一下书中的重要章节，认为

应当立即向银行界的广大朋友隆重推荐一下该

著作， 也希望财经院校和研究机构朋友们认真

研读一下该书。

我对货币供给理论的兴趣始于30年前。

1985年我和邓乐平、周慕冰刚刚考入中国人民

大学财金系黄达老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时，黄

达老师就是因为承接了国家社科基金“七五”

重点课题“货币供求量问题研究” ，招收学生

同时也解决了课题的完成人手问题。 当是之

时，曾康霖老师所带的两名硕士生邓乐平和周

慕冰的论文选题恰好是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

问题，所以招收邓、周顺理成章。邓乐平入学后

博士论文仍以货币需求为题， 周慕冰则继续

做自己的货币供给问题研究， 为了增强这个

“七五” 重点课题的现实感、时代感，黄达老

师在“货币供求问题研究” 课题组还特别吸

纳了央行的两名同志：吴晓灵和王庆彬。吴晓

灵当年从五道口硕士毕业到央行工作，已崭露

头角；而王庆彬外号叫“王现金” ，从事了一辈

子货币流通和现金管理工作，有丰富的操作经

验。 当年的社科重点课题只有5万元经费，但在

黄老师的领导下， 这5万元每年开一次全国性

讨论会（分别于黄山、北戴河和大连），还出了

5本书， 在今天看来，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儿。 黄达老师每年组织一次的货币供求理论研

讨会更是研讨会中的典范，每次会议都就中国

的货币供求及货币政策问题进行认真研讨，每

次研讨中都有争论和碰撞，我与邓乐平、周慕

冰还有王传伦老师名下的学生贝多广，每次都

受益多多。

中国人民银行1984年开始行使央行职能，

而此前人行也像商业银行一样办理工商企业贷

款业务。 所以，我们这三位首届金融学博士，正

赶上中国金融改革在体制和政策上的风云变幻

年代。 此前的货币供给理论以黄达先生的银行

资产业务创造信用创造货币为代表性理论，而

到中国人民银行成为行使央行职能的调控型机

构后， 货币供给理论也开始尝试用西方的央行

控制基础货币、货币乘数影响货币存量、央行政

策工具调控货币乘数这一套东西来说明和解释

中国的货币供给实践。

盛松成的新著《供给》是在他于1993年出

版的《现代货币供给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总

结了二十多年来国内外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实践

的新问题新经验之后，推出的又一部力作。盛松

成认为， 该书对中国的货币供给理论研究和货

币政策实践具有以下意义： 研究货币供给过程

对货币政策操作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数量型调

控方式在我国未来较长时期中仍具有重要意

义； 一般意义上的价格型调控仍会涉及货币供

给；研究货币供给过程是中央银行调控的需要。

从以上四点自我评价看，盛松成本人更重视的

是《供给》一书的实践参考价值。 但我认为该

书的理论意义，即在货币供给理论总结方面的

里程碑贡献也不容忽视。

两篇序言，吴晓灵序四平八稳高屋建瓴，余

永定序则深入细致坦率陈词，在中国为人作序

的名人中，能认真地读一读求序作品并直言不

讳地指出作品的欠缺或不足，余永定可能是绝

无仅有之人。 这不能不让人心生敬意。 由此可

见，余永定的真学问和真性情。 余永定在序言

中用很长的篇幅讨论货币创造过程和M1与

M2之间的关系，这让人想起40多年前，货币学

派与后凯恩斯学派在大辩论中一直明确提出的

一个辩论主题，即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外生性

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直接影响人们对

货币政策是否重要、货币政策能否独立有效地

发挥作用这两个根本问题的判断（1968年11月

14日，在纽约大学工商管理研究生院第七届亚

瑟·K·所罗门讲座上， 沃特·海勒和米尔顿·弗

里德曼分别代表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进行了

一场经济学史上里程碑式的辩论，辩论内容被

记录在次年由W.W.�诺顿出版社出版的《货币

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对话》一书中）。 余永定在

序言中认为，M1是由货币政策决定的，M2中

的定期存款则是公众行为决定的。 这个结论让

我颇感疑惑， 因为M1中的现金取决于家庭持

币行为，活期存款多寡，企业和家庭愿意保持什

么样的定期存款比例或活期存款比例，这本身

又是由经济体系中的微观主体行为决定的，而

不取决于央行的货币政策。

盛松成的《供给》一书显然还没直接触及

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外生性、央行货币是否超

发、 为什么中国M2总量很大却常常会出现流

动性危机（如2013年）、商业银行普遍的“逃

表”“出表” 行为对货币供给货币创造的影响

等这些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要在这里说一下， 即盛松成在

《前言》中说“1998年人民银行取消对商业银

行信贷规模的直接控制，以货币供应量为中间

目标，并于当年5月恢复公开市场操作……” 这

段话着实让人费解，我现在是《银行家》杂志

的主编， 每年要与大量的中小银行打交道，现

在中小银行反映最强烈的就是央行每年的信

贷指标控制问题。人民银行只不过是把1998年

之前的信贷规模直接控制改成了一个好听的

名称曰 “合意贷款规模管理” 而已， 实际和

1998年之前换汤不换药。这一做法对央行总行

没什么，但央行各地分支机构却视“合意贷款

规模管理” 和实施这一管理的神秘法宝“差额

准备动态调整公式” 为维持央行分支机构监管

权威的灵丹妙药， 而这个 “合意贷款规模管

理” 在我看来也是极具中国国情特色的货币政

策执行方式。

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如果合意贷款规模管

理作为货币政策的执行方式的确能在中国的

货币创造和货币供给行为中发生作用，那所说

的货币供给存在倒逼机制就似乎不无道理。 我

们可以联想一下2009年由于天量放贷造成的

中国货币供给飞跃式增长，当然我们还可以回

想一下30多年前刘鸿儒老师在五道口讲课时

说过的中国的现金供给多年来一直是一种被

动的、事后的结果。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

国的货币供给理论如果完全按照美国那样用

央行控制基础货币、控制货币乘数来调节货币

供给存量和货币流通状况那一套似乎也不太

合适，因为从强制结售汇制度下，央行基础货

币被动投放到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强力运用、央

票对冲行为的频繁发生，再到合意贷款规模这

一信贷扩张人为限制手段的运用，种种情况都

表明，在货币供给和货币政策方面，我们也确

确实实在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极

具中国特色的东西不但是深受西学影响的人

不了解，就是长期呆在国内如果不深入实际进

行调研的人也可能会不甚了了。 研究中国的特

殊国情及特殊国情下的特殊实践，也许就是我

们这些以中国经济金融为研究对象的人的生

活乐趣所在。

未来自己主宰

□

任志强

我是在手机上阅读开复的新书草稿的。 满

满的一锅“鸡汤”让人真是“醉” 了。 我们都是

生活中有过各种复杂经历的人， 每个人都因经

历的不同，而对生的意义理解不同，也因此有了

相似的感觉。

每当人们面对艰难困苦的环境时， 通常对

人生道路的认识会更深刻。如果是一帆风顺，所

有的获得都太容易， 反而对这些成果不会太珍

惜，也不会对生命的意义有更深的挖掘。人生的

道路其实是一段不断探索的过程， 每前进一步

都会更加努力地追求。

人生中常被问到“我是谁” 、“从哪里来” 、

“到哪里去” ，其实就是认识自己，认识客观世

界，寻找人生目的的过程，永远没有终点。

许多人常常抱怨自己的命运，抱怨学习与

生活的环境，抱怨自己没有获得成功，没有荣

誉，缺少财富，因而抱怨整个社会的不公平。 其

实他们最缺少的正是对自我的理解和对人生

未来的追求。 这个世界没有人可以帮你，真正

要面对一切困难的是你自己。 如果自己都对未

来失去了基本的信任和努力，那你又怎么会有

未来？

有些人曾问我：“面对问题时，你没有压力

吗？ ” 我说有，但这个压力并不太大，因为我曾

经被不公地关进了监狱。 面对的是 “牢狱之

灾” ，也有狱友称之为面对人生的“死亡” 。 但

我靠对自己的信任，顽强地渡过了这一关，坦然

面对了各种考验。 没有被监狱的生活摧毁我的

意志。

如果一个人能承担起这种面对“死亡” 的

考验，那么任何其他的压力，就都变得没有那么

沉重了。俗话说，有“大不了一死” 的决心时，困

难就不再是一座高高的大山， 就变成了你阅读

人生中的又一道美景。

为什么我会被开复的“鸡汤”深深吸引，并

一口气读完，以至于眼睛都变得涩涩的，分不清

是累的，还是被感动的，正因为我与开复有着类

似的“死亡” 经历。 不同的是，我最多是个“政

治” 上的“死亡” ，永远会背上“犯罪分子” 的

招牌。但开复面对的是身体上的死亡。面对人的

生命的结束，这比我面对的“死亡” 更沉重了许

多倍。因此开复对生命和生活的认识，也比我更

深了一层。

真正考验一个人对生命和对人生道路认识

的，正是如何面对“死亡” 。 从当你知道这一消

息或说可能时， 这个世界就好像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这时最容易被击碎的是自己对未来

充满希望的梦和那颗对未来充满爱但却无比脆

弱的心。 如果当事人自己先失去了勇敢面对并

拼命努力争取的顽强意志，那么“死亡”很快就

会变成现实。

许多人也勇敢面对和做出了许多努力。 他

们也许并没有成功。 但他们会心安理得地说至

少我们曾经努力了。但如果你没有去努力，那么

你就永远没有成功的机会。 开复也许是所有人

中的幸运者。 但更重要的不是开复是否会因身

体的变化而病情反复， 重要的是开复活出了自

己精彩的一生。

病魔没有让开复屈服， 开复反而在战胜病

魔的一年中， 看到了人生平时无法看到和体会

到的哲理，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更多的认识，反而

在珍惜生命的最后一刻， 找回了许多过去因工

作太忙而忽略了的生活乐趣，重温了朋友、亲人

与社会共同关注的生命中的爱， 也有缘重新拥

抱了整个世界。

社会中总有一些人会用另类的眼光看待事

物，总有人会对开复的康复表示祝贺，也有人会

将开复的病情当作一种炒作。 但读完这本书之

后，你一定会对人生的意义有不同的理解。

就像开复书中所说的， 每个人都应有自己

对生活的追求， 不要只会跟在别人的后面走同

样的路，重要的恰恰在于要展现自己的性格，走

出与众不同的道路，活出属于自己的生活，却并

非要在墓志铭上留下些什么。 “人生有追而无

求” 常常是在经历了许多之后才被发现与认识

到的。

尤其是年轻人和创业者们更可以从上一代

的失败和对生命的感悟中， 找到属于你们的人

生未来。

智慧的财富和节制的权力

□

赵青新

《圣经》上说，耶稣把货币兑换商赶出了神

庙，还踢倒了庙前小商贩的摊子。 这故事说明当

时的商人处于社会底层。大约1000年前，情况悄

然改变，商人开始成为社会新兴力量，但在莎士

比亚的笔下，16世纪的威尼斯商人虽然有了大

把的金钱，还是很不受人待见。 到了如今，胡润

全球富豪排行榜虽然未见得靠谱， 凭借金钱及

其相随而来的权力，西方“生意人” 登顶金字塔

显然成为了现实。

金钱与权力，话题不算新，以此来概括西方

商业的历史倒也合适。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

频道（CNBC）拍摄了纪录片《金钱与权力：西

方商业的历史》。 为了更好地讲故事，而不是干

巴巴地讲历史， 纪录片定位于讲述那些活生生

地创造历史的人，包括圣戈德里克、美第奇、腓

力二世、托马斯·杜兰特、洛克菲勒、福特、比尔·

盖茨等，通过这些不同凡响的人物的行走轨迹，

梳理出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历史图像。

《华盛顿人》杂志高级编辑霍华德·敏思撰

写了同名书籍。 书籍比纪录片较好的一点是，纪

录片侧重于展现故事， 而书籍则往往会更多一

些故事之后的思考。 地中海霸主、金融巨鳄、铁

路大亨、工业巨头、互联网新贵……随着时代的

变迁，获取财富的方式也在变更，每个时代都会

潮起潮落。 本书和纪录片一起， 风行全球十余

载。 CNBC高级副总裁布鲁诺·科恩盛赞此书比

影片更加广泛和详尽， 增加了许多片中没有时

间或未纳入的新内容。

本书以11世纪英国商人戈德里克开篇。 戈

德里克挣扎于信仰和商业之间， 到了晚年他放

弃了一生积累的财富， 在荒僻的地方独自清修

苦行。 15世纪，美第奇家族对艺术的慷慨资助，

让文艺复兴得以蓬勃开展。 只不过，资助的动机

并非出于对艺术的热爱，而是为了灵魂的救赎。

在那个时代，罗马教廷和教会掌控着最高权力，

科西莫·美第奇大概不曾预料，他和他的家族开

启了一个不再围绕上帝， 而是以人为中心的社

会。权力开始走下神坛。作者利用他冼练的文笔

和明快的叙事能力， 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财富

的崛起，以及权力的转移路线。

哥伦布等人开辟的大航海， 为欧洲的王公

贵族带来了大批的金银珠宝， 但腓力二世只懂

得躺在黄金堆上懒懒欲睡， 坐吃山空的金钱是

“缺乏智慧的财富” ，只会让欧洲贵族更加奢侈

堕落。 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推动着政治与社会变

革的主要力量是资本主义工商业， 比起腐朽的

罗马教会和没落的封建王朝， 资产阶级商人更

加开拓进取、奋发向上，他们重建了世界的新秩

序，新世界以他们的号令而行。

郁金香狂热是资本热度的一次集中展示，欧

洲大陆为了金钱的追逐集体歇斯底里；博尔顿的

眼光挽救了瓦特的蒸汽机，整个世界在机器的轰

鸣声中加速前进；大洋彼岸，横贯东西的北美铁

路是19世纪的“阿波罗计划” ，尽管贿赂、谎言和

欺诈的丑闻不断， 科利斯和他的生意伙伴们证

明：商人野心所到，便是世界新版图开辟之处。

洛克菲勒铸造石油王国， 福特建立通用汽

车公司， 两大巨头奠定了美国成为世界强国的

基础。 可口可乐，或许我们记不住伍德鲁夫，可

是有谁没听过他一手创造的这个品牌？ 时代华

纳，亨利·鲁斯和华纳兄弟，信息传播业从来就

与全球化的进程密不可分。

故事的开始和故事的结束， 构成了奇妙的对

应。 戈德里克生前散尽家产，比尔·盖茨打算只留

下1000万美元遗产。我想起古希腊神话，弥达斯点

石成金，唾手可得的金钱和无限扩张的权力，对于

人类未必是幸事。 有智慧的人，都懂得这一点。

如何高效阅读

作者：彼得·

孔普

出版社：机

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生活当中，

你几乎每天都

会面对来自四

面八方的信息

轰炸 。 回到家

后，你可能想阅

读图书、杂志以

及学习资料，查

看电子邮件，刷

刷朋友圈，看看

微博。 你被浩如烟海的资讯和书籍压得透不过

气。 本书首次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自学模式，让

你在简单易学的练习与训练中获得革命性阅

读技巧。 你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在家学习，一切

资讯信息以及浩瀚书海都在你的指端，顷刻间

就能吸收消化。

这本书能为你带来什么？ 以你不敢想象的

速度阅读，并以更清晰的方式思考；快速吸收微

信朋友圈、微博、订阅号中的信息；在别人费劲

读完一则新闻报道的时间里轻松浏览整份报

纸；用闲暇时间速读更多最喜爱的书籍，得到更

多愉悦；商务信件、专业资料、技术性与通信类

图书不再堆积如山； 几个月后还能轻松回忆起

阅读内容的大部分细节； 快速阅读几个小时后

眼睛不疲劳、精神不疲倦；节省参加正式速读课

程所需的上千元费用。

作者简介：

彼得·孔普，职业生涯始于担任宾夕法尼亚

州视力研究院阅读工作室总监一职， 后来担任

彼得·孔普阅读顾问公司总监，之后成为快速阅

读领域的专家。

众包与威客

作者： 黄国

华 王强

出版社：中

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内容简介：

在互联网高

速发展的今天，

如何通过网络把

自己的智慧、知

识、能力、经验转

换成实际收益？

成为一名威客，

是最灵活、 最具

吸引力的方式。 如何利用网络高效完成组织需

求？利用威客网站，采取众包的方式发布任务是

相当有效的路径。 威客网站一方面帮助威客们

将闲置的智慧资源汇集起来； 另一方面则可以

将大量的客户需求互联网化，实现双赢。

本书运用大量实际案例，教给读者：如何运

用威客网站接到订单？ 如何与客户建立融洽关

系？ 如何实现品牌经营？ 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

的大潮中， 本书帮助那些心怀创业梦想的人脚

踏实地真正实现智慧的价值。

作者简介：

黄国华，一品威客网创始人、

CEO

。

2007

年

7

月， 成功创办城市巴士

TV

媒体公司；

2010

年

7

月， 创办国内新生代领先的创意设计电子商务

交易平台———一品威客网。

王强，厦门磐世旗智库创始人及

CEO

、一品

威客商学院院长。

书名：《中央银行与货币供给》

作者：盛松成

出版社：中国金融出版社

书名：《金钱与权力：西方商业的历史》

作者：霍华德·敏思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