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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卢 美国准财长的烦恼

□

本报记者 杨博

在如今这个到处充斥着快捷图像

处理和自动签名的时代， 写一手好字

重要么？如果你是美国财政部长，这就

很重要， 因为你的签名将出现在每一

张美元钞票上。

上周刚刚被美国总统奥巴马提

名担任下一任美国财政部长的杰克·

卢

(Jack Lew)

，就因为让人看不懂的

怪异签名而遭遇媒体的批评，纽约杂

志甚至称他的签名是“全世界最差的

签名”。

不过对于杰克·卢来说，练好签名

绝非难事， 出任美国财长后真正的烦

恼来自于两党旷日持久的财政预算之

争。 这位有着“终极内部人”之称的白

宫办公厅主任， 未来如何扛起协调两

党分歧， 帮助美国政府成功减赤的重

任，现在还是未知数。

圈圈签名引发热议

1

月

10

日， 奥巴马宣布提名白宫

办公厅主任杰克·卢接替盖特纳担任

下一届美国财政部长。 如果得到参议

院的批准认可， 他将于

1

月下旬正式

上任。

此前杰克·卢一直是呼声最高的

新财长人选，因此这一提名并不令人

意外。 有趣的是，在卢获得提名后，美

国媒体报道最多的并非他的履历，而

是他怪异的签名。 因为成为财长后，

他的手写签名将被印在每张美元钞

票上。

纽约的一份杂志指出，卢的签名应

该说是“涂鸦”，基本上就是不断的画圆

圈，只有起笔与结束的那几个圈圈比较

大，他的签名像是“失去弹性的弹簧”。

媒体的热议还引起了奥巴马的注

意。在提名卢担任财长的典礼上，奥巴

马开玩笑称此前并没有留意到卢的书

法， 如果看了可能会考虑取消对他的

提名。奥巴马还笑称，“杰克已经保证，

如果他成为财政部长， 至少会让签名

中的一个字母可以被看懂， 以避免我

们的货币贬值。 ”

事实上，即将卸任的财长盖特纳曾

透露称自己在改进签名清晰度方面下

过一番苦功， 而前财长约翰·斯诺也表

示自己做了很多尝试，才最终得到一个

能够印在大量钞票上的合适的签名。

在笔迹专家麦凯伊看来， 卢的签

名显示出他对超出必要性的工作并不

在意， 使用圆圈而非字母的签名也显

示出他思维的开放性。

成功赢得总统信任

卢

1955

年生于纽约，全名雅各布·

约瑟夫·卢。

1972

年从纽约皇后区的森

林山高中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

1978

年毕业。

卢在华盛顿的政治生涯开始于

1973

年， 最初担任立法助理， 随后在

1979-1987

年期间为传奇人物、时任众

议院议长蒂普·奥尼尔（

Tip O' Neill

）

担任国内政策顾问。后来在比尔·克林

顿执政时期， 卢担任了总统的特别助

理， 此后还担任过白宫管理和预算办

公室主管。

奥巴马出任美国总统后， 卢先后

担任了负责管理和资源事务的副国务

卿、 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以及白宫

办公厅主任。 由于一生中的大部分时

间都在政府任职，美国《国家杂志》将

他称为美国政坛的“终极内部人”。

尽管作为一个在纽约皇后区中产

阶级家庭长大的犹太人的孩子，卢与奥

巴马的芝加哥文化圈相距甚远，但他却

成功赢得了总统的信任，成为奥巴马最

依赖的内部顾问团队的关键人士。

在提名卢的典礼上， 奥巴马表示

过去的一年中，他的所有决定，无论是

经济政策还是外交政策， 基本上都寻

求了卢的意见。奥巴马称卢是“喜欢被

政策专家而非电视摄像围绕的低调的

人”，是“能够与两个党派共事并进行

有原则协商的政策专家”。

在美国媒体看来，卢是一个绝对

坚定的民主党人，也是一个尖刻的谈

判家。 他坚持对预算提案中每个细节

措施的影响进行分析解释，而且在富

裕阶层特权和美国贫困问题上尤为

关注。

不过， 这也引发了共和党方面的

不满。 在

2011

年“债限之争”中代表白

宫与国会协商调高举债上限时， 卢曾

与共和党议员闹得相当不愉快， 身为

共和党党首的博纳甚至曾要求奥巴马

把卢“打入冷宫”。 共和党前参议员、预

算委员会主席格雷格也曾表示， 卢就

像是劳工组织的谈判员，“如果没有必

要，他不会做出哪怕一丝的让步”。

财政专家面临挑战

高高的个子、瘦削的身材、哈利波

特式的眼镜、斑白的头发，乍看起来，

卢有着典型的华盛顿智库学者形象，

但事实上他已经有近

30

年的财政预算

斗争的实战经验。

作为奥巴马最信得过的财政专

家，卢此前一直参与白宫和国会有关

财政问题的谈判中，包括

2011

年的债

限之争以及去年底的“财政悬崖”。 此

前在克林顿执政时期担任预算部门

主管时，卢还曾协助两党起草预算协

议，改善财政赤字，最终推动美国政

府在

1998

年至

2000

年连续三年实现

财政盈余。

多年来， 卢一直强调削减财政赤

字的重要性， 但他认为预算削减必须

小心进行，应采取“外科手术”的方式

而绝非“屠夫剁肉”的方式。 在小布什

执政时期担任财长的约翰·斯诺认为，

卢在预算方面的深厚经验将帮助政府

削减开支，他是奥巴马最合适的人选。

眼下对于这位准财长来说，首要任

务就是在同国会的提高债务上限谈判

中发挥关键作用。

2012

年

12

月

31

日，美

国已经达到

16.4

万亿美元的法定政府债

务上限，因此财政部开始使用“特别措

施”应对政府开支。 根据国会预算办公

室的说法，最晚到今年

2

月中旬，政府将

耗尽所有渠道的资金，无法提高举债上

限意味着美国政府将陷入债务违约。

这位财政老手面临的道路将异

常艰难。 美国年度财政赤字已经连续

四年超过

1

万亿美元， 围绕在债务问

题上的政治困局可能导致美国评级

再一次下调，而无法解决预算问题带

来的更长期的经济后果将非常严重。

尽管卢有帮助克林顿政府实现财政

盈余的成功经验，但彼时美国经济正

处于繁荣期， 而眼下经济增长疲弱，

失业率高企。 不仅如此，华盛顿的气

象也有所改变，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加

大，令达成合意更加困难，这都令卢

的财长之路充满挑战。

金融城传真

雾都看雾

□

本报记者 王亚宏 伦敦报道

在新世纪 “雾都” 称号的争夺中，中

国的几个大城市已经用事实有力地证明

了自己的强大竞争力。 只不过现在看来

浓雾非但不能给人带来浪漫主义的遐

想，厚厚的

N95

口罩也遮不住一张张脸孔

上略带惊恐的目光。 “那是一种沁入人心

深处的黑暗，是一种铺天盖地的氛围。 ”

这或许能最贴切地描述身在雾霾中的人

无助的心情。

不过，写下这句话的人并没有亲身经历

这两周来几大城市的恶劣天气， 而是生活

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伦敦。 查尔斯·狄更斯

在他充满写实主义的作品中反复描述过那

种灰暗、沉重的雾气，让人们的每一次呼吸

都充满了压抑的黏稠感———这是工业革命

以来的另类馈赠， 工厂排出的大量粉尘几

乎给城市盖上了一个罩子。 这些经典的文

字跨越时空让中国读者有感同身受的共

鸣， 因为在经历了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后，

“世界工厂”也不得不接受一份同样充满暗

黑气息的礼物。

实际上，狄更斯并没有经历“雾都”最

黑暗的时刻。

1952

年

12

月

5

日的毒雾事件

是伦敦历史上最惨痛的时刻之一。 当时逆

温层笼罩伦敦，连续数日寂静无风。 煤炭

燃烧产生的粉尘、有毒气体和污染物在城

市上空蓄积， 引发了连续数日的大雾天

气， 整座城市弥漫着浓烈的 “臭鸡蛋”气

味，人们走在街头，甚至低头看不见自己

的双脚。

当时，伦敦正在举办一场牛展览会，参

展的牛首先对烟雾产生了反应，

350

头牛中

52

头严重中毒，

14

头奄奄一息，

1

头当场死

亡。 不久伦敦市民也对毒雾产生了反应，许

多人感到呼吸困难、眼睛刺痛，发生哮喘、

咳嗽等呼吸道症状的病人明显增多， 死亡

率陡增，从

12

月

5

日到

8

日的

4

天里，伦敦市

死亡人数达

4000

人。

12

月

9

日之后，由于天

气变化，毒雾逐渐消散，但在此之后两个月

内， 又有近

8000

人因为烟雾事件而死于呼

吸系统疾病。

这些损失虽然在现在看起来只是一

连串的数字， 但在当时却引起了全英国

的震动。 呛鼻的浓雾很容易掩盖“制造业

大国”的那点淡淡的骄傲，并让更多人意

识到以国民幸福指数考量， 良好的环境

和健康的国民同样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组

成部分。 从那时起，英国人真正认识到了

“先污染”的危害，也开始了“后治理”的

步伐。

此后，英国政府相继颁布了严格的法令

以改善“雾都”生态，科技进步为驱散毒雾提

供了条件，而扩建绿地则是伦敦治理大气污

染的重要手段。 在此基础上，在民间环保组

织的推动下，大众环保意识不断提高，一场

轰轰烈烈的环保运动延续至今。经过半个多

世纪的努力，现在的伦敦“雾都”不再，到处

绿色，宛若一个生态大公园。

作为良性生态的一部分，伦敦一直在努

力弥补其历史缺陷。 即使到现在，伦敦的空

气虽然按照国内的标准来看已经超级宜居，

但在欧盟内部与其他大城市相比仍然臭名

昭著。近两年来伦敦由于空气质量问题曾受

到欧盟至少两次书面警告。

2011

年

4

月，伦敦

的空气污染程度达到

8

年最高， 主要是汽车

尾气的颗粒物

PM10

浓度超过欧盟规定标准

36

倍。

如今，在已经摘掉雾都头衔的伦敦想看

场雾也不容易了， 毕竟平均每年只有不到

3

天时间会有薄雾笼罩在泰晤士河畔，而且伦

敦乳白色的薄雾和北京相比，仍会显得充满

了小清新的味道，这是持之以恒坚持治理的

结果。

海外选粹

大卫·卡普的轻博创富

如果说脸书是互联

网的电话簿，推特是互联

网的新闻通讯社，那么

26

岁的大卫·卡普建立的轻

博客便是互联网的画布，

人们纷纷猜测异军突起

的“画布”上是否已描绘

出摇钱树的雏形？

如今已跃升为全球三

十岁以下年轻大亨代表的

大卫·卡普，

6

年前便开始创

立轻博客这一新型网络日

志平台， 与脸书创始人马

克·扎克伯格等同业达人相

左，卡普并未将公司总部设

在硅谷，而是世界时尚之都

纽约———轻博客位于纽约

布鲁克林威廉斯堡的总部

办公室，面积约

170

平方米，

价 值

160

万

美 元 ，

这与轻

博客目

前

8

亿

美元的

资产净

值颇为

匹 配 ，

卡普更

堪称所

在办公

区域最

富 有

之 人 。

不 过

一 踏

进轻博客总部，映

入眼帘的并非传统办公

室装备，而是几乎空空如

也的居家装饰：空荡荡的

客厅里只有一只沙发和

一台电视，卧房的衣橱也

空了大半。 卡普坦言，即

无藏书， 也没什么衣服，

且一向不喜将家里塞得

满满当当。

“窥一斑而见全身”，

轻博客总部的空空荡荡恰

恰影射了卡普极简主义的

企业经营理念。 甚至雇员

方面也追求精简， 从创立

之初至今，马可·阿门特都

是轻博客唯一的雇员，他

认为， 卡普总是想方设法

去粗取精， 甚至对自身的

穿着和体重也作如是要

求。 而身为轻博客首席执

行官， 卡普崇尚的极简主

义不仅是对美学的追求，

更是企业自由精神的重要

体现。

基于这一理念， 卡普

将推特和脸书各有所长的

博客与社交网络功能合二

为一，创立出更感性、直观

的轻博客： 人们可以通过

照片、音频、视频，抑或文

字、漫画，随时表达感想、

见闻， 这种意识流般的日

志表述方式很快吸引了成

千上万用户的关注， 而轻

博客也十分看重用户体

验， 其注册与登录页面极

为简洁，名为“控制面板”

的主页更是分门别类地为

用户指点迷津， 以便用户

迅速发贴和跟踪。 同时主

页内容并不任意掺杂品牌

广告，但会提供付费内容，

比 如

“ 置

顶 ”、

“高亮”

等 服

务 ， 这

些盈利

模式有

别于脸

书 、推

特等同

行的传

统广告

模式。

基

于上述

经营模

式 ， 轻

博客一路快速增长，

直至去年

11

月已跃升为全

美十大网站之一， 访客数

量高达

1.7

亿人次， 资本净

值更增至

8

亿美元，创始人

卡普的持股价值则突破

2

亿美元， 卡普也因此成为

名副其实的年轻大亨。

不过摆在卡普面前的

成长之路并不平坦， 美国

高德纳咨询公司分析师布

莱恩·布劳坦言，卡普一定

要小心行事， 避免重蹈业

内失败者的覆辙， 而高客

传媒所有者尼克·丹顿更

直言， 轻博客最大的发展

瓶颈就是营业收入的增

长。据了解，一向不喜广告

的卡普去年

5

月不得不向

市场低头， 允许轻博客页

面加载广告， 而若想维持

公司高增长态势， 卡普显

然还需找到更多盈利模

式。 （石璐）

海外观察

货币战争阴云难除

□

刘丽娜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

不久前说，本轮源于发达经济体的全球

金融危机使传统的危机应对政策失灵，

全球竞争性货币贬值无可避免。 日本政

府近日的一系列言行可谓这一判断的

最新注脚。

日本日前出台了紧急经济对策。令人

关注的， 不仅是这项总额逾

20

万亿日元

（约

2287

亿美元） 的刺激经济计划能否令

日本经济起死回生，更有与该计划相关的

货币战隐忧。

连日来，有关日本正在发动新一轮全

球货币战之声屡见于国际舆论。这种担忧

绝非空穴来风。 一个明显的佐证是，日本

领导人近期频繁的“雷人”之言。

日本新首相安倍晋三上任后， 把经

济提升到首要议题。 他亲自兼任经济再

生本部部长，以抗通缩、求增长为核心目

标，抓刺激计划。 同时，他力压本国中央

银行采取更大力度的宽松政策。 与往届

政府不同， 安倍设定了拯救经济的量化

指标，包括将汇率压低至

1

美元对

90

日元

以下，使名义

GDP

增长

3%

等。 在债务如

山的情况下， 要实现上述目标意味着大

规模的货币刺激， 直接表现就是使日元

贬值。

去年底，即将离任的日本央行行长白

川方明已经暗示将会推出一个未来一年

或者相当时期内总额

50

万亿日元的激进

型宽松项目。这也被认为是安倍晋三所要

求的，是将日本带出二十多年通货紧缩螺

旋计划的一部分。

针对本国货币贬值可能对全球经济

带来不利影响的指责，日本财务大臣麻生

太郎并不服气。他不久前指责西方国家没

能履行

2009

年二十国集团有关放弃竞争

性贬值的承诺。

从供需关系分析，经济复苏的关键要

看市场需求，在全球化背景下，市场是全

球化的， 对市场的争夺也是全球化的，而

货币贬值能在短期帮助一国争夺市场。经

济学家指出，面对长期萎靡而且不均衡的

全球经济复苏局面，很多国家都可能采取

措施压低本国货币的价值，以便获得更大

的竞争优势。

去年下半年，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德拉

吉为“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欧元”，推出“不

封顶”的新购债计划，这项政策被一些经

济学家解读为助欧元贬值的“狠招”。随后

不久， 美联储在

9

月份推出第三轮量化宽

松政策（

QE3

），并在

12

月初再推

QE4

。

发达国家一轮接一轮地推行宽松货

币政策， 其目标无非是促增长和助减债。

历史已经表明，当一国债务沉重到难以摆

脱时，该国的货币政策往往表现在对内刺

激通胀，对外货币贬值。 美联储主席伯南

克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曾坦言，宽松的货

币政策有助于美国减轻债务压力。去年

12

月， 美联储还调整核心政策参考数据，将

通胀率的 “红线” 从以往的

2%

提高至

2.5%

。

实际上，早在

3

年多前，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

IMF

）首席经济学家布朗夏尔就

曾发表文章， 建议有关经济体适当调高

通胀率目标，例如从

2%

调至

4%

。 尽管该

篇文章引发巨大争议， 但以布朗夏尔在

国际金融界的影响力， 其公开言论绝非

随便说说。

林毅夫强调，本轮危机使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

IMF

）传统的危机应对策略失灵。

以往， 金融危机在一国发生时，

IMF

的救

助方式通常为三部分：一是令危机国家货

币贬值，利用外需弥补内需；二是敦促相

关国家进行经济结构改革；三是在改革过

渡期，由

IMF

提供临时贷款度过难关。 但

如今的情形是，债务危机在发达国家集体

出现，

IMF

的“三板斧”已然不起作用。 结

果是，各国纷纷“比贬值”，最近半年多来

的情况便是明证。

美国奥本海默货币基金投资组合管

理人阿莱西奥

-

德朗基斯认为， 其实从

2010

年

8

月美联储启动

QE2

之后， 全球就

已经处在货币战争之中了，现在战争还将

继续下去。

既然是“战争”，就会有输家和赢家。

日本的举措被认为可能是在“玩火”。出于

自保， 亚洲诸国和地区可能再度竞

贬，例如韩国、泰国、菲律宾等为了

生存，可能都会被迫卷入货币战。

近年来，国际上有“竞争最低点”

之说，指的是一旦出现货币战，各

国就会竞贬要成为最低一名。

货币战对世界经济合作构成

了巨大挑战， 加强政策协调变得

越发重要。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斯蒂格利茨近日呼吁：“全球化让

所有国家变得更加相互依赖，因

此必须有更多的全球合作。 ”

如果发达经济体真能通过货

币贬值刺激经济增长，增加进口，

对世界经济亦不失为好事一桩。

但另一方面， 双刃剑效应可能证

明比贬值到头来是 “饮鸩止渴”。

面对欧美英日轮番增发货币，持

有大量外汇储备的新兴经济体储

蓄贬值已成一大忧患， 资本管控

能力也面临重重挑战。因此，加强

正当防卫、趋利避害，无疑是这些

国家的当务之急。

华尔街夜话

万亿硬币靠谱吗

□

本报记者 樊宇 华盛顿报道

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近

期在其 《纽约时报》 的一篇专栏文章中说，

“大家听说过万亿美元硬币的事吗？ 这听上

去像一个笑话，但如果我们

不发行万亿美元硬币，或者

采取其他行动，等待我们的

将是另一个笑话，一个恶作

剧般的笑话。 ”

所谓万亿硬币 ，是近

来一些媒体和智囊机构

人士为解决债务上限问

题所开的“偏方”。 根据

相关法律，美国财政部有

权铸造任何面额的纪念

币，所以他们认为财政部

可以据此发行面额为一

万亿美元的铂金币，然后

将这枚硬币存入美联储

以分批支取，从而使政府

不必征得国会授权就能

花钱。

美国联邦政府的举债

额度已于去年

12

月底触

及法定上限，财政部正在

依靠一些临时性措施为

政府腾出举债空间，此方

法预计只能维持约两个月。 若国会届时

仍不批准提高债务上限， 入不敷出的美

国政府将面临违约风险。

债务上限是指美国联邦政府经国会授

权为了履行已经产生的法定支付义务而

举债的额度上限。 这些支付义务包括社会

保障、医保、军饷和国债利息等开支。 一旦

因为债务“触顶”而无法发债履行支付义

务，意味着美国政府将违约，这在历史上

前所未有。

克鲁格曼认为，铸币的选择看起来愚蠢

但是良性的，而不提高债务上限不仅是愚蠢

的、恶意的，还是灾难性的。

有网友调侃，克鲁格曼作为诺贝尔奖

得主，简直没有常识。 如果这样也能行得

通，那不如发行更多大面额的硬币，这样

岂不皆大欢喜？ 也有支持的声音说，在国

会不作为的情况下，奥巴马可以保留这一

选项。

实际上，美国的财政状况根本不至于债

务违约， 而提高债务上限也不是什么新鲜

事。根据美国财政部统计，自

1960

年以来，美

国国会共批准提高债务上限

78

次，其中

49

次

在共和党总统主政时期，

29

次在民主党总统

主政时期。

克鲁格曼指出，美国国会有权定夺政府

的税收和开支政策，而当政府税收收入不足

以负担开支的时候，美财政部就要通过发行

国债来融资，以维持政府运转。 但借债额度

的上限同样需要国会批准。如果国会不批准

提高债务上限，就相当于一方面批准了税收

和开支政策，但另一方面又牵制政府履行这

些义务。

随着两党之间的暗战愈演愈烈，财政

问题因为牵扯的利益面甚广而频频成为

两党相互钳制的工具。 民众对国会的满

意度降至历史低点。 于是乎，各种只求蒙

混过关、 回避问题实质的权宜之计浮出

水面。

在铸币说之前，《华盛顿邮报》资深编辑

斯蒂文·莫夫松曾发表文章， 建议美国卖掉

阿拉斯加州，以此来解决债务问题。 一些民

主党人为总统支招说，如果国会对债务上限

迟迟不放行，奥巴马可以利用宪法第十四修

正案，单方面决定提高债务上限，以避免政

府关门或者违约。

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已经明确排除了

通过发行万亿硬币来回避债务上限问题的

选项。奥巴马也在讲话中表示他希望国会能

尽职地批准债务上限问题。

财政问题的争斗已经成为华盛顿的政

治重头戏，债务上限的问题或成为“财政悬

崖”续集的主要剧情。 在这幕有惊无险的美

剧里，两党都知道应做什么，但都选择一种

铤而走险、迂回曲折的演绎方式，直到最后

关头才达成妥协。

《福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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