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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朝之亡皆与银祸有关，区别在于，明朝之亡，病根虽是银祸，但症

状却是天灾、外患、流寇，故而时人并未直接感到银祸之痛，并不知道究

竟为何而亡；而清朝灭亡之前的银祸，则是让人撕心裂肺地感觉到了的。

周展安

工农兵要成为历史的主人，学习哲学只是当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学习哲

学，包括会使用哲学，包括“人人都成为哲学家”，都不是目的，做新世界

的主人，这才是目的。而要做新世界的主人，最终要诉诸的不是一般的

对于某项知识的克服比如对于哲学的克服，而是一场在各个领域展开的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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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货币本位制大讨论*

■ 王五一

王五一：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Wang Wuyi，Centre of Sino-Western Cultural Stud⁃
ies，Macao Polytechnic Institute）
*本文是澳门理工学院研究资助项目“郑观应财经思想研究”（项目编号：RP/OTHER-02/
2014）的阶段性成果。

［内容提要］多灾多难的晚清中国，在诸多“显灾”之外，复有一大“隐灾”——银灾。巨额

外债、银价下跌、世界金本位制潮流，三个因素合在一起，造成了以银钱还金债的中国

“竭一国之岁入，乃仅供纳息之数”的危机。清末朝野人士因之发起了一场延宕二十年

的，以弃银就金为主旨的货币本位制改革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既是一场改革图存运动，

也是一场货币知识的学习运动。

［关键词］金本位制 白银 银价 晚清 币制

一、引言

有学者统计，自鸦片战争至清王朝灭亡，中国因各种缘由共举欠外债计208笔，13亿
两白银。①另有研究估计，经过近三百年的白银流入，至 1825年，中国的白银存量约为

11亿两白银。②如此，两个数字相比较，大致可以说晚清之中国当处于“银不抵债”的状

态。况且，这13亿两白银，仅是债本，若加上利息，实际债负势恐翻番，如庚子赔款，债本

为 4.5亿两库平银，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还，连本带息翻了一番有余而达至 9.8亿两。

区区 11亿两白银存量，仅马关、庚子两项赔款，连本带息，就可将其尽数囊括而去。况

且，对晚清之外债灾难的理解，即使把本息都算进来，也不够全面，还有一个更重要，更

攸关生死的附加因素：银价下跌。康有为在其《金主币救国议》一书中论曰：“银产日多，

即银价日落。况银矿尚日出不已，则金价更日涨不已。昔各国未尽改金钱，二十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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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由十余换涨至四十余换，今万国尽改，只余吾中国未改，后此万国同来挤迫，又适银

产之多而价落，则金价骤涨至五十余换，乃意中事，而非异事耳！吾国公卿皆蔽于目睫

所见，大小不知万货之情，乃至金价骤涨至五六十换时，昔之纳息五六千万者，至是且须

万万矣。昔之十万万者，至是溢至十五六万万矣。竭一国之岁入，乃仅供纳息之数，则

国不求亡而自亡！”③康氏此段，将清末中国面临之“银祸”的历史线索和逻辑原理，做了

一个较全面的概括，梳理之下，可得出以下三个要点：

第一，“银产日多，即银价日落”。美洲的白银开发，16世纪自墨西哥始，间有兴衰，

已历三百年，19世纪中期又在美国内华达州发现了康斯托克矿，世界银产量因之骤增，

“19世纪最后 25年内白银年产量是前 75年平均产量的 4倍，达到近 1.2亿盎司。”④银产

增则银价跌，自然之理。

第二，“万国尽改金钱”。19世纪是金本位世纪，自1816年英国首行金本位制，到世

纪末时，整个西方世界差不多都实行了金本位制。⑤促使各国俱行金本位的原始动因是

银价下跌，而金本位浪潮又会进一步加剧银价的跌势，二者互为因果，形成银价持续下

跌的正反馈机制。

第三，“万国同来挤迫”。列强诸国俱行金本位制而“只余吾中国未改”，导致了“万

国同来挤迫”的局面：首先，银价下跌，中国手里的白银缩水，欲赶世界金本位潮流的末

班车，购金更贵，集金更难。其次，列国尽改金本位，国际支付遂成人皆用金我独用银之

结构。人皆用金，与之交易我须付之以金；我独用银，人可付银于我。结果，中国贫金而

外流，⑥“外银无用而倒入”，“二者交汇伏流，至今乃大发溃”⑦。最后，中国的债主国俱

行金本位，则中国积欠的许多外债须以金还，则中国必须以越来越贱的白银到世界市场

上购买越来越贵的黄金。如此金债银还，“竭一国之岁入，乃仅供纳息之数，则国不求亡

而自亡！”。⑧

金贵银贱，害深祸重，康有为以亡国警之。当时就银祸说类似毒话的，并非康氏一

人，康有为说“腊枯而死”，梁启超说“凋疗以毙”，郑观应说“膏血即竭”。面对严峻局面，

朝野的有识之士们实在坐不住了，旨在为中国的货币困境寻求出路的币制改革的大讨

论，遂于甲午之后启动起来。

二、官商学热议币制

“世界银价下落，给予中国公私经济的刺激，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虽已开始萌芽，

但还不觉得十分厉害，到甲午战争以后，接着八国联军采取极端野蛮的赔款方式，表现

出非常尖锐。清朝人士才知道帝国主义列强都采用的金本位制的货币制度实际上是咄

咄逼人的。因而中国似乎也不得不放弃银本位而进到更高一级的金本位。”⑨正是在这

个背景下，1895年，即签署《马关条约》那一年，中国思想界开始热议币制，启动此一热议

的直接历史动因当然就是甲午战败和马关赔款的铁血事实。

“改革币制建议最早者当推顺天府府尹胡燏棻”⑩，他在《变法自强折》中请求朝廷，

于各省通商口岸设局，自铸金银铜标准货币。著名经济学家陈炽，在1895年发表《通用

金镑说》一文，倡议中国开金矿铸金币，为金本位制的实行准备材料，铺设道路。有过出

洋经历的川籍官员宋育仁，也于该年撰文，介绍了西方的金币制度的优势，认为“以磅易

磅，彼无从取衰，以磅易银，彼不能厄价”，主张中国应“铸金币与之等重”。他强调说，“有

金币之国，则日富而制人，无金币之国，则日贫而受制。铸金钱为制外第一义”。中国自

古未铸金币，甲午翌年的这些议论当为首倡。1897年，通政使司参议杨宜治更上书《请仿

造金银钱折》，要求按英镑和先令的成色与重量标准铸造中国自己的“英镑”和“先令”。

郑观应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出版的《盛世危言》八卷本中，专增了“圜法”一篇，

以此参加了币制大讨论：“环顾地球各国，以金为市十之七八，金银互市十之二三，专用银

者中国、印度、墨西哥而已。……用金之国日多，用银之国日少，无怪银价之日贱也。”

而“我中国专以银为币，与洋人交易吃亏极大”，郑氏因而提出“若不择善而从，预为筹

画，一旦巨款亏耗，元气暗伤，较之兵戎之祸，有过无不及焉。”“择善而从”，“预为筹画”，

郑氏在此尚未明确提出金本位制的方案，但字里行间已透出了弃银就金的心仪主旨。

综观甲午后庚子前这一轮的币制讨论，大家都理解到了世界银价的日益下跌给中

国造成的严峻压力，都认识到了世界的金本位制潮流对银价下跌的推波助澜作用，都意

识到中国应当在铸造金币方面有所考虑了，都开始发声把国家货币体系朝着以金为本

的方向推，但是，都还没有形成清晰的金本位制设计。其中的许多见解，以今天的眼界

来看，不免失之粗略与浮浅，“资本主义的本位制度在当时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崭新

的问题，难怪有些人发出很奇怪的议论，如杨宜治之流，主张铸造英镑和先令。”

新世纪伊始，历史给中华民族又降下了另一个大灾难——庚子赔款。这个刺激较

之马关赔款倍加强烈：其不但赔款数额巨大，且条约中明确写明，将来连本带息须以金

还。银价下跌，庚子之后更甚；外债负担，庚子之后更巨；财政拮据，庚子之后更难；货币

困境，庚子之后更蹙。如货币学家彭信威所言，“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以后，

几万万两的赔款要折成金币偿付，银价越下跌，中国的负担越重，非设法稳定本国货币

的对外汇价不可。因此才有各种具体办法提出来。”庚子后的中国思想界，开始就币制

改革琢磨“具体办法”，由此启动了新世纪第二轮的币制大讨论。

最早的具体办法是驻俄公使胡维德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给朝廷的上疏中提出

来的：“一国之中，必有一定之国币；兼用金银铜三品，必有一定之比例。凡成色、形式、

价值，必须全国一律，随处通告，方能利用于民间，取信于外国，而驱驾乎用金之邦，汇兑

不致受亏，交流亦易措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财政处提调江苏候补道刘世衍条

陈：“制金银铜三等完全之国币，效日、美、德、法等国双本位并纸币代表金位之制，以值

时价库平银一两之金质为金单数之本位，除国家所有铸成金币储之府库而以纸币发行

民间代表金本位外，凡五钱银币两枚亦兼为代表金本位，作起数单位之用，凡偿付之数

亦不设以限制。其余自五钱以下银铜各货为本位币之补助品。”刘氏的“具体办法”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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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万万两的赔款要折成金币偿付，银价越下跌，中国的负担越重，非设法稳定本国货币

的对外汇价不可。因此才有各种具体办法提出来。”庚子后的中国思想界，开始就币制

改革琢磨“具体办法”，由此启动了新世纪第二轮的币制大讨论。

最早的具体办法是驻俄公使胡维德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给朝廷的上疏中提出

来的：“一国之中，必有一定之国币；兼用金银铜三品，必有一定之比例。凡成色、形式、

价值，必须全国一律，随处通告，方能利用于民间，取信于外国，而驱驾乎用金之邦，汇兑

不致受亏，交流亦易措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财政处提调江苏候补道刘世衍条

陈：“制金银铜三等完全之国币，效日、美、德、法等国双本位并纸币代表金位之制，以值

时价库平银一两之金质为金单数之本位，除国家所有铸成金币储之府库而以纸币发行

民间代表金本位外，凡五钱银币两枚亦兼为代表金本位，作起数单位之用，凡偿付之数

亦不设以限制。其余自五钱以下银铜各货为本位币之补助品。”刘氏的“具体办法”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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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具体一些，而且，他第一次区分了本位币与辅币的关系。杨端六说，“清政府对于主辅

币的观念，到1907年才弄明白。”此说可能与刘世衍的这个条陈有关。

20世纪初第二阶段的讨论，较之19世纪末第一阶段的讨论，有三个新特点：第一，参

加讨论的人物，阵容上上了一个档次，梁启超、康有为、张之洞等当时的一流思想家提枪

上阵，加入了讨论，其中还有外国人。第二，开始有了大部头的学术论著，如康有为的

《金主币救国议》，梁启超的《中国货币问题》、《币制条议》等。这标志着中国思想界对货

币问题的学术研究已大大深入。第三，讨论中开始提出了“实金本位制”、“虚金本位

制”、“银元本位制”等不同的具体设计方案。如果说第一阶段是大呼吁，则第二阶段就

是大辩论。

三、精琪“十七条”

第二阶段的讨论，在一定意义上竟可以说是由洋人启动起来的。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中国债务负担进一步加重，币制困境进一步深化，债主们自然

也掌握着底牌——既然中国人急于改革币制，曷不就此插上一手。于是，其代表人物，

如美国人精琪（J. W. Jenks）和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等，以帮中国出谋划策改良求善

的姿态，加入了中国的货币本位制大讨论。

洋人之发言权，除了源于一些人在观念上将币制问题看作为一个纯技术问题而以

为洋人比中国人内行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当时中国的币制问题实际

上已不是一个纯国内问题，而是一件需要与洋人“商量”的“外事”。《辛丑条约》签订的第

二年，中国的币制改革，作为洋人向中国提出的条件，写入了1902年的《中英商约》、1903
年的《中美商约》和《中日商约》、1904年的《中葡商约》和1906年《中德商约》之中。货币

改革这才算是正式地进入了中国人的议事日程。这些“商约”中有关中国货币改革的内

容，在行文上基本雷同，兹摘出《中美商约》中的相关内容以为范例：“中国允愿设法，立

定国家一律之国币，即以此定为合例之国币。将来中美两国人民应在中国境内遵用，以

完纳各项税课及一切用款。惟彼此商明，凡纳关税，仍以关平核算为准。”芜杂紊乱的

货币体系，对中国自身是个坏事，对于来中国啖肉吮血的列强也大有不便，于是整理统

一中国的货币制度，狼与羊找到了一个“互利共赢”的契合点。

以这些条约为依据，或者说，为“帮助”清政府落实这些条约，美国国会于 1903年成

立了被杨端六称为“阴险组织”的国际汇兑委员会（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Ex⁃
change），以精琪等三人为委员。精琪的公开使命是到中国帮着清政府搞货币改革。来

中国之前，他先到欧洲转了一圈，同各个“与中国利益相关国”（债主国）的政府交换意

见，商量中国的币制改革，然后经日本、菲律宾，于1904年年初到中国。到中国伊始，即

抛出了其在欧洲与列国商谈时拟就的《中国新圜法条议》和《中国新圜法诠解》，以此为

蓝本，与中国官员会谈，鼓动着中国政府接受他的方案，即著名的“精琪方案”。

精琪方案共有十七条，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要点：

第一，指定一定量的纯金为单位货币和本位标准，其标准金单位的价值大约略高于

一两白银或一枚墨西哥银元。

第二，中国自铸银币，流通本国。所铸之银币大小约照墨西哥银元，按 32换的金银

比价确定每枚银元的本位金价。

第三，举借一笔外债，存入伦敦或其他欧美大银行，作为币制改革的基金，中国通过

买卖金银汇票的公开市场业务，来维持32换的金银比价。

第四，为建立币制改革基金所借的这笔外债，应当以各债主国所认可的“财源作抵”。

第五，雇一名欧美人士为司泉官，“总理圜法事务”。

在精琪方案中，本位货币是黄金，但国内市场上不用金币而以银币代之；要使银能

够代金，须使银与金挂钩，从而使人相信银就是金。精琪用两个办法来实现此一挂钩：

一是国家的“法力”，法定32换的比价；二是市场的经济力，万元银币以上即可向司泉官

衙门按 32换的比例购买金汇票。这个设计基本上算是一个地道的“虚金本位制”，也叫

“金汇兑本位制”。

显然，精琪的整个思路根本就不是围绕着解决中国货币的核心问题——银价下跌

——展开的，更没有正面地为解决这个问题想办法。并且，靠着公开市场的汇票买卖，

既不能稳定汇价，更无法保持金本位基金的存量。法定三十二换，基本上就是当时的市

场价，还高估了两三换（1904年的市场价是 35.7换）。这意味着，该体制一上手，就有两

三换的套利机会摆在那里，汇票市场就面临压力。如果再跌呢？实际上四年以后到康

有为发表《金主币救国议》时，就真的已经跌到了四十多换。三十二换与四十换之间，如

此巨大的套利机会，金融投机商可以在世界市场上以四十换的价格收购白银，然后到中

国来以略高于三十二换的价格收购银币，再到司泉官衙门以三十二换的价格购买金汇

票——什么样的汇票市场能撑得住？白银市价的行情本是由整个世界市场来决定的，

中国一家的汇票市场怎么可能扛得起整个世界市场的压力而独独把自己的银价钉在三

十二换上呢？精琪方案中黄金与白银的关系，很像后世布雷顿森林体系中黄金与美元

的关系。战后之美国以当时全世界黄金储量三分之二的实力，尚且都扛不住美元下跌

的压力而最终不得不宣告体系崩溃，而根据精琪方案，中国那点可怜的“金本位基金”根

本就是向外国人借的，它怎么可能经得起世界市场大行大市的折腾呢？

更坑人的是，方案中还有一条（十七条中的第十条，上述归纳之五点中的第四点），

“为设立新圜法，须置备适当支兑之汇款，所需不资，若政府不能猝备，可以借外债充之，

惟应指定一财源作抵。其财源应敷支付利息及偿还资本之用。至管理此财源之法，须

令各国之有关系于此事者咸表同情。”意思是说，如果金汇票卖多了，起初向外国人借

来打底儿的币制改革基金发生流失而不够用了，中国还可以向外国人再借，只是需“指

定一财源作抵”。一个逻辑黑洞就此形成：金本位制基金（初始借款）到位—虚金本位制

上马—银价继续下跌—套汇压力加大—汇票市场运作—金本位基金流失—再借款—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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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具体一些，而且，他第一次区分了本位币与辅币的关系。杨端六说，“清政府对于主辅

币的观念，到1907年才弄明白。”此说可能与刘世衍的这个条陈有关。

20世纪初第二阶段的讨论，较之19世纪末第一阶段的讨论，有三个新特点：第一，参

加讨论的人物，阵容上上了一个档次，梁启超、康有为、张之洞等当时的一流思想家提枪

上阵，加入了讨论，其中还有外国人。第二，开始有了大部头的学术论著，如康有为的

《金主币救国议》，梁启超的《中国货币问题》、《币制条议》等。这标志着中国思想界对货

币问题的学术研究已大大深入。第三，讨论中开始提出了“实金本位制”、“虚金本位

制”、“银元本位制”等不同的具体设计方案。如果说第一阶段是大呼吁，则第二阶段就

是大辩论。

三、精琪“十七条”

第二阶段的讨论，在一定意义上竟可以说是由洋人启动起来的。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中国债务负担进一步加重，币制困境进一步深化，债主们自然

也掌握着底牌——既然中国人急于改革币制，曷不就此插上一手。于是，其代表人物，

如美国人精琪（J. W. Jenks）和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等，以帮中国出谋划策改良求善

的姿态，加入了中国的货币本位制大讨论。

洋人之发言权，除了源于一些人在观念上将币制问题看作为一个纯技术问题而以

为洋人比中国人内行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当时中国的币制问题实际

上已不是一个纯国内问题，而是一件需要与洋人“商量”的“外事”。《辛丑条约》签订的第

二年，中国的币制改革，作为洋人向中国提出的条件，写入了1902年的《中英商约》、1903
年的《中美商约》和《中日商约》、1904年的《中葡商约》和1906年《中德商约》之中。货币

改革这才算是正式地进入了中国人的议事日程。这些“商约”中有关中国货币改革的内

容，在行文上基本雷同，兹摘出《中美商约》中的相关内容以为范例：“中国允愿设法，立

定国家一律之国币，即以此定为合例之国币。将来中美两国人民应在中国境内遵用，以

完纳各项税课及一切用款。惟彼此商明，凡纳关税，仍以关平核算为准。”芜杂紊乱的

货币体系，对中国自身是个坏事，对于来中国啖肉吮血的列强也大有不便，于是整理统

一中国的货币制度，狼与羊找到了一个“互利共赢”的契合点。

以这些条约为依据，或者说，为“帮助”清政府落实这些条约，美国国会于 1903年成

立了被杨端六称为“阴险组织”的国际汇兑委员会（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Ex⁃
change），以精琪等三人为委员。精琪的公开使命是到中国帮着清政府搞货币改革。来

中国之前，他先到欧洲转了一圈，同各个“与中国利益相关国”（债主国）的政府交换意

见，商量中国的币制改革，然后经日本、菲律宾，于1904年年初到中国。到中国伊始，即

抛出了其在欧洲与列国商谈时拟就的《中国新圜法条议》和《中国新圜法诠解》，以此为

蓝本，与中国官员会谈，鼓动着中国政府接受他的方案，即著名的“精琪方案”。

精琪方案共有十七条，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要点：

第一，指定一定量的纯金为单位货币和本位标准，其标准金单位的价值大约略高于

一两白银或一枚墨西哥银元。

第二，中国自铸银币，流通本国。所铸之银币大小约照墨西哥银元，按 32换的金银

比价确定每枚银元的本位金价。

第三，举借一笔外债，存入伦敦或其他欧美大银行，作为币制改革的基金，中国通过

买卖金银汇票的公开市场业务，来维持32换的金银比价。

第四，为建立币制改革基金所借的这笔外债，应当以各债主国所认可的“财源作抵”。

第五，雇一名欧美人士为司泉官，“总理圜法事务”。

在精琪方案中，本位货币是黄金，但国内市场上不用金币而以银币代之；要使银能

够代金，须使银与金挂钩，从而使人相信银就是金。精琪用两个办法来实现此一挂钩：

一是国家的“法力”，法定32换的比价；二是市场的经济力，万元银币以上即可向司泉官

衙门按 32换的比例购买金汇票。这个设计基本上算是一个地道的“虚金本位制”，也叫

“金汇兑本位制”。

显然，精琪的整个思路根本就不是围绕着解决中国货币的核心问题——银价下跌

——展开的，更没有正面地为解决这个问题想办法。并且，靠着公开市场的汇票买卖，

既不能稳定汇价，更无法保持金本位基金的存量。法定三十二换，基本上就是当时的市

场价，还高估了两三换（1904年的市场价是 35.7换）。这意味着，该体制一上手，就有两

三换的套利机会摆在那里，汇票市场就面临压力。如果再跌呢？实际上四年以后到康

有为发表《金主币救国议》时，就真的已经跌到了四十多换。三十二换与四十换之间，如

此巨大的套利机会，金融投机商可以在世界市场上以四十换的价格收购白银，然后到中

国来以略高于三十二换的价格收购银币，再到司泉官衙门以三十二换的价格购买金汇

票——什么样的汇票市场能撑得住？白银市价的行情本是由整个世界市场来决定的，

中国一家的汇票市场怎么可能扛得起整个世界市场的压力而独独把自己的银价钉在三

十二换上呢？精琪方案中黄金与白银的关系，很像后世布雷顿森林体系中黄金与美元

的关系。战后之美国以当时全世界黄金储量三分之二的实力，尚且都扛不住美元下跌

的压力而最终不得不宣告体系崩溃，而根据精琪方案，中国那点可怜的“金本位基金”根

本就是向外国人借的，它怎么可能经得起世界市场大行大市的折腾呢？

更坑人的是，方案中还有一条（十七条中的第十条，上述归纳之五点中的第四点），

“为设立新圜法，须置备适当支兑之汇款，所需不资，若政府不能猝备，可以借外债充之，

惟应指定一财源作抵。其财源应敷支付利息及偿还资本之用。至管理此财源之法，须

令各国之有关系于此事者咸表同情。”意思是说，如果金汇票卖多了，起初向外国人借

来打底儿的币制改革基金发生流失而不够用了，中国还可以向外国人再借，只是需“指

定一财源作抵”。一个逻辑黑洞就此形成：金本位制基金（初始借款）到位—虚金本位制

上马—银价继续下跌—套汇压力加大—汇票市场运作—金本位基金流失—再借款—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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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银价再跌—再流失—再借款—再抵押……

通过此一机制的循环往复，直到把中国大地上所有有点抵押价值的“财源”尽皆吸

入这个黑洞！

还有更毒的，上述归纳中的最后一点，第五点（精琪十七条中的第三条），“中国办理

此事，应派一洋员为司泉官，总理圜法事务。”这位洋司泉官有哪些权力呢？

第一，人事权。“该司泉官有权辟用帮办数人，管理制钱局及别项事务为司泉官所指

派者。”

第二，对外信息披露权。“司泉官每月刊造详细报告书，申明钱币情形。凡消流

（amounts in circulation）借贷及外国信用汇票等项若干，皆备载之（原注云，此账目并非中

国政府之账目——引者注）。凡各国之以赔款事与中国有交涉者，准其派代表人，遇适

当时，许以查看，且有条陈献替之权。凡此皆为使新币制昭信于各国起见。”

第三，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权。为维持圜法改革基金的平衡及汇价稳定而进行的金

银汇票之买卖，“此等汇兑归司泉官专理”。

第四，对清政府的监督权。司泉官理论上是清政府的雇员，但却拥有代表外国政

府、代表各“有关系于此事者”对清政府实施财务监督的权力，

第五，定价权。“倘汇票出售日多，所存金款渐乏，准由政府所派驻外洋代理人收买

银汇票，吸回金币，以补其缺，其价目由司泉官临时定夺。”这意味着，洋司泉官可以拿

着中国的银子，以在世界市场上为中国购买黄金为名，五十换六十换地大慷中国之慨。

第六，中国国内金融控制权。“应设法颁定银行律，准由国立银行或别种相当之银行

发行钞票，与通宝同价并用，统归司泉官监督。”“为推广新币起见，使其流通各省，愈速

愈妙，应由司泉官托各省地方官吏或票庄钱庄及可信之商家代为经理此事。”

第七，中国财政控制权。“司泉官及各国代表人有权为中国提议整顿财政”。“提

议”本不需“有权”，而六十多年的半殖民地历史已经证明，洋人的“提议”对清政府往往

就是命令，故需有言在先。

总观精琪方案，这可不是在帮助中国解决货币难题，不是在为中国的货币改革出谋

划策，也没有一点互利共赢的影子——这是要趁火打劫，趁着中国的外债危机和币制危

机，把整个中国的财政金融大权一把抓到手！

十几年后的 1917年 10月，美国驻北京公使馆在给中国政府照会中提出，美国保留

对中国币制借款合同的权利和利益，“1903年和1910年中国政府直接向美国政府而非向

任何个人提出的币制改革借款的要求……，为美国政府造成了对这一计划的利益，因

而，关于中国政府实现这一计划而拟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应考虑到美国。这项利益，美

国政府从来未放弃。”精琪撺掇着中国搞虚金本位制改革，撺掇着中国因此而向美国进

行“币制改革借款”，目的原来在此！

其实，即使撇开洋司泉官一条，即使司泉官由中国人担任，虚金本位制对中国也是

害多益少。虚金制实际上是由殖民制度衍生出来的，是殖民地国家依附于其宗主国的

一种货币制度。“当时施行虚金本位制的国家如印度、暹罗、菲律宾等皆为殖民地国家，

实际都走上了外贸对象国单一，本国通过举借外债成立信用基金作为货币改革保障的

共同道路。”中国若实行虚金本位制，必然会进一步加深自己的殖民地化。

所以，这个方案当然地遭到了当时中国主流思想界的反对。“精琪十七条”一出世，

刘世衍就在其“银价驳议”中质问：“试问美政府何爱于中国，乃以代办使臣一纸之书，遂

不惜开议会劳大臣如此？……是果为美国政府文明之施乎？抑果为中国交谊亲密之报

乎？请毕观斯议，即可知其所为也已。”张之洞在1904年七月（精琪准备离华而尚未离

华之际）的奏折中更明确指出：“财政一事，乃全国命脉所关。环球各国，无论强弱，但为

独立自主之国，其财政断未有令他国人主持者，更未有令各国人皆能干预者。今精琪条

议……所云，直欲举中华全国之财政尽归其所谓正司泉洋员一手把持，不复稍留余地，

而又恐各国之议其后，故一则曰使赔款国之多数能满意，再则曰赔款国之代表人可以查

看账目，而不复问主权之何属，其悍然不顾乃至此极，实出情理之外。”

在中国官商学各界主流的反对下，精琪方案终归于流产。

四、梁启超赞虚金制

当时的货币理论大家梁启超，也参与了对精琪方案的评论。他也反对精琪方案，但

只反对一半。设洋司泉官，为之所不容而当然地加以反对，但对于方案的技术性内容，

他却是赞成的，而且是赞成得五体投地：“此法为银本位国自卫之妙策，我国采行之，有

百利而无一害。”他认为这是“贫弱国之续命汤”。

面对国家的货币危机，梁启超认为“中国今日改革币制，必以求得与金本位国有同

一之法定平价为第一义。”这话当然不错，然而，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就必须与各国看

齐，实行金本位制，而中国贫金，金本位制又搞不了，怎么办？梁氏从西方的纸币制度中

得到了“启示”，并因此而对精琪方案在技术上的可行性产生了强烈好感，“精氏之新案，

则以银币为金币之代表也，欧美、日本诸国，则纯以纸币为金币之代表也。”银比纸贵得

多，纸尚且可以代金，银为什么不行？法律可以指定以纸代金，为什么就不能指定以银

代金？这是很容易迷惑人的一点，梁氏掉进了这个思维陷阱。

导致其犯糊涂的关键问题是，他不明白，从“纸可代金”的事实中是不能推出“银更

可代金”的逻辑的。纸能代金是因为纸是可兑换的，纸币的学名叫“银行券”，它本质上

是居民在银行里或国库里的金存款的不记名凭证，居民拿着这个“存折”可以随时到银

行或国库去兑换黄金，或者更确切地说，可以随时去取回原本就属于自己的黄金。所

以，纸可以代金。而在精琪的方案中，法定 32换的中国银币也可以看作是这么个东西

吗？它也是居民的黄金存折吗？它也可以随时换金吗？若真是这样，那有什么必要用

这叮当笨重的白银作金存折呢？直接用纸不就行了吗？银当然也可以换金，但银之所

以可以换金不是因为它是“存折”，而是因为它是银，银可换金是因为银可在价值上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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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银价再跌—再流失—再借款—再抵押……

通过此一机制的循环往复，直到把中国大地上所有有点抵押价值的“财源”尽皆吸

入这个黑洞！

还有更毒的，上述归纳中的最后一点，第五点（精琪十七条中的第三条），“中国办理

此事，应派一洋员为司泉官，总理圜法事务。”这位洋司泉官有哪些权力呢？

第一，人事权。“该司泉官有权辟用帮办数人，管理制钱局及别项事务为司泉官所指

派者。”

第二，对外信息披露权。“司泉官每月刊造详细报告书，申明钱币情形。凡消流

（amounts in circulation）借贷及外国信用汇票等项若干，皆备载之（原注云，此账目并非中

国政府之账目——引者注）。凡各国之以赔款事与中国有交涉者，准其派代表人，遇适

当时，许以查看，且有条陈献替之权。凡此皆为使新币制昭信于各国起见。”

第三，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权。为维持圜法改革基金的平衡及汇价稳定而进行的金

银汇票之买卖，“此等汇兑归司泉官专理”。

第四，对清政府的监督权。司泉官理论上是清政府的雇员，但却拥有代表外国政

府、代表各“有关系于此事者”对清政府实施财务监督的权力，

第五，定价权。“倘汇票出售日多，所存金款渐乏，准由政府所派驻外洋代理人收买

银汇票，吸回金币，以补其缺，其价目由司泉官临时定夺。”这意味着，洋司泉官可以拿

着中国的银子，以在世界市场上为中国购买黄金为名，五十换六十换地大慷中国之慨。

第六，中国国内金融控制权。“应设法颁定银行律，准由国立银行或别种相当之银行

发行钞票，与通宝同价并用，统归司泉官监督。”“为推广新币起见，使其流通各省，愈速

愈妙，应由司泉官托各省地方官吏或票庄钱庄及可信之商家代为经理此事。”

第七，中国财政控制权。“司泉官及各国代表人有权为中国提议整顿财政”。“提

议”本不需“有权”，而六十多年的半殖民地历史已经证明，洋人的“提议”对清政府往往

就是命令，故需有言在先。

总观精琪方案，这可不是在帮助中国解决货币难题，不是在为中国的货币改革出谋

划策，也没有一点互利共赢的影子——这是要趁火打劫，趁着中国的外债危机和币制危

机，把整个中国的财政金融大权一把抓到手！

十几年后的 1917年 10月，美国驻北京公使馆在给中国政府照会中提出，美国保留

对中国币制借款合同的权利和利益，“1903年和1910年中国政府直接向美国政府而非向

任何个人提出的币制改革借款的要求……，为美国政府造成了对这一计划的利益，因

而，关于中国政府实现这一计划而拟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应考虑到美国。这项利益，美

国政府从来未放弃。”精琪撺掇着中国搞虚金本位制改革，撺掇着中国因此而向美国进

行“币制改革借款”，目的原来在此！

其实，即使撇开洋司泉官一条，即使司泉官由中国人担任，虚金本位制对中国也是

害多益少。虚金制实际上是由殖民制度衍生出来的，是殖民地国家依附于其宗主国的

一种货币制度。“当时施行虚金本位制的国家如印度、暹罗、菲律宾等皆为殖民地国家，

实际都走上了外贸对象国单一，本国通过举借外债成立信用基金作为货币改革保障的

共同道路。”中国若实行虚金本位制，必然会进一步加深自己的殖民地化。

所以，这个方案当然地遭到了当时中国主流思想界的反对。“精琪十七条”一出世，

刘世衍就在其“银价驳议”中质问：“试问美政府何爱于中国，乃以代办使臣一纸之书，遂

不惜开议会劳大臣如此？……是果为美国政府文明之施乎？抑果为中国交谊亲密之报

乎？请毕观斯议，即可知其所为也已。”张之洞在1904年七月（精琪准备离华而尚未离

华之际）的奏折中更明确指出：“财政一事，乃全国命脉所关。环球各国，无论强弱，但为

独立自主之国，其财政断未有令他国人主持者，更未有令各国人皆能干预者。今精琪条

议……所云，直欲举中华全国之财政尽归其所谓正司泉洋员一手把持，不复稍留余地，

而又恐各国之议其后，故一则曰使赔款国之多数能满意，再则曰赔款国之代表人可以查

看账目，而不复问主权之何属，其悍然不顾乃至此极，实出情理之外。”

在中国官商学各界主流的反对下，精琪方案终归于流产。

四、梁启超赞虚金制

当时的货币理论大家梁启超，也参与了对精琪方案的评论。他也反对精琪方案，但

只反对一半。设洋司泉官，为之所不容而当然地加以反对，但对于方案的技术性内容，

他却是赞成的，而且是赞成得五体投地：“此法为银本位国自卫之妙策，我国采行之，有

百利而无一害。”他认为这是“贫弱国之续命汤”。

面对国家的货币危机，梁启超认为“中国今日改革币制，必以求得与金本位国有同

一之法定平价为第一义。”这话当然不错，然而，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就必须与各国看

齐，实行金本位制，而中国贫金，金本位制又搞不了，怎么办？梁氏从西方的纸币制度中

得到了“启示”，并因此而对精琪方案在技术上的可行性产生了强烈好感，“精氏之新案，

则以银币为金币之代表也，欧美、日本诸国，则纯以纸币为金币之代表也。”银比纸贵得

多，纸尚且可以代金，银为什么不行？法律可以指定以纸代金，为什么就不能指定以银

代金？这是很容易迷惑人的一点，梁氏掉进了这个思维陷阱。

导致其犯糊涂的关键问题是，他不明白，从“纸可代金”的事实中是不能推出“银更

可代金”的逻辑的。纸能代金是因为纸是可兑换的，纸币的学名叫“银行券”，它本质上

是居民在银行里或国库里的金存款的不记名凭证，居民拿着这个“存折”可以随时到银

行或国库去兑换黄金，或者更确切地说，可以随时去取回原本就属于自己的黄金。所

以，纸可以代金。而在精琪的方案中，法定 32换的中国银币也可以看作是这么个东西

吗？它也是居民的黄金存折吗？它也可以随时换金吗？若真是这样，那有什么必要用

这叮当笨重的白银作金存折呢？直接用纸不就行了吗？银当然也可以换金，但银之所

以可以换金不是因为它是“存折”，而是因为它是银，银可换金是因为银可在价值上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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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定量的金。精琪定32换，这个比价并没有离开其时金银市价的大谱，这说明他完全

知道金银关系的本质哲学在哪里，而到了梁启超这里，居然要把金银间的天然“血缘关

系”与近代的银行券制度搅在一起，要让其中的一种充当另一种的存折，以为只要国家

把白银铸成型，打上戳，这银元就可以既当银元也当金存折了。

导致这个糊涂的另一个原因是梁氏似乎不大明白套利的道理。要知道，以纸代金，

只要国家信用不动摇，只要纸币与黄金在价值上不脱钩，只要纸币的金存折性质不受到

灌水，只要纸币始终能保持住其代金券的性质，只要纸币与金之间的比价不沦为随行就

市，纸币与金之间是不会滋生出套利活动来的。而金银之间，无论把金银如何打扮如

何包装如何“法定”，永远有套利问题。不管法定32换的新银币铸造得如何精美，只要市

场上的银价是40换，套利就一定发生，而套利一定会把“法定”摧毁。

与梁启超这位大学者相比，小人物郑观应则明白套利的道理，《盛世危言》“铸银”篇

在谈到洋钱之害时说道，（洋人）“以货售我，大都取宝银而归。彼旋得宝银，即旋铸洋

钱，仍售诸我，于中取利往复无穷。”这就是套利！一枚七钱二分重的洋钱，实际成色仅

为六钱五，拿到中国抵八钱纹银，一钱五的差价便给洋人制造了套利机会。不知梁氏是

否读过《盛世危言》。

一句话，纸之所以可以代金而银之所以不能代金，是因为银与金是同性的。这道理

恰如，泥胎可以做菩萨而活人却不能，因为活人与菩萨是同性的，都是人，一旦一个活人

被拜为菩萨，人与菩萨的关系就变成了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就开始受制于社会科学

的规律，菩萨的宗教性就消失了。以泥胎尚且可以做菩萨为据，而推导出活人更可做菩

萨的结论，是对宗教问题的无知；以纸尚且可以代金为据，而推导出银更可代金的推论，

是对货币问题的无知。

梁启超的货币理论是双重的，不但有其技术性层面，更有哲学性“高度”：“历览数千

年来货币史之变迁，大率由铁本位制进为铜本位制，复进为银铜本位制，复进为银本位

制，复进为金银本位制，而归宿于金本位制。此其大较也。”把历史竖起来，理出一个顺

竿爬的“进步”线索，这是中国思想史古来就有的思维怪癖，自《春秋公羊传》，经何休的

《春秋公羊解诂》，到康有为的《大同书》，直到今天主流历史哲学中的进步阶段论，两千

五百年来无数的中国学者喜欢这一口儿，以为学术之大雅。而梁启超把自己的货币思

想也进行了这样的“雅雕”，把中国实行金本位制提到了历史进步的“高度”来认识。

说事就说事，是什么事就说什么事，从“实事”中去“求是”，一玩“进步”，就离了“实

事求是”的大本，就显出了画蛇添足的笨拙，不如不说。

五、康有为献敛金术

1908年，康有为发表名著《金主币救国议》，凡三十篇，是当时中国货币理论的巨著，

也可说是这次币制大讨论的集大成之作。关于中国的币制改革，康氏的立场是：第一，

中国必须实行金本位制；第二，最好是直接实行实金本位制；第三，若暂时不具备条件，

就先以虚金本位制为第一步。

为强调实行金本位制的必要性，康氏列举了“不改定金主币”的十四大害。中国的

这场币制大讨论，逻辑上本就是由“必要性”引出来的，人人皆讲必要性，难点只在于可

行性。康氏于可行性之道，确有与众不同更深一步的认识。他承认中国缺金的现实，更

承认无金难行金主币的道理，甚至也承认一些“计臣”对金本位制持怀疑态度的合理

性。“近者币制之考查会议，莫不知行金币矣，惟聚金为难，各国苟非取之于胜后偿款，如

德、日然，则如奥匈以公债得金而易币，吾国则几无术以得金，若在贫国，其难尤甚，今中

国银价下落至四十余换，购金更难，而各国银行，若闻易币聚金，则金价更涨，当此国困

民贫，虽有公债，所得几何？况公债必不行，而度支更仰屋乎？此计臣不敢议及行金币

也。”康有为一方面看到了困难，承认困难，却又能于万难之中找到其自称是“化虚为

实，以无为有”的妙法。妙法包括两个方面：聚金之法与代金之法。有金则设法聚之，无

金则设法代之；聚金以行实金制，代金以行虚金制。无论是“聚”还是“代”，皆须借银行

之力，“是在妙银行之用而已。”康氏于此法非常自信，“吾久未发之，今亦以救国急，故

倒箧尽发焉”。原来，此妙法存于康氏胸中秘而不宣久矣。

谈聚金之法，康有为与孙中山闹革命一样，也想到了海外华侨的腰包。海外华侨人

数众多，每年向国内汇款过亿，他因此建议大清交通银行在纽约、旧金山、悉尼、檀香山

四地设分行，汇集华侨资金，并进而在美国费城等地就近设中国造币厂，用华侨存寄的

外汇作为资本，就地采购黄金，为中国铸造金币，“随收随运随铸”。

除了华侨的钱，康氏还发现了另一条财源：“至于国民藏金器亦不少，妇女首饰镯钗

尤多，大约美中为最，南洋、香港次之，汉口、苏、湖、杭亦相若，山西之富家亦不可量。妇

女镯钗，自贫者外，人人皆有，以我国民之多，若内搜之，实不少也。”如何让海内外的中

国百姓自愿地将金器交出，康氏的办法居然是警告。警告百姓：国家即将实行金主币，改

定金主币后，金银官价将定为二十换，如果你现在把黄金拿出来，可按四十换换，换晚了，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民恐比价后将大亏也，势必尽以所有金器首饰，易银于官，报

纸皆知改定金比价之举，将以利我国民也，皆鼓舞之，则全国之金，必尽归于政府矣。”

那么，以四十余换的市价向本国老百姓买金，这与直接到国际市场上以四十余换向

世界买金，有何区别？诀窍是，向洋人买金，需付之以实银，而向本国百姓买金，可付之

以纸耳。康氏解释说：“今银行纸币，通代金银实货之用，而亦有国家法定之用焉，但视

人民之信用，今不言法定纸币，大清交通银行之行用纸币久矣，所收之金，即为准备，出

实同时耳，凡准备金一，可出钞币四，今以所收之金为准备金，是一切纸币皆实金。”如

此，人民交金，政府付纸，纸的价值以人民刚刚交来的金为保证，纸币面额以金标值，这

样人民就会放心地、自愿地去与政府做这种以金易纸的贸易了。

有了以上诸般大法，康氏心里并不踏实，“若预布法定之价，易民金器，以铸金钱，则

久待岁时，尚难决定，得金几何？”还有，“即铸成金钱，而出口货少，入口货多，金钱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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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定量的金。精琪定32换，这个比价并没有离开其时金银市价的大谱，这说明他完全

知道金银关系的本质哲学在哪里，而到了梁启超这里，居然要把金银间的天然“血缘关

系”与近代的银行券制度搅在一起，要让其中的一种充当另一种的存折，以为只要国家

把白银铸成型，打上戳，这银元就可以既当银元也当金存折了。

导致这个糊涂的另一个原因是梁氏似乎不大明白套利的道理。要知道，以纸代金，

只要国家信用不动摇，只要纸币与黄金在价值上不脱钩，只要纸币的金存折性质不受到

灌水，只要纸币始终能保持住其代金券的性质，只要纸币与金之间的比价不沦为随行就

市，纸币与金之间是不会滋生出套利活动来的。而金银之间，无论把金银如何打扮如

何包装如何“法定”，永远有套利问题。不管法定32换的新银币铸造得如何精美，只要市

场上的银价是40换，套利就一定发生，而套利一定会把“法定”摧毁。

与梁启超这位大学者相比，小人物郑观应则明白套利的道理，《盛世危言》“铸银”篇

在谈到洋钱之害时说道，（洋人）“以货售我，大都取宝银而归。彼旋得宝银，即旋铸洋

钱，仍售诸我，于中取利往复无穷。”这就是套利！一枚七钱二分重的洋钱，实际成色仅

为六钱五，拿到中国抵八钱纹银，一钱五的差价便给洋人制造了套利机会。不知梁氏是

否读过《盛世危言》。

一句话，纸之所以可以代金而银之所以不能代金，是因为银与金是同性的。这道理

恰如，泥胎可以做菩萨而活人却不能，因为活人与菩萨是同性的，都是人，一旦一个活人

被拜为菩萨，人与菩萨的关系就变成了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就开始受制于社会科学

的规律，菩萨的宗教性就消失了。以泥胎尚且可以做菩萨为据，而推导出活人更可做菩

萨的结论，是对宗教问题的无知；以纸尚且可以代金为据，而推导出银更可代金的推论，

是对货币问题的无知。

梁启超的货币理论是双重的，不但有其技术性层面，更有哲学性“高度”：“历览数千

年来货币史之变迁，大率由铁本位制进为铜本位制，复进为银铜本位制，复进为银本位

制，复进为金银本位制，而归宿于金本位制。此其大较也。”把历史竖起来，理出一个顺

竿爬的“进步”线索，这是中国思想史古来就有的思维怪癖，自《春秋公羊传》，经何休的

《春秋公羊解诂》，到康有为的《大同书》，直到今天主流历史哲学中的进步阶段论，两千

五百年来无数的中国学者喜欢这一口儿，以为学术之大雅。而梁启超把自己的货币思

想也进行了这样的“雅雕”，把中国实行金本位制提到了历史进步的“高度”来认识。

说事就说事，是什么事就说什么事，从“实事”中去“求是”，一玩“进步”，就离了“实

事求是”的大本，就显出了画蛇添足的笨拙，不如不说。

五、康有为献敛金术

1908年，康有为发表名著《金主币救国议》，凡三十篇，是当时中国货币理论的巨著，

也可说是这次币制大讨论的集大成之作。关于中国的币制改革，康氏的立场是：第一，

中国必须实行金本位制；第二，最好是直接实行实金本位制；第三，若暂时不具备条件，

就先以虚金本位制为第一步。

为强调实行金本位制的必要性，康氏列举了“不改定金主币”的十四大害。中国的

这场币制大讨论，逻辑上本就是由“必要性”引出来的，人人皆讲必要性，难点只在于可

行性。康氏于可行性之道，确有与众不同更深一步的认识。他承认中国缺金的现实，更

承认无金难行金主币的道理，甚至也承认一些“计臣”对金本位制持怀疑态度的合理

性。“近者币制之考查会议，莫不知行金币矣，惟聚金为难，各国苟非取之于胜后偿款，如

德、日然，则如奥匈以公债得金而易币，吾国则几无术以得金，若在贫国，其难尤甚，今中

国银价下落至四十余换，购金更难，而各国银行，若闻易币聚金，则金价更涨，当此国困

民贫，虽有公债，所得几何？况公债必不行，而度支更仰屋乎？此计臣不敢议及行金币

也。”康有为一方面看到了困难，承认困难，却又能于万难之中找到其自称是“化虚为

实，以无为有”的妙法。妙法包括两个方面：聚金之法与代金之法。有金则设法聚之，无

金则设法代之；聚金以行实金制，代金以行虚金制。无论是“聚”还是“代”，皆须借银行

之力，“是在妙银行之用而已。”康氏于此法非常自信，“吾久未发之，今亦以救国急，故

倒箧尽发焉”。原来，此妙法存于康氏胸中秘而不宣久矣。

谈聚金之法，康有为与孙中山闹革命一样，也想到了海外华侨的腰包。海外华侨人

数众多，每年向国内汇款过亿，他因此建议大清交通银行在纽约、旧金山、悉尼、檀香山

四地设分行，汇集华侨资金，并进而在美国费城等地就近设中国造币厂，用华侨存寄的

外汇作为资本，就地采购黄金，为中国铸造金币，“随收随运随铸”。

除了华侨的钱，康氏还发现了另一条财源：“至于国民藏金器亦不少，妇女首饰镯钗

尤多，大约美中为最，南洋、香港次之，汉口、苏、湖、杭亦相若，山西之富家亦不可量。妇

女镯钗，自贫者外，人人皆有，以我国民之多，若内搜之，实不少也。”如何让海内外的中

国百姓自愿地将金器交出，康氏的办法居然是警告。警告百姓：国家即将实行金主币，改

定金主币后，金银官价将定为二十换，如果你现在把黄金拿出来，可按四十换换，换晚了，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民恐比价后将大亏也，势必尽以所有金器首饰，易银于官，报

纸皆知改定金比价之举，将以利我国民也，皆鼓舞之，则全国之金，必尽归于政府矣。”

那么，以四十余换的市价向本国老百姓买金，这与直接到国际市场上以四十余换向

世界买金，有何区别？诀窍是，向洋人买金，需付之以实银，而向本国百姓买金，可付之

以纸耳。康氏解释说：“今银行纸币，通代金银实货之用，而亦有国家法定之用焉，但视

人民之信用，今不言法定纸币，大清交通银行之行用纸币久矣，所收之金，即为准备，出

实同时耳，凡准备金一，可出钞币四，今以所收之金为准备金，是一切纸币皆实金。”如

此，人民交金，政府付纸，纸的价值以人民刚刚交来的金为保证，纸币面额以金标值，这

样人民就会放心地、自愿地去与政府做这种以金易纸的贸易了。

有了以上诸般大法，康氏心里并不踏实，“若预布法定之价，易民金器，以铸金钱，则

久待岁时，尚难决定，得金几何？”还有，“即铸成金钱，而出口货少，入口货多，金钱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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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将流出，则即已铸金钱而立竭尽。”于是康有为退而求其次，拿出了自己的“代金”之

法，其设计是：“国家但定金为主币，如定金银比价为二十换，而以一钱重银为一元，则以

金五厘为主，值银一元，此外一切，皆以金五厘折计，其银、铜、铅、锡皆不计。盖本用金

为权，而以银之重代之，何为不可？若钞纸且可代诸金币，何况银乎？”康氏自信此乃

“神方大药，服之可救中国死亡者”。

中国实行金本位制的根本障碍是康氏自己所说的“中国贫困，聚金为难”，而他说

了半天，把中国妇女的首饰都算计进去，也并未找到克服此一障碍的根本性出路，于是，

最终不得不把其根本性设计建立在国家“法力无边”的假定之上。他觉得，金银“市价纵

不能以政府限定之，岂金银币比价国家亦不能制定之乎？”康氏对此信心十足，国家说二

十换就是二十换，证据是“无论古今欧美各国，数百千年来，皆制定金银币比价，即周汉

间黄金一斤值钱万，银一流值钱千，亦有一定比价矣。”在这一点上，康有为与他的学生

梁启超，犯了类似的错误，他们都相信，金银一旦由国家铸成官型，就变成了另外一种东

西，就受另外的经济规律支配；国家不但能为金银币定比价，而且还可以撒纸成金，国家

的银行发行的纸币，上面写上值多少金，它就值多少金，因为这是法定的。

从这一点上看，康有为不但对货币的本质缺乏认识，而且对彼时中国半殖民地的实

际状况亦无深入的理解。其实，他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应该是，即使清廷的“法力”对中

国百姓有效，在洋人面前也有效吗？中国说二十换，洋人就能接受这二十换吗？中国政

府指定一钱的银元抵五厘金，到了国际市场上就能抵五厘金吗？如果这以银代金的银

币到了国际市场上不能当金用，这样的“金本位制”意义何在？

六、张之洞持银本位

在参与清末货币本位制大讨论的人士中，官学两栖人物张之洞有很大的发言权，他

的主张对朝廷的货币政策和币制改革的取向，也有着相当影响力。张氏的观点很明确：

既反对实金本位制，也反对虚金本位制，而主张保持银本位制。

张氏之银本位制思想，经典地反映在他于1904年7月给朝廷的奏折中。他反对实

金本位制的理据也是中国少金，无金可铸；反对虚金本位制，则是认为金银比价无法人

力限定，硬将之定为32换，是欺骗百姓。他认为，外国之所以实行金本位制，是因其“商

务盛，货价贵，民业富，日用广”，而中国民穷，用银铜即可，无须用金。当家而知柴米贵

的张之洞，在币制问题上的看法——基于他对国情民情的了解——较之康梁二位书生，

看上去要朴实得多。然而，在一定意义上说，他在经验上的优势，恰也成了他在理论上

的劣势；对国内民情的了解，恰蒙蔽了他对国际问题的认识。中国彼时之币制大讨论，

围绕的中心是国际问题而不是国内问题。西洋“三十年来，各国遂专用金”的变化，并不

是缘于“商日多，费日广，货日贵”，而是缘于国际支付之利弊因素的考虑。而中国民间

用度上的“民贫，物贱，工役获利微，庶民食用贱”等因素，是完全可以用辅币来解决的，

一国的本位货币问题与国家的经济实力并无关系。中国的币制改革，所面对的是银价

下跌问题以及由此给中国在国际支付上带来的利益损失。偏离了这个主要视线来议论

中国的货币本位问题，应当算是走题了。

面对思想界的这场币制大讨论，朝廷的态度是模棱两可，敷衍苟且。实行实金本位

制？中国贫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实行虚金本位制？心里没底，与洋人打交道大半个

世纪，中国人记吃也记打，不敢尝试。结果，朝廷在金本位制上无计可施，无从作为，只

好听从张之洞等人的主张，在以银为本、划一银币上作点文章。如此，中国的币制改革

大讨论，到接近尾声时，遂已由金银之争转化成了愚蠢的“两元之争”。紫禁城关门后，

1914年民国《币制条例》“最后决定采用纯粹的银本位制”，货币本位制大讨论，至此算

是画上了句号。

七、余论

清末中国思想圈发生的这场以金银关系为中心的货币本位制大讨论，自光绪二十

一年（1895年）始到民国三年（1914年）终，历时二十年，官商学各界大小插嘴者近百人。

讨论的政策结果基本是零，即使没有这场讨论，朝廷总是会在统一货币、自铸银元、以银

为本的方向上往前走的。

政策结果没有，理论上则有些副产品。它是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一场货币知识大学

习运动，它吸引了一些人关心货币问题、认识货币问题、理解货币问题。更重要的是，通

过这场讨论，更多的人更深地理解到了其时半殖民地中国所面临着的险恶的、漏屋偏遇

连阴天的国际环境。明清两朝之亡皆与银祸有关，区别在于，明朝之亡，病根虽是银祸，

但症状却是天灾、外患、流寇，故而时人并未直接感到银祸之痛，并不知道究竟为何而

亡；而清朝灭亡之前的银祸，则是让人撕心裂肺地感觉到了的。郑观应、刘世衍、杨宜

治、梁启超、康有为、张之洞等一班忧国之士群嘴而争之者，乃为力挽风雨飘摇的满清王

朝于“凋疗以毙”，为阻止中国的财富在这一波又一波的银价下跌中“膏血既竭”，为拯救

身上已插满吸血管的中华民族于“腊枯而死”。我们从对这段历史的回顾中感觉到的，

是一只已经被吮干了血、嗜光了肉的老牛，面对群狼环侍，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下，企图夺

路而逃的最后挣扎。

另外，回望百年前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的这段有趣而又辛酸的插曲，就彼时中

国思想界的货币知识而言，一方面纵向比（与明末时相比）已有大的进步，另一方面横向

比（与当时的西方相比）仍有大的差距。货币是大学问，尤其是从国家利益、国际关系的

角度来认识时。当我们看到梁启超、康有为这些国学出身的大师们不得不放下自己所

长的学术领域而投身到货币问题的研究时，既景仰他们这种“圣之时者也”的时代担当

精神，也同情他们临时抱佛脚的艰难不易，更能体会到当时整个国家旷无专业人才而只

能大小事皆仰赖这几个思想领袖人物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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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黄金一斤值钱万，银一流值钱千，亦有一定比价矣。”在这一点上，康有为与他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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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许毅等：《清代外债史论》，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②贺力平：《鸦片贸易与白银外流关系之再检讨——兼论国内货币供给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历史演

变》，载《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1期，第72页。

③康有为：《金主币救国议》（1908年），载马洪林、卢正言（编注）：《康有为集》第 2卷，珠海出版社

2006年版，第648页。

④ 《 金 铭 银 世 界 白 银 发 展 史 》 ，百 度 经 验 网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
ae97a6469dcd91bbfc461d7b.html。
⑤“考泰西圜法之变，自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德国见英用金有效，改用金币，继其后者不止一

国。七十三年，比利时、荷兰二国银圆暂行停铸，瑙威、瑞典、丹麦三国踵行金币。德国亦废银圆。

七十四年：法、比、意大利、瑞士四国限铸银圆之数。（因四国于六十八年立约同用一种钱币，西人名

此四国曰腊丁国，会其文字皆根腊丁也。）七十五至七十六年，法兰西、荷兰、瑞士三国暂行停铸银

圆。七十七年，荷兰用行金币。七十八年，法、比、意、瑞四国只铸小银圆，西班牙暂行停铸银圆。

七十九年，奥时马加、恒加利两国暂行停铸银圆。八十五至九十一年，埃及行用金币，缘马尼亚、土

泥斯、奥斯马加、恒加利五国行用金币。九十三年，俄国铸金卢布一百兆圆。光绪二十至廿三年，

智利、考斯他立楷（南美州民主之国）、日本三国行用金币。”参见郑观应：《盛世危言》，“圜法”，载夏

东元（主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98页。

⑥御史王鹏运在该年的上书中向朝廷提出，“中国黄金出口由三百万增至二千余万两，如不自铸金

钱，则国宝全空，终受外人挟制。”参见杨端六（编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北京：三联书店 1962
年版，第318页。

⑦康有为：《金主币救国议》（1908年），载马洪林、卢正言（编注）：《康有为集》第2卷，第687页。

⑧同上。

⑨杨端六（编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第308页。

⑩耿爱德：《中国货币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360页。

“顺天府府尹胡燏棻变法自强折，请‘于各省通商口岸，一律设局，自铸金银铜三品之钱，难以预

定相准之价，垂为令甲’。”参见杨端六（编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第317页。

宋氏多次提出铸金币的主张，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作《经世财政学》时，则使用了金本位的

名称。参见叶世昌：《清末关于本位制度的讨论》，载《中国钱币》1992年第4期，第23页。

杨端六（编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第318页。

郑观应：《盛世危言》，“圜法”，载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 699页。其中，印度于 1899年

实行了金汇兑本位制。参见戴建兵：《白银与近代中国经济（1890-1935）》，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

文，2003年，第125页。

郑观应：《盛世危言》，“圜法”，载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6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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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般人主要从偿还外债处着眼不同，郑观应币制思想的视线更宽一些，除了外债问题外，他还

从避免在海关收税上吃亏和整理统一国内芜杂紊乱的货币体系等角度来认识改革币制的意义。

杨端六（编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第317页。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33页。

杨端六（编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第319页。

同上，第320页。

同上，第323页。

同上，第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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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两个文件的要点，货币学家叶世昌有归纳：“《条议》提出以一定纯金量为货币单位，政府

自己或代民间铸造相当于五倍、十倍、二十倍的金币。国内流通以银币为主，金银比价为一比三十

二。另外还铸造小银币及红白铜币为补助货币。政府应在伦敦及其他通商巨埠置备信用贷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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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金银币的法定比价要靠买卖金汇票来维持。”参见叶世昌：《清末关于本位制度的讨论》，第

24—25页。

墨西哥银元是在当时中国市场上流行的诸多外国银铸币中最多的一种，其重量为七钱二，实际

含银量为六钱五左右，因其铸造标准，使用方便，信用可靠，在中国市场上一般可换至八钱纹银。

梁启超：《中国货币问题》，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 2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9年版，第

101页。

同上，第100页。

同上，第100页。

同上，第101页。

同上，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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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102页。

杨端六（编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第331页。

杨涛：《析梁启超的虚金本位制货币理论》，载《安阳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 6期（总第 24期），第

74页。

杨端六（编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第329页。

张家骧：《中华币制史》第3编，民国大学丛书之一，北京：民国大学出版社1925年版，第17页。

梁启超：《币制条议》，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22页。

同上，第14页。

梁启超：《中国货币问题》，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第111页。

今天的纸币与黄金之间已具有套利关系，因为纸币与黄金已经脱钩。

郑观应：《盛世危言》，“铸银”，载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6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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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版，第648页。

④ 《 金 铭 银 世 界 白 银 发 展 史 》 ，百 度 经 验 网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
ae97a6469dcd91bbfc461d7b.html。
⑤“考泰西圜法之变，自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德国见英用金有效，改用金币，继其后者不止一

国。七十三年，比利时、荷兰二国银圆暂行停铸，瑙威、瑞典、丹麦三国踵行金币。德国亦废银圆。

七十四年：法、比、意大利、瑞士四国限铸银圆之数。（因四国于六十八年立约同用一种钱币，西人名

此四国曰腊丁国，会其文字皆根腊丁也。）七十五至七十六年，法兰西、荷兰、瑞士三国暂行停铸银

圆。七十七年，荷兰用行金币。七十八年，法、比、意、瑞四国只铸小银圆，西班牙暂行停铸银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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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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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端六（编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第321—322页。

张之洞对金本位制的反对，招来了康梁师徒的批评。康梁批张，要点有三，一是批其不懂经济

学，“全未达生计学原理，一派门外汉语”；二是批他“土”，“倘使张之洞早通外学，岂致谬悠至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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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天地 哲学的解放与解放的哲学

哲学的解放与“解放”的哲学
——重探20世纪50—70年代的“学哲学、用哲学”运动

及其内部逻辑

■ 周展安

周展安：上海大学中文系（Zhou Zhan’an，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Shanghai University）

［内容提要］50—70年代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中极为独特的一段，它承接了近代以来的历史逻辑，高扬了革

命的正当性，同时又暴露了自身的若干问题，消耗了革命。本文选择贯穿这一时段的“学哲学、用哲学”运

动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内在脉络、特质，其所以发生的历史契机与内部包含的逻辑，探索“哲学”在运动中

所得到的“解放”，并借此来摸索20世纪50—70年代社会主义文化与政治的基本特点，分析以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为目标的解放政治在这一时期的突进，在突进过程中所遭遇的危机，及其对于危机的应对方式，

在整体上去理解此一时期“解放”或者说“解放政治”本身所具备的“哲学”形态。而所有这些问题将从“哲

学”这个视点出发进行探讨，以把握“哲学”在特定时代中的角色、位置与功能。

［关键词］哲学 解放 新生事物 政治危机

如所周知，当下中国是 20世纪革命的产物，

这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执政党、民族

构成以及所有制形式等实存方面，也体现在社会

主义、人民当家做主等理念方面。当然，这也体

现在围绕所有这些方面的批评和论争当中。从

一个更拉长的视野来看，当下中国也是五千年中

华文明的产物。但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对于当下

中国的意义也同样是通过 20世纪中国革命的淬

炼而呈现出来的。就思想学术来说，今文经学和

古文经学的对抗、诸子学的复兴特别是围绕儒家

和法家的各种新评价、唯识学的复兴、以“古史

辨”为代表的对于整个中国史的整理、传统社会

的风俗与道德的更新等等，都需要在近代以来的

中国历史脉动中来加以分析。而且，中国史在整

体上所包含的我称之为“平铺的下沉的历史趋

势”也正是在20世纪经由革命的激荡而达到一个

崭新的历史高度。①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当下中

国必然要以理解 20世纪中国革命为中枢。在今

天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殖民体系仍逐步扩张的

格局中，以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为中枢的意识不

应削弱而应进一步加强。认为 20世纪中国革命

是已然过时的事物而一味注目当下社会现象的

分析眼光是短视的，因为20世纪中国革命所包含

的不只是以救亡图存为目标的建国革命，更是一

110 111



□

2017/01 开 放 时 代

□

1st ISSUE，2017 / CONTENTS

ous setbacks？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ssess the progress of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1974-2013）. Based on the datasets from Polity Ⅳ，Freedom House，and The World Bank，the author

found that：（1）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did make great progress from 1974 to 2013；（2）73 countries

involved in this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performed differently in terms of regime transition：some enjoy consol-

idated democracy，some are still in the middle of transition，and some suffer democratic setbacks，accounting

for 30.1%，38.4% and 31.5% respectively；（3）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of the countries involved in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from 2004 to 2013 were slightly lower than the world’s average，but the countries

which enjoy consolidated democracy performed much better than the world’s average and the compared

groups；and（4）compared with the world’s average and the compared groups，the countries involved in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performed better in terms of the GDP growth rate，but worse in terms of the infla-

tion rate and unemployment rate，from 2004 to 2013. In short，this research provides a more systematic empiri-

cal evidence for a correct evaluation of regime transition and governance performance in the third wave of de-

mocratization.

Keywords：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regime transition，governance performance

HUMANITIES

A Great Discussion on the Topic of Monetary Standard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97

Wang Wuyi

Abstract：The Late Qing Dynasty suffered a bad time in terms of its monetary system. In addition to its numer-

ous“overt troubles”，there was one big“covert trouble”，which may be called a silver disaster. Huge amounts

of foreign debt，the continuous decreasing silver price，and the most Western countries adopting the gold stan-

dard monetary system，these three factors joined together to plunge China，who was repaying its gold debt

with silver money，into the embarrassing crisis that the country’s entire annual fiscal revenue could only cover

the interest of its international debt. Qing government and its intellectual circle therefore started a twenty-year-

long discussion over the monetary standard reform focusing on the possibility of shifting the silver standard to

the gold standard. This discussion was not only important to China’s systematic reform and political survival，

but also significant for Chinese people，especially for its intellectuals，to learn some knowledge about money，

currency，foreign exchange，etc.

Keywords：gold standard，silver standard，silver price，late Qing Dynasty，monetary system

Liberation of Philosophy and the Philosophy of“Liberation”：Reviewing the Campaign of“Studying
Philosophy and Utilizing Philosophy”in 1950s - 1970s 111

Zhou Zhan’an

Abstract：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1950s - 1970s is a very unique period. It inherits the historical logic

from recent times and upholds the legitimacy of revolution. At the same time，problems plaguing the revolution

start to unfold. This paper takes the campaign of“studying philosophy and utilizing philosophy”that runs

through this period as the object of study，inquires into its internal veins and features，its historical origin and

its implicated logic，and examines how“philosophy”was“liberated”during the campaign. Through this，the

paper attempts to unveil the basic features of socialist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is period，analyze how liberation

politics，with socialism and communism as its goal，made its radical leap forward in this period，what crisis it

was beset with，and in what way it coped with the crisis. In this way，the“philosophical”landscape of libera-

tion politics of this period will be apprehended as a whole. All these issues will be studi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philosophy”so as to grasp the role，position and function of“philosophy”in this particular period.

Keywords：philosophy，liberation，novelties，political crisis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Three Model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 Adminis-
trative，Laissez Faire，and Co-ops Approaches 128

Philip C. C. Huang

Abstract：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how the“old agriculture”of grain production operates today mainly by an

administrative model，while the“new agriculture”of high value-added products（high-end vegetables，fruits，

meat-poultry-fish and eggs-milk）operates mainly by a laissez-faire market model. The former serves to protect

low-value agricultural products from violent market price swings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to ensure Chi-

na’s“grain security，”but is prone to a commandist approach that can disregard peasant interests and wishes.

The latter has stimulated peasant initiatives through market incentives，but suffers from violent price fluctua-

tions and merchant extractions. The third model，“specialty co-ops，”has thus far been guided by a mistaken

model of trying to imitate U.S. co-ops，which are purely economic entities，to the disregard of Chinese village

communities. This article urges the adoption of an“East Asian”model of semi-governmental，integrated co-ops

based on peasant communities（villages），extending from there up through the governmental hierarchy of town-

ships，counties，provinces，and the central levels. Such co-ops provide“vertical integration”（processing and

marketing）services for small- peasant agricultural products，technical assistance，organize the purchase and

supply of agricultural inputs，extend credit services，engage in community activities，and see to peasant social-

political interests，as was done so successfully in Japan-Korea-Taiwan，most especially during the period when

their per capita GDP and relative proportions of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stood at levels roughly comparable to

China’s today.

Keywords：old agriculture，new agriculture，integrated co-ops of Japan-Korea-Taiwan，Marxist ideology，Neo-

liberal id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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