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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回顾毛泽东主席领导中国在金融方面的实践，指出毛主席第一个成功发行不依赖铸
币的纸币，并长期保持物价稳定。毛主席的货币实践，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
而且是对马克思货币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人类货币理论史上，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理论突破，
并且通过实践给予充分证明，从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也必将成为人类今后唯一的货币发
行方式了，等于说是人类货币发行理论和发行方式的终结。人类从没有一项发明能够给人类
带来如此巨大而持久的收益，虽然很多人对此有贡献，但最重要的贡献无疑属于毛泽东，是
毛泽东真正实施了此项制度，并为人类社会所认可，成为一项主流社会制度。
【本文为作者黄卫东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一、马克思对货币理论的发展
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之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有
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人类货币理论史上的一座丰碑。在人类历史上，马克思第一次科
学地揭示了货币实质和起源，全面论述了货币的职能。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商业票据类的债
务欠条已经取代铸币成为西方各国的主要货币[1]，他提出的债务货币理论[2]，详细分析了债
务货币的流通过程和流通规律等，是马克思货币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代货币理论的基
础之一。马克思还第一次提出了货币数量与物价之间的定量关系式，它是现代货币数量论的初
始形式，两者没有本质区别[3]，直到今天，仍是各国指导货币发行和管理的理论基础。马克
思由于其对货币和经济理论的贡献，他成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眼中十分重要的经济学家
[4]，也成为英国官方 BBC 电台拍摄的纪录片三位货币大师之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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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泽东对货币理论的贡献与实践
毛主席则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货币理论，他领导的新中国是第一个发行使用与商品无关的
纸币做基础货币的国家。当时西方和苏联集团各国都将发行的本位货币与贵金属挂钩，规定发
行的纸币所代表的含金量，其实质是政府发行的代表铸币的欠条，其发行基础仍然是黄金白银
等金属铸币，仍然是以马克思所描述的商品货币理论为基础的。仍然需要储备黄金等实物，也
就需要为增发货币付出成本和代价。新中国发行的人民币，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国家发行不与黄
金等铸币或其他商品挂钩的货币。
早在 1927 年 1 月的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领导湖南农民成立了第一家中国人民自己的银
行——浏东平民银行，发行了纸币[6]，这是中国工农革命政权最早发行的货币，有力地帮助
了农民发展生产。1931 年 11 月 7 日毛泽东领导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规定禁止
私人银行等发行货币[7]，控制货币发行权。1934 年 1 月 23 日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
会上，毛泽东作大会报告指出，应按照市场需要，由苏维埃银行发行适当数量纸币[7]，这显
示毛泽东主席洞察了货币发行和流通规律的关键。1937 年 7 月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及时
指出[8]，
【“要有计划地与敌人发行伪币及破坏本币的政策作斗争，允许被割断地区设立地方银行，
发行纸币，并规定由银行办理低利借贷，协助生产事业的发展和商品流通”。】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都发行与金银无关的纸币。山东抗日根据
地早在 1938 年 12 月就响应毛主席指示，开始发行北海币[9]。当时敌人利用占领的银行获得
大量法币，同时发行伪币，到根据地掠夺物资，根据地一方面宣传持有伪币和法币的危害，另
一方面则用北海币兑换老百姓手里的法币和伪币，到敌占区购买物资供应根据地市场；同时发
行合适数量北海币，禁止使用法币和伪币，稳定了根据地物价。由于较好地遵从了货币流通规
律，不仅将国民党法币、日伪货币等赶出了根据地，消灭了日伪蒋通过货币对根据地进行经济
侵略；而且使根据地货币成功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和日伪统治区，使我军能用根据地印制的货币
购买日伪区各类物资，包括军用物资[10]，甚至可能包括军火[11]，从而有力地帮助了根据地
的建设和抗日活动，后来也有力地推动和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领导人民政府，依据战争时代的成功经验，统一发行与铸币脱钩的
人民币，包括相关配套措施，禁止旧时代货币、金银币和外币流通，很快消灭了国民党统治末
期的恶性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12]，是人类历史上的货币发行创举。在新中国前 30 年，除
1960 年因天灾人祸带来的经济危机导致物价上涨过快外，虽有美国和西方的经济封锁和军事
威胁，还有多次局部战争，却基本保持了稳定的物价，这也是难得的奇迹。与此对比，美国在
21 世纪以前，物价一直难以稳定，不是通货膨胀，就是通货紧缩[13]。
前 30 年物价能够稳定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借鉴春秋战国时代发展起来的常平仓制度，积
极储备重要物资，尤其是粮食[14]。毛泽东多次指出，“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
增多”，“广积粮”，“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物价下降时，就增发纸币抬高价格购买重
要物资，如粮食布匹等，增加市场货币供应量；在物价上涨时，就低价出售储备的物资，同时
减少货币供应量，从而稳定物价。国家在丰收年景粮价下降时收购余粮，基本说来是低价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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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按《管子》的说法“民有余则轻之”，丰收年景，粮食多，粮价自然便宜。而到灾荒年景，
国家抛售粮食，即便低于市价，但肯定比丰收时收购价格要高得多。这一反一正的差价，自然
转化为国家的财政收入，给发展经济提供了资金，而且稳定了物价，又为应对战争储备了大量
物资，从而让美国和西方放弃了军事侵略中国的企图。
毛泽东主席强调人民政府应控制银行。早在 1940 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提
出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的观点。1945 年毛泽东在《论
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
【“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多的农业，
如无大规模的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
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
在 1949 年，当解放大军向全国胜利进军时，毛泽东鉴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命
令解放军:
【“没收官僚资本。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等，均
由人民政府接管。”】
1974 年毛泽东发布的著名讲话中进一步解释[15]，
【“这是因为货币，货币交换及其机构是属中性的，谁掌握了它就为谁服务”。】
现代货币理论和货币制度都公认，商业银行增加衍生货币[16]，也是货币发行机构。政府
必须控制商业银行，才能稳定物价，这与毛泽东的货币思想是高度一致的。人民政府控制银行
包括银行发行的衍生货币及数量，是前 30 年能够稳定物价的重要基础。让战略对手控制银行，
他们就会利用银行能够增加衍生货币的功能，扰乱货币体系，给经济发展带来灾难。
前 30 年的货币发行实践，也充分说明，货币发行，重要的是发行数量，而不是发行依据。
历史上，西班牙人从美洲掠夺了大量黄金白银，虽然其铸币是 100%的黄金，但由于铸币过多，
一样导致物价上涨[17]。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西方各国发行的货币都是有黄金含量的，
却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日本和英国的物价曾在一年内上涨 30%[18]。由于物价上涨过快，导
致经济危机和国内外的抵抗，1971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也学新中国的人民币发行方式，不再将
发行的美元与黄金等铸币挂钩。没几年，西方各国也很快同样采用人民币发行方式了。从此以
后，前 30 年开创的人民币发行方式就成为世界主流货币发行方式了。此外，美国则积极借鉴
新中国前 30 年的经验，发展了美国式的农业补贴、常平仓和对外低价倾销等政策，增加粮食
生产，控制粮食等重要物资价格[19]。

三、讨论与总结
相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不再依据市场需要发行合适数量的人民币，而是依据
政府建设计划带来的财政需要，发行人民币[20]，由于不符合货币发行数量的要求，仅在 80
年代，就发生四次严重通货膨胀，九十年代的建设大跃进，更是产生了更严重的物价问题，按
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价格指数数据，1993 年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 35%。1995 年开始，央
行又转而依据外汇储备被动发钞[21]，将西方货币当作人民币发行依据，同样不能稳定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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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实际上是依据西方购买我国物资和资产需要来发行人民币。当西方与中国的买卖，包括买卖
资产，达到平衡，外汇就不能增加，央行就无法增发货币，就会造成通货紧缩。另一方面，贸
易顺差很大，也就是西方购买我国大量物资，我国获得了大量外汇时，国内市场上物资大量减
少，却增发大量人民币，从而在两方面增加通货膨胀。
在这种模式下，增发的人民币都拿去换西方货币交给西方，而换来的西方货币，作为人民
币发行的依据，只能用于回收市场上的人民币，不能用于进口物资，主要用来购买西方国家国
债来保值增值，由于利率极低，等于免费借给西方国家使用，从而等于将增发人民币免费交给
西方，将人民币发行收益免费交给了西方[22]。虽然 2015 年后，央行不再依据外汇储备增发
货币了，但目前市场上发行的 30 万亿基础货币中，70%以上的发行依据仍然是外汇，也就等于
将 20 多万亿元资金免费交给了西方资本家。
前 30 年的人民币发行方式，最大的收益之一，就是增发货币不需要花费多少代价了，政
府可以免费得到增发的人民币，从而为政府提供了一大笔资金。而当时西方依据黄金发行货币，
就需要花费人力物力生产黄金，而通过这些花费生产出来的黄金，作为货币发行依据，只能储
藏在仓库，并无任何用途，从而白白浪费人力物力。但是，我国央行后来依据西方货币发行人
民币，不仅仅与依据黄金发钞一样需要花费人力物力生产商品换西方货币，而且将发行收益免
费送给了战略对手，是更糟糕的发行方式。
依据黄金等贵金属发行货币，货币数量与市场需求量之间很难达到一致，这是美国 200
年来难以稳定物价的重要原因[13]。相反，按照毛泽东的货币发行方式，很容易控制货币数量，
从而让货币数量与市场需求量一致，这是前 30 年物价得以稳定的又一重要原因。
我国近年来每年增发人民币约 2 万亿，按照毛泽东的货币发行方式，就等于给政府免费提
供了 2 万亿元的资金；而依据外汇储备发钞，则政府不但没有获得任何收益，而且免费送给了
战略对手西方国家 2 万亿元资金，甚至超过当年经济增长部分。这都充分说明，毛泽东的货币
发行方式，给新中国带来的经济收益之大。更重要的是，帮助中国彻底摆脱了自明清以来，因
缺少黄金白银而形成的对外货币依赖[23]。后来，该发行方式又推广到全世界，从而给人类社
会的贡献更远高于此。它也是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的重要手段。没有毛泽东在
货币发行方式上的突破，很多殖民地国家只能依据黄金等发行货币，由于黄金等大部分控制在
西方国家手里，各国就很难摆脱西方的经济和货币控制，很难获得真正的独立。
毛泽东能够突破现有货币理论的束缚，在货币理论方面作出对人类来说都是非常重大的贡
献，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坚信独立自主原则，从而突破了旧中国依赖黄金白银发行货币，
受西方控制的桎梏。
江晓原教授将一千多年前中国人发明的纸币看成是不亚于四大发明的重要发明[24]，但是，
自北宋以来，我国在每个朝代都建立了纸币体系，最终都因过多发行而崩溃，只能重新回到实
物货币，货币也就变得短缺了。纸币真正给人类带来巨大收益，还是实行了毛泽东的货币发行
方式。毛泽东的货币实践，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而且是对马克思货币理论的
重大突破，也是人类货币理论史上，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理论突破，并且通过实践给予充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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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也必将成为人类今后唯一的货币发行方式了，等于说是人类货币发
行理论和发行方式的终结。人类从没有一项发明能够给人类带来如此巨大而持久的收益，虽然
很多人对此有贡献，但最重要的贡献无疑属于毛泽东，是毛泽东真正实施了此项制度，并为人
类社会所认可，成为一项主流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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