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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国及欧洲发达国家制造业严重衰退、财政庞大赤字、外贸巨额逆差、就业市场低迷、货币贬值、信

用危机、金融危机，希腊等国家的频临破产，等等，面临严重的危机。美欧社会衰落与危机的问题根本原

因就是社会运作成本的失控，这样就导致了美欧物质生产 (财富创造) 的小数量低效率高成本及高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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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及欧洲发达国家的衰落已经是不争的事

实。制造业严重衰退、财政庞大赤字、外贸巨额

逆差、就业市场低迷、货币贬值、信用危机、金

融危机，希腊等国家的频临破产，等等，经济衰

退与危机显而易见。 

对于这严重的危机，从众多的专家学者，到

富翁政要，及人民大众，人们进行了大量的分析

与关注。但是，绝大多数的分析与关注没有触及

其根本原因所在。所谓经济过度自由主义，华尔

街错误操作，等等，都是原因，但不是根本。 

其实，美国欧洲社会衰落与危机的问题根本

问题就是一个词：缺钱，其根本原因就是社会运

作成本的失控，这样就导致了美欧物质生产 (财富

创造) 的小数量低效率高成本及高支出，内在的原

因来自人们贪婪的本性。 

美国政府财政赤字连续第四年破万亿美元，

其中 2011 财年的财政赤字约为 1.3 万亿美元；

2010 财年为 1.29 万亿美元；2009 财年一度达到创

纪录的 1.41 万亿美元。国财政部：到 2011 年 5

月 16 日，美国债务已达法定的 14.29 万亿美元

上限。可见，从美欧国家来讲，这几年是支出大

大超过收入，当然是越来越穷，是衰落及危机。

从美国国民来讲，也是失业率居高不下，房贷危

机等，入不敷出，结果也是向贫穷方向发展。 

为什麽美国是支出大于收入呢，就是使用掉

的物质财富大于了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美国人也

是人，美国人同样希望工作挣钱。但是人工作生

产的产品必须能够卖出去，这样的工作生产才能

继续。美国人还是人，希望其单位工作生产能挣

更多的钱。所以，美国的工作人员就尽量的追求

较高的工资收入及投资效益。银行的高管年薪数

千万美元，普通的劳工也要年薪好几万美元，大

于很多国家（比如中国印度）的劳工年薪几十

倍。这样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产品成本的增加。

比如生产一打同样的圆珠笔，中国生产的成本是

50 美分，卖 80 美分还盈利，但是美国的生产成本

可能是 250 美分，卖 200 美分还赔钱。即使是美国

人，无论是高官还是百姓，买东西首先看价钱与

质量，中国产品质量一样价钱便宜，美国人当然

也是买中国的产品，这样美国的生产就不能进

行，就只能买没有卖，劳工同时失业。 

我们知道，社会的发展状况首先决定于生产

力的状况。当前美欧的生产力状况，是全世界最

强的。但是，拥有如此强盛的生产力，却连满足

自己需要的生产能力都没有，还要通过巨额的财

政赤字及借债来度日，究其原因，就不是天灾，

而是人祸，是欧美社会中官僚及各种人的贪婪与

胡来所致。其实，现在人类社会的生产能力，已

经远远的大于了基本消费需求。尤其是美国及欧

洲，这几百年积累的科技成就及生产力是人们有

足够的能力来造出满足自己需要的东西。巨额的

赤字及借债完全是太过贪婪与好吃懒做所造成。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无论任何国家，都

必须正视社会运转成本。 

以房地产问题为例，从客观上来讲，房地产

价格本身就不应该成为重要社会问题。房地产价

格的高低对社会总财富量不构成影响，而只是影

响社会财富占有的分配问题！房价高了，卖方多

得钱，房价低了，买方少出钱。房子还是同样的

房子，房价的高低只是钱在买卖双方的分配问

题。本来前些年美国房价就涨的过快。从市场经

济角度看，为什麽五年前二十万买的房子，即使

五年后的今天市值曾达到六十万，新的价钱就不

能低于六十万买？就不能随着市场的波动与供求

关系而降回二十万？如果说房市的低迷使一些人

失去了财富，相应的结果应该是同样数量的买主

读到了同样数量的财富，这算甚么危机呢？重要

的是，房价过高升高了该社会产品生产经营的成

本，无论哪个国家与地区，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

中国印度，都应该正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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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衰落的问题其根本是财富创造相对低迷

的问题。一个社会要繁荣发达，首先是要保证巨

大的财富创造能力与实际的创造结果，其次是高

效的流通（其实流通也是社会财富价值存在的一

部分），再其次才是合理的分配。而且，这个的

巨大的财富创造过程还应该是高效率低成本。尤

其是在一个相互竞争的环境中，财富创造的大数

量高效率低成本是决定成败的关键所在，这简单

的道理与现象在中国战国时期秦国的崛起及欧洲

工业革命中等一再证明。而现在的美国，比如和

中国比较，其物质生产财富创造显然是相对的小

数量低效率高成本。中国的工作人员一个小时的

成本可以低于一美元，美国最低工资比如纽约州

必须不低于 7.15 美元，即美国的劳动力成本是中

国的十倍以上。加上房屋场所等费用较高的因

素，美国的生产成本明显极大的高于中国等国。

而且，无论政治体制如何，在一定意义上现在的

中国经济是比欧美还更为资本主义化更自由化，

生产能力更大效率更高。在这样物质生产财富创

造的小数量低效率高成本情况下，美国还要维持

较其他国家大出很多倍的军费战争费及行政费的

庞大支出，美国的衰退自然不可避免，并已经开

始。这才是美国衰退的根本原因。 

这里要讲一下，最低工资法本身就是世界上

最不讲理法规之一。首先，最低工资法不公平，

是对没有工作的人不公平。如果一个人找不到或

没有能力完成每小时 7.15 美元的工作，而受能力

或机会的限制，他（她）可以为某一个公司工作

但每小时只能创造 7 美元的价值，这个公司老板

怎麽办？让他（她）为这个公司工作但每小时依

法给 7.15 美元？这样他（她）为公司每工作 1 小

时，公司亏损 0.15 美元。公司显然不能进行这样

的亏损性经营。如果公司让他（她）工作但每小

时发 7 美元，即使公司一分钱不赚，还违犯劳工

法。这样公司只好不雇佣他（她）工作，其结果

首先就是他（她）被劳工法剥夺了工作权利和机

会。虽然他（她）不能工作或许对其他劳工可能

会有好处（劳工竞争），但对他（她）而言即使

每小时挣 7 美元当然也比没工作好。第二，最低

工资法限制了一些人的工作权利与机会，相应的

就限制了社会财富的创造数量。一个人，你不让

他（她）工作创造社会财富，但又不能杀死他

（她），他（她）还是要消耗社会财富以维持生

存。第三，美国纽约这里规定最低工资每小时 

7.15 美元，但你不能要求其它国家地区作同样的

法律规定，尤其是在现在全球化的大形势下，美

国的生产成本必然较高，产品竞争力必然较低。

美国很多企业搬到中国印度墨西哥进行生产，也

就不足为奇。产品竞争力低及少产多支的后果，

使衰退成为自然。 

还有，就是典型的欺行霸市的法律规定人每

星期最多只能工作 40 小时，否则要多出这费那费

比如超时工资费等。工作是每一个自由人最基本

的人权之一，使用自己的时间工作生活是天经地

义的天赋人权。每周共有 168 小时，凭什麽规定

劳动者每周只能工作 40 小时，否则就要一堆附加

条件？去问一问美国那些制定法律执行法律的总

统州长议员们，他（她）们有哪一个每周工作少

于 40 个小时？竞选也是工作。美国总统奥巴马每

周工作有没有超过 40 小时呢？奥巴马为了自己的

竞选利益每星期工作远远超过 40 小时，平民百姓

为什麽就不能为了多挣些钱每星期工作远远超过 

40 小时？只要雇主雇员共同同意，并且没有强迫

或欺骗，人完全没有必要一定要限制每周工作少

于 40 小时或规定最低工资。重要的，限制人们的

工作时间，显然是社会人力资源的浪费，也是社

会（比如美国）竞争力低下的重要因素，是衰退

的重要原因。 

这里提供一个网上看到笑话，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美国物质生产问题严重的事实。美国纽约州

前州长斯皮策在任纽约州司法部长时，曾因大力

整顿华尔街的不法潜规则而名声远扬，当时有人

甚至预测他可能会在未来问鼎白宫。后来他因为

性丑闻下台后，有人仿照他的口吻写了下面这段

搞笑文字：“美国联邦政府要给我们每人寄来 600

美元的税收回扣来刺激美国经济，但我们却为怎

么花费这笔钱犯难。要是把钱花在沃尔玛超市

吧，钱就会被中国人赚走了；要是把钱花在加油

站吧，钱就会被阿拉伯人赚走了；要是把钱花在

计算机上吧，钱就会被印度人赚走了；要是把钱

花在买水果上吧，钱就会被墨西哥、洪都拉斯和

危地马拉人赚走了；要是把钱花在买好车上吧，

钱就会被德国人赚走了；要是花钱买没用的废物

吧，钱就会被台湾人赚走了。。。。。。所有这

些途径都不能把钱留在美国刺激美国经济。要把

钱留在美国，唯一途径就是把钱花在买女人和啤

酒上，因为只有他们才是美国仅剩的本国产品

了。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力， 并在此感谢大家的帮

助”。----艾略特 斯皮策 (纽约州前州长)。 

美国纽约 2012 年 6 月左右的皇后区法拉盛至

曼哈顿中国城一元大巴的流产，就是美国压制竞

争保护高价高成本的一个典型事例。纽约的地铁

及公共巴士由庞大的纽约捷运局经营，票价几年

来不断提高，至今地铁月票已经涨至 104 美元，单

程价也已涨至 2.25 美元。运转于皇后区法拉盛至

曼哈顿中国城的小巴，单程票价 2.5 美元。但是，

中国国内的公交车单程票价是 0.5 至 1 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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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差十多倍。公交车的价格是构成社会运转成本

的重要部分，美国高昂的公交车价格当然是美国

商品生产成本较高竞争力低的一个因素。纽约皇

后区法拉盛至曼哈顿中国城的一元大巴，如果能

够被容忍，并促使捷运局地铁及普通公交降价，

将为居民节省公交费用做出贡献，从而节省纽约

社会运转成本做出贡献。但是，这样的竞争将会

损害捷运局本身的商业利益，将会危及捷运局职

员及高管的高新及福利。最终的结果是纽约交通

局宣布一元大巴为非法营运。 

面对科罗拉多的枪击死伤，美国两位总统候

选人奥巴马及罗姆尼都不提改变枪支管理。美国

民间拥有枪支 2 亿 7 千万，2010 年就有 3 万多人

死于枪击，同时造成巨大的社会财富损失及增加

社会成本。其实，当代美国这样一个现代化国

家，完全没有必要允许民间拥有枪支。面对如此

巨大社会伤害与社会成本，政客们却回避禁枪，

这是美国社会运转不良的势力之一。 

美国医生的特别高收入及药商与医疗机构的

高额利润，是以社会的高额医疗费用为代价，客

观上极大地增加了社会成本。 

美国体育明星年薪千万美元，有人讲这是他

们挣来的，是劳动所得。其实，他们的收入最终

还是来自社会其他的劳动者，他们的收入越高，

此社会所生产的产品成本价格就相应的高，直接

的降低了产品竞争力。 

美国的监狱，关押了百万的囚犯。监狱里的

囚犯在社会上曾经犯罪并造成社会财富损失，收

押了还不用劳动而是被社会养着。其实，最好的

办法是实行中国的劳动改造，在不违反基本人权

的基础之下，让囚犯们尽可能的进行劳动，生产

尽可能多的产品。让囚犯们无薪工作也是他们对

犯罪时给社会造成破坏的补偿。美国社会急缺钱

啊。囚犯们劳动创造的产品可以以更具有竞争力

的价格卖出，也使社会得到了财富-钱。 

美国社会的一个很大的支出就是军费开支，

也使美国社会的一个沉重的社会经济负担及财政

赤字的重要因素。军队不能够取消。怎么办？中

国自古以来就有军垦的经验，比如远至诸葛亮的

军垦，近至南泥湾大生产及农垦建设。美国社会

承受着全世界最大的军费负担，同时拥有全世界

最大的军事技术、装备、作战与生产能力。如果

能够在保证基本的军事作战能力的基础之上，参

考中国军垦及军转民的经验，参照中国军队参与

建设及救灾的经验，充分利用军事资源为民用服

务，为增加社会财富及提高国际经济竞争服务。 

美国政客议员们面对 2012 伦敦奥运会上美国

运动员身穿中国生产的运动服的事实，大加鞭

笞，疾呼要求美国运动员不用中国制造而用美国

制造，甚至呼吁烧掉中国制造的运动服，改穿美

国制造。什么保护美国服装工业了、甚至国格

了，大肆渲染。其实，其中关键的因素不是工业

保护，也不是国格问题，而是美国的运动服生产

成本太高，由此价格必然很高。美国政客议员们

一方面宣扬并立法保证劳工甚至高官的高额薪资

福利，这就自然地造成了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的

高成本。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要求美国用户购

买美国产品。这是自相矛盾，不切实际的。其中

的原因就是政客议员们首先顾及的是自己的自身

利益，既要讨好选民，又要讨好企业。 

美国与中国及各个国家都有很多对社会发展

及存在不利的方面，需要改进。比如，纽约几百

年历史， 800 多万人口， 每天大街上的流动人口

就超过百万。但是，整个纽约市，几乎没有公共

厕所，而且如此没有公共厕所历时几百年之久，

竟然没有任何的社会舆论、政治人物或任何媒体

加以关注，实在是难也理解。 

美国大部分的城市，比如纽约，立法不准使

用电动自行车或电动摩托车。其实，电动自行车

或电动摩托车是很能过降低生活与生产成本的交

通工具。不允许使用电动自行车或电动摩托车，

直接的结果是增加社会运转成本。 

在美国，对小商贩的严格控制也在一定程度

上增加了社会成本。 

所谓“制造在美国”的计划及新法律提案，

也只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思想。提高美国竞争力及

就业率的根本方法，是降低生产成本、降低产品

价格及提高产品质量。 

总而言之，美国欧洲衰退的根本原因是财富

创造的小数量低效率高成本及财富使用的高支

出，其解决办法自然是财富创造的大数量高效率

低成本及财富使用的低支出。 

美国有着绝对优势的生产力技术、生产工

具、物质及人才资源等。美国当前最应该做的是

以尽量低的成本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尽可能的

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力。其中有很多事情可以

做，比如适当的降低人工成本及各种社会成本，

利用社会资源，提高国际竞争力。 

面对全球化的事实，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

保持及提高竞争能力的根本因素就是尽量的降低

社会运转成本。美国欧洲现在社会衰退的根本原

因就是社会运转成本过高。中国的发展也一定要

以美欧的衰退为鉴戒，继续保证财富创造的大数

量高效率低成本，并争取尽可能的低支出。 

以下是美国政府借款上限历史数据的总结

（单位：10 亿美元）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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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美国政府借款上限历史数据的总结 

统计日期 债务上限  债务上限相当于 GDP比例  

2011 年   

2010 年 14,290 92.1% 

2009 年 12,100 84.1% 

2008 年 10,610 70% 

2006 年 3 月 8,965  70.3% 

2004 年 11 月 8,184 69.2% 

2003 年 5 月 7,384 68.9%  

2002 年 6 月 6,400 61.9%  

1997 年 8 月 5,950 71.0% 

1996 年 3 月 5,500 72.1% 

1993 年 8 月 4,900 74.1% 

1990 年 11 月 4,145 70.9%  

1989 年 11 月 3,123 56.5%  

1987 年 9 月 2,800 58.7% 

1986 年 8 月 2,111 47.7% 

1985 年 12 月 2,078 48.1% 

1984 年 10 月 1,824  45.8% 

1984 年 7 月 1,573 40.2%  

1984 年 5 月 1,520 39.9% 

1983 年 11 月 1,490  41.5% 

1983 年 5 月 1,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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