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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拿 什 么 超 越 美 国 ？
——评中科院报告“2049年全面超美”

中科院的报告“中国将在2019年成为第一
经济体，而在2049年则将全面超越美国”，再
度成为近期舆论争议的焦点。中国拿什么超越
美国？这究竟是无稽之谈，还是跳一跳就能摸
到的未来呢？

单从GDP看，中国从经济上超越美国，已
经是板上钉钉。而这也绝非中科院一家之言，
英国《金融时报》早在去年8月份，便提出非
常类似的观点——中国将在2017年超越美国成
为世界第一的经济体。

还有一个更不可思议的是，美国并不担心
中国在经济上的赶超。反而一个事实是，欧
美国家一直以来，都是中国高速崛起中最大的
受益者——他们在享受这个过程。他们很乐于
看到中国的崛起，因为他们同样分享着中国崛
起所带来的巨大红利，其中，又以美国最有代
表性。世界经济一日无法摆脱美元计价的束
缚，中国就将一日停留在“为美国打工”的位
置上。也正是如此，中国用真金白银制造出的
产品，以出口换取美国一叠叠印刷精良的“废
纸”。如果从这个角度上看，中国无论经济能
否超越美国并非是问题的关键。GDP上的优势
毫无意义。

问题的关键是，历史上有很多其它国家
GDP超越当时霸主的例子，但最后有没有成为
新霸主？则有成功和不成功的。我们中国超越
美国跟100年前美国超越英国，有很大的可对
比性。那么美国是如何成功踢走英国走到世界
经济的霸主地位呢？

通常我们都会以为，是美国经济超越英
国，才达成的其成为经济霸主乃至于美元成

在路上捡到一个包，包里有百万巨款——
这种很多人做梦都梦不到的事儿，让杨进给赶
上了。心跳过后，他选择了报警。

1月16日下午，辽宁省盘锦市边防支队一
期士官杨进急匆匆地赶往营口市鲅鱼圈客运
站。最近家人生病了，杨进请了几天假回家探
亲。突然，他发现人行道上摆放着一只黑色手
提包。杨进小心翼翼地将手提包拉开一个缝
隙，“我的妈呀，怎么这么多钱！”杨进赶紧
将拉链拉上。

包拎着很重，19岁的他手心直冒汗。
“当时我都呆了，心砰砰直跳！包里装的

都是一捆捆的百元钞票！”略微平复心情后的
杨进决定在原地等待。他站在寒风中等了15分
钟后，也没等来失主。

杨进为难了，一方面要赶时间回部队，另
一方面这巨款总得有个下落啊！无奈，归队心
切的他来到距离车站最近的鲅鱼圈城市治安分
局，将钱交给值班民警后转身就想走。

值班民警事后回忆，当时杨进表情非常平
静，还以为这个小战士是在开玩笑。可当看到
一兜子的钱后，在场的民警惊诧不已，对他拾
金不昧的精神也深深敬佩。

分局局长喻国景反复询问，得知了杨进的
身份，立即与其部队领导取得了联系。这时，
公安机关也接到了失主杨先生的报案。

杨先生是一家装修公司的老板，当天到银
行取了110万元现金，准备给工人发工资，让家
远的工人早点回家过年。杨先生的车开到鲅鱼
圈客运站时，出现了故障，他只好拿起工具箱
开始修车。因为怕钱丢了，修车的时候杨先生
就将装钱的包放在身边的地上。车修好后，他
突然接了一个电话，聊了足足5分钟后，他拎上

工具箱就开车直奔公司，巨款就这样遗落在公
路边。

“怕丢、怕丢，可还是让我给丢了！”杨
先生感慨，“真没想到，还真有面对这么多钱
不动心的人！”

喻国景局长说，杨先生修车的路段属于鲅
鱼圈的繁华地带，过往人员、车辆众多，而遗
忘提包的地点又是监控盲区，如果捡到者不主
动上缴，巨款肯定找不回来了。

杨进生活简朴，尽管家境不错，但父母从
小对其一直严格要求，花钱绝不大手大脚。

对杨进的做法，母亲耿丽娟很骄傲，她
说：“不是自己的东西坚决不能要，这句话是
贯穿杨进成长过程中的。如果他暗地里留下了
这笔钱，那才真的让我难过！”

（来源：中国青年报）

为世界货币的关键所在。但事实却恰恰相反，
美国早在十九世纪中旬，其工业产值便已经超
越英国。但显而易见的是，之后的近百年里，
英国仍然是全球经济的导向所在。直到二战结
束以来，美国才彻底成为了新的世界领袖。为
什么中间经历了接近100年呢？很重要的一点
是，美国虽然早期经济上超越英国，但英国得
益于英镑屹立不倒的地位而一直不肯让位。直
到二战后美元取代英镑的地位，美国才成为真
正的霸主。

英镑为什么愿意让位给美元呢？正是两次
世界大战给了蓄势已久的美国以机会。常年的
战火和战争的花销，导致当时英国黄金储备的
大量外流，给了美元以崛起的时机。以黄金为
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迅速建立，美元称霸的
机会就此诞生。此后，美国通过37亿美元经济
援助——这几乎是美国援助欧洲总金额的两倍
还多——为要挟，强迫英国恢复英镑与美元的
自由兑换。随着英国政府妥协，一时间英镑面
临大规模抛售，美元则变得炙手可热，几个月
的时间，十数亿黄金流出英国。英镑从此无力
回天。

美国击垮英国，展现了所谓的经济霸权的
残酷，而这样的战争，特别是在美国取得了世
界霸权之后，变得更加频繁而游刃有余。

在美国此后成为霸主的几十年，实际上美
国的霸主地位也受到过不少其它国家的冲击。
上世纪80年代，国际上有不少日本超越美国的
声音，日本甚至已经号称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
第一经济大国。上世纪90年代，欧元区的崛起
也同样标榜着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强硬态度，美
国视欧元国为强劲对手。

但时隔不到十年，当年的这些憧憬都变成
了一场笑话。1985年，美国联手其他四国，签
署广场协议以联手干预汇市，让强势美元软
着陆。其后连续20年间，日元的连续升值。在
接近70%的升值幅度之下，大量的资本流入日
本。涌入的资金一方面堵死了制造业出口，另
一方面也点燃了日本的泡沫经济——直到95年
前后，美国停止了对于美元的汇率干预，日本
经济从高峰跌落谷底，所谓的复兴和超越美国
甚至是“买下美国”的豪言，成了黄粱一梦。

而相比之下，美国对付欧元区的手段则更

加粗暴，索罗斯成功狙击要加入欧元区的英
镑有传是美国背后支持。而近期，华尔街操
控下的三大评级机构直接引爆了希腊的债务
评级，自此，欧元区陷入内乱，所谓的两分
天下也终于倾覆于欧债的硝烟中。

可见，中国并非是第一个号称超越美国
的国家，早有日本和欧洲的失败案例。但为
何美国GDP超越英国的时候就成功实现了霸
主地位，而日本和欧元国则失败了？

这是有当时历史条件支持的。在美国超
越英国的时候，出现了两个现在很难遇到的
条件：1、当时正值两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特殊
时期，美元顺势成为世界货币。2、当时的货
币中，黄金作为公认的法币而得到大家的认
可。

而这两个历史条件现在很难形成：1、当
代的武器更新，众多国家拥有核武，谁也不
敢轻易发动世界范围内的战争，有的只是互
相呈现给国内民众的表演而已。2、黄金本应
作为最重要的储备货币，却被各国统治者弱
化其的重要性。世界各国的统治者最怕黄金
本位的归来。没有了黄金本位，各国货币都
可以成为建立在国家信用上的货币，想发多
少就发多少。不知道金本位的丢失对世界民
众来说是多大的一个损失，而这种赤裸裸抢
劫型的货币发行，却被统治者吹嘘成多好的
经济体制。

诚然，这两大条件的缺失，注定中国在
超越美国的过程中会遇到比当时美国超越英
国时更大的阻力。

中国经历了长达30年的高增长，而潜在
的投资空间，也在不断的诉说着中国经济再
度腾飞的巨大潜力。但GDP的超越并不能给
中国更为实际的好处。即便富可敌国，也仍
然只是个打工仔——而这恰恰是中国当下的
尴尬。而一旦中国这个打工仔想炒了美国老
板自己另起炉灶，很可能面临的便是美元武
器的全面进攻。

中国的经济并非铁板一块，从最直观的
GDP能耗上来说，上年的粗放型增长给中
国的经济埋下了隐患。长久以来，中国单位
GDP能耗一直保持在国际水平的3至4倍。中
国长达30年的高速崛起并非没有代价。30年

中，中国消耗了同一时间内全球生产的46%
的钢铁，16%的能源、52%的水泥，却仅仅创
造了不足全球8%的GDP。经济增长的底下，
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将受到挑
战，更加直接的是投资过热之下，高通胀和
高债务隐患给未来酝酿中的金融战争以突破
点。

从这个角度来看，盲目的沉浸于“超英
赶美”的迷幻中是非常幼稚的行为。中国需
要抛开好大喜功的民族劣根，转而进行更加
深入的思考——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GDP上
的光鲜，更需要的是世界经济上的话语权。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语权，中国只会沦为
美国的制造工具，而我们自己还为制造过程
中的高GDP而沾沾自喜。中国本身知识创
新能力与技术创新能力上欠缺，在欧美技
术垄断的大环境下，受益于制造业迁徙而
飞速发展的中国，成为了欧美国家的廉价
工厂。2008年中国在次贷危机中的坚挺，为
美国海外企业9560亿美元的盈利贡献了不小
的力量，而其国内企业盈利才不过5320亿美
元，海外企业盈利是国内企业盈利的1.8倍。
从数据上看更加明显，中国制造产品每花一
美元，就有55美分流向美国的工作岗位。而
美国不仅在榨取着中国崛起的果实，更是借
用了中国之手，为自己进一步研发高新技
术，腾出了制造业空间。

显然中国要有世界经济的话语权，首先
需要改变世界工厂的形象。中国需要将GDP
增长所带来的利益更多的留存于国内。而若
想实现这些想法，人民币的国际化是最为关
键的一步。即使人民币一时取代不了美元成
为世界货币，我们也应该在国际市场上高喊
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甚至创造新的世界
货币。我们过去几年就已经喊出了建议扩大
SDR的发行作为过渡。

但前路漫漫，可谓处处凶险。回顾日本
和欧元甚至是英镑在过去和美元较量中所付
出的代价，中国应该认识到，GDP上的超越
美国并没有任何值得欣喜，这只是万里长征
的第一步而已。

（作者：许一力  文章摘自：我的中国）

捡 到 百 万 巨 款 心 动 吗 ?
1 9 岁 战 士 站 寒 风 中 等 失 主

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组8日在
北京对外发布《国家健康报告》第
1号称，国家健康是中国超越美国
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本钱”，中
国只要坚持内修外适、强身健体、
善养国家“精气神”，预计到2049
年，就一定能够全面超越美国，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钓岛危机美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就美方近期涉钓鱼

岛言论答记者问   　　
问：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在与日本外相

岸田文雄共同会见记者时称，美在钓鱼岛
主权归属上不持立场，但承认钓鱼岛在日
本行政管辖范围内，反对任何寻求破坏日
本行政管辖的单边行动。中方对此有何评
论？

答：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
领土，有史为凭、有法为据。这是任何人
都抹煞不了的。

日本政府执意采取错误“购岛”行

动，并不断采取升级挑衅行为，是导致目
前钓鱼岛局势持续紧张的根源所在。这也
是任何人都掩盖不了的。

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
历史责任。美方上述言论罔顾事实，不分
是非，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
对。我们敦促美方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钓
鱼岛问题，谨言慎行，以实际行动维护地
区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大局，取信于中国
人民。 

（来源：新华网）

习近平:有腐必反有贪必肃 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台湾女孩画大陆省份拟人画走红 
 如果把中国每个省份都用拟人化的漫画代替，你会

把北京画成什么？近日，网友们从“神秘魔法石”的连
载漫画中找到了答案，北京成了一个手摇折扇、怀抱京胡
的“京爷”。除了北京，大陆其他30个省区市（港澳台除
外），也以各种人物形象示人，体现了各地风土人情特
点，网友们纷纷喊被“萌”倒。

漫画作者自称“涵仔”，18岁，是台湾一所大学动画
游戏系大一女生。此前，她在大陆生活了6年，特别喜欢
各地风土人情。在离别之际，喜欢漫画的她想以这组作品
作为践行礼，送给自己和网友。接下来，“涵仔”打算利
用4年大学继续创作“省拟”漫画。（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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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22日在中纪委全会上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
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反腐倡廉必
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关键就在“常”、“长”二字，一个是要经常抓，
一个是要长期抓。我们要坚定决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
土壤，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
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                                                                （来源：新华网）

亲笔信曝光  江泽民终于全退还是退而不休?
中国“老”领导人江泽民全退了？新华社星期三凌晨发出一条简讯说：“江泽民要

求‘将自己同其他老同志排在一起’”。新华社说，这体现了“一名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和宽广胸怀”。但观察人士认为，江泽民在中共高层的“话语权”还会继续维持下去。

中共18大新老班子交接棒时，习近平也这样评论过胡锦涛等17届常委，说他们这样“带
头退出党中央领导岗位，体现了崇高品德和高风亮节”。

引起86岁的江泽民展现“高风亮节”的事情是中央前政治局委员杨白冰的告别仪式。
这次，江泽民排在了第十二名，排在胡锦涛、习近平、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克
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之后。

而那之前，他一直排在胡锦涛之后，人称“千年老二”，哪怕是在18大开会时坐在台
上的主席团排名中。18大之后，他成为“老三”，排在胡锦涛和习近平之后。

（摘自：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