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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已经蔓延到全世界。根据美国目前的社会状况，危机的实质就是人

类自私贪婪的本性没有得到适当的协调，导致社会中支出大于产出，即每天消费掉的东西少于新创

造的东西。所以，关于美国走出危机的战略思路，可以归纳四点：1.低成本制造实际产品，制造成

本尽可能低，起码要低于世界平均成本。2.大数量制造实际产品，制造数量尽可能大，起码要大于

消耗数量。3.小数量消耗社会财富，消耗财富尽可能少，起码要小于创造数量。4.合理的分配社会

财富，财富分配尽可能合理，起码要保证基本合理。美国走出危机的战略思路必须从以上四点为纲

。[New York Science Journal. 2009;2(5):108-112]. (ISSN: 1554-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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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政府财政赤字（联邦债务）已经超过十万亿美元，对外则仅欠中国就接近2万亿美元以上 

(宋 兵鸿 ,2007)。美国的金融危机严重的影响了美国的社会现状，影响了所有的美国人，并且已经蔓延

到全世界。作为当今世界第一超级大国，世界首强首富，尤其是1万枚核武器的军事存在及其毁灭

整个地球的军事能力，美国走出危机走向健康发展关系世界上每一个人的利益，不管你是不是美国

人。 

关于发自美国影响世界的经济危机，从政客精英，到商贾学人，到亿万百姓，人人关心，也涌

现大量的举措与探讨。现在的救市措施与论点，比如美国政府所谓7000亿救市( 券证 时报,2008)，等

，都只能是战术上的措施，没有从战略角度加以思考，缺乏战略思路。甚么次贷、杠杆、CDS、马

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对目前的美国经济危机，都不能表明实质。其实目前的美国社会状况，实质

很简单，就是人类自私贪婪的本性没有得到适当的协调，导致社会中支出大于产出，即每天消费掉

的东西少于新创造的东西。想一想，如果美国政府现在财政盈余十万亿美元而不是赤字，对外则顺

差几十万亿人民币元或几亿欧元，美国现在还会有金融危机吗？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焦头烂额。 

 

    所以，关于美国走出危机的战略思路，可以归纳四点： 

1. 低成本制造实际产品，制造成本尽可能低，起码要低于世界平均成本。 

2. 大数量制造实际产品，制造数量尽可能大，起码要大于消耗数量。 

3. 小数量消耗社会财富，消耗财富尽可能少，起码要小于创造数量。 

4. 合理的分配社会财富，财富分配尽可能合理，起码要保证基本合理。 

 

美国之所以最近出现如此明显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其根本原因就是以上四点问题严重，走

出危机的战略思路自然也必须从以上四点为纲。 

 

1. 走出危机，应低成本制造实际产品，制造成本尽可能低，起码要低于世界平均成本。 

    

道理很简单，是人，就要吃喝拉撒，就要消耗物质产品，不管你是富豪还是贫民。人们所消耗的物

质产品，主要还是人制造的。现代这个商品社会，每个人制造产品不是为了自己直接的消费，而是

用来交换，然后得到自己消费所需要的各种产品。要成功的完成商品交换，价格是第一重要的。任

何一个交换者，在进行交换时，首先考虑的是对方物品的价格问题。所以，要使自己的商品完成交

换，即卖出去，自己的商品一定要有足够低的价格，起码是具有竞争力的低价格。价格高低的决定

性因素是成本。在正常的交换中，只有价格高于成本，卖方才会有利可图。有低的成本，才会有低

的销售价格。有了低的销售价格，才会有具有竞争力的销售。举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通用汽车

公司及福特汽车公司。按照通用福特的财力、技术力量、产品市场（美国是最大的汽车市场）、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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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渊源、人脉关系等，都堪称世界数一数二。全世界其它汽车公司能生产的任何汽车产品，通用福

特应该都有能力生产出来。但是，通用福特却连年巨额亏损，不但不能给美国这个车轮上的国家带

来财政贡献，还成为需要国家救助的财政负担。为什麽呢？是美国不需要通用福特生产那麽多车吗

？显然不是。通用福特产品滞销、连年巨额亏损的根本原因就是产品生产成本过高，原因是决定公

司生产产品成本的场地使用、工资等都较高。中国可以生产奥拓售价每台两万七千元人民币。试想

如果通用福特能够大量生产出成本低于两千美元的车，还会产品滞销？还会连年亏损吗？美国的产

品很难在世界上卖出，但其它一些国家的产品很容易在美国销售，根本原因不是美国没有相应的技

术或能力生产这样的产品，也不是美国的市场学家经济工作者运作方法上失误，更不是外国人（比

如中国人）抵制美国货或美国人崇洋媚外不买本国货，而是美国的产品生产成本过高，所以定价就

需要较高，所以卖不出去。按照现在人类生产的技术能力，一般来讲，除非出现像三鹿奶粉那样不

法商人为提高蛋白质含量数据故意掺毒，各家产出的产品质量都可以被市场接受。人们购物时选择

商品的首要因素是价格。在这里，一般来讲商品质量是第二重要的。比如，生产一只圆珠笔，即使

产品质量再好，写字后十万年不褪色，但如果此圆珠笔生产成本一个一千美元，会有多少人会买呢

？所以结论是，美国要想走出危机，首要的战略出路就是尽可能的降低生产成本，起码要降到低于

世界平均成本。产品生产成本的主要构成有五部分，1为劳动力成本，2为场地使用，3为原材料消

耗，4为资金与设备使用，5为产品的流通状况及其它成本，其中，劳动力成本与场地使用成本为最

重要的硬成本。美国现在的现状是劳动力价格过高，高过很多国家与地区几十倍甚至数百倍，这样

就自然而然的提高了产品的成本价格很多倍。同时，美国过高的房地产价格也是生产成本过高的直

接原因。有此高的成本，企业要生存，只能制定较高的产品价格，但是消费者在购买时当然是要认

真地比较欲购物的价格，比较后，价格较高的当然竞争力低、销售不畅。 

 

2. 走出危机，应大数量制造实际产品，制造数量尽可能大，起码要大于消耗数量。 

    

一个社会一个公司，生产出来的产品即使成本再低质量再好，如果数量太少，也不会产生足够的效

益。如果一个社会创造的财富与消耗的财富数量上相等，这个社会应该是不倒退也不发展；如果这

个社会创造的财富比消耗的财富还少，社会就会倒退；如果这个减少一直持续下去，最后将财富耗

尽了，该社会就消亡了；一个社会只有创造的财富大于消耗的财富，这个社会才能有财富的积累与

增加，才会发展。而现在美国的情况，由于产品成本过高，所以在目前全球化的形势下销售不畅。

产品卖不出去就导致生产厂家不能大量或适量生产。同时，美国70%以上的经济收入来自服务行业

（比如金融银行业），这些服务行业的工作虽然不能被认作不劳而获，但他们确实不直接创造物质

财富。虽然服务行业的劳动也是社会必须，但他们的劳动成果只能算是分享了物质生产者所创造的

财富价值。社会财富的创造最终来源于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美国现在70%以上的生产能力用于服

务与分享不到30%的社会生产能力所创造的社会财富，造成当前美国财富创造低于消耗就不难理解

，其结果就是大量欠债，社会财富负积累。 

    

即使全世界包括美国到处是中国制造印尼等制造的产品，但美国人还是要存活，还要吃喝拉撒。尤

其是美国作为世界首富首强，还要生活的比其它地方人好，要消耗更多的物质财富，要花费极其巨

大的财富维持军费进行战争等（仅一个伊拉克战争每月就要耗费掉100亿美元）。尤其是那些不直

接创造物质财富（只是分享财富）的劳动者，比如政客、金融银行部门工作者、房地产商、医生、

律师等，他们的收入常常高出物质生产者的收入几十倍以上，即他们平均消费的社会财富高于其他

人几十倍。这样，造成美国财富负增长，造成美国不断增加的财政赤字及贸易逆差，导致美国的纯

财富（净财富）不断减少，危机随之自然产生。所以结论是，美国要想走出危机，战略出路的第二

点就是就是尽可能的制造大数量的产品，起码要大于消耗数量。 

 

3. 走出危机，应消耗财富尽可能少，起码要小于创造数量。 

    

与第二点为同一个问题，但为另一个方面。一个社会，要求得向前发展，就应该制造出尽可能低成

本并且尽可能大数量的产品，但由于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能力、生产资料状况等因素所限，

这种成本的降低及数量的增大是有限的。所以，为了求得更大更快的财富积累与社会发展，降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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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消耗是极其重要的。由于人自私的本性，为了享受每个人都有绝对无法去除的对财富消耗（也就

是享受财富）的无限追求。我们每个人对消耗（享受）财富的这种追求的无限欲望是无可非议的，

这是生物的本能。但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存在及继续发展，任何人的这种欲望都必须受到限制。具

体的讲，就是整个社会消耗的财富必须小于该社会新创造的财富，作为个人一般来讲所消费的财富

数量应该小于自己所拥有的财富数量（多余部分作为纳税或积累等），即应该只消费那些属于自己

的财富。如果借贷，应该是在能够归还的起的尺度内借贷。借贷及提前消费是可以的，但是前提是

借贷的数量一定是要控制在自己能够如期归还的程度内，否则就会出现麻烦，出现危机。人们不应

该借还不起的债。但是，现在美国的情况是财富的消耗大于创造，并且到处借债欠钱，消费了大量

的不属于自己的财富，所以就有了超过十万亿美元并继续不断增加的巨额财政赤字及超过两万亿美

元并继续不断增加的巨额国际贸易逆差，CDS问题账务市 是场总值 62万亿美元。物质不灭，能量守恒，如

果耗的多造的少，社会净财富不断减少，自然产生经济危机。设想一下，如果美国现在是十万亿美

元的财政盈余，而不是财政赤字，如果美国对中国等国有数十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而不是逆差，

美国现在会有金融危机吗？绝对不会有！ 
    

在美国，不论是百姓买房子，还是政府借外债或商品进口，都大量的发生明知还不起还要借债的情

景。如果将美元贬值作为预谋的少还钱的策略，这就等同于预谋的赖账不还，即赖掉货币贬值的那

部分价值，这是无赖行为，也是危险的，作为美国不该如此。大量发行美元的做法，完全是掠夺性

的，不能持久，最终也是自杀性的。 

 

一个社会在运转过程中，应该是尽量提高生活质量，同时降低生活成本，这样才能有利于社会的财

富积累，才会有利于社会的不断地良性发展。美国近几年来，生活必须用品，比如蔬菜、牛奶、面

包等，其价格成倍甚至数倍增长，这样就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运转成本，也直接刺激劳动力成本相应

提高（虽然劳动力价格的提高小于蔬菜牛奶等价格的提高），限制了社会的发展。这样是经济危机

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4. 走出危机，应使财富分配尽可能合理，起码要保证基本合理。 

    

合理的分配社会财富，这个问题也十分重要。自私是地球上所有生命体的本能。地球上所存在的所

有生命物质，从细菌到动物植物到人类，无一不具有自私的本质，这是生命物质本身的固有物质属

性。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贪婪的，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是无限的，这产生自生物生命过程本身，也无

可非议。自古以来，即使所有的帝王，也没有人嫌财富太多。嘉庆皇帝就以夺取何珅的巨额财产作

为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业绩。比尔盖茨恨不得自己的财富再增加亿万倍。平民百姓更不用说。无论是

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无论是乔治布什还是侯赛因萨达姆，都具有尽量追求自己利益自私自利的

生物本能。随着人类文明发展，人们创造财富治理社会的能力不断提高，同时，谋取不合理所得利

益的能力也在不断提高，一个最典型最罪恶的方式就是依靠武力通过战争杀戳的行为强取豪夺，比

如一战二战及现在还在地球上发生的战争。同时，在日常生活中，由于人自私贪婪及对物质财富无

限追求的本性，社会中财富分配与占有的不合理无处不在，这种不合理严重到一定程度就成为导致

危机的原因。现在美国社会中在财富分配与占有上的严重不合理程度也成为当前导致危机产生与家

中的重要原因。美国当前的经济危机，直接诱因是金融危机，而这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是房屋次级

贷款。房地产价格的高低就直接关系到财富的分配。比如纽约法拉盛一栋房子十年前10万元，现在

涨为100万元，这就是说十年前有人花费了10万元买了房子，现在增值为100万元，但是房子与土地

还是原来的物质（如果忽略折旧）。对于房产拥有者，增加了10倍的财富，只要市场认可，挺好的

，没有人有意见。但是，如果这个曾经升到100万元的房产，因为房市的低落而降回到10年前的 10 

万元的价钱，这就是房市危机吗？联邦政府就应该拿出数千亿美元的全社会纳税人的钱来救市？应

该救市而让房地产价格保持不降吗？其实本来就绝对不应该这样救市。一栋房产经过几年从10万元

涨价为100万元，为什麽就不能再降回10万元？值10万还是100万，绝对应该让市场根据供求关系及

人们的购买力与购买意向来决定，绝不应该有政府去救市保值。这种救市实质救市那全民的钱给了

那些房产拥有者。房市应该真正的市场化，房价过高造成社会成本升高，不利于社会的发展与竞争

。如果房市下跌，就让它跌下去。物质不灭吗。一个现有的房地产的真正社会价值不会因这个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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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现价而改变。房价高了低了，房子还是那座房子，占地还是原来的那麽大，其高低只会影响

到钱财在买卖双方的分配，房价高卖的人多得钱，房价低买的人少出钱。政府拿全社会的税钱去就

房市，是因为政府中掌权的人一般拥有的房产较多，所以房地产高价有利于这些政府中掌权者，其

结果是用大家的钱为当权者服务，最后造成房市 的 价 格 不断升高 ， 直 至 房 屋 的 价 格 高出 该

房屋实际价值，从而产生房市危机。所以现在的出路应该是让房市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去变动，而不

是政府拿钱救房市。政府拿钱救房市将会加大不合理分配、加重危机。 

    

华尔街金融公司的工作人员为什麽年收入就要30万美元？为什麽那些公司的高管年收入百万甚至千

万美元？这些不从事物质生产的公司高管、律师、医生、议员、政客们，每个小时的收入相当于美

国其他部门的工作者及中国等国家的工作者数百个小时的工作，他们每小时创造的价值就等于其他

人数百个小时创造的价值吗？绝对不是如此。这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不合理。这种不合理，直接

造成美国很多人的收入与消费严重超出了他们劳动所创造的财富，造成社会整体财富过度消耗，也

成为美国目前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解决的办法，自然是合理调整财富分配。比如，

金融公司的人员、大学金融经济院系的教工、律师、医生，等，其工资收入应该和其他受相似教育

训练的工作者具有相似的工资收入，而不应该是现在这样的差别。 

 

政府利用自己的权利，很多情况下政府工作人员对外办几分钟的手续，就收取数十元甚至数百元的

办理费，应为只有政府拥有这样的权利来办理这类的手续，收取高价大家也得人了。这其实也是严

重的腐败，是以权谋私。这样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保证了政府官员的高薪，也同时加大了人民的支

出。羊毛出在羊生上，最终都是社会成本。政府很多部门人浮于事，高薪低效，也是经济危机产生

的原因之一，需要努力改正。 

    

还有，在美国，很多法律都定的很不合理。比如，有一个公司破产法，规定Corporation公司在破

产时，受破产法保护，公司现有财产用于清债，而即使公司现有财产与所欠债务相差再多，公司所

有人的私人财产也不能用于抵债。这就很不合理很不讲理，实际上是保护富人的不公平法律。举个

例子，一个人注册一个Corporation公司，作投机冒险生意，第一年赢了1000万元，给自己豪发工

资奖金，买豪宅置地产，转入了私人名下。第二年再同样冒险经营，赔了2000万元，清算财产，银

行贷款一算，没钱了，受破产保护这就算了，上一年赢的1000万买成私人豪宅了，和公司无关？上

一年赢的1000万转入私人帐下，今年亏的2000万由社会买单？这就是不合理的分配法律。公司赢利

经营者将所赢利润用于买私人豪宅，无论这种赢利来自运气好还是天才努力，都无可非议。但是，

如果公司经营赔了，公司财产不够用私人财产赔偿也是合情合理的。当然，现在社会文明提高了，

不能像古代那样将欠债人变为奴隶或用欠债人的肉体器官来抵债，但如果用他们现有财产来抵债是

合理的。那些赚过大钱成为富翁的人，在他们是富翁的时候，享受他们的财富是无可非议的。但是

，如果以后他们赔了大钱，用他们现在拥有的财富去赔偿他们经营亏损的钱，当然也是无可非议的

，即使如此他们成为了社会中最普通的贫民，也很正常。肉烂在锅里。如果他们亏损了巨款，他们

不用自己的钱去赔，总得有资金去补偿这个损失。他们不赔，就得别人赔，或社会赔。所以，面对

目前的经济危机，有企业破产了，企业现有资金不够赔的话，所有者个人财产应该拿来抵债，这也

是解决危机的重要出路，也是个公平原则。贫民赚大钱了成为富翁，富翁赔大钱了成为贫民，可以

是一夜之间，天经地义的。 

    

关于美国的目前危机，有一篇署名YST的文章“一篇很全面准确的解析美国金融危机的文章”，值

得一读（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0810/news-gb2312-719184.html） (YST, 

2009)。 

 

参考文献 

YST. 一篇很全面准确的解析美国金融危机的文章.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0810/news-gb2312-719184.html. 2009.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0810/news-gb2312-719184.html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0810/news-gb2312-719184.html


New York Science Journal, 2009, 2(2), ISSN 1554-0200 
http://www.sciencepub.net/newyork , sciencepub@gmail.com 

 

 112

宋 兵鸿 . 中国上千 美元 了美国亿 买 毒垃圾资产" ". 
http://www.sis.pku.edu.cn/pub/panwei/DocumentView.aspx?Id=5777. 2007.  
 
券证 时报. 美国 7000 亿救市的三种可能后果. 券证 时报. 

http://finance.ifeng.com/zq/fxdp/200809/0925_928_803176.shtml.  2008.  
 

 

The Essential Way for USA Come out the Crisis  

 

Wan Bao 

 

Brooklyn, New York 11212, USA 

wanbao2009@gmail.com 

 

Abstract：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economic cri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spread to 

the world.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ocial situation of US, the crisis is originally 

from the human nature of selfish. Right now, the essential problem of US is expensing 

too much and producing too little. So, the way to resolve the problem is to produce 

products as more as possible in the cost as low as possible, and to consume the social 

property as little as possible. Also, it is important to allot reasonably.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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