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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杰明 富兰克林作为一个政治家、哲学家、外交家和科学家为人们所熟知, 然

而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却很少有人知晓,尤其是他的经济思想更是少为人知,本文重点介

绍了他的主要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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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 富兰克林 ( 1706~ 1790)是美国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者, 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 著名的科学家。富兰克

林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 也是不断奋斗与超越的一生。

他不仅为美国的独立和科学事业做出贡献, 而且在经济领

域也是卓有成效。

在经济学上的贡献使他有资格成为我们第一位重要的

经济学家, 十九世纪之前惟一的一位经济学家。富兰克林

的经济思想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纸币的性质和价值理论

在 1500年到 1800年的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 西欧国

家均受到重商主义思想的影响,英国实行重商主义政策, 凡

是金属货币, 不论是英国的、西班牙的、还是葡萄牙的, 在殖

民地流通不到半年就很快流往英国。北美殖民地硬币缺

乏, 货币流通量不足,交换媒介受到限制,贸易发生困难, 殖

民地不出产贵金属, 而英国政府又对贵金属和硬币的出口

加以严格限制, 不准硬币进入殖民地, 只有实行物物交换,

!弗吉尼亚用烟草支付官员、牧师的薪俸和其他临时性工
作的报酬。∀ 甚至学生曾用谷物缴纳学费。为了缓解货币

的匮乏, 殖民地有的冒险铸币或发行纸币, 货币问题成为当

时经济生活中相当尖锐的问题。 ! 1728   1729年之间,

在宾夕法尼亚出现了关于发行纸币的争论。在争论中, 包

括债务人、商人、工匠的广大人民要求增发纸币, 有钱人反

对, 怕纸币贬值,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共读社的成员也

讨论了这个问题。富兰克林兼有债务人、商人、工匠的三重

身份、自然而然地站在赞同发行纸币的一边, ∀ 在 1729年

他发表了第一篇经济论文#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

富兰克林着重 !解释了货币的定量理论, 贷款的性质,

硬币论者所忽视的一个重要事实,即金银本身也是商品, 随

着供求变化而发生价值的变化。∀ 他认为 !一定量的货币是

一个国家自由而普遍地进行贸易所必需的。多于这个数

量,对贸易没有益处; 而少于这个数量,如果非常少, 则对贸

易极其不利。∀他列举了当时在汉堡、阿姆斯特丹、伦敦和
威尼斯使用的信用票据的银行性质。这些地方是贸易中

心,巨额款项用信用票据结算非常方便。人们把货币存放

在银行,拿到一个等值的票据, 凭着票据能够在任何时候从

银行提取货币,这种被赋予信用的票据可以代替货币作为

交换媒介。他又说: !以土地作抵押发行的票据, 实际上就

是土地的货币化。∀当时反对发行纸币的人提出: !每种交

换媒介都应该具有内在价值,纸币则没有, %%决不能充当

等价物∀。富兰克林反驳到银行票据和银行钞票没有价值
却天天在作为交换媒介, 纸币也一样只要有政府信用支持

同样能充当交换媒介。他的这种观点无形中表达了我们所

熟知的纸币的定义即国家法定的货币符号。他的有关于纸

币性质的论述,对于研究纸币制度的演变, 有宝贵的参考价

值。

富兰克林详细阐述了这样一个经济学原则: !任何商
品包括金属货币,都融入了人类劳动, 贸易无非是劳动同劳

动相交换。∀ 即劳动价值论原则,关于这一点为他作传的一

位传记作家麦克马斯特认为无论是否是他第一个发现这一

思想,他是第一个公开提出这个思想的人, 帕灵顿认为在富

兰克林之前, 1662年威廉 佩里伯爵在#论税收 ∃中提出了

劳动价值论原则,但是无论事实怎样, 富兰克林在经济上所

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马克思高度评价了富兰克林在政

治经济学发展中的贡献, 指出: !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著

名的富兰克林, 继威廉 配第之后看出了价值的本质∀,

富兰克林 !第一次有意识地、明白而浅显地把交换价值归

于劳动时间的分析, ∀ !表述了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规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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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农主义思想

在英国逗留期间和旅法之时, 富兰克林接触到重农主

义思想的全部著作, 重农主义是 18世纪 50至 70年代法国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说, 它出现于法国封建王朝货币

改革和七年战争的失败之后, 它的鼎盛时期是 1763年至

1772年间, 重农主义者视农业为财富的唯一来源和社会一

切收入的基础, 认为保障财产权利和个人经济自由是社会

繁荣的必要因素。他们认为财富就是物质产品, 财富来源

于生产, 农业是唯一创造财富的部门, 土地是财产的惟一来

源。重农主义思想恰恰符合富兰克林内心深处最深切的信

念, 在他看来美国广阔的土地正适合农业的发展, 只有在那

里发展农业, 人们的生活才是愉快的和令人满意的。

富兰克林认为农业总是高于制造业和商业,在商品流

通的初期, 正是农产品的多余部分转化为商品, 构成商品交

换的主要对象。他曾写道: !制造品不过是由与它们价值

相等的粮食和维持生活的物品转化成的另一种形态∀, !制
造者事实上没有从雇主那里为他的劳动取得比仅够维持生

活的物品 (包括衣服,燃料和住所 )更多的东西。所有这些

物品的价值皆起源于生产它们时所消费的粮食。∀ 富兰克
林也曾论述到: !一个民族获财富只有三条途径。第一是

靠战争, 像古罗马人掠夺被征服的邻邦所做的那样, 这是劫

掠。第二是靠商业, 而商业通常是诈骗。第三是靠农业, 这

唯一正当的途径。人类可以从撒进大地的种子获得真正的

增殖, 这是由上帝创造的有利于人类的一种永世不绝的奇

迹, 作为对人类清白生活和善良勤劳的报偿。∀ 这说明富兰
克林明确的重农主义思想:只有农业才是财富的根源, 从事

农业生产是最高尚的、最神圣的事业。富兰克林认为工业

主义产生于民族的贫穷并由贫穷滋养着, 手工业和贸易只

在自由土地不充足的地方或农民被剥夺土地的地方发展起

来, 他认为农产品的剩余是制造业、商业赖以产生的基础。

1760年他写道: !没有偏见之人都知道; 一切想到的刑法和

禁令都不足以阻止一个国家的工业制造, 其居民已经超过

了其畜牧业所能维持的数量, %%工业制造是建立在贫穷

的基础之上的。在一个国家里,没有土地的穷人必须为别

人工作, 挣得低工资,否则就得饿死。恰恰是这些穷人的数

量使得企业家从事工业制造, 用极廉价的劳动抵制同样新

产品的进口, 并承担自己新产品出口的费用。但是, 自己拥

有一块土地并足以用他的劳动养活一家人的人, 都没有穷

到充当工业制造者去为主人工作的地步。因此, 只要美国

为人民提供足够的土地,就不会有任何数量或价值的工业

制造者。∀ 建国前后美国是一个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
家, 全国有 90%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以富兰克林在美国

的地位和影响来说, 他的重农义思想主张如果说没有影响

到北美人民, 那是不可能的。因而我们可以说他在重农主

义思想传播方面做出了贡献。

三、主张不干涉原则的自由贸易思想

随着富兰克林对商品自由交换原则的认识的逐步深

化, 富兰克林由一个重农主义者转变为一个与上升的不干

涉派联手的人 富兰克林为何有如此的转变呢? 这与他生

活的时代和环境有关,当时的英国实行自由开放的政策保

护和扶持殖民贸易,使经济发展国家富强起来了,这使其他

国家有远见的新兴资产阶级意识到贸易自由不仅能使人们

快速地获利,而且会使国家强大起来。他们主张经济自由

主义,实行自由贸易, 反对政府过多地干涉贸易。他们建议

各国都应该生产本国最有利的产品, 并且通过国际贸易互

通有无。或者是因为富兰克林身处北美殖民地的环境, 深

切地感到英国政府的种种限制, 为殖民地经济和人民生活

带来的严重危害,所以, 他才强烈地反对限制贸易的政策,

坚决主张实行自由贸易制度。再者,根据 1829年洛根夫人

写的一封信中记载,当斯密在写 #国富论∃时, 曾将手稿拿

到富兰克林及其他学者那里, 请他们提出意见,斯密 !耐心
地听取这些人的意见,从他们的议论和批评中汲取有用的

东西,有时整章整章地重新改写, 甚至否定原来的一些主

张。∀ 这说明 !富兰克林熟识斯密, %%无疑与他讨论过不

干涉理论、劳动分工、机器的使用和这个新学派的其他原

则∀, 我们在这里崭且不讨论是富兰克林影响斯密,还是斯

密影响富兰克林,还是两者不谋而合, 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断

定自由贸易思想是富兰克林所赞许的。

自由贸易思想在富兰克林与乔治 惠特利合写的#贸

易原理∃中深切地有所体现, 富兰克林说: !自由和保护是
贸易赖以成功的最无可置疑的原则, %%它是通向安全和

迅速交易往来的一条广阔而良好的途径。强制是贸易的大

敌。∀ 他给贸易下了这样的定义:贸易是国与国或人与人之

间的一种交往,通过这种交往而获得各自需要的必需品或

享乐品。他认为营利是贸易的原则, 贸易的方式是对交换

双方都有利。他阐述了不干涉贸易的政府都会获得很大的

利益。无论何种情况下,贸易都应该受到保护。

富兰克林这样说: !如果政府不超过保护的限度进一

步干预贸易,而是让它自行其事, 一般说来,或许更好一些。

我们认为,管理、指导或限制贸易的大多数法规、法令、条

例、决定、以及议会、君主和国家的公告, 不是政治上的愚

蠢,就是那些狡猾的人在公众利益的借口下, 为了个人私

利,以假公济私的手段炮制出来的东西。当法国财政大臣

科尔伯特召集法国一些机灵的老商人, 希望对他如何才能

最好地尽责和促进商业发展提出建议和意见时, 他们商量

以后,仅用了几个字来回答: &让我们自已干 ∋ ( L assez-

nous fa ire)。法国一位十分严肃的作家说, 只有在政治科学

上具有相当高深造诣的人, 他才会了解那句格言 -不要过

多地干预 -的完整的精神实质。一旦将它运用于贸易, 或

许比公众所关切的任何其他事情更有价值。所以, 希望世

界上一切国家之间的贸易是自由的, 如同英国同各郡国之

间的自由贸易一样;那么通过互相交换都能得到更多的享

用。那些郡没有由于贸易而彼此毁伤, 各国之间也不会如

此。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因为贸易, 甚至似乎是最不利的

贸易而崩溃的。∀

富兰克林十分赞赏 !自由放任∀口号。他说: !如果所
有的港口经常开放,一切贸易都是自由的, 每一个沿海国家

总能吃上平均价格的面包 或者使一切有差异的收成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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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很可能比根据我们人为的法律能够做到的还更为均

等, 因而更平稳地促进农业发展。∀ 他讥讽那些害怕出口会

流尽国家谷物而遭受挨饿的人,认为他们的这种担心就犹

如担心当潮水退向大海时河水会流干一样可笑。他认为谷

物价格像水一样, 会找到自身的水平。输出的愈多, 它在国

内就变得愈昂贵; 国外接受的愈多, 它在那里就变得愈便

宜。一旦国内外价格均等, 出口自然就会停止。

富兰克林认为政府不要过多地干预经济, 国家有权力

防止或制止损害公众利益的商业活动,但不必违反自由贸

易原则。富兰克林是彻底的自由贸易论者。十八世纪以

来, 自由贸易主义在欧美的风行, 也有富兰克林的功劳。斯

图亚特曾经赞扬富兰克林: !以寥寥数语, 说尽贤明政治的

两个重要原则: 给我们自由,别多干涉。这两句所以能够广

泛流传, 主要归功于富兰克林的简短而明晰的评论, 他的评

论在新世界和旧世界都对舆论有重大左右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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