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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讲演学人

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 !"世纪的英国
!!!马德斌教授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史学讲坛的讲演

马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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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获得美国北

卡罗来纳大学博士学位! 曾在美

国"日本等多所大学任教与访问研

究!现为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

济史系终身副教授"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海外联席系

主任! 新一届国际经济史学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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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 主要研究兴趣为

中国以及东亚的长期经济增长"制

度与法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国

与东亚其他国家以及欧洲国家长

期经济发展的比较 &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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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国际知

名经济史学期刊上发表十多篇论

文!在海内外出版编辑多本专著文

集等&

为什么工业革命独独在

英国发生! 我们喜欢找到一

个转折点" 但工业革命是一

个很漫长的过程" 可能牵扯

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只是聚

焦在工业革命这一时点就会

产生很大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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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是经

济史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这场革命

意义十分重大!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力的

动力源泉" 亚当#斯密
!#$%

年出版$国富

论%时!正是工业革命前夕!在他眼里!专

业分工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但他没有想

到技术革命有如此巨大的可能性和推动

力!不仅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也改变

了整个世界的格局&工业革命把英国从欧

洲的边缘带入世界的中心!把一个不起眼

的阴暗' 潮湿的小岛变成了日不落的帝

国" 同时!在乔叟与莎士比亚文学中造就

的仅六七百年的现代英语!通过殖民等渠

道广泛传播!最终成为一种全球性语言"

一些经济学家和史学家! 如加州大

学的格雷戈里(克拉克和伽罗等人则把

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简化为马尔萨斯的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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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曲

线基本上是平的!只有在工业革命以后!

工资水平才扶摇直上! 走出了马尔萨斯

陷阱& 有研究表明!在工业革命之前或之

初! 全球收入分配不均等的原因大部分

可以由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均等来解

释!而工业革命之后!则越来越需要由国

与国之间的收入不均等来解释! 今天如

果不扣除物价等因素! 全球最富国家如

瑞士的人均收入已经是非洲最穷国家的

'&

倍&这在工业革命之前是无法想像的&

我现在举另外两个学者*布罗德伯里

和古普塔+的研究来进一步说明工业革命

带来的转变& 以工业革命中最重要的行

业,,,纺织业为例!英国的棉纺业在工业

革命之前本来是落后的! 很长一段时间

里! 欧洲人趋之若鹜的是印度的棉织品'

中国的丝织品!就跟今天中国富人到伦敦

买奢侈品一样!是一种时髦& 对于荷兰与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而言!很大一部分工作

就是到亚洲采购&但在当时!比如
!("&

年

英国工人的工资已是印度工人的
'

倍!原

材料'资本的价格也和印度差不多!英国

资本相对廉价但人工价格较高!英国的生

产成本并没有优势!技术上也落后!这种

情况下它的纺织业没有竞争力可言&可到

了
)*

世纪!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尽管英

国总的生产要素成本仍高于印度!但它的

棉纱却能以印度一半的价格销售!还不赔

本&因为以动力为基础的技术革命使英国

能够更便宜地生产这些东西!在成本不降

低的情况下!大大降低了产品的价格& 布

罗德伯里和古普塔应用经济学生产函数

和费用函数的原理做计量分析! 说明在

)$

世纪到
)*

世纪末的阶段!工业革命使

英国与印度在纺织业上发生了逆转&事实

上!英国的机制纺纱产品不但摧垮了印度

的传统手纺纱业!也解体了中国从黄道婆

开始起源的手纺纱业! 英国成为世界工

厂!其纺织品与机器出口到全世界&

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发生在
)"

世纪的

英国- 从经济史角度看!这是一个非常古

老的题目!以前大家问的最多的是!工业

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荷兰-因为

荷兰至少在英国之前是当时欧洲最发达

的经济体!英国工业革命前的很多制度都

是从荷兰借鉴而来& 相比之下!英吉利海

峡的阻隔!使很多先进的东西从欧州大陆

传到英国有时间差& 还有!工业革命为什

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法国-法国的国家制

度发展较早!一直想成为世界中心& 而如

果我们看得更长远一点!文艺复兴时代的

威尼斯'佛罗伦萨!这些都是欧洲文化一

度最灿烂'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为什么这

些地方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而独独发生

在英国的中北部!像曼彻斯特'兰开夏这

些英国相对贫穷落后的地区!并继而席卷

英国乃至世界-

前些年彭慕兰教授提出的 .大分流/

问题!也从另一角度提出了为什么工业革

命没有发生在
)"

世纪中国发达的江南地

区的命题"江南的手工业特别是纺织业也

很发达"李约瑟很早就研究了中国的悠久

技术传统!他认为在宋朝!也就是西欧最

黑暗的中世纪! 中国的技术已经达到顶

峰!四大发明领先世界!所以工业革命为

什么不在那时发生就是所谓的.李约瑟难

题/"我们甚至可以扩展来看!为什么工业

革命不发生在印度-印度的孟加拉湾条件

也可以" 为什么不是中东呢- 中东有很悠

久的历史!伊斯兰教的兴起从公元
(+&

年

开始!流传到各地!古希腊的大量文献被

翻译成阿拉伯语!欧州的文艺复兴!也依

赖于阿拉伯语的古希腊文献转译与文化

倒流!不仅如此!即使到近代!伊斯兰文明

的奥斯曼帝国也打败了东罗马帝国!并一

直和西欧竞争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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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为什么工业革命独独在英国发生-我

们喜欢找到一个转折点!但工业革命是一

个很漫长的过程!可能牵扯到各种各样的

问题!光聚焦在工业革命这一时点就会产

生很大的误解"我将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作

为一个动力革命说起! 倒溯到之前
!$

世

纪英国所发生的许多重大转变!就是所谓

的金融和财政革命" 在财政'金融革命的

背后是政治制度的革命"工业革命之前还

有科学革命!像英国的牛顿'法国的笛卡

尔都对科学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一般

认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 科学并不重

要! 主要都是手工业匠人的一些技术改

良!靠的是长时间的经验积累!他们并没

有受过很高的教育"但是第一次工业革命

和以前最大的不同就是!之后又有了第二

次'第三次产业革命!这些显然都是需要

科学基础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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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欧州科学革命

的重要性在这里就显现了出来"

工业革命与大分流

建立在生产要素价格上的分析没有

能解释为什么英国和荷兰在工业革命前

夕工资已经比较高而资本的成本较低了!

即已经达到一个比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

了" 一个重要的说法是工业革命前!英国

已经经历了商业与贸易革命"贸易革命对

英国和荷兰的崛起起了非常大的促进作

用!大西洋航线的发现与开拓和整个大西

洋贸易的兴起!以及南美洲和北美洲的相

继开发!作用尤其明显" 欧洲的贸易中心

慢慢走出了地中海! 转移到大西洋海岸"

但是这样的分析带来更大的疑问!因为大

西洋最早的开发者是西班牙和葡萄牙"通

过在南美洲的经营与殖民!特别是银矿的

开发与出口!西班牙与葡萄牙已经成为当

时欧洲最强盛的国家!带动了所谓的欧洲

价格革命和后来的重商主义政策"但奇怪

的是!即便如此!最终从中得利最多的却

依然是英国和荷兰"

阿西墨格鲁等经济学家提出!英国和

荷兰之所以发展起来!不只是由于外贸的

兴起!更同它的内在体制有关" 西班牙和

葡萄牙的海外开放基本是以皇权和国家

利益为驱动力的!英国和荷兰的海外开发

则是以公司为动力驱动的!东印度公司就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荷兰和英国有发达

的国会制度! 商人参政很早就开始出现!

政治本身的内在价值和贸易的兴起!两者

结合使商人的政治力量大大加强!他们对

规则加以干预和改变的力量也大大加强!

而这些规则的改变就带动了
!$

世纪英国

金融和财政制度的改革"

中世纪欧洲的国会跟现在的概念很

不一样" 那时的国会是代表地方势力!或

通俗地说是地方的土豪劣绅" 以前召开

国会也仅仅是在皇帝需要钱的时候!召

集地方精英协商加税" 这和欧洲特别是

英国中世纪大宪章以来的传统有关!皇

帝征用子民财产的权力受到制约! 精英

们的产权也由渐渐发展起来的普通法界

定与保护!地方的自治权力也较高" 皇帝

加税需要召集国会! 国会在一开始就跟

税收联系起来!也就是所谓的.税收与代

议制的关联/!这也是美国独立战争最重

要的口号" 国会制度在中世纪大部分欧

洲国家都有!但在有些国家不那么系统!

唯独英国和荷兰有一个全国性的框架!

而它们的商人组织与影响在大西洋贸易

发展之后越为强大"

中世纪的欧洲皇权政府跟中国的封

建政府有共通之处!没有今天公共财政的

概念!有的只是皇家的领地与财产!也可

以靠临时性借款'卖官'滥发货币甚至强

制征用或掠夺! 所以财税制度非常脆弱!

没有形成一个现代的纳税体系"今天的发

展经济学强调保护产权和制约国家权力!

但实际问题是在国家综合行政能力很低

的时候! 国家权力被滥用的机会也最大!

一旦政府有财政问题!向商人掠夺'赖债

甚至把债主赶出国门都可能会发生!这在

某种程度上践踏了产权"

诺斯与温格斯特在
!*"*

年发表的文

章! 把
!(""

年的英国光荣革命解读为国

家转型的一个关键点"很多革命都带有偶

然性"英国光荣革命起源于当时席卷欧洲

的宗教革命!英国也发生了新教和天主教

的争斗!以英国国会势力为代表的政治力

量!通过引进外来的荷兰皇帝!也引进了

荷兰的经济制度"光荣革命最重要的作用

就是推进了英国现代国家制度的形成!执

行了$人权法案%!规定皇帝要定期召集国

会!国王要增加的财政预算必须经过国会

通过" 为什么国会这么关心财政- 因为国

会代表了有产者和商人的利益!他们自己

是交税者!就必须知道这些税是派什么用

途的!随着国王权力的虚化!英国的政治

架构朝着现代君主立宪制演变"

国会制约王权和掌控税收! 反而导

致税收大幅增加! 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所

谓国家能力的增强! 特别是建立了现代

的纳税制度和文官队伍" 文官队伍的中

立化与专业化保证了税收直接进入国

库!而不是被中饱私囊" 更重要的是界定

了纳税人的合法财产权! 这是光荣革命

之后一个重要的制度建设" 公共财政制

度的建立带动了英国的公债市场! 坚实

的财政与国会的信誉! 提高了英国国债

的信誉" 与此同时!在
!$

世纪末由政府

特许商人认股而成立的英格兰银行!也

开始经营政府的公债市场! 同时也带动

了伦敦的金融市场! 使伦敦发展成比荷

兰阿姆斯特丹规模更大的金融中心" 随

着介入欧战与殖民开发! 英国政府开支

与借款也大幅上升! 而公债的利率却在

下降!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信誉度高!

风险低!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构成

了
!$

世纪的财政与金融革命"

工业革命实际上就是动力革命!以前

的驱动力是人力或畜力
,

有些会用风力'

水力"但是工业革命最大的特点就是用燃

料作为能源代替了人力!这也是英国的纺

织业' 特别是纱纺业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动力驱动能使纺纱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达

到手纺工人的
'+

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英国在劳动力价格很高的情况下依然可

以生产出有竞争力的产品的原因"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有几个必要

条件)首先是燃料原料!这个就可以解释工

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荷兰了! 因为荷

兰虽然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但它

没有煤!同样!中国最发达的江南地区也缺

乏煤矿资源" 当然!煤矿资源只是一方面"

工业革命另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用机器来

替代人的劳动! 所以必须要有铁矿业与机

器制造业*哪怕是手工的+为基础" 最后一

个重要的因素) 由于工业革命用机器代替

劳动力! 所以很适合于一个劳动力工资比

较高而煤矿资源价格比较低的地方! 这样

看来! 工业革命发生在工人工资相对较高

-

相对于南欧和其他地区
.

而煤资源又比较

丰富的英国北部不完全是偶然的"

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影响生产技术的

选择是一个微观经济学的老命题! 在同

样的技术下!英国的生产采用较多比例的

资本与能源和更少的劳动力0而中国在同

样的情况下!是用较少的资本与能源和较

多的劳动力!这种选择符合两地生产要素

价格的相对差异"因为中国的劳动力相对

来说更便宜" 这一点在最近荷兰学者范(

赞登和中国学者李伯重的比较研究中也

提到!比如中国以前有拉船的纤夫!但荷

兰是靠马匹来拉动!因为人力太贵了" 还

有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就是活字印刷"活字

印刷是中国发明的!但中国最后应用得并

不多!最常用的还是雕版印刷" 活字印刷

在
/0

世纪后对欧洲的新教革命起到很大

作用!活字印刷出来的第一本书就是$圣

经%"因为对于中国而言!雕版印刷的资本

含量很低!手工含量较高0活字印刷需要

制造铁的机器!对资本要求较高!就不合

算了" 其实!要素价格的命题在史学家中

也经常被提起! 马克(埃尔温有一个很有

名的理论叫.高水平陷阱/!说在元朝有一

个很大的转轮! 可以节省很多劳动力!但

是后来就慢慢消失了"他认为最主要的原

因就是劳动力过剩" 另外!赵冈也提出过

相同说法!与黄宗智的.内卷化/论点也相

符"

最近! 牛津大学的罗伯特(艾伦教授

在这个老命题中引入了新的计量和经济

学模型分析"工业革命的技术通过英国的

要素价格组合才能产生利润!而在最初中

国劳动力非常便宜的条件下是不会有利

润的" 但工业革命不是一次性发明'以后

就一劳永逸了!恰恰相反!新技术发明的

不断更新使技术变得越来越有竞争力!机

器的劳动生产效率提高到最后连劳动力

最便宜的地方也不得不转向开始用机器

来代替劳动力!这就是后来手工业解体的

开始!也是工业革命走向全球的开始" 因

此!英国工业革命的触发有一个低能源价

格'高工资'低资本价格的结合!但之后又

有技术发明不断更新的路径依赖"

从要素价格来解释技术革新!从根本

上说还是一个技术需求的理论!但它没有

一个供应的理论)即对能源技术的需求并

不一定导致供应的产生"能源本身的技术

开发也是一个过程!不能完全作为外在的

条件!其背后也有制度等深层因素" 这也

是对这个所谓技术诱发创新的观点所作

的最根本的批评"所以有些学者!如乔尔(

莫基尔! 强调理解工业革命不能忽略
/$

世纪科学革命与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性"

工业革命与资源禀赋

工业革命与体制变革

诺斯与温格斯特对光荣革命的诠释

引发了不少非议! 特别是聚焦关键时刻

的方法会忽略历史的连续性! 尤其忽视

了英国的财政金融制度有一个漫长的从

他国借鉴消化的过程" 我们回到中国为

什么没有走上工业革命道路这一问题

上" 命题的复杂性在于)首先!工业革命

为什么发生在欧洲!经济史并没有定论0

其次! 英国工业革命的道路是否具有普

遍性!也没有定论"

从表面上看! 传统中国在历史上最

早建立中央集权体制和以科举为中心的

文官体系!而中国的皇权是无边的" 这似

乎都意味着中国会有很强的国家能力"

但从税收来讲! 中国中央税率按人均来

算!自宋朝以降!是在慢慢下降的!同时

税收构成越来越依赖比较固定的土地

税!而英国'荷兰更多转向商业税!商业

税又以城市为主! 这对于欧洲的城市化

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同时!中国正规的

文官体系并没有随着人口增长而增加!

依赖于吏治等体制外的制度操作! 腐败

等问题在体制内并没有解决! 最终形成

了一个我所说的 .强政权与弱治理并存

的矛盾体/"

中国历史上没有产生严格意义上

的公债 " 西方的公债跟战争有很大关

系" 但中国也不缺少战争!为什么中国

的战争不会产生公债- 这个问题最早是

马克思(韦伯提出来的" 有一种简单的

说法 )中国的皇权是至高无上的 !产权

是绝对的 !正像在晚清的时候 !大臣跟

皇帝提议要建立大清银行! 发行公债!

皇帝说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我怎么还

要去借呢- 这个说法其实不完全!欧洲

也有根深蒂固的绝对王权与产权的传

统" 区别在于!给欧洲王权贷款的银行

家往往在这些国家的疆域之外" 所以!

要想继续向银行家贷款!这些欧洲皇帝

就必须遵守.有借有还/的原则!这当然

和欧洲政治分裂的架构有关" 中国政治

上的大一统始于秦朝 ! 宋朝后得到巩

固!也许是大一统和绝对皇权这两个条

件并存制约了国债的发展"

政府的税收基本上都用于战争!也

会带来很多问题!毕竟!借公债去打仗'

穷兵黩武也不是什么好事" 但是!借公债

去打仗同让军人直接去山西商人家里没

收财产相比!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

维持公债需要政府建立一定的信誉!对

随意践踏私人财产权就会有所顾忌" 在

清朝!每次战争都会导致银库库存下降!

乾隆在位时很自豪地说! 大清的银库有

八千多万两库存" 八千万两实际上就等

于清朝两年的收入!但到
/"

世纪末镇压

白莲教时就差不多耗尽" 与之相比!近代

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权政府! 它一年的

公债就等于七年财政收入! 它的公债依

赖意大利不少城邦的银行家! 经常以来

自南美殖民开发的白银资源作为抵押!

这就让西班牙王权的财政不用受制于国

会或国内的纳税体系" 由此看出!国家能

力' 政治架构与公共财政有密切的互动

关系"

对英国工业革命的解释! 我从要素

价格诱发技术创新开始! 再倒推回到财

政和金融革命! 最后联系到国家的政治

架构" 最重要的是!与欧洲的高资本价格

相比!中国不是一个简单的例外!其背后

可能有更深层的制度与历史原因" 当然!

把工业革命的渊源直接和财政' 金融革

命乃至政治制度联系起来! 没有一个简

单的结论!更没有一个单一的因果关系"

我希望这个讨论能给有关工业革命的老

问题提供新的视角"

中国为什么没有走上工业革命道路

工业革命不是一次性发明! 以后就一

劳永逸了"恰恰相反"新技术发明的不断更

新使技术变得越来越有竞争力" 机器的劳

动生产效率提高到最后连劳动力最便宜的

地方也不得不转向开始用机器来代替劳动

力"这就是后来手工业解体的开始"也是工

业革命走向全球的开始#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