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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试图从货币的衍进发展历程,分析其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通过从社会背景、经济背景、
文化背景三个方面分析货币衍进的历史和背景。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从原始村落到世界整体,从需
求、分工、交易、信用等各方面阐述货币衍进进程。通过分析论证,阐述货币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五个方
面的作用。一是促进地区的团结与发展,二是加速社会文明的进步,三是加速经济发展,四是引发财富的
不公平分配,五是数字货币的发展前景。文章认为货币是人类智慧和文化的结晶,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带来
了辉煌和灿烂,但是也要防止新形势下货币操纵带来人类灾难。共同维护、保护这一人类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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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role of currency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from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urrency by analyzing the history and background of currency
development from three aspects: social background, economic background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From
primitive society to modern society, from primitive villages to the whole world, from the aspects of demand,
division of labor, transaction, credit and other aspects, the currency evolution process is explained. Through
analysis and demonstratio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role of currency in five asp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first is to promote regional unity and development, the second is to accelerate the
progress of social civilization, the third is to acceler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fourth is to induce unfair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the fifth is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digital currency.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currency i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human wisdom and culture, which has brought brilli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it is necessary to prevent human disasters caused by currency manipulation for
protecting this precious wealth of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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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一种有关于劳动等价物对应的交换券的契约,是一项

的错配,往往自己想换的东西与自己能够提供的物品的价值并

传统的金融工具。在5000余年的世界货币史中,人类创造了前所

不相等,同一时间可交换的物品与实际需求不一致,这样就会导

未有的财富。货币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之深,可以大到左右一

[1]
致交换失败 。因此人们开始寻找一种交换双方都能接受的、

个国家的崛起与衰落,小到一个家族的兴盛与暗淡。货币是发展

且珍贵不易得到的事物,于是最原始的货币出现了。

的产物,它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

货币产生的社会条件,来自原始社会的奴隶在生产活动中

同样,货币也会影响发展,货币的出现对人类文明的前进起到了

产生的剩余价值。原始社会时期,因为生存空间有限,资源匮乏,

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在各个部落之间,彼此难免发生战争,有战争就会有奴隶的出

1 社会背景

现。奴隶就只能替胜利者卖力来保存生命,久而久之,奴隶主之

货币源于人们因分工和特长的差异需要物物交换实现需求

间便利用多于奴隶主及其家庭消费量的产品进行交换,实现财

的时代,原始社会的人们要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用品只能通过

富积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

以物易物的方式来实现。但是以物易物的缺陷在于货物与需求

次社会大分工,即农业和畜牧业的分离,以为大社会分工带来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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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生产率明显提高,个人之间的交换越来越占优势,私有财产逐

后,日本出于对唐朝先进文化的向往,多次派遣遣唐使到唐朝进

[2]

行学习。在此背景下,日本开始效仿唐朝铸造货币,并逐渐形成

步取代了公共物品的交换,人们的需求因交换而不断提升。

随着交换规模的逐渐增大和交换次数的增多,单纯的以物易物
已经满足不了交易的发展,货币便被产生了。

了一套以唐朝货币制度为基础的货币管理体系。
日本只是受中国货币制度和货币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之

随着交通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商人们开始尝试将

一。越南作为自秦汉到北宋期间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受到中华文

货物卖到更远的地方。而这时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往往是较

化的影响之深,可以从其古代货币了解。在越南968年独立之前,

为贵重的金、银或者铜币,大量携带十分沉重。人们为了方便携

越南一直使用的是中国古钱,由于独立之后大量封建势力重组

带,发明了纸币。由此,货币再一次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和

整合,越南的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对于货币的需求量变大,才开

经济的发展,从传统的金融工具逐步发展成现代的信用货币的

始自行铸造货币。

雏形,成为具有超强流动性的现代金融工具。

日本与越南的古代货币,经过研究,都认为与唐朝时期的

2 经济背景

“开元通宝”及其相应的管理制度有相似之处。不论是货币的

当货币与商品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交换、分配、消费等

造型还是制式,都能从中窥见中国古代货币的样子。因此,货币

环节紧密结合,就形成了一种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因此,货币

的产生与发展是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的,不管是像日本这样在

对于市场经济和经济社会的产生与发展密不可分,同时,货币的

发展过程中向先进国家学习,还是像越南这样有附属国的文化

产生与发展也离不开市场经济的需要和孵化。

基础,由于经济的重要性和货币的便利性,货币得以在更加广泛

货币与市场经济的紧密关系有时候会对国家带来灾难。在
当今世界的争霸中,用货币进行博弈才是各个国家之间相互制

的国家和地区出现和发展,最终成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人民
需要的重要金融工具。

衡作用已远大于冷热武器造成的具有大规模伤亡的大型战争,

4 货币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影响

货币战争已成为新时代大国掠夺财富、控制世界的重要手段。

货币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必需品,还是发动战争的

而事实上,早在2000年以前,管仲提出调整货币供给的方式来规

武器,同样也担当着推动历史发展的责任。在货币衍进的过程中,

避风险、保证国家的粮食供应以保护齐国的经济,限制少部分人

其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也起到不可小觑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伴生

[3]

的富裕 。由此可见,货币也可以作为战争的武器,同样具有强

了负面的作用。其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影响值得研究和借鉴。

大的破坏力。货币战争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甚至国家存亡的影

4.1促进地区的团结与发展

响,使得各国政府都开始着重建立与货币息息相关的制度,以维

以东亚文化圈为例,东亚货币文化圈形成之后,无论是对东

护国家的货币安全、经济安全。

亚地区,还是对整个世界都产生重要影响。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

另一方面,货币作为金融工具的不断发展,离不开市场经济

里,货币文化圈对东亚世界的影响深远,长期保持货币形态、流

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从古至今,人们都需要通过货币来进行交换,

通、管理相统一,逐步形成价值的认同,为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

以获得生活需要和自我满足。从原始社会的以物换物,用物品作

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以中国为文化与经济轴心,尤其在盛唐时

为一般等价物；原始社会时期,随着剩余产品的出现,人们开始

期,大唐货币畅行东亚各国,东亚各国之间在互相吸收先进因素

使用未经过特殊处理的贝壳等稀有贵重的物品作为货币进行买

的同时,货币文化圈作为文化传播的一个载体也带动古代东亚

卖；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一部分人的财富越积越多,国家开始

国家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经济发展,货币文化圈自身也得到

出现,为了统一管理,人们开始对金、银、贝壳等常用的实物货

快速发展。自古以来,文字和货币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统一的标志,

币进行雕刻,以达到防伪的目的。当跨省、跨国贸易的逐渐频繁,

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首先做的就是统一文字、货币、和交通,

越来越多的大宗交易的出现,笨重繁多的实物货币已无法满足

货币统一意味着统一大市场形成具有基础,交易效率迅速提升,

商人的需要,纸币开始出现。而现代社会中,纸币也逐渐成为交

货币的价值认同带来交易信任的增加,带来交易规模聚集能力

易的累赘,随着网络交易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货币开始逐渐

的提升。当今国境的自贸区的形成带来了巨大的贸易增长,为了

取代纸币成为人们交易的首选。自此,货币完成了从实物到虚拟

更好地促进贸易,各国通过货币互换协议增强彼此货币价值认

的转变,而这一切转变的契机都有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作为背景。

同,从而稳定不断扩大的全球化市场。虽然全球化的趋势有所变

货币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变得越发紧密,而这样的紧密关系有利

化,但是对某些货币的价值认同形成全球高度认同的通用货币,

有弊,货币的发展和蜕变还在继续,美好与危机也时刻并肩。

从而为全球化迅速扩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全球清算系统的

3 文化背景

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封建社会时期,货币的制作方法和管理随着强大的王国

4.2加速社会的文明进步

在征服和管理其他地区的同时,也得到了相应的传播。以东亚地

从货币文明的发展来看,任何一种货币形式,从古至今,行

区的日本,中国货币在飞鸟时期已经有传入,如福冈县糸岛郡志

为都是不能忽略的重点。人类在公元前3000年使用楔形文字泥

摩町御床松原遗迹、长崎县下郡丰玉村遗址、泉黄和大阪府金

板的行为与古巴比伦文明走向兴盛并行；人类在500年后使用被

[4]

冢市古坟均发现有两汉时期的五铢钱与货泉钱 。唐朝建立之

称为“德本”的金属货币的行为同样与古埃及文明如影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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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直到今天,人类使用的“货币”发展与人类行为的足
[5]

极大冲击,带来全球性经济金融的不稳定。

迹步步相随。 货币与人类文明的兴衰紧密相连,并且能够影响

4.5数字货币带来无限可能

文明的发展进程。货币形式与货币制度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影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数字货币悄然崛起、方兴未艾,数

响和助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列子.说符》中记载了一个“宋

字货币将使交易更加快捷和安全,减少贸易壁垒、扩展贸易边界,

人有游于道的人遗契者”的故事,“契”是起源于古代,而今依

同时也能使世界逐步摆脱“霸权”货币的控制,使公平、共享成

然存在的信用工具。现在提倡的契约精神实际上就是货币发展

为世界的常态。数字货币将科技与金融高度融合,体现了科技发

带来的信任文化。信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内容,因为信任才

展新的高度,同时也反映了去中心、去集权化的经济发展需求,

有财富使用价值的转移、因为信任才有和平和安宁、因为信任

未来以来,积极拥抱。

人类文明才能进步。人类从茹毛饮血到集体劳作到世界大同,

5 结论

都是因为信任,信任带来分工下的合作,信任能让人们克服时间

货币作为最常用、最传统、最古老的金融工具,其形成与发

和空间的困难从而达成交易、分享成果和文明的进步。

展贯穿着整个金融史乃至世界史的发展过程。从多个维度了解

4.3加速经济发展

和探究其产生与进步的背景,以及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能够帮

随着货币的出现,即带来货物贸易的快速发展,促进经济的

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掌握这一金融工具的内核与存在价值,也

快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信用的出现,促进金融的快速发展。通过

能更好的学习和掌握金融史的知识体系与内容。货币是国家竞

银行等信用中介聚集社会财富支持经济发展,通过货币转移实

争的利器,曾经是,当下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也是。货币的力量

现财富的使用权转移,地方经济得到迅速增长。80年代中国通过

[7]
决定世界的格局。 货币伟大而奇妙,金融美丽而莫测,历史深

改革开放,大量引进境外资金支持中国经济发展,迎来了中国最

邃而迷人,了解过去是为了更好的展望未来,学习和掌握货币的

好的发展时代。因为有货币,财富就能转化资金,资金就可以跨

背景,就能更好的利用它来助推未来经济的发展。

区域和国家流动,财富高度聚集的地区和国家通过以货币形式
进行资金即财富的使用权转移和流动,从而带动后发展地区获
得发展的机会,人民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和物质享受。财富通过
流动也带来丰厚的回报,促使跟大范围的经济增长。因为财富流
动各国资源开发利用的成效更高,大自然的破坏可以减少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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