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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提示

►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于 2021 年 4 月 4 日去世。Paul Krugman 介绍

了蒙代尔对经济学思想和经济政策的贡献。蒙代尔早期提出的经济学模型仍然是现代国

际宏观经济学的基础，而他后来的一些观点现在也依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蒙代尔将凯

恩斯主义分析应用到了开放经济体中，被视为供应方政策和欧元之父。

►气候变化已成为各国央行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本文研究显示，无论气候变化

如何发挥作用，对货币政策来说，重要的是人们对它的预期如何。各国中央银行忽视了

公众对气候变化的预期，这将给经济带来风险。一方面，各国央行限制气候变化的行动

存在分歧。另一方面，人们普遍认为气候变化对货币政策至关重要，并且有可能导致金

融稳定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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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蒙代尔的不同之处

作者：Paul Krugman 尚明峰编译

导读：Paul Krugman 介绍了蒙代尔对经济学思想和经济政策的贡献。蒙代尔早期提

出的经济学模型仍然是现代国际宏观经济学的基础，而他后来的一些观点现在也依然具

有一定的影响力。蒙代尔将凯恩斯主义分析应用到了开放经济体中，被视为供应方政策

和欧元之父。

蒙代尔于 2021 年 4 月 4 日去世，他是一位超前的经济学家。他在 1963 年发表的论

文《固定汇率和灵活汇率下的资本流动性和稳定政策》中写道：“世界仍然是封闭的经

济体，但其地区和国家正在变得越来越开放。”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对国

际贸易施加的许多限制在当今仍然存在。英国的外汇管制一直到撒切尔夫人上台才结

束，法国直到 1989 年才废除管制。然而，蒙代尔在论文中设想了一个资本流动性很高

的世界，做出了完美的资本流动性的假设，资金可以迅速在国际间流动以平衡各国之间

的回报率。在随后的几十年中，随着资本流动的激增和固定汇率被浮动汇率所取代，蒙

代尔的思想为各国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接下来，Paul Krugman 介绍了蒙代尔

做出的贡献。

1.加拿大模式

当蒙代尔被授予诺贝尔奖时，他说他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似乎受到了加拿大模式的启

发。加拿大模式可以说是蒙代尔对国际宏观经济学的三项关键贡献的基础。

在 1950 年代末和 1960 年代初，资本流动总体上受到广泛的限制。然而，蒙代尔建

立了一个资本可以完全流动的世界。他表明，“加拿大的金融市场在很大程度上由庞大

的纽约市场主导”。加拿大的经济模式促使蒙代尔始终如一地专注于国际经济中的资本

流动和经济要素的流动。1957 年他发表了《国际贸易与要素流动性》一书，认为贸易

可以替代要素流动，反之亦然。

加拿大模式表现突出的原因是允许加元自由浮动。如果要实现货币独立，就必须这

样做。毫无疑问，加拿大的这种独特经验可以解释为什么蒙代尔这么早就将研究重点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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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浮动汇率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上，在当时这只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学术猜测，但对于

他的祖国来说却已经成为了现实。

加元汇率自由浮动也为他在 1963 提出的“不可能的三角”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子。

一个国家不能同时实现自由的资本流动、固定的汇率和有效的货币政策——它必须从三

者中选择两项。

加拿大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该国不寻常的经济地理环境。尽管加拿大的土地面积巨

大，但其气候决定了其大部分人口生活在美国边境以北的一个狭长的地带。加拿大的地

理环境明显影响了蒙代尔在 1961 年发表的论文中的观点，该论文与他的“最优货币区

理论”相矛盾。他担心浮动汇率对加拿大没有多大作用，因为该国东部和西部的经济基

础差异很大。并且，他认为加拿大并不能形成一个单一的劳动力市场。这便导致了这样

一个理论，即要素流动性是国家是允许本国货币汇率自由浮动的决定因素。

2.开放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学

1963 年有关稳定政策的论文阐明了蒙代尔对 Mundell-Fleming 模型的贡献。

Boughton（2002）认为它应该被称为 Fleming-Mundell 模型。Fleming 于 1962 年首次

发表了类似论文，而且很多分析都可以在 James Meade 的早期著作中找到。然而，蒙代

尔的版本最终被大多数人引用，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巧妙的政策“钩子”：它认为货币政

策和财政政策的效果都主要取决于汇率制度。

蒙代尔的分析特别指出，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下完全无效，而在浮动汇率下变得超

级有效，它是通过汇率变化来运作的。相比之下，财政政策在固定汇率下是有效的，但

在浮动利率下，财政扩张会挤出净出口，从而抵消了政策的刺激作用。高资本流动性和

固定利率的结合显然抵消了国内货币政策的任何作用。在浮动利率下加强货币政策也逐

渐被政策制定者所认可。但是，即使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似乎仍然会影响利率。

财政方面的明确性要低得多，部分原因是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基本假设（即货币

供应在浮动汇率下保持不变）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财政政策。相反，中央银行将利率作为

政策目标，这使得财政政策对利率的影响更多地是由于政策响应功能，而不是货币需求

变化带来的后果。

但是，中央银行如何选择合适的利率呢？在蒙代尔的原始模型中，理想的资本流动

性即使在浮动汇率下也能确保各种货币的利率均等，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即使有完美的

资本流动性，如果汇率预期会发生变化，利率也可能会有所不同。这是蒙代尔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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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diger Dornbusch 在其 1976 年的论文《期望与汇率动态》中提出的。总的来说，如

果投资者的期望汇率恢复到正常水平，则会减弱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效果。货币政策

通过国内渠道以及汇率发挥作用，财政政策仅通过净出口发挥部分作用。但是正是蒙代

尔的初步分析促使国际经济学家开始考虑汇率预期的含义。

3.货币区

蒙代尔关于最优货币区域的论文激发了其他人的大量研究。进一步的分析引入了蒙

代尔最初的模型之外的假设，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的最初观点。但是蒙代尔提供

了必要的研究起点。

蒙代尔向大多数经济学家介绍了高要素流动性（尤其是足够的劳动力流动性，以至

一个国家可以被视为拥有一个单一的劳动力市场）的概念，他认为加拿大不符合此标准。

1963 年，Ron McKinnon 提出，最优货币区必须足够大，以至于它不太开放。也就是说，

其经济中有很大一部分用于非贸易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几年后，Peter Kenen 提出了财

政一体化的重要性，这可以抵消对货币联盟内部特定地区的冲击（Kenen ，1969）。

就货币区域的大多数标准而言，欧洲远远不够。劳动力流动性有限，财政一体化微

不足道，银行业联盟仍是未实现的梦想。从 2010 年到 2015 年左右，欧元区遭受了严重

的危机。欧元倡导者将坚持认为，单一货币的优势胜过这些问题的不足。欧元退出机制

如此困难，以至于即使是承受巨大压力的国家也仍然留在联盟中。但是，尽管许多经济

学家援引最佳货币区理论作为对欧元持怀疑态度的理由，但蒙代尔本人还是一位热情的

欧元拥护者，以至于他被称为欧元之父。

4.蒙代尔 2.0

学界对蒙代尔后期思想的很多看法都不来自他自己的著作，而是来自其他人对他的

观点的解释，尤其是记者 Jude Wanniski 于 1975 年发表的文章《蒙代尔-拉弗假说——

世界经济的新观点》。

尽管如此，蒙代尔仍然没有对这些说法提出异议，并且确实写了一些文章，尤其是

他在普林斯顿国际金融部的文章《美元与政策的组合：1971 年》。在 1960 年代，蒙代

尔开始相信货币贬值是无效且无用的，因为一价定律始终盛行。根据 Wanniski 的说法，

他认为“贬值没有实际影响，而只会导致贬值国家的价格上涨”。然而，在此期间蒙代

尔对美元的国际角色感到担忧，他认为美元的国际角色受到了美国支付赤字的威胁。他

在 1962 年的一篇论文《为内部和外部稳定而适当使用货币和财政政策》中指出，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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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赤字和失业的国家，货币政策与扩张性财政政策应紧密结合起来。就该分析而言，

它表明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增加支出或减税。但是在 1960 年代，蒙代尔似乎越来越相

信税收政策的作用，特别是随着通货膨胀使人们陷入更高的税阶而提高边际税率。因此，

他成为了紧缩货币政策和减税措施的倡导者。

Dornbusch 暗中否认了贬值没有任何实际影响的观点，而 Michael Mussa 在 1986

年的论文《名义汇率制度和实际汇率的行为：证据和影响》中也明确否认了这一观点。

Mussa 表明，名义汇率的变化没有被价格变动所抵消，而是引起了实际汇率的变动，而

且实际汇率的波动性随着汇率制度的变化而急剧变化。正如 Mussa 所言，实际汇率为缓

慢的价格调整提供了表面证据。

蒙代尔的早期研究仍然是经济学研究和政策建模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半个世纪

后被不断引用。他后期的观点引起了政界人士的好评，但基本上被专业经济学家所忽略。

事实证明，经济学遵循的是模式，而不是人。但是蒙代尔模型确实是具有开创性的。国

际宏观经济学很大程度上是蒙代尔建造的房屋，即使蒙代尔本人最终还是选择了搬出并

在其他地方寻找住所。

原文链接：https://voxeu.org/article/mundell-difference

作者单位：Paul Krugman 普林斯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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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气候变化与央行：引入预期通道

作者：Alexander Dietrich, Gernot Müller, Raphael Schoenle 姜雨编译

导读：气候变化已成为各国央行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本文研究显示，无论气候变

化如何发挥作用，对货币政策来说，重要的是人们对它的预期如何。各国中央银行忽视

了公众对气候变化的预期，这将给他们带来危险。一方面，各国央行限制气候变化的行

动存在分歧。另一方面，人们普遍认为气候变化对货币政策至关重要，并且有可能导致

金融稳定性风险。

1.对气候变化经济影响的预期测度

气候变化对货币政策来说是一个直接的挑战（Dietrich et el.，2021）。本文的

出发点是，不管气候变化在什么时候发生以及如何发生，对货币政策来说，重要的是人

们对它的预期如何。毕竟，预期会反馈到今天与经济相关的决策中，而这些决策对货币

政策至关重要。

本文数据来自于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发起的一项大规模、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消费

者调查，询问了以下问题：（1）气候变化对 GDP 增长的影响；（2）气候变化可能对经

济造成的损害；（3）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灾害的可能性（造成 GDP 5%的损失）。

调查结果见表 1。受访者对气候变化对 GDP 增长的预期影响中位数约为零。未来 12

个月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经济损失平均为 GDP 的 1.5%。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灾害的可能性

中位数为 12%。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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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显著性效应

本文在调查中发现，完全不接触媒体的受访者对自然灾害发生概率的估计要低得

多。此外，本文通过几个事件补充了我们的调查分析。第一是《今日美国》一篇关于 2

020 年火灾和飓风文章；第二是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最近就气候变化对欧洲央行货币政

策的重要性发表的一份声明；这两个事件为受访者提供了有关大型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

和程度的信息。

图 1展示了第三个问题的回答分布（关于未来 12 个月内罕见灾害的概率）。红色实

线是所有受访者的分布（中位数：12%）。了解以上两个补充事件的受访者分布分别显示

为蓝色虚线和绿色虚线，接触到这些有关灾难的信息使他们认为自然灾害更有可能发

生。

图 1

此外，本文发现共和党人认为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大灾难发生的概率较小；民主党人

和独立选民则相反（参见图 2）。总的来说，人们对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灾害的预测概率

是非常高的，并存在一些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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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3.气候变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根据理论，对气候变化相关灾难的期望是关于未来的“坏消息”，并且会导致当前

支出的缩减。本文研究发现，利率随着预期自然灾害的发生而下降，这与自然灾害的可

能性和规模有关。货币政策在使经济适应这些灾难预期的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在基本模

型中，灾难预期本身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如果货币政策与自然利率同步调整政策利率，

则货币政策可以使经济稳定运行。

表 2总结了基本模型下灾害预期对关键变量的影响。

表 2

灾难预期使自然利率降低了约 65 个基点。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影响，可能会使中央

银行陷入困境，特别是如果政策利率从一开始就很低，货币政策无法或不愿意降低政策

利率，则可能会导致大规模的经济衰退。本文假设采用常规的泰勒式利率规则，该规则

可确保需求收缩保持合理的约束-产出缺口，并使通货膨胀分别下降约 0.2 和 0.3 个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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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点。然而，灾难的预期也降低了潜在产出，因为在发生灾难的情况下对资本存量的预

期损失会大大减少投资。

4.沟通的悖论

总而言之，气候变化是各国央行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各国央行已开始以各种方式

应对这一挑战，经常就这一问题进行沟通，这当然值得称赞。但由于过度关注如何应对

气候变化，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即通过预期渠道发挥作用）可能被忽视，而各国央行

可能并不具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各国央行甚至可能存在一个内在的沟

通悖论。如果各国央行行长参与政策讨论，他们的行为本身可能会加剧公众对未来气候

变化相关灾害的不利预期。通过这种方式，各国央行本来是试图提前应对一项重大的全

球挑战，实际上却使其任务变得更加艰巨。

原文链接：https://voxeu.org/article/climate-change-and-central-banks-expectations-

channel

作者单位：Alexander Dietrich 图宾根大学，Gernot Müller 图宾根大学，Raphae

l Schoenle 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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