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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無現金社會”,美國人在糾結什麼
有些事情看上去很遙遠，二三十年
前還是科幻小說題材，忽然間便呼嘯而
至，要在可預見的將來變成真實生活的
一部分，比如無現金社會。
從全球範圍來看，奔向無現金社會
步伐最快最大的是瑞典。有統計數字顯
示，瑞典現在只有 2%的交易使用現金
。2009 年一個夜晚，一夥賊在瑞典武裝
搶銀行。事後，7 人被捕並被判刑，但
被盜的大約 650 萬美元現金迄今下落不
明。瑞典舉國奔向無現金社會，就在這
起驚天大案發生之後。
很難想像，這起大案假如發生在美
國，會對美國走向無現金社會起到多麼
大的影響。從技術上講，美國邁入無現
金社會一點也不難，這些年美國社會的
非現金支付比例確實在緩慢、穩定增長
，移動支付的增加更是有力地助推著這
一趨勢，但 2013 年的美聯儲資料顯示，
美國人逾四分之一的付帳方式仍然是現
金。並且，在崇尚創新的美國社會，始
終存在一股反無現金社會的強大力量。
總體看，美國人既享受電子和移動支付
的各種便利，又不願對無現金社會一味
報以歡呼，既好奇欣喜，也不乏戒備疑
慮，心態著實有些糾結。
這不是說美國人喜歡現金消費。恰
恰相反，美國雖然移動支付規模遠遜於
中國，但信用卡經濟高度發達，儘管衍
生的各種消費陷阱常令人惱火，但其便
利、安全和技術的成熟也常令人驚歎。
一連幾個月都沒有花費現金的需要，這
是包括筆者在內，成千上萬在美國生活
的普通人的常態。在美國，從乘坐公交

到超市購物，從停車加油到看電影，除
了街頭行善和旅館房間小費，幾乎想得
到的支出皆可刷卡支付。民調顯示，逾
半數 30 歲以下美國人，哪怕不到 5 美元
的交易，也已經習慣於刷卡。
從治理層面看，無現金支付程度越
高，政府掌握資料準確度就越高，這對
把脈和決策經濟發展自然十分重要。在
市場層面，無現金社會對金融業有更多
要求和需求，銀行業也是大贏家。就個
人而言，現金的麻煩和電子支付的便利
可謂對比鮮明。現金多了，放家裡怕賊
惦記，出門怕被偷錢包。電子支付，甭

管手機、網銀還是刷卡，支出清楚、簡
單、精確，加上手機用戶端軟體越來越
給力，安全技術不斷進步，在世界多地
，無現金社會都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向
我們靠近。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
、現哈佛經濟學教授肯尼斯· 羅格夫
（Kenneth Rogoff） 是 知 名 的 無 現 金 社
會宣導者。他力主美國從取消大面值紙
鈔開始，分階段逐步向無現金社會過渡
，聲稱“紙幣已經成為全球金融體系順
暢運作的一個主要障礙”。在《現金的
詛咒》一書中，他還提到，“現金助長

犯罪。如果取締超過 20 美元面值的鈔票
，黑社會老大們立即就得瘸條腿。”
對無現金社會，美國人到底擔心什
麼？用英文在穀歌裡搜索“無現金社會
、美國”，有篇“無現金社會的威脅”
的文章排在非常靠前的位置，點進去一
看，文章先是指出當今時代，每過一天
，整個世界就朝著無現金社會邁進一步
。緊接著，文章羅列了無現金社會的三
大風險：奪走個人隱私，每筆支付都有
電子痕跡；損及經濟自由，滑鼠一點，
帳戶就可能被凍結；可能導致負利率，
政府有可能對你帳面資金徵稅。

比較美國和瑞典，在筆者看來，美
國無現金社會建設情形要複雜得多。瑞
典之所以能夠順利推進無現金社會建設
，與瑞典的中等國家規模、“從搖籃到
墓地”的高福利制度、較高程度的社會
平等和較低程度的貧富差距恐怕息息相
關。還有專家指出，瑞典人普遍比較信
任政府，安心把錢存在銀行，但美國人
卻對政府高度不信任，形成無現金社會
建設的重要障礙。皮尤研究中心的資料
顯示，美國人 1964 年對政府的信任度高
達 77%，此後與年俱降，到 2015 年只有
19%。此外，美國人普遍更擔憂隱私安
全。2014 年的民調發現，71%的美國人
擔憂網路隱私，57%的人擔心線上購物
安全。
不僅如此，貧困和低收入人口多，
也是美國建設無現金社會面臨的難題。
在無現金社會，誰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
？答案其實不是犯罪分子，而是缺乏中
高技能的窮人、低收入者和小時工。資
料顯示，在今日美國，將近 960 萬戶家
庭壓根就沒有銀行帳戶，其中許多人因
丟了工作或失去收入來源，開戶存在困
難。沒有銀行帳號，無現金支付從何談
起呢。
社會無現金支付程度行將越來越高
，但有時會想，如果未來社會真的進步
到連小額鈔票都消失，當你被街頭藝人
的歌唱或演奏所打動，你是打斷他請他
拿出刷卡機嗎？中國老人愛給孫輩發紅
包，西方的祖父母也常在寄給孫輩生日
賀卡時附上小額鈔票，這些習俗以後都
會變嗎？失去現金，其實我們會失去很
多真實觸碰社會的機會。

美國航空公司為何那麼橫？航空業被四大家族壟斷
美聯航暴力拖拽乘客下機事件仍在發酵中。在輿論幾乎一邊倒的譴責聲
中，這家已有 90 年歷史的老牌航空公司正在經歷一場巨大的品牌危機。事
件的背後，很多人在問，為什麼美聯航敢對一名乘客下此狠手？為什麼事情
曝光後美聯航 CEO 開始的態度是如此傲慢，並無道歉之意？筆者在美國生活
多年，對於美國航空公司的傲慢有著切身的體會，現就此事來分析一下美國
航空公司“蠻橫”的原因。
美國的航空業高度壟斷 背靠
“四大家族”
這幾天，美籍亞裔醫生陶大衛
（David Tao）被美聯航粗暴對待的事
件在全世界激起公憤。在美國國內，無
論是在傳統媒體、網路媒體，還是自媒
體上，壓倒性的聲音都是在譴責美聯航
。這除了美聯航過錯在先、應對失策的
直接原因外，更加重要的背景因素是，
美國老百姓長期以來對航空公司的不滿
被此事點燃。
雖然航空公司對乘客的強勢地位各
國都有，但在美國尤其明顯。美國航空
業服務水準的整體低下已經持續了很多
年，這次直接把乘客拖出飛機，只不過
算是又創新低。隨意到美國的論壇上翻
翻，都能找到不少控訴航空公司的“吐
槽”：超售、無故晚點、航班隨意取消
、經常弄丟行李等等。但是控訴歸控訴
，美國各大航空公司依然我行我素，照
舊蠻橫。
這樣的局面，既要怪各公司店大欺
客，同時也是航空業運作規律使然。
毫無疑問，壟斷是罪魁禍首。無論
各行各業，無論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
，壟斷肯定會導致消費者權益受損。像
美國這種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在
電信、有線電視等高度壟斷性行業，質
次價高是普遍現象。航空業尤甚。
上世紀，美國航空市場好歹還有
“戰國七雄”，進入新世紀以後，隨著
強強聯手的兼併重組，美國航空市場約
80%已經被美聯航、達美航空、美國航
空和西南航空“四大家族”瓜分。這幾
家航空公司獨佔市場，自然什麼都是

“我說了算”，哪裡還考慮乘客權益。
於是乎，取消國內航班配餐、付錢挑前
排座位、機上娛樂掏錢等各種霸道條款
紛紛出臺。據說上世紀 80 年代，美國
國內航線的飛機餐不但精美還有功能表
，然而現在，哪怕是飛夏威夷這種可能
超過 10 小時的長途飛行，飛機上也只
提供免費飲料，簡單的零食和三明治都
需要付錢。
既然壟斷嚴重損害消費者權益，那
為什麼政府不採取措施，防止航空公司
過度合併形成寡頭市場呢？近 20 年來
，美國司法部的反壟斷利劍只拔出過兩
次，分別是 2001 年阻止美聯航和全美
航空並購、2013 年阻止美國航空和全美
航空合併。美國政府縱容航空巨頭出現
，除了大型航空公司的遊說功力超群外
，該行業的發展規律也不容忽視。
航空業是門檻很高的行業。一架客
機動輒造價就是數億美金，機場租用停
機坪是一大筆費用，飛行員和空乘工資
等其他開銷也不小，還不算開設航線要
做的政府公關費用。可以說，一條航線
還沒有開航，前期要砸進去的就是巨額
費用。一方面，這種規模的運營本身就
很容易造成強者愈強。另一方面，公司
規模越大，越便於通過統一調配航線、
飛機、人員等手段合理、充分地利用資
源。可以說，航空業天然是壟斷行業。

航空公司和乘客的地位高度不
平等
航空業本身的特點也造成航空公司
和乘客之間地位高度不平等，為前者
“欺壓”後者創造了條件。首先，航空
公司和乘客之間資訊嚴重不對稱。乘客

卡羅頓銀行

購買機票後，
與航班有關的
問題，都只能
從航空公司那
裡獲得資訊。
譬如，航空公
司以“天氣”
為由延誤或取
消航班，乘客
無從查證。有
一次，筆者在
佛羅里達乘坐
某知名航空公
司航班，遭遇
登機兩次卻未
能起飛，被要求回到候機室等候，最終
該航班取消，乘客只能改簽次日。航空
公司當時給出了天氣原因，於是當然不
用賠付任何費用。可是，當時出發機場
豔陽高照，手機顯示到達機場也是大晴
天，就連航線沿途也沒有任何惡劣天氣
。但服務台才不管這些，梗著脖子一口
咬定，就是天氣不好。這可真是只有天
知道。
在美國坐飛機選座位也是聽憑航空
公司擺佈。有一次，筆者一家五口人買
了機票，一到起飛前 24 小時就趕緊上
網值機選座位，但網上的座點陣圖顯示
，不收取附加費用的空座位中，居然沒
有任何兩個是連在一起的。神奇的是，
上了飛機後發現，我們被迫選擇的那幾
個七零八落的座位，跟另一家六口的座
位穿插在一起，那六口之家也被座位拆
散。和周圍的乘客一聊天，發現幾乎所
有同行者都是和其他人插著坐，而無法
和自己的家人、朋友坐一起。更可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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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當時我的女兒剛滿 4 歲，需要有家
長坐在旁邊照顧，但空姐仍然對我們要
求調換座位的要求不為所動。後來，只
能是乘客們互幫互助，自願調換座位而
方便與自己的家人坐一起。乘客們議論
紛紛，猜測航空公司是有意識地把一起
訂票的乘客分開，迫使部分非常想坐一
起的乘客支付額外費用挑選付費座位。
小算盤打到這個份兒上，真是“精明”
到家了。
同時，由於飛機在飛行時對艙內安
全的要求極高，基本上要求零意外，因
此，從民航業誕生之初，機長和航空公
司就被賦予航空器內至高無上的權威。
在飛機上，任何人違抗機長命令，機長
有權使用武力。乘客在機上並不是通常
意義上的“顧客”。久而久之，航空公
司和機組人員對乘客形成“我為刀俎，
你為魚肉”的心態，也就毫不奇怪了。
除此之外，由於飛機飛行和運營成本很
高，空座造成的損失遠超過火車和汽車
，因此在行業發展中逐漸形成了超售、

隨意合併航班等看似不合理，但有助於
行業健康發展的特殊規則。這些操作實
際上都屬於航空公司單方面變更與乘客
的合同，顯然違背公平原則，嚴重有損
乘客利益。但是如果不允許航空公司這
麼做，航空公司利潤會減少，這會造成
它們通過減少航線或航班，維持一定程
度的供不應求來避免類似損失。這會損
害更多人的利益。所以，政府不得不允
許這種不合理的事情合法。這些都是造
成航空公司面對乘客容易蠻橫的原因。
歸根到底，航空業運作特點的經濟規律
，會從各個方面逐漸造成航空公司日益
強勢，因此經濟越發達，航空業發展越
成熟，這種局面就越顯著。這個時候，
其實往往需要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干涉
，來抑制航空公司的過度強勢，但過多
強調保護乘客權益，又不利於航空業發
展。這也是一個需要政府把握好平衡的
難題。顯然，這些年美國政府在這方面
很難說是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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