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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柴你个头！
原本是一个在德国生活的犹太裔家族。十八世纪末期，罗斯柴尔德家族创建
了整个欧洲的金融和银行现代化制度。在奥地利和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先
后被王室赐予贵族身份。英国的历史研究者尼尔·弗格森认为，十九世纪中，罗
斯柴尔德家族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家族。
想穿过去的三百年，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了我们整个世界，他们策划发动了
普法战争、一战、二战、操作美联储、操作美元、操作黄金、操作共济会、连 JP
摩根都是他们的小弟，至今家族资产超过 50 万亿美金（一说 500 万亿），可以
说现在我们都是在给罗斯柴尔德家族打工，但，这可能么？
从互施法术的原始部落时代到信息时代的今天，阴谋论就一直没停过。当然，
时代在进步，人们的知识结构在进步，阴谋手段也在随之进步。譬如，犹太人在
中世纪的欧洲，主要罪状是为了施魔法和治疗而屠杀小孩，黑死病流行，则是犹
太人在井里投毒。当然，会各种离奇巫术的，还少不了吉普赛人。到了工业革命
后，犹太人的阴谋又升级为操控金融——欲知详情，可参考宋鸿兵同志的《货币
战争》。

传言的起因
近几年有一本书，叫做《货币战争》，在鼓吹这个家族的神话。
但是围绕着这个家族有很多神秘的传说和传言，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犹
太家族，欧洲有着悠久的排犹历史。
简单介绍一下排犹的起因，援引付志彬《洗脑的历史》：这罗马人和中国人
一样,相信的是实力,什么神都拜,其实并不 在乎耶稣是不是在改造希伯莱教。所
以把耶稣抓到后,也就是关在牢 里,也不想把耶稣怎么样。这时希伯莱的长老们也
看出来了,又去找 罗马总督,说,您要是不耶稣处死,我们就造反。这罗马总督想,别
呀,这一造反,我这总督还怎么做啊,得,就借耶稣的头维稳吧。耶 稣就被钉在了十
字架上。
钉十字架,本是罗马帝国对叛国,造反等大罪的处罚,耶稣本身并没 有什么造
反的事实,你说就 13 个信徒造什么反,没有希伯莱教长老 的施压罗马人应该不
会这么残酷处理耶稣的。所以当基督教在欧洲占 据主导地位后,对希伯莱教也很
仇视,认为耶稣是死于希伯莱教徒之 手。而希伯莱教是犹太人的灵魂,欧洲大地上
对犹太人的仇视,驱逐, 屠杀都和这件事情有关。希特勒也利用了这一点为屠杀犹
太人找借 口。

作为犹太家族的代表人物，罗斯柴尔德家族曾是锡安运动（犹太复国运动）
的主要争取对象。而该家族亦对锡安运动颇为支持，曾多次投资锡安主义组织，
发展巴勒斯坦地区，为以色列建国立下汗马功劳。如今以色列多有以“罗斯柴尔
德”命名之街道。这也是为什么一直有传言，罗斯柴尔德家族是锡安长老。
从史料上来看，世界上第一本系统攻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阴谋论书籍，是
1886 年出版的《法国的犹太人》
（法语：La France Juive）。作者德尔蒙特在书中
指责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法国经济、剥削法国人民、是不劳而获的吸血鬼。并且，
把以罗斯柴尔德为代表的犹太人丑化为欧洲经济问题的总根源，并号召把犹太人
赶出欧洲。
这本书在一年内的销量即达到 65000 册，成为那个时期的最畅销书，德尔蒙
特本人也因此大赚了一笔版税。
可见，炮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阴谋论，是与欧洲历史上长期的排犹传统一脉
相承的。并且这种反犹情绪在发生经济危机时会达到高峰。
1886 年《法国的犹太人》一书出版时，欧洲正处于由于美国铁路建设退潮
所引发的经济危机的影响末期。从 1882 年到 1886 年，萧条持续了 4 年之久，
法国是欧洲的重灾区，在 1886 年走到了最低谷。
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莫须有的“滑铁卢之役”，根据伦敦金斯顿大学新闻学
教授布莱恩·卡思卡特在《滑铁卢中的新闻》一书中的说法，这个传闻最早出现
在 1846 年夏
当时，一份署名“撒旦”（真实身份是一位叫做 Georges Dairnvaell 的左翼
好斗者，从不避讳自己对犹太人的厌恶）的政治小册子席卷欧洲，小册子以最大
篇幅渲染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巨额财富是建立在滑铁卢之战的杀戮上的。后世关于
内森·罗斯柴尔德如何“略施小计”主导了英国日后的公债，故事雏形则来自这
个小册子。而内森·罗斯柴尔德已经在 1836 年去世，在小册子出现时不可能反
驳这些政治指控。
1936 年，纳粹接过欧洲的反犹传统，又炮制了一部名为《罗斯柴尔德赢在
滑铁卢》的歌剧。1940 年 7 月，在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授意下，德国推出了
第一部反犹大片，也是丑化罗斯柴尔德的巅峰之作《罗斯柴尔德：在滑铁卢的红
利》。其中，老罗斯柴尔德说了一句骇人的台词：
“你只有让大量的人流血才能赚
到大量的钱！”
而到了纳粹所推的第三部反犹电影《顽固的犹太人》
（德语：Der ewige Jude），
则更进一步危言耸听，称欧洲和美国已被一帮犹太银行家通过毒蜘蛛般的金融网
络所控制，他们是一股邪恶的“国际势力”（International power），“恐怖统治

着世界金融、世界舆论和世界政治”。
其实罗氏家族被传得神乎其神的原因，并不神秘。犹太人经济上的巨大成功，
及政治上的弱势地位、文化上的显著差异等等，导致欧洲社会出现震荡时，人们
倾向于把犹太人作为替罪羊（这一点与华侨在个别东南亚地区遇到的情况有很大
的相似性），而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 19 世纪犹太人在经济上所达到的最高峰，
则成为被政治人物反复进行议题操弄的替罪羊。
综合来看，有关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不实传闻由来已久，最早仅是家族成员的
宣传策略，后来被反犹主义者利用，一再编造新内容，终于使罗斯柴尔德家族同
阴谋论联系到了一起。宋鸿兵的《货币战争》，不过是以纳粹谣言为基础的“集
大成者”罢了。

罗斯柴尔德的家族历史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祖先可追溯到 1577 年的 Izaak Elchanan Rothschild，他的名
字取自他在法兰克福犹太人聚居地的房子，zum roten Schild （在红盾的标记上）。
他的子孙都采用了这个姓，直至 1664 年，他们搬到了区内另一栋房子，
Hinterpfann（立在平底锅底面的房子）。在 19 世纪初叶前，这栋房子一直是家
族居住的地方（正墙宽度只有 2.79 米，当时住了超过 30 个人），楼下是家族经
营的商店。
1744 年梅耶·罗斯柴尔德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
迈尔·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生于 1744 年德国法兰克福犹太人聚居地。他的
父亲是 Amschel Moses Rothschild
（于 1755 年去世）、母亲是 Schönche Rothschild
née Lechnich（于 1756 年去世）。他的父亲 Amschel，从事货物买卖、货币兑换
的生意，也曾为黑森领地伯爵造币。（货币战争中说：梅耶自小就很聪明，因此
他父母把他送到犹太宗教学校学习，希望他长大后当一名拉比。但梅耶对此没有
多大兴趣，当他父母去世后，他便弃学经商，走进了生意 场。当时，他 20 岁，
开始做买卖古董和古钱币的生意，同时也兼兑换钱币。）
由于 18 世纪后期德国公国遍地（350 个），每个公国都有自己的货币体系，梅耶
的职业几乎可以等同于外币兑换。从德国汉诺威一家有名的家族银行学成归来后，
他在法兰克福开启自己的事业，不仅从事古钱币和古玩交易，还从事黄金白银与
纸币的兑换，俨然成了一个银行家。
1777 年，内森·罗斯柴尔德出生。
在法兰克福小有成就的梅耶，率领他的五个儿子到欧洲大陆开拓市场。

1798 年，内森·罗斯柴尔德离开德国，前往英国。
内森•罗斯柴尔德(Nathan Rothschild)是梅耶的第三子，他最早走出德国，于 1800
年在英国伦敦开了分公司——创业，另外几个兄弟要么留守法兰克福，要么出走
阿姆斯特丹和巴黎。这一时期欧洲外汇市场缺失，再加上欧洲各国和法国的战争
带来了不确定性（例如英国和法国互相封锁），几个兄弟就利用欧洲各地不同的
汇率来赚钱。这种赚钱方法非常简单粗暴，他们在通货外汇最低的时候买进，在
最高的时候抛出，这也是他们利润的主要来源。
1802 年，丹麦海军被英国打败，国王向侄子威廉王子求援，这为罗斯柴尔
德家族正式与皇室挂钩创造了机会。
1812 年，创始人梅耶去世，五个儿子分赴五个国家，先后在法兰克福、伦
敦、巴黎、维也纳、那不勒斯等欧洲主要著名城市开设银行，建立了当时世界上
最大的金融王国。
1.

阿姆谢尔 Amschel Mayer Rothschild（1773 年 6 月 12-1855 年 12 月 6 日）
-法兰克福

2.

所罗门 Salomon Rothschild（1774 年 9 月 9 日-1855 年 7 月 28 日）-维也
纳

3.

内森 Nathan Mayer Rothschild（1777 年 9 月 16 日-1836 年 7 月 28 日）伦敦

4.

卡尔曼 Kalman Rothschild（1788 年 4 月 24 日-1855 年 3 月 10 日）-那不
勒斯

5.

雅各 Jacob Rothschild（1792 年 5 月 15 日-1868 年 11 月 5 日）-巴黎
老罗斯柴尔德在 1812 年去世之前，立下了森严的遗嘱：

1.

所有的家族银行中的要职必须由家族内部人员担任，绝不用外人。只有男性
家族人员能够参与家族商业活动。

2.

家族通婚只能在表亲之间进行，防止财富稀释和外流。（这一规定在前期被
严格执行，后来放宽到可以与其他犹太银行家族通婚。）

3.

绝对不准对外公布财产情况。

4.

在财产继承上，绝对不准律师介入。

5.

每家的长子作为各家首领，只有家族一致同意，才能另选次子接班。

6.

任何违反遗嘱的人，将失去一切财产继承权。
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家族内部通婚严格防止财富稀释和外流。在 100 多年里，

家族内部通婚 18 次，其中 16 次是在第一表亲之间。

内森·罗斯柴尔德和拿破仑战争
货币战争里：
内森•罗斯柴尔德仿佛开了天眼，事先得知英国的威灵顿(Wellington)将军于
1815 年 6 月在滑铁卢击败了法国的拿破仑
罗斯柴尔德家族派间谍在战场旁边观察战况，第一时间“飞鸽传书” 内森
通过英国银行资助威灵顿公爵，而他的兄弟詹姆斯则被派往巴黎建立中央银行、
用家族资金资助拿破仑。这场战争再次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创造了巨额零风险债权。
战争期间，他们也抓住机会建立无可匹敌的邮政通讯系统，该系统可以在法国和
英国封锁区内任意穿梭。正是这些通讯员帮助内森及时了解事件发展，然后运用
情报操纵股票市场。通讯员非常优秀，以至于内森-罗斯柴尔德在得知滑铁卢战
役结果整整 24 个小时后，威灵顿公爵才从自己的人员那里得知这个消息。
照通常的版本，内森看到战报后，立刻来到伦敦股票交易所，卖出手中的英
国公债，其他人据此判断“威灵顿战败了”，跟风抛售。当英国公债大跌至票面
价值 5%时，内森开始大举回收。很快，威灵顿大胜的消息传来，英国公债价格
飙升。内森“狂赚了 20 倍的金钱，超过拿破仑和威灵顿在几十年战争中所得到
的财富的总和”“滑铁卢一战时内森一举成为英国最大的债权人……英格兰银行
被内森所控制”。——货币战争。
现实情况：
尼尔·坎贝尔·道格拉斯·弗格森（Niall Ferguson 1964 年 4 月 18 日－），
英国历史学者，现任职为哈佛大学的教授、牛津大学耶稣学院等大学机构资深研
究员，专长是与世界史、经济史、恶性通货膨胀、基金市场等的相关研究。2004
年，登上时代杂志的世界前 100 大影响力人物。
按照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说法，
“可能由于兄弟几个在滑铁卢战役
前后的一系列估算，他们蒙受了损失而不是获得了利润。”
事实上，罗斯柴尔德兄弟由于“在滑铁卢战役前后的一系列错误估算，他们
蒙受了损失而不是获得了利润”。首先，1814 年 3 月，在拿破仑被第一次流放前，
罗斯柴尔德兄弟预测伦敦、维也纳股市将迎来牛市，买进了一批奥地利股票。没
想到，1815 年 3 月，拿破仑卷土重来，欧洲各国惶恐不已，内森兄弟的期待落
空了。
内森则坚信自己拥有“控制市场的力量”，通过在战争中为英国及其他盟国
兑换金币，赚取佣金。为此内森在得知拿破仑回到巴黎后，大规模收购、囤积金

币。仅仅在 4 月的第 1 周，他就买了“10 万金币、5 万英镑的外国金币、10 万
西班牙币以及近 20 万优质票据”
。然而意外又发生了，拿破仑这次复辟只持续
了 3 个月，战争即告结束，这些金币大全部砸在了内森手里。随着金银不断贬值，
罗斯柴尔德家族损失惨重。②
滑铁卢战役后，内森确实通过英国公债赚了一些钱，但极为有限。罗氏家族
的第 3 代继承人维克托·罗斯柴尔德说，这场战役结束前一周，英国公债的价格
已攀升到了 53 点，内森在获得英军大胜的消息后，付出 2 万英镑，于 6 月 20
日以 56.5 点的价格买进最大数量的英国公债，在一周后的 60.5 点时抛出，他的
利润不过 7000 英镑。之所以内森兄弟当时没有大规模投资公债，是因为有消息
人士建议他们，“等到和平协议真正签署之后再大规模投入”。
疯狂的豪赌让内森•罗斯柴尔德输得和拿破仑一样狼狈，以至于之后几年几
个兄弟都在为了弥补损失而寻找机会。
那么究竟是谁制造了内森与滑铁卢战役的谣言呢？恰恰是内森自己。他对媒
体声称，“由于首先得到了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的消息——甚至比政府知道得都
要早——内森能够从股市中赚一大笔钱”“他的利润在 2000 万—1.35 亿英镑之
间”。③目的大约有两个，一是遮掩自己的投资失败；二是打造家族神话。
尼尔·弗格森在《罗斯柴尔德家族》一书中说：“在内森（作者注：内森是
老罗斯柴尔德的第三个儿子，被派往英国开拓业务）看来，滑铁卢获胜的消息一
点用也没有。他并不期望决定性的结局如此快速到来；实际上，就在战役结束的
5 天前，他刚为英国政府在阿姆斯特丹借了一笔 100 万英镑的贷款……现在滑铁
卢战役的结果让他以反法联盟的名义进行的金融业务显得过早了，而且会带来非
常糟糕的结果。”
而罗斯柴尔德家族派间谍在战场旁边观察战况，第一时间“飞鸽传书”之类
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罗斯柴尔德家族确实在英国属于很早获得战报的人群，
但是通过他们在官方的关系。

休养生息，成为首富
1818 年，内森成功为普鲁士政府提供了 500 万英镑的贷款，为国际贷款业
务提供了新途径。除了通过债券发行给世界各地政府筹集资金，罗斯柴尔德家族
整个 19 世纪挣钱方式还包括皇室、政治家理财，从事黄金和货币交易、进行工
业和矿业的投资。据尤瑟夫•卡西斯(Youssef Cassis)等人考证《伦敦和巴黎：国
际金融中心在 20 世纪的发展》，1836 年内森去世时，他是英国最富有的人，几

乎也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算上内森的几个兄弟，当时罗斯柴尔德家族确实站上
了世界之巅，拥有 600 万英镑资产。到了 1852 年，罗斯柴尔德家族资产更是达
到了 953 万英镑。而且内森的后代也不赖，1870 年代，内森的四个儿子遗产总
计 840 万英镑，超过同时期英国任何家族的财产。
1871 年 5 月 10 日，德法正式签订《法兰克福和约》。条约规定：法国赔款 50
亿法郎，割让阿尔萨斯全部和洛林大部地区。罗斯柴尔德负责帮助普鲁士收取法
国赔款，利率为 5%每年，罗斯柴尔德收取 1%的费用。以上根据货币战争的说
话，无考证来源。
但罗斯柴尔德家族确实和普鲁士有很深的渊源，可以追述到老梅耶·罗斯柴
尔德：
他到汉堡的银行 Jakob Wolf Oppenheim 工作，在 1763 年回到法兰克福。[7]
他开始销售稀有硬币，并得到了黑森选侯威廉一世赏识，让他为自己提供金融服
务，他得以将业务拓展到各选侯国。1769 年，选侯给予他 Court Jew 的头衔。[8]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罗斯柴尔德通过担任英国与黑森之间的贸易中介，资产大
增。
进入 19 世纪后，罗斯柴尔德仍然是举足轻重的银行家，并开始向各国借贷。
1806 年，为报复威廉支持法国的敌国——普鲁士，拿破仑入侵黑森。威廉流亡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但罗斯柴尔德得到了他的资产，并将其用作投资伦敦
的用途。他通过走私货物获利（当时欧洲大陆处于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下）。
罗斯柴尔德曾一夜之间成为伦敦最受尊敬的英雄。在 1833 年不列颠帝国废
除奴隶制后，曾拿出 2000 万英镑用以补偿奴隶主的损失；1854 年，他们还为
英国在克里米亚同俄国的战争中提供了 1600 万英镑的贷款；1871 年，他们又
拿出 1 亿英镑为法国向普鲁士支付普法战争的赔款；他们还控制了整个欧洲的铁
路，所有法国给俄国的贷款，都是由该家族提供的；
货币战争：在美国内战期间，他们已经成为联邦财政的主要财源。不知从何
考证出来的。

错过美国市场
一部分是因为家族生意的弱点牵制了他们，从 1830 年代开始与美国有业务
来往以来，罗斯柴尔德家族就迟迟没能在美国纽约设立分行。内森和他的弟弟詹
姆斯•罗斯柴尔德(James Rothschild)看到美国州政府债券和商业金融的商机，希
望全面进军美国。1836 年内森去世后，掌管巴黎分行的詹姆斯更是希望能派罗

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亲自去美国淘金。但詹姆斯的侄子们不仅对美国不冷不热，还
竭力压缩对美国的投资。
另外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阴差阳错背负了美国银行的坏账。1836-1837 年正
值美国的金融危机，罗斯柴尔德家族取代了巴林兄弟，成为美国银行在欧洲的代
理人。詹姆斯•罗斯柴尔德热情高涨，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美国银行接受了纽约
州等州的州政府债券，却不知道美国银行当时已岌岌可危，结果 1841 年美国银
行破产。这件事给罗斯柴尔德家族留下了坏印象，詹姆斯懊恼地希望“从没有涉
足过美国”。
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欧洲君主政治传统交往过密，以至没有一个家族成员仔细
考虑过，该怎么和大多出生卑微的美国总统和议员打交道。特别是到了美国南北
战争时期（1861-1865 年），日渐衰老的詹姆斯逐渐“看清了”美国，他认为类
似内战就算结束，混乱局面还会卷土重来，因此他在 1867 年交待的最后一件事
就是卖掉美国基金。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美国南方棉花市场还有投资活动，但家族
成员都对未来的黑奴问题表示了担忧，后来他们也没有过多插手美国的事务。当
纽约成为 20 世纪全世界最活跃的金融市场，罗斯柴尔德家族可能才意识到他们
在 19 世纪犯下的错误有多致命。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 1865 年出现战略判断失误，认为美国经济不会大幅度发
展，于是把它在美国的分行都撤销了。这是一个致命失误，直接导致了摩根家族
的兴起。

一战，日薄西山
普法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罗斯柴尔德家族风光了一个多世纪，
但一战结束（1918 年）后，罗斯柴尔德迅速销声匿迹。正如米卡•阿罗拉(Mika
Arola)所说，“他们没能在美国金融市场立足脚跟，被证明是他们衰败的主要原
因。”
进入 20 世纪以后，罗斯柴尔德家族遇到了一个巨大的发财机会：为世界上
最大的豪华邮轮、号称“永不沉没的船”——泰坦尼克号提供保险，可内迪·罗
斯柴尔德却对唾手可得的巨款敬而远之。1912 年，当泰坦尼克号在冰海沉没，
1000 多名乘客遇难，有人吹捧罗斯柴尔德家族有先见之明，但得到的回复却很
出人意料：
“只是觉得这艘船太大了，它未必浮得起来。”到 20 世纪末时，世界
的主要黄金市场也是由他们家族控制，其家族资产超过了 50 万亿美元。可以说，

这个家族建立的金融帝国影响了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
20 世纪头几十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投资遭遇了数次灭顶之灾。第一次世
界大战，各国尽管有着庞大的战时融资需求，但战争却令罗斯柴尔德家族受到重
创。德国最初的推进威胁到了法国巴黎，逼迫巴黎证券交易所、法兰西银行和身
处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搬到法国波尔多，这严重影响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生意。
更为要命的是，同盟国的战时融资全靠美国纽约金融中心（以 J.P.摩根为核
心），而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没在那儿设立分部。此外，经过数代繁衍，内森•
罗斯柴尔德的后裔们全然没了企业家精神，面对伦敦虎视眈眈的竞争者实在是难
堪大任，更不用说比肩他们的祖先。战争结束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实质上也让出
了欧洲政府融资的主导者角色。

二战，灭顶之灾
1931 年后，国际金本位体系逐渐崩塌，原有业务建立在金本位上的罗斯柴
尔德家族，每一次重振政府融资角色的尝试都举步维艰。随着 20 世纪 30 年代
纳粹德国的兴起，作为犹太人家族的罗斯柴尔德不可避免变成了受害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把罗斯柴尔德家族逼到了崩溃的边缘，大量家族成员被杀害，
资产被侵吞，超过 2/3 旗下的金融机构完全不存在了。美国的花旗集团和摩根
集团成绩反扑，而欧洲的融科财团虽然在战争中也失去了绝大多数成员，但他们
利用瑞士银行转移战争中掠夺的财富逃过了损失，在战后取代了罗斯柴尔德家族
成为欧洲的金融寡头。自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只能依赖在英国和瑞士幸存的少量
金融机构生存。
奥地利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没能预见希特勒的心狠手辣（这不怪这些成
员），眼睁睁看着家族遗产被纳粹德国洗劫、没收。纳粹德国以 290 万英镑强制
收购罗斯柴尔德位于捷克的一家钢铁厂，并且以战争为由不付任何现金。纳粹德
国灭亡后，罗斯柴尔德在东欧的资产又被前苏联充公，实在是祸不单行。
二战结束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又保持了一段一蹶不振的状态。罗斯柴尔德家
族在一战和二战中损失惨重。它的许多位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资产被摧毁了，
其中位于法国的办公室甚至于二战结束后被国有化了。作为犹太人家族，罗斯柴
尔德在纳粹统治下受到的打击是惨重的，虽然英国总部基本没有损失，但欧洲大
陆的家族势力基本被消灭了。冷战期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东欧的许多资产又被
苏联接管了，结果可想而知，这些资产是不会退回来的。
财富积累必然少不了一些势力的敌视。在一些西方国家，为防止财富因世代

相传而过度集中，政府对遗产课以重税。遗产税被称为“罗宾汉税”，即只对极
少数富人征收，具有“劫富济贫”的作用。以德国为例，遗产税高达 50%。但
罗斯柴尔德家族却巧妙合法地避税成功。
在巴黎，1949 年 6 月的某一天，股市开盘两小时后，超级绩优股罗亚德奇
石油公司和坦特综合金属工业的股价疯狂下跌，专业的股票交易商纷纷抛售股票，
交易所霎时笼罩在崩盘的恐慌中。很快地，蓝筹股大肆杀跌，法国数一数二的罗
尼克矿产公司的股价跌至地板价，世界钻石市场份额第一的德比昂公司也岌岌可
危。一天之中，巴黎股市指数创下数月来的最低记录，整个暴跌过程让投资者目
瞪口呆。更糟糕的是，没人知道原因。第二天一早，法国各大报刊又刊登一条消
息：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首脑人物艾多亚尔·罗斯柴尔德男爵因病去世。与此同
时，头一天暴跌的蓝筹绩优股股价又因巨额资金的大量介入而恢复拉升至暴跌前
的股价。而罗斯柴尔德男爵正是股市大崩盘中的四家蓝筹绩优股公司的大股东。

现在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1960 年，罗斯柴尔德家族传统的影响力开始下降，家族终于迎来了第一位
非家族成员的合伙人，合伙人数量限制逐渐增加到 1967 年的 20 名。
1967 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英、法两国的分行才在纽约设立了银行机构，
主要提供并购咨询服务。
华尔街上的银行、投资公司通常都会拿出一部分股权，分给业绩良好的经理，
以激励员工。拒绝这样做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竞争力上，自然要落后于高盛、摩
根等大牌投行。上世纪 60 年代，瑞士联合银行、德意志银行、高盛集团等先后
上市，依靠融资获得了长足发展。而罗斯柴尔德家族依旧维持着 19 世纪家庭作
坊的模式。
我们节选吴军博士在《浪潮之巅》里的评述：
六十年代以来，已经沦为二流投资公司的该家族再次犯了致命的错误。欧美
的大银行，包括瑞士的瑞士联合银行（UBS，有时简称为瑞银），苏黎世信贷，
德意志银行，美国的摩根斯坦利、高盛等公司都纷纷上市，融得大量的发展资金。
而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停留在十九世纪家庭作坊的经营方式上。两位高盛公司的
银行家告诉我，这个家族的经营活动其实并不神秘，他们和高盛一样，现在也在
欧洲为别人管钱（private wealth management），一年的利润在最好的年头也不
过一亿美元左右，不到高盛的百分之一。而在美国一般的有钱人中，大多数人听
说这个名字反而是因为拉法特-罗斯柴尔德牌波尔多红葡萄酒（Lafite-rothschild

Bordeaux），这是世界上最好、最贵的葡萄酒之一，每瓶大约一两千美元。该酒
庄在十九世纪被罗氏家族买下。”
如今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只能算是一家三流的投资公司，“其市场地位与影响
力目前已可以说微不足道。无论是按股票与债券承销、交易及企业并购业务的市
场份额，还是按旗下所管理金融资产的规模，该公司都往往排不上国际前十名，
更谈不上呼风唤雨、主宰全球金融市场了”。⑩因此，罗斯柴尔德的家族财富不
可能维持每年 6%的持续增长，如今更不可能有所谓 50 万亿美元资产。
有趣的是，2009 年夏天，该家族第 6 代掌门人大卫在访华期间曾表示，书
中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描写有些纯属杜撰，与真实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吻合，
为此，他曾私下要求现场嘉宾不邀请宋鸿兵。
法国和英国的一些罗斯柴尔德家族男性成员不再恪守近亲通婚的家族规定，
与非犹太人结了婚。不过总体上还是如尼尔•弗格森总结，与大多数金融公司相
比，罗斯柴尔德集团的所有权和领导权仍然由主要家族成员共享。1992 年集团
的领导者伊文利退休，就钦定了他的家族继任者，因为他说要“像一个家族一样
工作”。
许多人已经知道，今天罗斯柴尔德对世界特别是金融市场的影响已经微乎其
微。N•M•罗斯柴尔德集团还健在，在 30 个国家拥有分支，其中包括巴黎和姗
姗来迟的纽约。2001 年，它的利润是 1.34 亿美元，和花旗集团的 210 亿美元相
比，还不够塞牙缝。虽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富普通人仍难以企及，但是他们几
次重大投资的偏好和结果贯穿了家族的兴衰史，也告诉人们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像
普通人一样也会犯错。
罗斯柴尔德集团银行的详细业务和家庭背景介绍，可以参考
www.rothschild.com，目前所列业务为投资银行、资产管理等，另外还有拉菲罗斯柴尔德酒庄等家族产业。
罗斯柴尔德银行集团目前的业务主要是并购重组，就是帮助大企业收购兼并
其他的企业，或者对其资产结构进行重组。罗斯柴尔德的并购重组业务主要在欧
洲，在 2006 年世界并购排行榜上可以排到第 13 位。
罗斯柴尔德家族目前的资本总额不会超过 300 亿美元，不到欧美大银行的一
个零头。罗斯柴尔德家族旗下资产有法国罗斯柴尔德银行（自称有 1000 亿欧元
的资产，控制了法国的解放报以及法国最大的私人收藏博物馆），英国罗斯柴尔
德银行（控制了伦敦黄金、经济学人杂志等，在全世界包括美国日本中国有自己
的分支机构）。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 RIT 公司是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以及美国黑石集团的董事

会成员。

为什么不可能有几十万亿的资产？
按照中国一些作家的观点，一两百年前这个家族的财富作为原始资本，以每
年百分之六的速度递增，现在该家族应该有几万亿美元。至于为什么没有人看见
这几万亿美元，是因为这个家族神秘而不公开其财务。这个解释显然和正常人的
常识不符。几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是整个中国，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经济规模。
要知道现在世界上的有钱人，没有一个把钱锁在保险柜里的，他们的钱一定要投
入到经济生活中。这么大一笔钱在世界上是不可能藏的住的。
吴军博士在《浪潮之巅》里说：为此我专门请教了高盛公司和花旗银行的投
资专家，虽然他们听说过这个名字，却很少有人能知道为什么这个家族衰微了，
因为在他们眼里这个家族现在这点钱根本不算钱。后来高盛的朋友又帮我在公司
里广为咨询，终于弄清楚其中的真相。

罗斯柴尔德在中国
罗斯柴尔德家族早在 100 多年前就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罗斯柴尔
德北京办事处，至今还保存着清末重臣李鸿章的亲笔信。1978 年改革开放后，
对财富嗅觉敏锐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自然不会错过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契机。
他们在香港、上海、北京都设有办事处，在中国主要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罗斯柴
尔德家族的中国客户很多，既有央企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也有民营企业小肥羊、
阿里巴巴。
第六代掌门人大卫·罗斯柴尔德曾表示，葡萄酒，艺术和银行是他们家族的
三大传统投资领域。有趣的是，据目前已有资料，该家族在中国已经涉足散弹投
资领域中的两类。作为财富顾问，他们曾经参与中国相关的最大并购案，中国联
通 240 亿美元收购中国网通集团。2007 年 8 月罗斯柴尔德家族出资 2540 万欧
元获得青岛商业银行 4.98%的股权，即 9883 万股。
在葡萄酒投资方面，2009 年初，罗斯柴尔德的拉菲集团和中信华东集团，
在山东省蓬莱市合作投资成立罗斯柴尔德男爵中信就业公司，项目一期总投资 1
亿元。半年前，32 岁的亚历山大·罗斯柴尔德刚刚成为这个银行帝国的第七代

接班人。他此前在其他金融公司任职，5 年前才进入家族企业。可见，在没有战
争的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年青一代依然有自己的生财之道。
目前，罗斯柴尔德在亚洲有一个办公室——香港，不过，这个办公室的正式
名字叫做“荷兰银行-罗斯柴尔德”，因为它在亚洲的业务处于荷兰银行的控股之
下，自己的发言权不大。甚至某些人事权，都是由荷兰银行主管的。

美联储：
联邦储备委员会
职责：
1.

全权决定成员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为保障存款人的利益，银行机
构不能将吸纳的存款全部用于发放贷款或者是进行炒股票等金融投资，必须
保留一定的资金，存放在银行内（如美国）或缴存在中央银行（如中国大陆），
以备客户提款的需要，这部分的存款就叫做存款准备金。而存款准备金与存
款总额的比例，就是银行存款准备金比率。
）；

2.

对 12 家联储分行提出的“贴现率”（贴现率又称门槛比率，是指商业银行
办理票据贴现业务时，按一定的利率计算利息，这种利率即为贴现率，它是
票据贴现者获得资金的价格。常用于票据贴现。企业所有的应收票据，在到
期前需要资金周转时，可用票据向银行申请贴现或借款。银行同意时，按一
定的利率从票据面值中扣除贴现或借款日到票据到期日止的利息，而付给余
额。贴现率的高低，主要根据金融市场利率来决定。）加以审核，并全权决
定是否批准;

3.

向每家联储分行委派三名丙类（Class C）董事，参与分行决策；

4.

七名委员是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常任委员；由于公开市场委员会只有 12 名委
员，故此该七名委员的意见对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决策有决定性影响。

结构：
1.

由七名委员组成，其成员由美国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为了防止总统操控
联储，委员任期长达 14 年，且原则上不允许连任，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联
储委员经常在任期满之前就自动辞职，并由总统再次提名、参议院批准而获
得实际连任。

2.

七名委员中，由总统任命一名主席，主席任期四年，可以连任。一旦某届主
席被免职，他必须同时退出七人委员会，这样规定是为了避免前任主席出于
政治考量或私人利益而凭借自己在联储中的影响力架空新任主席。

现任主席：
主席珍妮特·耶伦，副主席任期 2010 年 10 月 4 日至 2014 年 2 月 3 日，主席
任期至 2018 年 10 月 4 日，委员任期至 2024 年 1 月 31 日；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职责：
1.

公开市场委员会决议

2.

执行公开市场操作

结构：
公开市场委员会由 12 名委员组成，7 名联储委员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占 8
个席位，另外 4 个席位则由其余 11 家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轮流担任。是联储体
系中最重要的部门，每年要开八次会议，每六周一次。
现任主席：
主席本·伯南克，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联邦储备银行分行
职责：
支票清算；发行货币；收回破损货币；管理和发放本储备区内银行的贴现贷款；
评估有关银行合并和扩展业务的申请；充当工商界与联邦储备体系之间的中介；
检查银行持股公司和州注册的成员银行；搜集地方商业状况数据；组织经济学家
研究与货币政策有关的课题。
结构：
美国设有 12 个联邦储备区。每区各有一个联邦储备银行，并可在本储备区的其
它城市设立分支机构。
12 个联邦储备区对应的联邦储备银行的所在城市，分别为：波士顿、纽约、费
城、克利夫兰、里士满、亚特兰大、芝加哥、圣路易斯、明尼阿波利斯、堪萨斯

城、达拉斯及旧金山。
资产最多的三家分别为纽约、芝加哥、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其合计资产占联邦
储备体系资产的 50%以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资产占联邦储备体系资产的 30%
以上，成为最重要的联邦储备银行。（至 2005 年底）
联邦储备银行是准公共机构。在储备区内，具备联邦储备体系成员资格的私人商
业银行，可以购买所在储备区联邦储备银行的股票。法律规定其收益不得高于年
率 6%。
设 9 个董事席位。其中，6 席由本储备区的联邦储备体系成员银行选举产生，3
席由联邦储备理事会任命。董事会任命行长及其他官员。
其董事分为三类。由成员银行选举的 6 位中，3 位是职业银行家，另 3 位是来自
工业、劳工界、农业或消费部门的著名人士。理事会任命的 3 位代表公众利益，
不可是银行官员、雇员或股东。以此保证董事会能够代表美国各界公众的利益。

成员银行
所有国民银行（National Banks，在通货监理署注册的商业银行），都必须是美联
储的成员银行。而在各州注册的商业银行则可以选择加入。
国会于 1980 年通过《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使美国的存款机构在
1987 年后都必须在联邦储备银行存款，作为准备金。相应地，所有存款机构都
享有美联储提供的贴现贷款和支票清算等各种便利。

JP 摩根
J.P.摩根公司由美国著名银行家约翰·摩根创建，其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 1871
年创建的德雷克希尔-摩根公司（Drexel, Morgan & Co.）。J.P.摩根公司曾经是美国
历史上最有声望的金融服务机构，参与过美国钢铁公司的创建和新英格兰地区铁
路的修建，还曾多次协助美国政府发行债券，以解决国家财政问题。虽然公司以
摩根的名字命名，但实际上摩根本人只拥有公司 19%的资产，其余的资产则属
于一系列神秘的股东，其中包括欧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1865 年，罗斯柴尔德家族认为美国经济不会大幅发展，于是把它在美国的
分行都撤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洛克菲勒家族、杜邦家族、摩根家族和梅隆

家族抓住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影响力由于战争而下降的机会，在美国发起了反攻，
力图摆脱受到控制的命运，但是这个过程非常艰难。
1900 年，摩根向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的沃登克里弗塔（Wardenclyffe Tower）
投资 15 万美金用于建设大功率跨大西洋的无线电传输项目。但是在 1903 年，
特斯拉耗尽了初始投资而没有完成该项目，但是与此同时古格列尔莫·马可尼
（Guglielmo Marconi）已经用更便宜的设备完成了跨大西洋电能的常规传输，因
此摩根拒绝进一步资助特斯拉。特斯拉为了让摩根产生更多的兴趣，揭示了沃登
克里弗塔无线电力传输的能力，但摩根考虑到自己在钢铁行业的垄断（铜是制造
电线的主要原材料），同时受到 1903 年华尔街“富人的恐慌”
（rich man's panic）
的冲击，拒绝了任何进一步的投资。
约翰·摩根（曾经留学哥廷根，能说流利德语）于 1913 年 3 月 31 日在罗
马的一个酒店去世。当他的遗体经过时，华尔街降半旗，股票市场关闭 2 小时。
去世时，他仅拥有自己财产的 19%，当时为 6830 万美金（根据 CPI，现在
市值 13.9 亿，根据 GDP 计算则为 252 亿），还有 300 万美金存在 New York and
Philadelphia 银行。
1930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旨在分离金融机构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业务的格
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这项法案最终迫使 J.P.摩根公司放弃了投资银行业务，转变
为一家单一的商业银行。原因是在当时，相对于投资银行业务，商业银行的商业
贷款服务可以给公司带来更大的利润。同时，公司的管理者认为，未来政治环境
的改变终将促使政府取消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而作为一家商业银行的 J.P.摩根
公司将可以迅速恢复投资银行业务，反之则会困难重重。1935 年，J.P.摩根公司
彻底关闭了投资银行部门。合伙人亨瑞·摩根（约翰·摩根的孙子）与哈罗德·斯
坦利带领公司的投资银行家们建立了一家新的证券公司，命名为摩根斯坦利。这
家公司 6 千 6 百美元的注册资金则全部来自于 J.P.摩根公司的合伙人。如今，经
过 70 多年的发展，摩根斯坦利已成为美国仅次于高盛集团的第二大独立投资银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