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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区块链是随着比特币等数字加密货币的日益普及而逐渐兴起的一种全新的去中心化基础架构与分布
式计算范式, 目前已经引起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科技企业和资本市场的高度重视与广泛关注。以比特币
为代表的数字货币在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具有许多缺陷并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本文提出了新的数
字货币与非对称代币（NFT）发行模式，可以有效的弥补当前数字货币的缺陷并使其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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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lock chain is a new de-centralized infrastructure and distributed computing paradigm that is rising with
the increasing popularity of digitally encrypted currencies such as bitcoins. At present, it has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and wide attention from government department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echnology enterprises and capital
markets.While the digital currency represented by bitcoin has achieved great success, it also has many defects and
has brought a series of social problems.This paper presents a new digital currency issuance mode, which can
effectively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urrent digital currency and create greater soci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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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区块链是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加密货
币体系 的核心支撑技术。区块链技术的核心
优势是去中心化, 能够通过运用数据加密、
时间戳、分布式共识和经济激励等手段, 在
节点无需互相信任的分布式系统中实现基于
去中心化信用的点对点交易、协调与协作,
从而为解决中心化机构普遍存在的高成本、
低效率和数据存储不安全等问题提供了解决
方案。[1]
以比特币，以太坊为代表的第一代数字
货币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暴露了一系
列缺陷并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例如，数字
货币往往存在着”奖励记账”的规则，但是用
户往往花费 了巨量的 算力 在 ” 记账权的争
夺”，而非记账本身。以 BTC 为例，各个节点
（矿工）共同解决一个复杂的 SHA256 数学

难题，最先解决难题的节点拥有该区块的记
账权。这个过程每年带来了巨量的碳排放，
电力消耗和显卡浪费，与我国节能减排，世
界各国抑制气候变暖的目标背道而驰。[2]比
特币等数字货币的应用场景局限于洗钱，黑
市交易，贩毒，网络黑客勒索和投机炒作，
甚至资助恐怖主义活动。[3][4]。数字货币币值
不稳定，难以作为日常货币使用的同时引发
了大量的炒作行为，韩国 30%以上国民持有
比特币，且大多数以投机为目的，新发行的
各种”空气币”，”归零币”俨然成为了新形式
的赌场，甚至与传销，非法集资结合，带来
重大社会问题。同时，虚拟货币影竞争了法
币的铸币权，使得政府蒙受损失。[5]
虚拟货币的负外部性限制了其发展和
应用，中国，韩国，俄罗斯首先在全国境内
封禁虚拟货币，FaceBook 发行的虚拟货币
Libra 遭到美国政府叫停[6]。这促使我们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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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货币的技术与商业模式，寻找能够为社
会创造福利的区块链技术使用场景，虚拟货
币只有为社会带来正的效用，才能够更加蓬
勃地发展。

造的烂尾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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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与外部性的市场解决方案
外部性指市场结果影响到了除买者和卖
者以外的其他方时产生的副作用。[6]如汽车
排放尾气，环保组织治理污染。解决外部性
导致的市场无效率一直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
要问题。通常的做法是将外部性内部化，改
变激励机制，使得人们在生产时考虑其对外
部的影响，而这个过程往往需要政府的介入。
如“庇古税”和补贴政策。1960 年 Ronald H.
Coase 证明了在产权明确且交易成本很小的
情况下，市场均衡可以实现实现资源配置的
帕累托最优。[7]现实社会中较少见到外部性
的市场配置，其原因是 Coase theorem 的两
个前提条件往往不满足，要么产权不明确，
要么交易成本非常大。
这启发我们，市场是可以自发解决外部
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确保产权和如何降
低交易成本。
政府往往通过行政指令的方式来调控外
部性，但是这种行政指令往往扭曲了公共服
务的真实需求量。

图 1 贵州省独山县水司楼
Shuishilou, Dushan County, Guizhou
Province

Fig.1

供给不足的例子有：举报贪污，举报黑
社会，举报商品质量不合格的企业，这些对
社会非常有益的公共服务因为举报人得不到
足够的奖赏并承担着人身安全危险，降低了
举报人的积极性。以“胖哥俩肉蟹煲食品安
全问题”为例，在长期生产劣质食物的过程
中，所有的厨师和销售都没有举报违法企业
的动力。这两种情况扭曲了公共服务的价格，
给国家和民众带来了大量的福利损失，既不
利于中国品牌走出国门，也使得群众不满。
另一种难以处理的外部性是代际间的
外部性。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对当代人有
帮助而对未来的子孙有害的行为，比如：牺
牲生物多样性来发展经济，倾倒核废水，大
量碳排放导致的全球变暖等。这些行为的损
失往往要到几十年后才会体现。[]称第 i 代人
对第 j 代人产生的净外部性为 wij，那么第 n
代人受到的前代人对其造成的外部性 Wn 为
n

j −1

Wn =  wij

(i  1，j  2，n  3)

j = 2 i =1

图 1 说明了两种行政指令在外部性的内
部化过程中出现的失误：过度供给与供给不
足。过度供给指某些官员因为考核任务等原
因而过多创造某种公共商品，远远大于公

显然，如果能够保证每一代所创造的 wi 都大
于 wi-1，社会就处于“可持续发展”的状态；
反正，社会将逐渐不能维持下去。[8]
传统情况下很难解决代际间的外部性，
在这个问题下科斯法与庇古税皆有其局限
性。[8]一种目前的解决方式是国家出资进行
有益于后代的投资，由于受益者是全国公民
的子孙，所以这种投资的反对并不强烈；然
而对于投资者是某国而受益者是世界，或未
来世界各国的情况，这种投资往往陷入重重
阻挠：典型的例子就是控制气候变暖的国际
公约。

众需求从而造成浪费。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贵州省国家级贫困县独山县融资 400 亿建

公益组织部分地处理了外部性问题。
在公益组织的工作领域，科斯谈判往往是

图 1 行政指令对外部性的错误估计
Fig.1 Wrong estimation of externality of
administrative instr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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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实现的，面对收取回报困难，交易成
本巨大的公共服务，公益组织部分或整体
地放弃了回报。公益组织除资金与影响力
有限外，其活动领域也难以覆盖到形式多
样的外部性场合。
同时，社会对个人公益行为也缺乏合
理，有效，持续的奖励机制。大量的“碰
瓷”
，
“扶老人被讹”
，讹诈者纵使被发现，
惩罚亦不严重，做公益者反而往往要承受
财产损失。如扶老人被讹，为证清白自杀
的“吴伟青案”，
“南京彭宇案”严重影响
了社会氛围和民众对公益的积极性。食品
行业上，
“胖哥俩肉蟹煲”
，
“三鹿奶粉”等
等安全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食品品牌在民
众中的信誉，并为我国品牌的世界化造成
不利影响。
因此，我国急需一套统一，高效，市
场化，反应民众意愿的处理机制，以弥补
当前处理机制的不足。而“公益币”机制
正是这样的一套外部性的市场化解决方
案。

2 NFT 铸造理论
比特币等传统数字货币给我们带来了启
发：货币的价值直接来源于人们对其价值的
共同信念。货币可以由各种实物和实体背书，
一个例子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里美元与黄金
挂钩，此时美元的价值等同于黄金的价值（假
设不考虑违约的风险）。而黄金本身的价值
则来源于人们长期使用黄金为货币而积累的
共识。比特币这类数字货币通过“挖矿”过
程，消耗电力与显卡来为大家分配货币（同
时也起到了鼓励记账的作用），这个“赋值”
过程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以比特币，以
太坊为例的第一代数字货币的缺点启发我们
研发第二代数字货币：让数字货币发行的“赋
值”过程真正的创造巨大的社会价值和社会
福利。
一种最简的公益纪念币模型是公益 NFT。
NFT 是非同质化代币，即每个代币拥有独特
且唯一的标识，两两不可互换，最小单位是
1 且不可分割，如加密猫，MEME 等应用。
发行方进行公益活动，并将该项公益与独一
无二的 NFT 绑定并出售。出售所得做为本次
和未来公益活动的资金。

3

图 2 公益 NFT 系统的正反馈循环
Fig.2 Positive feedback loop of public
welfare commemorative coin system

虽然难以通过 NFT 技术直接提升生产
力，但是我们可以通过 NFT 技术影响人们购
买习惯，从而间接提升社会福利。例如对宝
石行业的改进：
【 中国海关，华经产业研究院整理)】
据统计 (
，2015-2020
年我国进口钻石约 3000 亿元人民币，相当于
青海省全年的 GDP。仅 2020 年钻石一项中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库)
国净进口约 360 亿元(
。由
此得知，我国每年消耗大量外汇进口各类宝
石。
同时，钻石作为石墨的同素异形体，其
人工合成技术近年来取得了快速的进展[9]，
因此，小型钻石长期的收藏价值受到挑战。
随着技术的发展，合成珠宝的光泽度与
璀璨度也超越了钻石。以莫桑石（具有金刚
石结构的 SiC 晶体）为例，其火彩色散度是
钻石的 2.5 倍，这使得高端仿钻往往比真钻
石更加璀璨耀眼。但是因其并不稀有，市场
价值长期得不到认可。
绝大部分的钻石在消费者购买完毕后都
会经历大幅度的贬值。二手钻石回收价格一
般折价 80%到 50%，消费者，尤其是男性购
买者，迫切需要高保值增值能力的，价格合
理的钻石。
因此，我们需要创建新一代的宝石体系
来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在这里提出另一
种 NFT 模型，取名为“星辰钻”，其理论如
下：
我们用 Marvin Lee Minsky 提出的框架理
论研究钻石与红宝石的价值逻辑。[10] Minsky
认为，人们在日常的认识活动中使用了大量
从以前经验中获取并经过整理的知识。这种
知识往往以框架（Frame）的形式储存在大
脑里，当人们面临新的情况，或者对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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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有重要变化时，总是从自己的记忆中找
出一个合适的框架，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对它
的细节加以修改、补充，使得人类可以利用
从过去经验中获取的概念来解释其观察到的
新数据。
宝石所需要的条件有瑰丽性，耐久性，
稀有性与可鉴别性(如果完全无法鉴别真假
宝石，那么稀有性也就会失效)[11],其主要用
途为社交用途和收藏用途。我们用一个例子
来证明宝石的本质是这些属性和方法的聚
集。
假设某公司生产了一盒水晶皮的月饼，
该月饼虽然晶莹剔透，但极其坚硬，水火不
侵，因此不适合食用。这盒月饼因为某种原
因被送到了荒岛。在荒岛上的部落获得了这
盒物品，此时这盒物品稀缺，坚硬，瑰丽，
拥有它的人可以向他人展示炫耀，又具有收
藏价值。于是荒岛上的部落将其作为了代代
相传的宝石。

Fig.3

图 3 由框架理论描述的宝石模型
GEM model described by frame theory

以宝石为例，相比于认为宝石是其物理
本质的体现，宝石更加类似于其三种属性（稀
有，瑰丽，耐久）和两种方法（社交，收藏）
的集合，人类更容易将一类矿石优先匹配到
“宝石”这个思维框架下。因此，通过其它
具有不同本质对象的有序组合，并尽量诱导
公众将其匹配到宝石框架下，我们就能完成
“在逻辑上铸造宝石”这项任务。
宝石的社交属性包含着一个群体共同
承认的社交价值。不同群体拥有着不完全相

同的框架和框架之间的优先度关系。比如，
哪怕水晶皮月饼具有宝石的属性（比如稀缺，
瑰丽等），但是因为人们优先将其匹配到了
“月饼”框架之下，导致其丧失了“社交”
方法。纵然稀缺的水晶皮月饼具有收藏价值，
人们仍旧无法将其作为宝石使用。
某物在一系列框架下的匹配优先级可以
表示为一偏序集（F，≤(x)），其中 F 是框架
的集合，≤(x)表示某物 x 的匹配过程所对应
的偏序关系。这种匹配可以类比为有监督的
分类问题：所有的框架可视为一个 one-hot
向量，人脑作为分类器输出了某物属于各个
框架的概率，并取其中最大概率的那个做为
匹配的结果。如果人脑在过去的经验中不包
含用于匹配该事物的最优框架，那么匹配所
得的框架也可能与事实大相径庭。下面用一
个例子来描述这种匹配错误：
船货崇拜[12]指某些原住民中将外来的先
进科技物品当作神祇崇拜的宗教形式。第二
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时，美军于塔纳岛建
立一临时基地。当时岛上的原住民看见美军
于“大铁船”（军舰）内出来，皆觉得十分惊
讶；他们也看到，有一些“大铁鸟”（军用飞
机）运送穿着美军军服的人及许多物资。这
些原住民看见这种情况均感到很惊讶，并觉
得这些“大铁船”及“大铁鸟”十分厉害。加上
美军也提供部分物资给原住民，而这些物资
对原住民来说十分有用，结果这些原住民将
美军当作神。
我们可以用框架匹配的理论来解释船货
崇拜问题。塔那岛上的美军大部分也有宗教
信仰，但是只有原住民错误地将军用飞机理
解为了神。美军的认识模型中包含着飞机框
架和神框架，而原住民的认识模型中仅仅包
含神框架。这时飞机的属性和方法在很大程
度上匹配到了神框架上：飞机/神在天上飞，
飞机/神用怒火惩罚不敬它的生灵（战斗机的
机枪，Sodom 城），飞机/神用物资奖励子民。
这个时候飞机被塔那岛的原著民匹配到了神
框架下，并被长期崇拜。
这种认识事物的方法类似于动态类型
中的鸭子类型（duck typing），即一个对象
有效的语义，不是由继承自特定的类或实现
特定的接口，而是由当前方法和属性的集合
决定。
我们将 NFT 理解为一种粘合属性和方法
的胶水，希望通过 NFT 将原有的框架属性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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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我们希望的方向进行解耦和重新组合，并
引导客户和公众将其匹配到我们希望的框架
中。
NFT 宝石是“三个世界”中宝石的整体。
我们可以称其为“三位一体”。三个世界分
别是物理世界，区块链世界和共识世界。以
莫桑石为例。莫桑石缺乏“稀有性”属性和
“社交用途”方法。我们以莫桑石作为 NFT
钻石在物理世界中的载体，通过不可拆分的
方式将该莫桑石与唯一的 NFT 链接，并使其
可以通过 app 等方式进行线下验证，从而保
证其在进行社交用途时的可验证性。同时，
NFT 与随其绑定的资产（比如理财，保险，
不动产）链接，随着客户对 NFT 的买卖和赠
送而转移这些资产的受益人。这些资产提供
了 NFT 宝石的底价，而其增长力通过宣传，
NFT 珠宝本身的增长性和唯一性来取得。

图 4 NFT 珠宝的“三位一体”模型
Fig.4 "Trinity" model of NFT jewelry

例如，女性经常反应自己在感情问题上
缺乏安全感。通常男性赠送给女性的钻石其
二手价格大约是原本的 20%到 40%。如果我
们将 NFT 宝石绑定受益者为女方的终身保
险，不动产，理财，或者奖励数量基于双方
结婚持续时长的对赌协议，那么原本购买宝
石的支出既实质性地转移给了婚后的家庭，
又增加了女方的安全感。
综上所述，NFT 的实质是在人类共识中
构建或匹配的框架。

3

公益纪念币模型

相比公益 NFT，我们提出了一种更加高
效，系统的发行模式：公益币模式。公益币
模式更加接近数字货币的发行模式，其不同
之处在于增加了反映群众共识的公益社区做
为其决策核心。
货币的价值直接取决于使用者对其的认
同，其发行过程向公众收取了“铸币税”。
我们提出，让公益组织发行数字货币，并在
有限度的范围内逐年增加该种数字货币的发
行量。由公益组织的公益事业为数字货币赋
予群众认同，从而为公益币的持有者提供利
益激励。
在有限的新发公益币资源的情况下，公
益组织为了最大化的提升其影响力，通过民
主投票的将影响力最大的项目排为最优先事
项，这个过程自动完成了公益事业的定价，
以弥补行政指令对公共服务价格的扭曲。
这个过程的实质是一种交易成本被大幅
度降低的科斯谈判：公益活动的组织者不再
要求其受益者与之签订一对一的合同并保证
合同的执行，所有的受益者和旁观者只要“认
可公益组织所做事业的价值”，这个认同过
程即为公益活动支付了成本。这个过程将交
易成本大幅度降低到了接近零的程度。
面对国际和代际间的外部性，公益币更
能体现出其巨大的价值：如果我们认为未来
的人会比现在的人更加明智，那么他们就更
加愿意承认过去的组织在控制碳排放，人口
合理增长，环境保护，科学研究等等方面所
付出的贡献，进而肯定公益币的价值。这就
形成了一个代代延伸的链条：上一代保护并
提升下一代的生存环境，下一代承认下一代
的贡献，并保护并提升下下代的生存环境，
使得每一代人的生存环境都得到有效的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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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公益纪念币系统的正反馈循环
Fig.2 Positive feedback loop of public welfare
commemorative coin system

Fig.2

图 6 公益纪念币的运行框架
Operational framework of public welfare
commemorative coins

公益币的发行有三个部分：第一，公益
币存在着浮动的价格，任何人都可以将各国
货币按照汇率和当时的公益币价格兑换成公
益币。这被视为一个捐献过程。所有兑换所
得由公益基金进行运作，公益基金由社会和
全体公益币持有者所监督。公益基金的资助
原则上应以使该国长期收益和对他人收益最
大化为目标。公益基金的所有工作应当视为
用于提高公益币价值共识的工作。
第二，由全体公益币的持有者和支持公
益币的公民组成社区。公益币社区提供各种
提案，由全体进行公投。（也可以设为几个
子社区进行公投来提高效率，最终将提案合
并）实行提案者会收到一定数量的公益基金
资助，社区根据公益基金资助的数量发行对
应量的公益币。
另一种公益币的运行方式是一部分人

直接捐款某一项目，公益币社区在这里作为
代组织者。公益项目通过投票和赞助的方式
竞争资源，这样就弥补了搭便车问题带来的
公益项目的估价扭曲。

公益项目分几种：防止负外部性的：比
如举报贪官，与违反法律的大企业做斗争（比
如三鹿奶粉，三星爆炸手机，胖哥俩肉蟹煲
等）。举报黑社会，贩毒，排污企业的；
第三，对于具有重大贡献的个体或组
织，经核实后给予公益币资助并发行对应数
量的公益币。比如革命烈属，缉毒警察，舍
己救人者。
第四，对于促进有利国家政策的个人或
者集体赠予公益币。包括促进人口数量与结
构优化，促进社会公平与三次分配，获得重
大科学突破的集体或个人
第五，进行有益于国家未来发展的投
资，如量子计算，生物科技等。

2.1 公益币的价格控制机制
为了促进公益币的传播，投资与发展，
以创造更大的社会福利，新一代数字货币的
持有者理应获得合理的收益，比如年化 10%

X期

到 30%，作为其三种付出的报酬：推广公益
币，法币通货膨涨与公益事业自然的成长收
入。
公益币的价值相对比特币应更加平稳，
注重其货币属性和长期投资品属性，力求提
高社会对其的共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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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字货币对未来社会造成的影响
数字货币在人类社会中第一次以极其
低廉的成本，为具有各种共识的集体提供
了影响外在世界的有效工具，无论该共识
集体是中心化的还是去中心化的，且难以
被政府彻底销毁。萨尔瓦多国将数字货币
作为法定货币这一举动，就是这股时代浪
潮中最先被人们看到的浪花。
由于单个个体所能接收的共识是有限
的，而数字货币技术使得社会群体的共识
本身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转换为社会团
体运营的资源，可以预见，具有不同共识
的，各种形式的社会团体，如 LSBT，穆斯
林，各种跨国公司，将会陆续通过发行自
己的虚拟货币的方式来筹集资金，并以组
织的行动来为虚拟货币赋值。支持该组织
的人哪怕远在万里之外，也可以通过使用
或交易该组织虚拟货币的方式为其所支持
的组织赋值。继“现实空间”
，
“网络空间”
后，
“共识空间”将成为各国家，企业，中
心化组织和去中心化组织激烈争夺的领
域。
掌握货币发行权的跨国公司在一定程
度上成为了“无领土国家”
。Facebook 联合
Visa，Uber 等 30 多个公司创立的 Libra(天
秤座)数字货币就是标志性的例子。同时掌
握着铸币权和信贷权的超级网上银行可以
在不承担对国民责任的情况下赚取大量利
润，同时威胁到法币的信用。美国众议院
虽然于 19 年 7 月叫停了 Facebook 的发币
行动，但是难以改变世界范围内跨国巨头
发行数字货币的大趋势。
站在另一个角度，由一种主权货币来
充当世界货币会带来许多问题。一方面，
世界货币的发行国享有向全世界征收铸币
税的特权，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不公平。
另一方面，这种特权也在反噬世界货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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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国。Triffin 悖论指出 ，由于各国都需
要储备世界货币，因此这个世界货币的发
行国就有义务向别国提供额外的货币供
给，这就会导致该国长期的贸易赤字，最
终经济将被削弱，进而危及这一世界货币
的地位。美国现在面临的实际上就是这样
的情况。
理想的世界货币，应该是一种单一的
超国家货币[8]，这将是一种经济效率最高、
政治争议最小、交易费用最低的方式。正
如 Robert A. Mundell 所说“货币的最优数
量，就像神的最优数量一样——是奇数，
最好小于三”。[10]试想，一种在全世界发行
的，将绝大部分铸币税花费在提高世界人
民和未来人民生活福祉的世界货币，相比
于主权货币，必然更加公平高效。
1978 年，Ned Block提出了 China Brain
实验，即“如果十亿中国人每人一个对讲
机实时与其它人保持实时通讯，那么整个
中国作为整体会不会产生独立意识？” [11]
[12]。China Brain 问题是一个更普遍的问题
的特例，即是否可以在其它更大的意识集
体中存在意识。
以算力论，由 14 亿人构成的神经网络
【 】
包含了 1023 至 1024 个可塑性突触。a China
Brain 这个系统没有产生较高级智能的原
因不在于算力不足，而在于“对讲机”或
“微信”作为一个通讯与合作协议性能和
效率实在太过低下。数字货币技术给了个
人足够的激励去参与组织工作，而部分或
整体的去中心化则保证了组织的鲁棒性和
民主性。这类组织有能力在不影响政权稳
定性的前提下，深入到行政指令难以高效
处理的领域，如同白细胞一般提高整个社
会的运行效率和群众福利。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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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公益币系统对社会的辅助作用
Fig.7 The auxiliary function of public welfare
currency system to society

如图所示，政府指令可以类比为中枢
神经系统，而去中心化的辅助组织可以类
比为细胞之间非神经的信息通信与合作机
制。两类系统互相合作，互相影响，共同
提升社会效率，提高人民幸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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