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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佩斯库：我不讲奴隶能听懂的任何语言 

更新： 

波佩斯库被严重低估和忽视了。他不仅是计算机技术的大牛，而且熟读经史哲学，深谙政商

运作和现实世界的逻辑。另外，确认他是罗马尼亚人，东欧的背景，让他对比特币的理解无

疑更有独到之处。

I'll Be Your Mirror
The Velvet Underground - The Velvet Underground & Nico

Original 不懂经也叔的Rust 7/5不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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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这篇文章不是很圆满。在该文的评论区，波佩斯库和读者的问答中，有一些很有启发性

的内容，值得摘出来和大家分享。另外，波佩斯库还有一篇文章，确实是直接针对穷人的，

而且非常辛辣，让我的自尊心感受到了强烈的擦伤。忍着剧痛，一并翻译出来附在后面，供

大家感受。

后面会再分享一点他的经典文章。另外，强烈推荐本号倾力打造的“比特币特辑”，含《区块链

人》、《货币战争》、《未来的钱》，等重磅内容，以及信息时代的致富圣经《如何不靠运气获

得财富自由》，详情移步公众号下方 付费合集 频道或加微信：caimouan 了解购买。《主权个

人》其他篇章同样移步公众号下方专栏内阅读。

米尔恰·波佩斯库，有人说他是罗马尼亚人，也有人说他是波兰人；有人说他拥有价值10亿

美元的比特币，也有人说他持有100万枚比特币，是最大的单一持有人之一。总之，这是

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加密货币大玩家，最近6月底的时候，他在哥斯达黎加的海滩溺水身亡，

年仅41岁。不知道他的币，是随着他付之东流水，还是会被什么人拿到进入市场。 

波佩斯库遇难之后，“比特币杂志”网站发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有一段话非常经典。说当

年的摇滚乐队The Velvet Underground（地下丝绒），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可能只卖了1

万张，但是每个买的人都组了一只乐队。而波佩斯库有一个博客，可能只有1万人读过他写

的东西，但是每个读者都在推特上开了一个关于比特币的账号。

波佩斯库进入币圈很早，他还创办过一个交易所，现在已经停止运营；他的很多经典文章

写在13、14年。波佩斯库给我的感觉是有一种天才的狂躁，对比特币的信念纯粹而激进，

他写的东西非常黄暴，是对“现实燃烧后产生的核肥料”。我们之前介绍过，《主权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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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启发中本聪发明了比特币；而波佩斯库启发和帮助阿莫斯写了《比特币标准》一

书，已经成为币圈的经典必读书目。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篇波佩斯库的文章。我越看越觉得，就像《对比特币的最高批判》一文

中所说的，比特币是一个明显的等级社会，只是它的等级建立在知识之上的。从波佩斯库

到他的读者，从阿莫斯到他的读者，在这个游戏里的地位肯定是不一样的。

这篇文章也很有意思，虽然标题是《比特币与穷人》，但是全文并没有出现一次“穷人”。

 

比特币与穷人
作者：波佩斯库  编译：不懂经也叔

 

大卫·佩里是一个搞技术的人，他开了一个关于比特币的博客。最近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毫无疑问，无论什么系统将取代当前的系统，不管它是不是比特币，最终它都需要一个补

丁，然后是另一个，一个接一个。因此，我建议，不管银行家是否喜欢，我们不仅有责任

取代当前的系统，而且我们还必须注意永远不要成为银行家。

比特币是去中心化的，它不会出现银行固有的单点故障。比特币小巧、简单又便捷，它避

免了银行一直面临的大面积攻击。比特币是社区，社区就是比特币，虽然我们还很小，但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有机会决定自己的成长模式。让我们确保社区始终理解我们今天在这

里做的事，并且认识到什么时候应该重复历史。

这一天可能是在很遥远的未来，但是我们必须未雨绸缪。我们正在培植货币革命的根基，

需要确保它健康且深刻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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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引文前面还有五百多字，都是在对一个庞大的、理解不透彻的主题进行幼稚的总

结，是毫无意义的散文，高中生作文的水平。当然，在学校的老师可能会给它打个A或者B

的分数，因为这就是人们对青少年最合理的期望：沉闷的、无聊的、不知所云的总结、总

结，总结的总结。只要不是太荒谬，就能得到A。

顺便说一下，这种情况也普遍发生在互联网上，因为这就是人们对20多岁的人，甚至很大

程度对30多岁的人的期待。所以，通常情况下，读这种文章，就好像你跟某些人以那种特

有的手势握手，然后各自走开，相忘于江湖。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这样，除了……在这一段话中，有错得非常离谱的地方。

 

首先，“我们必须注意永远不要成为银行家”的概念就很荒谬。《纽约时报》的老式网络印

刷机可能会被我这样的博客或者其他的数字方法所取代。但是，编辑的工作并不会消失。

字母依然会组合成文字，文字仍然要被策划。这就需要编辑。不管他是双手沾满墨水，肺

部充满铅尘；还是打电脑打得手腕疼，眼睛被显示器刺激成粉红色。编辑就是编辑，他不

会消失。

专栏作家也是如此，不管他是受雇的还是独立撰稿人，不管他是给报纸投稿还是给自己的

播客写作。专栏作家不会消失，就好像人们不会放弃文字而使用数字进行交流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会成为银行家。不管是在这个系统还是那个系统，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方的

还是圆的。只有钱存在，就会有人成为银行家。当然，不是所有的人，如果一个人不愿意

的话，他也没必要成为银行家。但是，银行家会永远存在，或者准确点说，只要货币存

在，银行家就会存在。

这里我们要回到现实，我们要注意一点：各种半生不熟的思想家，还有几乎所有在社会边

缘的文化人，所有的“活动家”、“无政府主义者”和“CM主义者”，以及其他所有声称怀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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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无法面对世界实现价值的人，都把比特币当成一种来自上面的礼物，是他们的爸爸做

好直接送给他们的。

荒谬至极，比特币绝对不是他们认为的那样。反资本主义者不会因为有了比特币而更容易

成功，相反会更加困难。反社团主义者（合作主义）也是一样。尤其是SC主义者，更是如

此；那些鄙视等级制度和假装追求平等的人，在比特币面前，是死路一条，毫无成功的可

能。

如果不能上溯到耶稣降生，至少自从维多利亚女王以来，比特币是人类社会发明的最保守

的东西。比特币将让所谓的“累进制”税收计划崩溃，让任何形式的公共福利都站不住脚，

让所有假装与他人平等的做法显得滑稽可笑。

比特币生来不是“运作社区”的，恰恰相反，它将使社区无法运作，甚至使每个人都对社区

不感兴趣。当比特币把这些附加在政府制度上的垃圾都扯掉，当我们回到更类似于内战前

奴隶制国家的状态（而这正是我们前进的方向，这也正是冲突所在：大政府和个人之见的

斗争——不幸的是大政府赢了），显然我们将会更好地理解这一切，毕竟，事后诸葛亮。

 

让我们再回到佩里的文章。“比特币是去中心化的，避免了银行固有的单点故障”，这句话

也是胡说八道。银行有什么单点故障？比特币怎么就是“小巧、简单又灵便的”？就因为这

个该死的区块链已经有几十亿字节了，而实际上还没人使用它？要使用比特币，先要花50-

100个小时做研究，这算哪门子的“简单”？这跟银行直接把信用卡寄给高中生能比么？

还有，在这个绿色的星球上，什么才算是“大规模的攻击”？所有读了这篇文章的人，如果

还在反刍回味的话，都赶紧停止吧。银行根本没有面对什么“大规模攻击”。事实上，持有

比特币的普通人，比银行遭受攻击的机会和面积要大得多（这主要是因为，正常的银行不

会一个口袋装着保险箱，另一个口袋里装着钥匙，就去那些肮脏可疑的酒吧或窑子）。今



7/21/2021 波佩斯库：比特币与穷人【加强版】

https://mp.weixin.qq.com/s/I49uZfM9Sn4OK6e0JiB3zQ 6/13

年，被“黑客”黑走的比特币占总货币量的1-10%。如果有一天银行系统被黑掉了0.1%的

M3，你可以打电话给我，我会赔。

 

这篇文章中最让我反感的是，“比特币是工人的联盟(worker’sunion工会)，工人的联盟

是比特币”。这好像是从娜德斯达·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老婆）那里或者其他废话中复制

粘贴的。完全胡扯。根本不是。比特币不是“社区”，比特币只是数学。它不关心任何社

区，它也不，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比特币矿工在写入，写完之后，继续往下写。你所有的虔诚和智慧，都不能引诱它回头取

消半行；你所有的眼泪，也无法洗掉它的一个字节。”

 

这就是比特币。宛如命运。一旦你发出一笔交易，然后搞各种守夜人活动、玻璃人活动或

其他抗议活动，想让它返回，你可以试试灵不灵。

比特币就是天命。它完全在人类的机构之外运作，即使是（可能是）某些人创造了它。你

们对中本聪了解多少……比特币也可能是自己创造了自己。

命运的法则很简单：顺之者昌，做对了，你就是它的一部分。做错了，你就会蜷缩在黑暗

的角落里，搞不清楚哪里出了问题，怀疑为什么“主流”会压迫你。

而实际上，“正确的事情”与“社区”的想法、愿望或想象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归根结底，这是数学。

评论区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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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为什么说比特币让反公司主义者（社团主义）更难成功？

波佩斯库：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说挖矿吧。要很好地运行ASIC进行挖矿，需要上亿美元

的资金，谁有这么多钱？当然是公司。

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公司是把自然人的生理存在与某些风险隔离开来的一种工具；比特币

使用的假名机制刚好与此不谋而合。

换句话说，能与比特币进行互动的、几乎是唯一的途径就是公司。在现实生活中，你根本

不可能知道到底是谁拥有这些比特币，反公司主义者怎么反？网络请愿么？

 

问：ASIC挖矿便宜又容易，人人都可以。“只有公司才适合与比特币互动”，你能解释一下

么？

波佩斯库：如果人人都能用ASIC挖矿，那你就必须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不那么做。普通人要

用ASIC挖矿，首先必须制造出ASIC矿机，而要制造它，就有一些成本和技术要求；这些条

件只有少数人和公司才能满足。

到目前为止，公司在比特币领域的优势是无与伦比的，现在有那么几家，可能不超过五家

公司，他们的挖矿设备还没开始制造，就已经收到货款了，订单排到很久之后。这还不足

以说明问题么？公司当然是缓慢又愚蠢，但总的来说，比特币是一个关于企业的梦想，虽

然它看起来是个人主义的梦想。

“你能解释一下吗？”：你要有一个地址才能持有比特币。这个地址不是你，而是根据某些

标准对你的有限代表；而这恰好就是公司的特征。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说：

1、你有一头牛，你可以直接拥有它，可以自行把这头牛送给别人或者卖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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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你有一家公司，该公司拥有一头牛。在闲的蛋疼的时候，你可以用公司CEO的身

份，把这头牛卖给别人；你还可以用公司股东的身份，把公司（连这头牛一起）卖给

别人。

比特币更像是第二种情形（你既可以转让比特币，也可以转让钱包），而不是第一种。

 

问：我不是很明白，比特币作为纯粹的数学，怎么能克服和打败税收？纯粹网络的东西确

实可以避税，但它总需要和现实有一个接口，不然就没有外部性。如果我是政府，我会下

令用消费税代替收入税和财产税。如果有一家草莓店，我会派一名同志蹲在门口，每一个

从里面出来拿着草莓的人，都要交10%的税。

波佩斯库：草莓没有价值，我不是说它的价格不高，而是说它根本没有价值。这是信息时

代，你知道吧，信息不是草莓。在信息时代之前，有过很多不同的时代。在那些时代草莓

也不值钱，不过那是拿草莓和精锻剑相比。现在这个时代，则是“相对于知识而言的任何物

质”都不值钱。你不可能把一个人脑子里的东西拿走10%，你怎么收税？

另外，你要问一下，为什么店门口的那个守卫能挡住你，却挡不住我。

 

问：如果比特币成为货币，政府还是有一种税可以征收的，就是土地税。电子商务确实难

以追踪，但是土地始终都是物理现实，所有的财富都来自于此。这种税以前也提出来过，

但政府有更多容易采摘的果实，所有一直没有真正实施。新的经济现实可能使它成为一种

选择。

波佩斯库：我只需要很少的土地来经营企业，这些企业比任何政府都要高效得多；其他所

有人也是如此。当然，它可以对土地征税，这个想法其实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实

施过。由此产生的政府和查理一世的政府差不多，而后来他就被克伦威尔绞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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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拥有的技术和武器，克伦威尔一件也没有；我不会使用更不需要他和他的阵营生产

的很多东西。你觉得你的查理一世在这个世界上能活多长时间？

 

问：“回到更类似于内战之前奴隶制国家的状态（这正是我们前进的方向）”。这句话最好

修改一下。这相当于说，告诉奴隶们，对他们来说，他们的主人比今天所说的“大政府”还

要恶劣。在这个系统（我的理解是比特币）里，普通个人不会被赋予权力，少数人将成为

帝王，掌握对其他人的生杀大权；而剩下的人，就算不是奴隶，也不过是农奴。

波佩斯库：我不说奴隶能听懂的任何语言。这是他们自己的缺陷。

问：你怎么知道这是他们自己的缺陷？

波佩斯库：因为它从来就没变过。如今，我不会讲任何Reddit社区屌丝能听懂的语言，尽

管他们也假装在使用英语。Reddit社区同意“XT共识”，而我说加文必须滚蛋。看吧，没有

共识，加文走了。

奴隶的想象，和他根据19世纪的历史现实所重构出来的情景没什么不同。什么“赋予权

力”，什么“帝王将像”。根据他们的偏见，如果我有一个企业，那不是我自己做出来的，而

是奥巴马给我的，我必须经营好。

抛开这些自恋的想法，你会看到赤裸裸的现实：奴隶之所以是奴隶，因为他们就是奴隶，

不是你把他们变成了奴隶。因此，一个人没办法让奴隶获得自由，他所能做的就是假装已

经做到了，而不是为了追逐这个空洞的、不可能的幻想去毁掉自己的生活。

 

 

文二：
比特币不适合你，它不是为穷人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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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样，这一次我们确实同意，让我把话说明吧，你们可以走开了。

比特币从来不是为你准备的。它不是为穷人准备的，它从来不是为那些多愁善感但毫无价

值的、沉迷“社交媒体”的流浪汉准备的，也不是为那些不务正业的“活动家”（又称诈骗

犯）准备的。比特币不适合你。

既然我们在讨论比特币，有必要消除一些神话。

 

一、认为比特币必须由你来使用才会有价值，是完全错误的。

你相信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是一种纯粹的宗教信仰，和认为有一个神奇的茶壶在天上旋转

的想法完全一样，后者还更简单。

你相信你是人，而且严格来说，在某种可笑的意义上，你认为一些事物与其他事物都是平

等的，你是完全地、彻底地、自有自我地与其他所有人、曾经存在的或可能存在的人，是

完全平等且幂等的（数学概念，发送一次或多次请求引起的边界效应是一致的）。

这也是一种宗教信仰，尽管比起通常所谓的宗教，它更像是一种心理病态，与诵经的佛教

徒和热衷斩首的极端分子在一个轨道上。这种人胡言乱语的程度肯定已经超过了极端分

子，在精神分裂的海洋上漂浮。

 

你把这两者放在一起，得出的是一个可以直接证伪的想法：比特币要想有价值，对你来说

必须是有用的。

现实显然并非如此：以你的血统出身，可能无论如何也买不起汽车，但汽车仍然是汽车，

而且有价值，那些买得起的上等人都在享受它。你的家族中没有人穿鞋，并不意味着鞋子

一文不值，或者“没有用途”；也当然不意味着鞋子应该做不同事，换一种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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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好好学一门手艺，然后结个婚，用你的生命去做一些事情，这样你也可能享受到穿

鞋的荣耀。也许在遥远的未来，也许很快。

 

二、认为比特币要持续存在就必须“做好事”，这也是完全错误的。

比特币所带来的改变，让它可以搞死你所有的朋友，所有你尊重的人，还有你的小猫咪。

它可以在你的饮料里撒尿，侮辱你的友谊，XX你的宠物。

如果一道闪电击中了你坐的地方，无论你感受到温暖的抚摸，还是燃起炙热的仇恨，都是

无关紧要、毫不相干的，电流就在那里。如果明天你的房子被烧毁了，别人会建议你多加

小心；但没有人能改变火焰。

从更广的层面说，这个世界不是建立在你的情绪之上。无论你爱还是恨“世界和平”，或者

既爱又恨，或者既不爱也不恨，对于世界和平都没有一丝的区别。

比特币不是一款产品。它不是皮带，你觉得勒得紧就可以调松一点；也不是发动机，如果

热得太厉害就可以降速降温。

比特币是一个法则，如果你对它的运行方式不满意，那么要改变的是你。就好像你觉得地

心引力影响了你的飞行计划，那么你必须调整你的计划。你不可能改变引力法则。

而且也不存在所谓的投票法则。能投票的东西是法律，而不是法则。投票真的一点都不重

要。

 

还有一些很蠢的事，也是那些只会讲英语这一门语言的木偶们喜欢相信的。比如认为他们

很有创造力；其实根本不是，而且我不是说他们不是最有创造力的，我是说他们低于平均

水平，而且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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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认为他们是“文明的”（上帝保佑），他们见过的唯一的做事方式必然是最好的（有空

的时候读读伏尔泰吧）。他们还认为VC（风投）都是有钱人，是重要人物；根本不是，完

全不懂。

其他还有很多，不胜枚举，但是就这样吧。让我们保持简单和甜美，与那些被囚禁在成人

身体里的5岁孩子般的理解力和注意力保持一致：你们可以走开了，走吧。

比特币真的不适合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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