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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帝国

[埃及]萨米尔·阿明

  内容提要 美国的霸权计划确定无疑是最野蛮的帝国主义,其实质是把

社会思想简化为庸俗经济学的教义,把武力置于统治资本的控制之下,割裂统

治资本与任何人类价值体系相联系,一心谋求短期内统治资本财务收益的最大

化;美国生产体系远不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相反,在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

梦想的真正自由市场上,美国生产体系没有哪个领域可以确信击败竞争对手;

美国不会放弃非对称的自由主义的实践,因为这是它弥补赤字的惟一途径,美

国的繁荣正是以别国的停滞为代价的;审视罪孽的美国霸权计划与由三个超级

国家(美国、欧盟和日本)主导的资本主义的现实之间逻辑,人们可以理解美国

霸权计划有强势的一面,也有弱势的一面;亚、非、拉人民必须跨越三大洲而团

结起来,希望应对当前华盛顿新纳粹的行动早点到来!

  关键词 美国经济 霸权主义 帝国主义 新自由主义 非对称的全球化

第三世界国家对策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苏联的崩溃,美国的统治阶级无论是民主党,
还是共和党,开始实施一项霸权计划。美国凭借其军事实力野心勃勃,还从未

遇到来自任何竞争对手的有力挑战,它采取旨在“全球控制”的军事战略,企图

强化其霸主地位。这项战略计划在早期的一系列军事干预中———在海湾、南
斯拉夫、中亚、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得到实施,引发了无休止的战争。它是

由华盛顿单边制定和决策,标榜为“美国制造”。

  与这项霸权计划随之而来的政治手腕,无论是打击恐怖主义、反毒品走

私,还是指责生产大规模武器,都是在为实施霸权计划寻找借口。当人们联想

起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发明———轻而易举地找到恐怖主义对手,而不管

它是塔里班还是本拉登时,所有这些为实施霸权计划而寻找的借口就昭然若

揭了。

  收稿日期:2003-11-7

  作者简介:萨米尔·阿明(SamirAmin)(1931- ),出生于埃及,受教育于巴黎,是国际著名的

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经济发展理论和社会科学的比较文化批评方面很有建树,积极倡导发展中国

家有意识进行自我依赖的发展。他现是设在塞内加尔首都达格尔的第三世界论坛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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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今天指责伊拉克和北朝鲜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明天可能会很方

便地把矛头指向其他任何国家,反衬美国自己使用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
种指责就会淡然失色。美国在广岛和长崎使用了原子弹,在越南使用了化学

武器,还威胁在将来的冲突中进一步使用核武器。因此,这些借口不过是宣传

工具而已,套用歌拜尔斯(Goebbels)的话说:它们在操纵美国舆论上也许还起

得点作用,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却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先发制人的战争”思想,现在华盛顿声称是自己的一项“专利”,它完全抛

开了任何国际法的理念。联合国宪章规定除了合法自卫外禁止诉诸于战争,
它允许在非常严格条件下进行军事干预,并且任何行动都必须经过慎重考虑,
都必须是暂时的。国际法的所有专家都清楚,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战争完

全都是非法的,因此,这些对战争负责的人也都是战争罪犯。事实上,现在美

国正伙同其他国家,同当年法西斯国家对待国际联盟一样来看待联合国。

  抛弃全人类的共同人权已经甚为嚣张。所有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已被对

“优等民族”(日尔曼语)和其他民族的歧视所取代,也就是美国民族及其后的

以色列民族是优等民族。只要除美国优等民族之外的其他民族不对美国成为

全球霸主的目标构成威胁,它才会被容忍生存下去。优等民族为它自己和它

的支持者的利益,有权征服任何它认为必要的生存空间。

  美国统治阶级认为国家利益是赋予他们的权利,试问这种国家利益是什

么呢?

  美国统治阶级只认一个目的———那就是赚钱。北美国家公开满足美国跨

国公司主导的资本需要。

  在华盛顿眼里,我们因此都成为了“红皮肤”,这是对土著美国人的蔑视性

称谓,就是指那些不阻碍以美国为基础的跨国资本的扩张才有权生存的人。
我们已经预言,不管使用任何手段来抵制美国,都将遭受打压,如果必要可能

遭受灭顶之灾。人们会质问,美国毫不犹豫地会以受害者损失3亿美元的代

价来谋求美国跨国资本获得额外的1500万美元的利益。借用美国总统老布

什、小布什或克林顿的话说,“流氓国家”甚嚣日上。这正是美国自己。

  美国的霸权计划确定无疑是最野蛮的帝国主义,但它不是安东尼奥·奈

格瑞(AntonioNegri)提出的那种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因为它不是志在管理

全球社会,以便更好地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和谐的资本主义体系。相反,它仅仅

志在掠夺它们的资源。所有这些实质是把社会思想简化为庸俗经济学的教

义,把武力置于统治资本的控制之下,割裂统治资本与任何人类价值体系相联

系,一心谋求短期内统治资本财务收益的最大化。统治资本隐藏在资本主义

与生俱来的野蛮扩张之中,以绝对服从所谓的市场法则的需要来取代人类价

值。

  贯穿美国历史,美国资本主义已表现出比欧洲的各种资本主义更易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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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步骤。在政治上,美国政权内在地服务于经济而别无其他,完全消除了

经济与政治间的冲突和利害关系。针对土著美国人的种族灭绝、对黑人的奴

役、以及由统治阶级一手操纵,以牺牲阶级意识的成熟为代价,相继地向美国

进行的移民浪潮,而导致的伦理和种族的冲突,所有这些共同促成单单由美国

资本党专制的美国社会的政治寡头。资本党的两个派别共同分享全球霸权的

图谋,虽然他们向不同的“选民”美言相诱,但是,他们还是在不到美国选民一

半的投票中产生,美国社会对它的制度有充分的信心,却烦得去投票。

  得益于传统,社会民主工党和共和党标志了现代欧洲政治文化的形成,而
美国社会却没有得益于这种传统,因而缺乏可操作的意识形态工具来允许它

抵制资本的独裁。相反,资本铸就了美国社会思维方式的方方面面,并依靠强

化深层的种族主义来重塑美国社会,这种种族主义纵容美国社会构建优等民

族的出现。“花花公子克林顿,西部牛仔布什”:这个来自印度的广告语正强调

了这个经营所谓美国民主的惟一资本党的本性。

  因此,美国的霸权计划不同于我们熟悉的古代和现代历史上的霸权,后者

仅仅是为了取得霸权。不管是基于经济的剥削,还是政治的不平等,后者所包

含的一系列问题都有着内在一致的答案。相反,美国霸权计划从其单一和极

为片面上讲,无疑更为野蛮,也是基于优等民族的理念之上。一些美国自由主

义学院派认为,美国的霸权是“温和的”,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美国的霸权计划如果要继续进行,它只能会导致进一步的混乱,这反过来

又持续要求更为野蛮的管理,而无法顾及战略性的长期谋划。最后,华盛顿甚

至不会再企图扶持它的真正盟友,这在于华盛顿一直得需要他们明白怎样做

出让步。伴随武力支撑美国 “不可战胜”的信仰,像阿富汗的卡尔扎伊政权这

样的傀儡政府将会更好地管理事务。

  审视罪孽的美国霸权计划与由三个超级国家(美国、欧盟和日本)主导的

资本主义的现实之间逻辑,人们可以理解美国霸权计划有强势的一面,也有弱

势的一面。

  如同一些非反思性的媒体所倡导的,一般舆论认为,美国军事力量恰恰构

建了冰山之颠峰,它展现了美国优势在各个领域的扩张,在经济领域尤为显

著,但也表现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因此,这种舆论认为,臣服于美国自称的霸

权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对美国经济现状的考察使得这种观点大打折扣。美国生产体系远

不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相反,在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梦想的真正自由市

场上,美国生产体系没有哪个领域可以确信击败竞争对手。美国贸易赤字逐

年增加,从1989年的1000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4500亿美元。而且贸易

赤字实际涵盖了生产的各个领域,美国在高科技领域曾一度享有盈余,

1990年盈余为350亿美元之多,今天也变成了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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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丽亚娜火箭与美国航天航空局的火箭之间的竞争,同样存在于空中客

车与波音之间的竞争,表明美国现有优势的脆弱性。美国制造商必须面临来

自欧洲和日本高科技产品的竞争,面临来自中国、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及拉丁

美洲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制成品的竞争,还面临来自欧洲和拉丁美洲南锥体国

家农产品的竞争。美国如果不求助于非经济的手段,它就很可能不能在竞争

中取胜,美国采用非经济手段明显违反了自由主义的原则,但是却把自由主义

的原则强加给了它的竞争对手。

  事实上,美国只在军工领域享有比较优势,这恰恰因为这个领域很大程度

上在市场法则之外运作,并得益于国家的支持。军工的发展可以给人类带来

一些好处,网络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它也造成了阻碍许多生产领域

发展的严重畸形。美国经济是寄生于世界体系中其盟国的经济削弱之上的:
“美国工业出口的产品占美国工业消费的进口产品的10%”(艾莫纽尔·托

德,《帝国之后》)。

  克林顿时代的经济增长,被吹嘘为是欧洲不幸拒绝过的“自由主义”的结

果,事实上克林顿时代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虚假了,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

能推广为一般化,因为它依赖于资本转移,而这意味着盟国经济的停滞。从实

际生产体系的所有部门来看,美国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并不比欧洲好。“美国

奇迹”完全是由于不断扩大的社会不平等所导致的消费增长支撑的,例如,表
现在金融和个人服务业、律师业和私人警卫业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克林

顿的自由主义为保守主义的兴起和小布什的胜利准备了条件。而且,正如托

德写道:“从精确的统计数字上看,美国的GDP开始类似于前苏联,靠欺诈膨

胀起来。”

  全世界都在生产,而实际上没有外汇储备的美国在消费。美国优势就是

强盗优势,它的贸易赤字是靠别国的贷款来弥补,不管贷款的获得是征得了同

意还是强迫而来。华盛顿正采取多种手段来弥补财政赤字,包括反复单方面

违反自由贸易原则;对臣服盟国很大程度上强加武器出口(占世界市场的

60%),如对波斯湾国家的武器出口,而这些武器从来派不上用途;以及从石油

中寻求更大的利益,这意味着对石油生产国进行更多的控制———这就是中亚

和伊拉克战争的真正原因。

  美国财政赤字主要部分是靠来自欧洲、日本和南方的资本倒流弥补的。
倒流的南方资本来自从石油富国,到第三世界的各国,甚至最穷国家的买办阶

级,以及强加于世界体系中所有边缘国家的额外债务收益。这种持续的资本

倒流滋养了美国经济的寄生性,允许这个超级大国一天天生存下去,其背后的

原因无疑是复杂的。但是,它们却与设定的市场法则无关,这些市场法则虽然

曾一度被认为是理性的和不可更改的。

  占统治地位的跨国资本与资本主义三巨头之间的联盟是真实的,这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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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它们为什么重振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美国被看成是它们共同利益的维

护者,必要时还可以诉诸于武力,虽然美国几乎不愿公正地分享领导者的好

处;相反,美国企图把它的盟友变成奴仆,只愿意向三巨头中的低一级盟友做

出轻微让步。统治资本的利益冲突会导致大西洋联盟的崩溃吗? 希望很小,
但并不是没有可能。

  真正的冲突存在于另外一个层面,那就是政治文化方面。在欧洲,一种打

破新自由主义的左的选择仍是有可能的。然而,这要求放弃这种空想,这种空

想以为美国会同样屈服于它强加给别国的新自由主义的规则,会与欧洲资本

在同一游戏层面上竞争,并允许欧洲有独立的外交政策。直到目前,欧洲一直

乐意把资本盈余存放在美国,然而,这些资本盈余本来能够被用来发起新一轮

的欧洲经济和社会复兴。正是没有这些资本盈余,欧洲新一轮的经济和社会

复兴才是不可能的。然而,如果欧洲以这种方式优先关注自身的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话,美国经济表面上的安康将会崩溃,美国统治阶级将会遭遇自身的社

会问题。这就是我要说的“欧洲要么站在左派一边,要么什么也不是”的意思。

  然而为达到这一步,我们必须抛弃这种幻想,这种幻想以为所有国家都应

当或能够诚实地参与自由博弈,于是情况随后会好起来。而美国不会放弃非

对称的自由主义的实践,因为这是它弥补赤字的惟一途径。美国的繁荣正是

以别国的停滞为代价的。

  那么,有益于美国的资本流动为什么一直在持续呢? 可能因为对许多人

来说,美国是富人的国度,是最安全的避难所,这正是第三世界的买办阶级在

美国投资的原因所在。但是,欧洲的态度又怎样解释呢? “自由主义病毒”连
同认为美国会不再违规、将接受市场规则的幼稚想法,在公众舆论中很有影响

力。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奉为信条的资本自由流动的规则,使得美国可以抽

取其他地方产生的财政盈余来弥补它的财政赤字,然而其他地方产生的盈余

也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对此美国却仅仅特别选择地去遵从。然而,对于

统治资本来说,这种制度的好处胜过了它的不便———这是为了确保这种制度

的永存而向华盛顿支付的费用。

  那些所谓的“贫穷的债务国”被迫偿还债务,但是却有一个负债的强国从

来不会偿债。美国选择的军事计划应当从这个意义上来分析,这允许美国只

靠这种手段来实现它的经济霸权。

  美国生产体系弱化的原因是复杂的。这种弱化当然不是偶然的,比如,它
不可能通过采取一种合适的汇率,或在工资与生产力之间采取更有效的平衡

来加以恢复。相反,这种弱化是结构性的。美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危

机,而这场深刻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国普及教育和培训的低劣,它正是

对私人部门推崇而损害公共部门,以及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的产物。

  因此,我们感到非常惊讶的是,欧洲远没有从观察美国赤字中得出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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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而是在积极地模仿它。这里,“自由主义病毒”同样没有说明一切,即使

它在体系内瘫痪的左派发挥了作用。大规模地私有化和公共服务的削弱,将
只会减少“老欧洲”仍在从中受益的比较优势。然而,这些措施不管在长期造

成怎样的破坏,他们都向短期生存的统治资本提供了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

  美国采取的军国主义计划现在正威胁着所有人。它表现出这样的逻辑:
为了有利于当时的优等民族而使用武力来改变社会与经济的关系。这项军国

主义计划现在引起人们的关注,完全决定了整个政治环境,因为这项计划旨在

削弱通过社会和民主斗争而获得的进步。因此,阻止美国军国主义的计划就

成了我们所有人的一项主要目标和责任。

  这场斗争的胜利将有赖于全世界人民消除对自由主义幻想的能力,因为

从来就不会有真正自由的全球化经济,这就是事实。尽管还有各种努力试图

使我们相信有悖于它的东西,诸如世界银行论文除了被作为华盛顿鼓吹民主、
善治以及消除贫困的一种工具外,别无他用。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使得这个

问题得到媒体相当程度的关注,在于他重新发现了一些基本事实,并权威地公

布了这些事实,但由于庸俗经济学的偏见,他没有得出最简单的结论。

  重建南方阵线,从而使亚、非、拉人民能够跨越三大洲团结起来,使得他们

的声音能够被世人听见,这就要求我们自己从幻想中解脱出来,这种幻想以为

非对称的全球化的自由主义能够给第三世界的人民带来福祉。看看南方国家

坚持“无差别地实施自由化原则”,以此博得世界银行的喝彩,不是滑稽之极

吗? 世界银行什么时候为第三世界利益而与美国作对过?

  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军国主义计划的斗争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参与,从
亚、非、拉的主要受害者,到被当作附庸的欧洲和日本人民,也包括北美人民自

己。我们应当向吞入火口仍奋勇抗争的勇者气概致敬,像他们的先驱者一样

拒绝顺从于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如同敢于抵制希特勒的人一样,
他理应受到历史厚予的赞誉。

  美国统治阶级将有能力实施其已经重振后的邪恶霸权计划吗? 这个问题

不太容易回答,因为美国社会的历史没有提供可能的先例。惟一的资本党在

美国的势力没有受到挑战,它至今还从未正视军事冒险,因而作为整体的资本

阶级的责任心不容小觑,小布什的权势就不仅是代表军火商和石油生产商。
正如美国整个现代史所表明的,占统治地位的力量是资本各部门利益权衡的

结果,这却被虚假的描述为“游说”。

  然而,只有资本的另一部分接受,这种权衡才能奏效。显然,政治上、外交

上、甚至军事上的挫败,能够鼓励美国政府的少数派的力量壮大起来,他们正

准备与国家正从事的军事冒险划清界限。当然,我的希望只能是这点,超过这

个限度,就像曾经希望在纳粹政权巅峰时期刺杀阿道夫·希特勒能够成功一

样天真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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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欧洲人在1935年或1937年就做出反应的话,他们就能够阻止希特

勒政权。他们直到1939年才采取行动,这就付出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代价。
让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希望应对当前华盛顿新纳粹的行动早点到来!

(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王中保译自美国《每月评论》2003年7-8月号)

ConfrontingtheEmpire
SamirAmin

  Abstract ThehegemonyplanoftheUnitedStatesisundoubtedlythemostbrutalim-
perialism,whoseessentialistosimplifythesocialthoughttothetenetsofphilistinismeco-
nomics,puttheforceofarmsunderthecontrolofrulingcapital,dissevertherelationship
betweentherulingcapitalsandanyotherhumanvaluesystem,andbuckforthemaximal
short-termfinancialincomeofrulingcapitals.TheproductionsystemoftheUnitedStates
isfarfromthemostefficientone.Onthecontrary,theproductionsystemoftheUnited
Statescannotdefinitelydobetterthanitsadversariesinanydomainoftherealfreemarket
dreamedofbyliberalisteconomist.TheUnitedStatedwillnotgiveupitspracticeofasym-
metricalliberalism,whichistheonlywaytooffsetitsdeficit.TheprosperityoftheUnited
Statedisachievedattheexpenseofothercountries’economicstagnancy.Bysurveyingthe
sinsofhegemonyplanoftheUnitedStatesandthelogicoftheleadingcapitalistcountries,

namely,theUnitedStates,theEuropeanUnionandJapan,peoplecanseethestrongside
aswellastheweaksideofthehegemonyplanoftheUnitedStates.ThepeopleoftheA-
sia,AfricaandLatinAmericashouldbeunifiedtoanswertotheWashington’sneo-Nazi-
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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