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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与中国时代将带来的好处

【保】科依克佩德罗夫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５－３０

　　作者简介:科依克佩德罗夫(KoychoPetrov),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研究员,曾为保加利亚索菲亚

科学院高级研究员.

一、导论:如何借鉴历史经验;为什么我们要重新

回归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２００８年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使我们马克思主义学者重新思考苏联解体后

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与矛盾,以及社会主义的特征与矛盾.因此我们应该尽

力在苏州国际论坛上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

　　首要问题是与１９２９年的经济大萧条相比,这次算得上是金融大萧条吗?
或者是这次的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政府与全球垄断资本在苏联解体后为了重

新分配并侵吞国家财富所采取的一系列操纵中最恶劣(极端)的一步,而其下

一步对已经建立的新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进行巩固加强.因此,这是否是索

罗斯阶段的“繁荣和破灭”的体现? 建立在错误经济基础上的文化会怎么样

呢? 我们应该相信两家美国的信贷公司———房地美和房利美———就能引起世

界范围的金融危机? 就能造成欧洲的银行系统“面临信用危机”以及亚洲出口

下降和国内需求不足,增长缓慢(具体时间: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３日).除了强大

的全球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欧银等机构的存在,假设美

国大多数银行和大公司都能得到联邦储备和其中心结构的保障.那么,为什

么最近在美国召开７国峰会决定拒绝任何外部力量的干涉? 而且在瑞士达沃

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仅仅是对危机进行了探讨,而将要进行的斗争却留待

国家内部解决.然而目前正经历痛苦的资本主义国家恰恰需要的就是“社会

主义”疗法以根除或治愈经济危机并防止其在美洲传播.最后要问的是:为什

么最近一次２００９年在美国的匹兹堡召开的２０国峰会将重点转向了以全球金

融体系调整为目的的国际结构(委员)的关注? 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到底

是什么样的?

　　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我们是否需要批判性地以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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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重新评估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该理论做进一步发展,或是我们应该欣然接

受对劳动与资本经典定义的再现,或是继续落后于西方媒体和文献的脚步?
众所周知,从经济危机一开始,资本主义作者、媒体和文献(如:«时代»、«财富»
等西方主流政治、经济和文化杂志)都在关注的问题主要包括:重新思考马克

思主义,其所选用的副标题也十分令人好奇,如“如果能从资本主义体系中最

大的金融危机中发现挽救资本主义的方法,那么对这场金融危机进行深入研

究很有价值”.这些学者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发现这场危机的真正原因和问题

所在,也不会接受将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解决方法和社会主义作为解决这次

危机的激进方案,他们的目的在于将我们重新推到已经倒塌的柏林墙后面,并
希望我们在那废墟里待得越久越好.即使现在,教会依然试图夺取对意识形

态的领导,正如德国主教莱恩哈德马克思在他的德文版«资本论»中所推崇

的:重新回归最根本的天主教价值观是理清当今混乱经济状况的重要途径.①

　　下面将列举如今代表西方世界内疚意识的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章标

题:

　　«如何修正资本主义»②一文中,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试图率先找到所谓的

“创新资本主义”,但是没能成功,因为资本主义这只狼已经浪费了太多“食
物”.

　　«未经改良的资本主义是个死胡同»③;«将华尔街打进监狱»④;«在美国金

融危机当中,全球化这个常规原因早有预知»⑤;«危机全球化»⑥;«我们需要一

个新的奇迹»⑦;«冰岛:一个变成对冲基金的国家»⑧,等等.

　　另外还有许多类似的出版物包括各类书籍,其主要目的在于揭露２００８金

融危机的原因、特征以及影响.保尔凯罗尔(PaulCarroll)与查卡谬

(ChunkaMui)在其著作«亿万美元教训»中谈到:那些忘记过去的人必然会重

复过去的错误.⑨ 但是尽管他们对过去２５年最不可原谅的７５０个经济失误

做了广泛研究,而其研究仍然停留在表面,除了指责策略上的失误或是列举这

些失误以外(如绿树融资公司的家庭贷款的４０％发放给了中低收入的消费者

并因此破产),并没有对资本主义问题进行本质剖析.他们的分析重点放在了

执行管理层的运行机制上,并认为在应对外界金融风暴时,公司内部创新氛围

能够帮助应对外部挑战.这就意味着这本书并没有提供多少有借鉴意义的经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TimeJanuary２０,２００９．
TimeAugust１１,２００８．
TimeSeptember２９,２００８．
FortuneJanuary１９,２００９．
TimeSeptember２９,２００８．
TimeOctober２０,２００８．
TimeDecember８,２００８;该文探讨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
FortuneDecember８,２００８．
TimeOctober１３,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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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验教训(理论层面上).如果一直站在反列宁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那
么我们便很难从社会大动荡包括目前这场经济危机中吸取教训.相反,我们

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从西方这些出版物中总结“为什么今天的资本主义作者又

像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时那样回归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他们能否回到凯恩

斯式马克思主义范式的公共部门和福利状态? 苏联解体摧毁了所有的智力遗

产,处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国会也以此原因反对布什),是否需要重新建立新的

(后苏联时代的)(掠夺性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阅读了西方对这次危机的分析和评价,在回答这些疑问之前,我们首先应

该回答一个基本问题:这次的危机真的是像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的那场大萧条一样

真正的金融危机吗? 或者这是本世纪最大的阴谋?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有必

要关注一下哈佛学者尼埃乐费格森(NiallFerguson)的一篇文章.他在这

篇文章当中谈到了“繁荣终结”的问题,①并与众不同地发现了触发美国金融

危机的具体原因是房地美和房利美两家信贷公司的破产.不管有多少人认可

他的看法,我们应该十分感谢这位诚实的历史记录者,以及他为避免危机升级

所提出的建议.

二、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与１９２９年经济大萧条

的比较(N．费格森的对比分析)
　　费格森教授在描述２００８年经济危机的影响时,提出了“繁荣终结”的疑

问.假如我们现在探讨的是资本主义对人民和国家最大的财富掠夺这个问

题,那么从资本主义利益角度考虑,他的标题可以改为“繁荣的终结或开始?”.
先来回顾一下此次危机的美国序幕:(１)两家信贷公司———房地美和房利

美———宣布资不抵债,因此贷款家庭和金融机构被迫减债:这就意味着随着供

给超过需求,房产迅速贬值;而后泡沫破灭.(２)投资者纷纷涉足抵押债务债

券(CDO).(３)企业纷纷贷款投资抵押债务债券.(４)随后是按揭破产:雷曼

兄弟、AIG、以及华盛顿共同基金与贷款公司因为股价迅速下挫而陷入危机.
(５)随后开始的是布什的紧急援助计划:房地美和房利美在破产后有联邦政府

收管;给予 AIG７０００亿美元的紧急援助金.(６)国会反对布什的救援计划,
称其是“金融社会主义”,因此美国股市大跌.(７)随后,亚洲、欧洲和世界其他

地区的银行系统和股市开始了全球范围的危机.

　　下面我们将对上述的学术界对目前金融危机的解析进行分析,而以上也同

时代表了媒体的观点.首先本文并不认同费格森所做的１９２９年和２００８年的历

史比较.１９２９年的大萧条的确是由股市崩盘和不良(不够集中的)银行和金融

体系所触发的.而１９３０年颁布的«史慕特郝雷关税法案»也是造成大萧条的关

① TimeOctober１３,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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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因素.但是自从罗斯福新政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施行,消除了主要资本主义国

家发生经济危机的基本前提因素.该政策是对凯恩斯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

运用,并通过兴建公共设施和建立福利制度,并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各

种金融组织的成立和发展而建立形成了中央调控和计划.另外如果从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开始各种经济问题就开始出现,那么这都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和里根的

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政治的新政所带来的(历史的倒退).而弗莱德曼主义的主

要目的是避开社会主义政治家的注意制造一个陷阱.而随着苏联领导人戈尔

巴乔夫的陨落,一个在俄国和东欧建立起来的先进的社会主义文明就这样被摧

毁了.

　　因此,在２００８年美国金融危机问题上,特别是布什的紧急援助计划问题

上,只要是上过中学的人都会疑惑:布什,在面临多年经济数据所显示的经济

问题和手中的美联储大权,为什么不能挽救濒临倒闭的房地美和房利美? 要

知道这可比在危机发生后挽救 AIG 和其他公司要容易得多.为什么布什不

是直接援助那些企业而是选择了漫长且高风险的国会之路来走? 费格森教授

对这个世纪难题给出了圆满的答案:当房地美和房利美濒临倒闭时,许多人惊

奇地发现中国
１
５

的外汇储备是美国国债.中国积累了大量美元债券.如果美

国发生经济危机,中国所受的损失将是最大的.① 显然布什的紧急援助计划

是一个阴谋:中国的损失以千万亿计.美国持有的国外货币太多.而由于中

美之间的金融合资十分频繁,他们常称后者为“中美国”.而后美国限制从中

国进口,造成了中国６００００家工厂关闭,百万工人失业(而中国为避免外部干

扰和经济萧条在基础设施领域大力投资).通过这种方式,美国金融自由化

了.而美国接下来要做的是伪装并四处宣传美国支出过多,而中国和印度储

蓄太多.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无耻的非法手段动摇俄罗斯经济,包括利用乌克

兰的非法阴谋组织俄罗斯向欧洲供应天然气.由于以上一系列的操纵,新兴

经济力量同时也是美国的最大挑战,中国和俄罗斯的的经济和市场受到撼动,
其股票市场目前一年下跌４０％.

三、苏联解体后,美国时代延续至今,
中国时代会带来好处吗?

　　以上对与当前全球经济危机得与失的阐述中存在几个原则性的问题:为
什么苏联灾难性地解体了? 苏联解体后,真正的美国时代建立起来了吗? 或

者在那之后一直是混乱的,并一直延续到当今的危机? 当前和未来中国作为

一个领导性文明国家的定位和作用何在?

① TimeOctober１３,２００８,pp．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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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众所周知,苏联诞生于１９１７年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苏维埃联盟建立

并实现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型,这个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资本主义国家饱受最大经济危机之苦时,依然屹立不倒.在其实施社

会主义五年计划短短十年后,苏联成功地成长为先进的工业国家(位列第二和

第三).作为最出色的欧洲和俄罗斯历史学家,梁赞诺夫斯基教授(美国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这样写道: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成

功.苏联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伟大的工业国家.① 而所有的成功都应归功于

新的社会主义的组织、管理、计划和调控方式(这些也是资本主义的经理们和

专家现在一再强调的).这一套社会主义的做法不仅为社会主义社会打下了

经济和文化的良好基础,同样也使资本主义国家走出了大萧条.正如杜阮提

(Duranty)所说:社会主义者的伟大使命在于圆满完成从落后的农业工业向机

械化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从房地产支撑产业向自给工业的现代范围内的转变,
从远远落后于西方工业时代的封建主义向走在西方之前的社会主义的转

变.②

　　因此,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运用苏联社会主义

的组织和管理模式而成功摆脱危机重现开始.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的大萧条彻底

结束了建立于１８、１９世纪以私有制为基础,包括垄断经济、自由市场经济和自

由政治在内的经济和文化体系.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开始,经典资本主义开始

进入国家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国家效仿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

主义方式,公有制和福利措施为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罗

斯福新政缓解了马克思所发现的经典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包括生产力

中公共特征的增长与私有制和挪用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和分配与消费间的

矛盾.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开始,随着国家资本主义和随后的全球资本主义(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建立,资本家和劳动者间的阶级斗争进入了新的时代,并
具有了新的特点.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上半期随着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Khrushchev)当政以

及赫鲁晓夫主义新政的确立,苏联时代开始走向衰落.赫鲁晓夫草率(毫无根

据无知地)地反对斯大林的冒险和改革,使得整个社会主义世界、共产主义和

国家运动进入了不可想象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危机.可以说赫鲁晓夫主义不但

改变了苏联时代的面貌,同时也改变了历史的面貌.而这个现象出现的时间

(正如梁赞诺夫斯基教授所注意到的)恰恰是共产主义在全世界传播的鼎盛时

期.布热津斯基曾说过中国和苏联的矛盾(由赫鲁晓夫引起的)只能与基督教

信仰分歧相比较.不幸的是,１９６４年赫鲁晓夫下台后,继任的勃列日涅夫(L．

①
②

N．V．RiasanovskyA HistoryofRussian,OxfordUniPress１９９３,pp．２９４．
N．V．RiasanovskyA HistoryofRussian,OxfordUniPress１９９３,pp．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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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zhnev)并没能重新恢复过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他停止

了赫鲁晓夫激进的经济改革,但是并没有停止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正是这

些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启示了撒切尔和里根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收回了社会主

义方式和组织,并倒退回了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政治的道路,而这又成为了西

方国家后来的经济危机的基础.而最后上任的戈尔巴乔夫(Gorbachev)没有

认清形势,接受了西方的错误建议,开展了以自由政治为基础的政治改革,主
要内容包括私有化和去中心化,并最终导致了令世人震惊的社会主义体系的

解体.

　　从以上的理论分析,我们并不能为美国时代说好话.因为自从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的所有成就大部分归功于资本主义

外壳下越来越多社会主义成分的运用.或者说,苏联解体过程之后,美国时代

只是一个错误的表象.而在这个表象之下,从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时间)
开始,美国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勾结协作并继续戈尔巴乔夫克林姆林反革命

犯罪和复辟,这就包括布什发动的恐怖主义战争.

　　这就是为什么上次金融危机发生时,美国现代化的种种迷人之处迅速地

从人们头脑中消失了.正如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撒切尔主义新自由基要主义的

“知识教父“之一约翰格雷(JohnGray)在英国«观察家»报中所写道的:美国

全球霸主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而这一观点也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认同,他们认

为美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失败便是不可置疑的证据.甚至埃利奥特

(M．Elliott)都以玩笑的口吻说道:纽约和华盛顿居住了许多近代的梭罗(SoＧ
lon),因此政策制定者也就不需要去哈佛的肯尼迪学院找乐子了.① 另外美国

应该学习瑞典和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模式以改善效率,并将最近世界经济论坛

上关于中国的讨论铭记在心.他是这样总结的:美国已经不再拥有１９４５年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著名的马歇尔计划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时那样在

现代化上的垄断地位.如今所有自由主义的政治家都在失势,比如日本的小

池百合子(YurikoKoike)希望成为未来日本首相,但是其政治主张却生错了

年代.②

　　而中国时代这个问题却全然不同.由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赫鲁晓夫的反华

政策,毛泽东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层面上试图加速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

转变的过程.毛泽东时代的伟大之处依旧在其意识形态领域———中国的共产

主义者谴责了赫鲁晓夫的背叛以及勃列日涅夫的调和行为,指出中国的共产

主义者从未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因此邓小平在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重新

提倡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重复列宁在俄国革命后的新经济政策.而从那时

①
②

TimeOctober１３,２００８,pp．３２．
TimeOctober１３,２００８,pp．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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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起,中国经济就开始迅速增长.同时我们不该忘记如果１９８９年中国共产党没

能成功地解决危机,那么也可能落入戈尔巴乔夫的地狱.

　　因此今天中国的问题就是———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苏联解体之后,特别是

２００８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要从资本主义的错误年代中吸取深刻教训.
因此考虑到后苏联时代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和面对的挑战,现在正是中国结束

邓小平列宁式的以资本主义手段(列宁所称的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制度

的时候,并开始以社会主义手段(更加有效的社会主义方式)建设社会主义,以
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的主导地位,恰如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所发生

的变化.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称之为中国时代.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

像杜阮提所所描述的一样,完成伟大的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社会主义变革,并超

越资本主义工业时代,将危急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带入全球社会主义的时代.
我们目前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要么中国在未来成为世界领导,带动和保护

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并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最终建立起全球社会主义

体系;要么失掉这个机会,那么２１世纪的后５０年全球将形成寡头政治体系独

霸的局面.那这并不是一个新的世纪了,而只是最坏的历史重现.

　　显然,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不应该仅仅只学习马克思主义(暂且不论温家宝

总理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学习亚当斯密的建议),还应该学习资

本主义的做法和观点.«财富»杂志的编辑问比尔鲍威尔(BillPowell):中
国是否正在衰退? 鲍威尔是这样回答的:“随着出口量下降,失业率上升,中国

必须要寻求复苏之路.但是中国长时间保持快速经济发展,且各方面表现十

分乐观———但是还须面对严酷的事实,现在到了咬紧牙关,渡过难关的时候

了:显然中国对于全球危机已经没有了免疫力.”①问题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主

义国家对邪恶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没有免疫力呢? 从逻辑上可以这样回答:
中国经济的出口项与资本主义经济或是外国直接投资联系过于紧密,特别是

与美国市场,或是(前面提到的)纽约和华盛顿的当代梭罗的联系过于紧密,以
致难以脱身.这就意味着一旦资本主义市场动乱或是出于政治原因所引起的

危机,中国就毫无抵抗力.另一方面,如果说目前中国经济状况相对平稳,那
么这主要归功于其包括银行系统在内的国有企业的领导地位.中国政府经常

通过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以及购买外国矿产、石油等其他重要能

源公司(俄罗斯、巴西和澳大利亚等)的股份来抵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

响.②

　　因此,抵御资本主义典型经济危机影响最有效的方式是走社会主义正道.
相反,社会主义国家金融和银行领域任何自由主义的改革,将不仅仅是随着意

①
②

Fortune１６,２００９,pp．６４．
TimeMarch１６,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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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和政治的衰落而放宽管理,而是一个苦涩的讽刺,要知道现在许多资本

主义国家都在讨论国有化和中央调控,而这些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开始到未来

都不仅仅是一个过渡手段而是一个进步.要保证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上的领

导地位,存在着落后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风险,要知道资本主义早就滥用了

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四、苏联解体后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各种证据表明资本主义为了避免或消除当前金融危机的影响,被迫向采

取“社会主义”靠拢,采取了临时性的社会主义调控手段.而最近的证据(一开

始就提到的)就是 G２０峰会成立的国际委员会,以调控全球金融体系为目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全球资本主义在苏联解体后将会快速且大范围地进入

最后一个阶段.从这点上,让我们来考虑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及其解决方案.
资本主义媒体中存在滥用和错用马克思主义的现象.似乎它们希望通过对资

本主义最大对手的研究来挽救资本主义体系.甚至在德国最近出版了一本

«资本论»,作者是一个教会领导,该书连续数周蝉联畅销榜.在«重新思考马

克思»一书中,皮特刚贝尔(PeterGumbel)以«共产党宣言当»中的引文开头: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和财产关系,生产出庞大的生产资

料和交换资料;就像一个魔法师无法控制他的咒语变换出来的世界.① 而目

前的金融危机便是最终证据.

　　显然,资本主义的传统问题又再次出现在当前的金融危机中:现在如何解

决巨大的(公共)生产力和财富(私有制)的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的).与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及２０世纪下半叶的经济危机不同,目前的金融危机中出现了

一条罕见的鸿沟横亘在资本主义政治和文化体系中间,并被称之为“绝望”.
托尼布莱尔(TonyBlair),这位后苏联时代著名的新劳动政治家,将这种绝

望描述为“政策真空”.他说道:问专家该怎么做,最诚实的回答便是“我不知

道”.这意味着目前的金融危机揭露了当今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的有趣的政

治和文化真空,比如说,这种真空不仅反映在政党中,也反映在各种国际会议,
如 G７、G２０和世界经济论坛上.

　　在这个意义上,让我们以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为基础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
以及托尼布莱尔和其他资本主义政治家、经济领导人和学者.事实上,首先

我们必须回答布莱尔的那个问题:问什么政治领导人和专家“不知道”,并且

“不知道该如何填满这个体系中的真空”? 要想找到答案,我们不仅应该重新

思考马克思主义,找到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还要回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

① Time,February２,２００９,pp．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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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当代史,以获得对比知识,并首先从社会主义错误中吸取教训.我们必须认识

到自从１９１７年的俄国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立以来,马克思和列宁的社会主

义道路是走出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大萧条的唯一方法(罗斯福新政),而且在今天仍

然是唯一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继续运用越来越多的社会主

义调控手段,而随后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东欧、中国、越南、朝鲜以

及古巴等.不幸的是,正如前文提到的,苏联１９５０年采取的赫鲁晓夫主义导

致了意识形态和政治的衰退,其改革改变了真正的(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因此,西方世界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撒切尔和里根也不再实行社会主义手

段,而转向了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政治.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戈尔巴乔夫错误的

市场经济策略使得私有制和解除控制手段将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彻底瓦

解.他所实行的瓦解社会主义的改革转变成了对公共财产的掠夺,并形成了

特殊的黑手党式(伦敦的麦克考利称之为强盗式的)教授的资本主义.但是,
苏联解体的最坏影响过去是现在依然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托尼
布莱尔的劳动党,意识形态的死亡.因此,戈尔巴乔夫的灾难证明了倒退回自

由市场经济是个彻底的政治错误.这个错误的政策因此在后来被西方政治家

用来摧毁苏联和东欧的经济,以及后来在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间洗劫东南亚经济.
而目前２００８年的金融危机也是同样的错误政治的结果,只不过垮台和掠夺的

外在形式不一样.布莱尔先生,尽管你的专家在理论上说“不知道”,但是实践

上,你们应该重回社会主义道路.(正如美国国会议员回应乔治布什的挽救

方案:“乔治,这是社会主义的一套.”).从历史上来看,包括填补当前资本主

义政治和意识形态真空的方法在内,已经别无他法.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我们

应该将这个定义为生产力全球化特征(经济)与保守的(意识形态上走投无路)
反对大众化的资本主义政治体系之间的矛盾.

五、在政治民主向专业民主的过渡中,政党

和贸易联盟在２１世纪的角色

　　让我们重新回顾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创造的庞大却又无法控制

的生产资料这一理论,这种情况在当前的金融危机中反复出现.假设在大萧

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通过采取社会主义的调控手段进入到了帝

国主义阶段和全球资本主义(这是马克思和列宁未曾预见的),那便意味着如

果今天运用这些手段的话,问题就能得到解决,目前的金融危机就能结束.理

论问题是:这种全球资本主义在一个意识形态已经死亡的政治体系下还能存

活多久,这个政治体系不顾人民利益和需求、不顾历史和国家的进步,而要解

决目前的经济危机必须要使用社会主义的调控手段.换句话说,是这样一个

问题:如何解决２１世纪经济基础(其发展甚至超前于这个时代)和政治上层结

构(倒退回中世纪)之间的新矛盾? 也就是说如何填补托尼布莱尔所认为的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第３０辑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与中国时代将带来的好处 ７９　　　

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真空?

　　要想得到一个科学的答案,首先应该解释清楚苏联和东欧国家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的社会主义灾难的政治和经济原因,这是当代历史上唯一一个领导性

的先进文明的解体.这就意味着我们首先应该解决戈尔巴乔夫沟壑,这样才

能更快地消除布莱尔真空.

　　我们的研究表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垮台的原因是,２０世纪后半叶,也
就是建设成熟社会主义阶段,政治体系中开始了意识形态退化的过程,并以

“代沟”的形式出现在这个体系中.而这个“代沟”出现的原因是体系中政治代

际关系连续性关系形成方式有问题;比如说政治上层建筑的主要子系统政党

和贸易联盟之间.许多人将贸易联盟的特征和它作为政治子系统的作用有所

误解.尽管政府在改革过渡期中起到重要作用,而贸易联盟的作用次之,但是

在建设发达社会主义阶段,两者的地位和作用需要互换;现在,政治接力赛的

赛棒应该交到贸易联盟的手中了,这是代际转换的客观法则,其目的也是为了

通过从政治(政党)民主向专业(联盟或是全国、全民)民主的转换建立更高级

(发达成熟的)社会主义民主.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１９２０年１１月召开

的第五届全苏代表大会上出现了著名的工人集体抗议运动,工人自发地提出

了政党和贸易联盟关系这个根本性问题,要求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和平的

工作和生活方式以及全面开放的联盟民主并通过议会等方式选举政府.我们

当然能够探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过渡时期和过渡方式,但是不能忘记这个

问题的重要性.苦涩的历史事实是从１９２０年１１月(五次会议)到１９９１年(苏
联正式解体),这个事关社会主义政治命运的重要问题一直未能解决.整整

７１年,这最终导致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①

　　因此,社会主义世界在２０世纪末经历的意识形态危机一直延续下来并蔓

延至全球,而这比目前的资本主义危机真空要危险得多(因为我们原本就了解

政治体系中这个代沟存在的原因,同时它也是造成后来社会主义解体的原因,
包括戈尔巴乔夫开始实施的自由市场、私有化、去调节和去中心化等错误政

策).由于没有来自贸易联盟的政治反对,苏联的政治体制逐渐丧失防御免疫

力,这加速了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垮台,并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如果贸易联盟

能够真正行使其政治(专业)职能,反对戈尔巴乔夫,那么他的克林姆林统治机

器必定早就被抛进了政治垃圾桶(因此,而被摧毁的柏林墙的西面,传统的反

资本主义政党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劳动、民主等都垮台了,原因是其政治

体系内存在相同的代沟).而在目前的经济危机出现之后,这个现象才被托尼

布莱尔在２００８年发现.

　　最后,我们的首要任务,２１世纪第一个１０年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如何解

① K．Petrov,TheWorldIdeologicalCrisis,UNSWPPS,Sydney,２００６,p４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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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苏联解体后的全球意识形态危机,面对着许多前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政

党来完成这个我们上一代的政治任务.如果我们成功地填补了政治体系中的

这个代沟,自然就可以宣告对布莱尔真空的消除.唯一的方法便是重新建立

反资本主义政党和贸易联盟之间的正常连续的关系.具体做法包括以新工程

(新联盟宣言)为基础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政党贸易联盟,以在２１世纪建立联盟

专业领导下的专业民主.相反,如果我们不能意识到贸易联盟已成为了与２０
世纪后半叶的共产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继承者一样的成熟的政治新生代,如
果不重新建立政治体系,并将贸易联盟团体置于与政党平等的位置,不阻止苏

联解体后的复苏和毁灭,那么后苏联时代全球资本主义新的形成和发展趋势

将导致全球形成与１０世纪时罗马帝国时代类似的寡头政治体系.而如果我

们现在不觉醒的话,随着当前经济危机的警钟与随后带来的恶劣影响和政治

真空,那么２１世纪的后半叶将会十分糟糕.２１世纪将不再是一个新的世纪,
而是回到了黑暗的１０世纪.所有的进步,文化和国家都会消亡.我们的后代

不会原谅这个意识形态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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