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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由美国引发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是现代资本主义矛盾在

新阶段尖锐化的表现。现代资本主义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国际超级金

融垄断资本主义,具体有七个特征,经济高度虚拟化、泡沫化是它的基本标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60多年经过了4个时期,凸现三大矛盾的尖锐化,军事矛盾

的形式也有新的变化,表现了它的寄生性、腐朽性,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我们

应当用马克思主义剖析这一根本矛盾和最重要的特征,把握世界的脉搏与我国

的方位,彻底清算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坚持改革

开放的正确方向,处理好自力更生为主与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关系、实体经济与

虚拟经济的关系,坚持与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关键词 资本主义新阶段 经济虚拟化 泡沫化 新自由主义

  面对汹汹扑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应当怎样深化对它的认识? 可谓众说纷

纭,莫衷一是。最常见的是表层认识,停留在金融监管之类的纯技术层面,有
的甚至搬出胡适的“少谈主义多讲对策”,主张不要触及“意识形态”或社会制

度问题①;也有人更加简单地把造成金融危机的原因归之于个别官员的失误,
为资本主义制度找替罪羊;有些原来一直高唱新自由主义老调的人生怕丢了

自己的面子与阵地,说这不是自由市场的失败,而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

过程,继续强调学习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提出“少一些凯恩斯主张,多一点

奥地利学派的主张”,甚至和有的美国人那样指责中国引发金融危机。作为以

实事求是为精髓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则一定要“打破沙锅问到底”,揭示根本

原因,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俗话说:“治病要治根。”只有在弄清病根的基础上

方可寻出既治标更治本的“对策”。那就非谈“主义”不可,即要深刻认识现代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新特点及其寄生性、腐朽性的新形式,把握它的阶段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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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进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及其具体政策。

一、资本主义嬗变的最新阶段

  事物分阶段发展是一条普遍规律,也是《矛盾论》所阐发的重要论点。毛

泽东说:“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
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

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

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中采取了逐渐

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

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

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

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①后来他又提出“部分质变”的观点。这可以作为我

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及其尖锐表现形式———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危

机———的一把钥匙。

  如果说20世纪初列宁曾作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
判断,那么今天我们应当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实际出发,作出新的判断:国
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蜕变的最新阶段,简称“虚泡帝国”。
综览历史,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迄今大体经历了4个大的发展阶段:(一)原始积

累资本主义(前后大约300多年),其生产力的技术基础是手工工场方式;(二)
自由资本主义(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70年代后),其生产力基础是以机器

为中心的初级工业化即产业革命的扩展,金融经济初具规模;(三)金融与产业

结合的垄断资本主义,包括私人垄断与国家垄断(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

中叶),其生产力基础是以电气化、石油化为支持的规模化的工业经济(即深化

的工业化);(四)高度虚拟化走向泡沫化的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20世

纪中叶至今,近70年),其生产力基础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现代化手段,而与

信息技术结合的金融资本同实体资本脱离得越来越远,以美国主导的高度集

中、超级虚拟化的垄断资本主义控制、剥削全世界,导致泡沫经济破裂的世界

大危机。

  概括起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表现了7个方面的

新特点:(1)资本主义发展更加不平衡,形成了美国独霸世界的格局(苏联解体

前曾有两霸相争),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绝对领袖和国际宪兵;(2)美国以

无比强大的综合实力为后盾由美元霸权取代一般的国际货币关系,通过与实

体经济相脱离的虚拟经济主导全球化,剥削广大发展中国家,表现了后殖民主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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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新形式;(3)垄断最先进的技术,并与虚拟资本紧密结合,强化金融的流动

性与连锁性;(4)通过跨国公司组织推进实体产业转移,以新形式垄断国际商

品市场与技术市场;(5)以虚拟经济支撑军事优势,利用核武器与空间技术控

制全球,美国军事力量布满大半个世界,尤其抢占战略资源地域;(6)以新自由

主义和“民主价值观”作为统治意识,并作为战略政策在全世界强力推行,竭力

对所有的国家进行颠覆、渗透;(7)由超级的经济虚拟化导致整体泡沫化,由金

融危机引发经济危机,并通过各种方式转嫁于世界各国。其中最主要的经济

特征,则是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虚拟经济主导国内与世界经济。这是资本主义

发展前几个阶段所不完全具备的,并且使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强势由顶点转

入下坡路。

  就美国而言,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的经济实力超过了所有国

家,成为经济发展最快、科技进步水平最高、由巨大垄断资本集团支撑和操纵

的强国。它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富有活力的机制,以软硬两手盘剥世

界。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不仅本土上未遭受重创,而且大发横财。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其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0%,等于其他一切国家的总

和,黄金更占世界的3/5。正是凭借它的强大无比的经济实力及与之匹配的

军事实力,在20世纪40年代完成了由“经济强国”到“金融帝国”的嬗变,标志

性事件就是1944年7月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确定了美元霸权。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后的1945年12月正式签订协议,形成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

货币体系(“双挂钩”机制),美元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建立了长期为美国控

制的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从此,美国国内货币与世界货币成为一体,美
国可用美元支配全世界,国内出现了“去工业化”和证券化浪潮。这一国际金

融超级垄断资本主义走向高度虚拟化、泡沫化,在60多年的嬗变中大体经过

了4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945~1970年),主要特点是同黄金挂钩的美元主宰资本主

义世界经济,金融与实体经济仍有较多的结合,虚拟经济渐占主体地位,形成

外汇市场。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的美国“马歇尔计划”,主要是用实物支持

西欧复兴,大肆推销美国的剩余产品。在朝鲜战争期间,支持日本的崛起也是

靠政策与物质两手,将许多实体产业先后转给日本。50年代美国的主要目标

是组织资本主义世界的队伍,千方百计的扼杀社会主义阵营。1957~1958年

发生了较为严重的衰退,进入60年代曾发生短暂的所谓温和衰退。总体上

说,五六十年代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温和增长期”,美国实体经济快速发展。但

美元危机却频频发生,在60~70年代就发生了10次之多,其特点是西方外汇

市场掀起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浪潮,使得美国的黄金储备不断外流,储备额

不断下降。

  第二个时期(1971~1980年),主要特点是美元同黄金脱钩,并发生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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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与“经济滞胀症”。布雷顿森林协定规定美元与黄金挂钩(每盎司黄金等

于35美元)、各国国际结算与美元挂钩。但由于频频发生美元危机,西方各国

抢购黄金,1971年美国尼克松政府干脆停止美元兑换黄金,西方各国相继实

行与美元浮动的汇率政策。从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大半瓦解,美国却能任意印

发作为国际货币结算与储备手段的美元纸币,这种完全符号化的纸币接近有

价证券,劲推虚拟货币、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膨胀。美国主要精力集中于经营

金融资本、虚拟资本,将更多的实体产业转移出去(如韩国)。1978年10月发

生了第11次美元危机,黄金价格大涨,美元大幅贬值,美国国际收入发生巨额

逆差。以美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世界共患“滞胀症”,一方面生产停滞甚至下

降,造成经常性的大量失业;另一方面发生持续的严重通货膨胀,物价大幅上

涨。1974~1975年发生了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美欧政府进入两难的

矛盾境地:欲抑制通胀、采取紧缩政策,必然加剧生产下降、大量失业;欲放松

银根,刺激生产、减少失业,又加剧通货膨胀,需要寻找新的理论和政策。于

是,延续了40多年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宣告结束。

  第三个时期(1980~2000年),主要特点是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特别是

金融自由化,虚拟资本大幅膨胀,美国利用美元纸币盘剥世界,多次转嫁经济

危机,制造多起金融风暴。1979年撒切尔夫人在英国上台,1980年里根在美

国上台,实行弗里德曼的自由货币政策,大肆推行新自由主义,减少政策干预,
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特别是修改对金融监管的法规,倡导金融创新,虚拟资本

大幅膨胀起来,外贸逆差迅速扩大。1982年垃圾债券总额仅28亿美元,占全

部公司债券流通总额的6%,到1985年则增至150亿美元,占全部公司债流

通总额的14%,其收益高于国家公债,经济虚拟程度攀高,到1989年垃圾债

券价格泡沫破裂,但1992年又活跃起来;在金融创新中产生了一批国际投机

资本,后来对冲基金达到4200多家,资本总额约3000亿美元,资金杠杆率高

达1︰300;美国大量发行国债,到1991年即达24716亿美元。1981年开始美

国大力发展国际银行借贷业务,目的在于增强银行的国际竞争力,又把国外的

一些国际银行业务吸收到国内,当年该项业务余额即达2343亿美元。正是由

于美国任意印钞,货币发行量过多,虚拟经济扩展,导致通货膨胀,为此采取紧

缩银根的政策,利率居高不下,贴现率曾高达21.5%,使得大量流动资本涌向

美国,美元升值又致使贸易赤字增大。针对这种情况,美国将困难首先转嫁给

经济快速增长的日本,1985年“广场会议”后迫使日元升值,加快了日本房地

产泡沫破裂,使它进入10年的经济低迷期(所谓“失去的10年”)。1990年美

国抛出“华盛顿共识”,在拉丁美洲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得十几个国家经济

遭受重大灾难,特别是阿根廷一落千丈,2001~2002年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

机,并导致政治危机。同时用新自由主义的武器实施“和平演变”战略,苏东剧

变又催化了俄罗斯的私有化进程(“休克疗法”),使得俄国经济下降了50%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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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在此期间,相继发生了美国股市危机、英镑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特别是

90年代后期发生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像拉锯战一样,使十几个国家蒙受灾难。
当时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说:危机使国家倒退几十年。而这个期间美国

却以“新经济”使高科技与GDP得以近十年的增长,但在此掩盖下泡沫经济日

渐形成。

  第四个时期(2001年至今),主要特点是迅猛扩大的虚拟经济使得经济泡

沫超速膨胀,最终破裂,美国发生了80年来最大的一次金融危机,波及全世

界。2000年末到2001年美国的“新经济”变成了“IT泡沫”(网络泡沫),美联

储不但未设法来抑制,反而以大泡沫治疗小泡沫,13次降息,使金融资产向房

地产转移,造成房地产泡沫。2007年7月泡沫破裂,出现次贷危机,资金链断

裂,引发2008年金融大危机,出现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大银行纷纷倒闭,波
及世界。与此同时,发生了石油危机(价格狂涨急转为狂泻)和粮食危机。据

西方测算,由于股市大跌,全球股市蒸发了50万亿美元。危机还在继续,算总

账,整个世界的损失恐要超过美国3~5年GDP之和,大体等于全世界经济的

总量。

  上述60多年的历史表明,美国经历了一个从“经济强国”变为“金融帝国”
再变为“虚拟经济—泡沫经济王国”的嬗变过程,金融资本从与实体经济结合

蜕变为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庞大金融经济体系,成了以虚拟经济为主体的经

济泡沫酵母,进而扩展为整体的泡沫经济。这是一个利用金融———虚拟资本

和泡沫经济———操纵市场、控制世界大发其财、最终泡沫破灭的进程。正如马

克思所说:“这个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庞大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

社会,现在正像一个魔术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唤出来魔鬼了。”①现

在这个阶段还可能延续一些时日(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实体),并会

改变手法与表现形式。可以断言,作为现代资本主义之最的美国已经达到顶

点,今后的资本主义经济还会有若干发展阶段,但总趋势是在走向衰落,金融

霸权开始动摇,最终灭亡是不可避免的,而社会主义力量经过曲折之后正在日

益茁壮,中国的“火车头”作用越发强大,几十年后将取得主导地位。这是一个

科学的判断。

二、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三大矛盾

  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也是它自

身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最重要的标志性经济现象就是在高度虚拟化走向

泡沫化中少数垄断巨头大发其财,进而又在新层次上加剧它自身不可克服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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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矛盾,导致巨大的经济危机。我们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其矛盾的激化

及其经济虚拟化、泡沫化的内生机理。

  (一)金融资本的高度虚拟化加剧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紊乱,违背了市

场规律

  从市场经济运行结构上说,大体由三个层次组成:基础(市场主体)是承担

社会分工的企业以及消化产品的消费者,枢纽(中层)是起联系与配置作用的

多元化的市场,上层是居于市场之上的政府宏观调控。金融处在中层与上层

之间,既是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又是货币经营的企业(商业银行与金融市

场)。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发达市场经济的一大特点表现为“头足倒置”:本来

生产过程决定流通过程(贸易),流通过程决定金融经济,但后来金融变成了独

立过程并反作用于整个经济过程,在许多场合和时间内起了决定作用(所谓现

代经济的核心),但有它自身的独立运动并发生金融危机①。这样,也形成了

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的两重性。金融的特点表现为极大的变动性,使两重效

应以非均衡、非线性地凸显出来。列宁视金融为商品经济的“上层建筑”,并指

出:“金融资本特别机动灵活,在国内和国际上都特别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它特别没有个性而且脱离直接生产,特别容易集中而且已经特别高度地集中,
因此整个世界的命运简直就掌握在几百个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手中。”②它自

身会发生特有危机,但最终根植于实体,受价值规律的支配。这次美国金融危

机始于房地产泡沫破裂,价格极其严重地偏离价值,最后被迫回归价值,出现

次贷危机,导致全面金融危机再进一步引发经济危机。实际上,今天史无前例

的大金融危机正是马克思所讲的“货币危机”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表

明金融特别是虚拟资本一旦过大地超实体经济所能容纳的量,社会经济就变

成巨大的泡沫(虚拟资本本来就蕴含大大小小的汽泡),一旦价值回归(泡沫破

裂)便会造成巨大危害,在宏观调控层次上发泄巨大无比的负效应。专家估

计,美国金融———虚拟资本造成的虚假财富达600万亿美元(相当于其GDP
的50倍之多),包括国家债务近8万亿美元,居民债务10多万亿美元,银行债

务50多万亿美元,财政赤字上万亿美元,金融衍生品所产生的面值300万~
400多万亿元,大大超过了实体资本(在美国国内实体经济仅占GDP的3%)。
这已经大大超出市场经济所能容纳的限度,整个经济都建立在比沙滩更虚的

泡沫上,从根本上违背了铁的价值规律,整个市场经济的运行结构正由宝塔变

成倒宝塔,真可谓“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9.
列宁.列宁全集[M].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42.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55、585、597~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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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高度垄断与高度投机相结合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推进到一个

新的尖锐高度

  这就是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的矛盾使发达市场经济畸形化,在新自由

主义理论的包装中加剧无政府状态,以虚拟经济———泡沫经济使少数垄断资

本巨头大赚其钱。人们知道,生息资本的公式为G-G′,实际上是省略了中间

实体资本的增殖的公式。但发展到巨大金融寡头垄断市场的层面,它们就不

愿再费那个事了,干脆从事“钱生钱”的大勾当,一串一串的“金融创新”使G—

G′成了买空卖空的连锁交易,脱离创造价值的实体运动,脱离价值决定价格

的根基,像断线的风筝一样在空中飞舞。为了缓解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

不足的矛盾,美国采取寅吃卯粮的借贷消费的方式,储蓄率几乎等于零,而且

以债务形式表征了巨大负值,次贷危机盖源于此。次贷的利率高达24%,吹
起38%的房地产泡沫,百家银行以金融创新的链条竞相分享这块蛋糕,到头

来居民和多数中小经营者捞回的是一场空。最终像恩格斯所论述的那样:“在
危机中,社会性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剧烈地爆发出来。商品流通

暂时停顿下来;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

规律都颠倒过来了。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生
产力起来反对已经被它超过的生产方式。”①

  垄断大资本虽然自由地大把大把地赚到金钱,但最终还是搬起石头砸自

己的脚,金融危机使美国100多家银行倒闭,尤其是大银行发生了连锁反应,
股市大幅下跌,连续出现几个所谓“黑色流血”的日子,连一些金融大捣家(包
括索罗斯)大多亏了本,哀叹危机到来了。美国政府财政用重金救助两大房地

产银行房地利和房地美,先后出资1万多亿美元巨资打“强心针”,保险公司变

成了国有,还用140亿美元巨资救助福特等汽车巨头,但“病情”仍不见底。可

见,美国政府还是大资本家最大的后台。

  金融投机的巨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引爆者索罗斯说:“这(华尔街危机)
是我所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一放任市场和让其自动调节理论的结果。危机

并非因为一些外来因素,也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是体制给自己造成了损失。
它发生了内破裂。”②这个“内破裂”的硬伤是什么? 一般认为,是西方对金融

监管不力造成的。这仅仅属于技术层面,是表征现象,最根本的还是资本主义

社会的“地壳运动”,即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以及

个别企业内部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经济无序性的矛盾。所谓“自由市场经

济制度”先天带来充满矛盾而又无法克服的残畸:一是世界上从来没有存在过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27.
转引自皇甫平丽、刘延棠.美国自由经济的反讽[J].瞭望,20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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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自由的市场经济,因为它违背生产社会化的客观规律;二是现代大垄断资

本主义控制、利用市场的自发性,大肆进行投机活动,更不可能真正全民“自
由”起来;三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千方百计为少数大亨发财服务,不
可能有严格的金融监管制度,只能有亿万财团剥削和掠夺全世界财富的自由,
不会给所有经营者和消费者自由,只能加深两极分化。近25年来,有15年平

均工资呈负增长。现在的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使美国家庭财富净值缩水11.2
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85%),80%的低收入工人难以支付燃油或存退休

储蓄金,超过60%的人难以负担医疗保险,50%的人难以支付食品和住房费

用,失业率达到8.6%(有人估计2009年将超过10%)。这正好表明,由1%
的富人掌握着相当于50%中下等财富总和的发达资本主义美国,其根本矛盾

不可调和。

  (三)以美国为首的现代资本主义以新的形式称霸全球,加剧了与世界人

民的矛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是最大的霸权国家,20世纪90年代后又是唯一

的霸主。它为剥削、压迫世界人民除了利用军事手段、技术手段和一般经济手

段以外,最重要的是美元霸权,特别是以纸币美元为武器控制、剥削世界。美

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过:“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住了所有国家;如果你

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住了整个世

界。”三大武器中,美国样样俱全、配合使用,金融是主体,石油和粮食是两只

手。

  首先,利用金融资本控制整个世界。从社会化扩展规律来看,世界经济必

然联系在一起(经济全球化),金融是其中的重要纽带,关键在于谁控制这个纽

带、去干什么? 当代的美国就是以此为手段进行世界规模的剥削。自布雷顿

森林协定签订以来,全世界各国都以美元为标准结算贸易,在全世界多数国家

流通,并作为储备手段,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美元同黄金脱钩之后,美国可

以任意印发钞票,以此作为弥补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手段。换句话说,美国

用印钞机的旋转换回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劳动者的血汗,并将这

笔超额的货币收入再转化为新的金融资本和军事实力,进一步压迫与剥削世

界人民。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之所以变成全球性危机,就是因为各国都通过美

元与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欧洲银行首当其冲,每天都有银行倒闭的消息被

公布,这些金融机构已承认损失达2500亿欧元,估计走出灾难需要6100亿欧

元(相当于法国国家预算的两倍),冰岛、乌克兰、匈牙利等国已陷入“国家破

产”。广大发展中国家大多都握有美国的国债,并将美国作为出口国,由此便

牵动全世界,包括中国(购买美国国债近6千亿美元,又有美国股票上万亿美

元)。斯蒂格里茨说得好:“发展中国家在自己也非常需要的时候,几乎以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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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借给美国数万亿美元。这反映了问题的实质。”估计以此种手段使世界上财

富每年进入美国的数额约占美国新增长GDP的30%上下,成为世界上最大

的食利国。

  其次,利用美元优势控制石油。小布什执政8年,在中东打了7年战争,
包括发动两次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并与伊朗处于“冷战”状态,旨在控制中

东的石油产地。石油价格畸升与狂泻是连续几年世界经济的一大热点,是继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第二次石油危机。1998年石油价格为10美元/
桶,2003年为28美元/桶,2008年7月逼近140美元/桶。有人估计这是比

20世纪70年代更加严重的石油危机。造成这种危机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美国

一些人所渲染的供需关系,而在于石油巨头的投机。据称,美国的石油巨头囤

积了相当于10亿吨原油的期货合约,能够在期货市场上呼风唤雨。美国马斯

特斯基指数基金规模从130亿美元激增到2600亿美元,与商品市场初期的

2003年相比增长了近20倍,斩获了5万亿美元利润(相当于2004年中国

GDP的两倍),其中至少一半资金转战在原油期货品种上,仅2008年前52个

交易日投机资金就高达550亿美元。① 但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石油的“高烧急

剧变为低烧”,12月份跌破40美元/桶,殃及诸多石油大国。历史表明,经济

震荡,由通货膨胀急剧变为通货紧缩,正是经济危机的一种症候,石油价格由

过高急转直下转为狂泻,也是一种市场危机,反映了实体经济下降、需求严重

不足(从石油资源短缺看,今后还会涨价),使石油产业遭到重创。

  再次,同金融危机、石油危机并发的还有粮食危机,2008年价格猛涨

140%。这不仅损害发达国家贫困人群,更殃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当今

世界约有近10亿人生活受到威胁,其中1亿人直接处于饥饿之中。为此约有

40个国家引发群众抗议,有的已形成反饥饿的政治斗争,导致政府危机。西

方国家有人指责,世界粮食短缺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改善了生活,特别是中国人

吃肉多了,粮食供给不足。这种嫁祸的手法,充分暴露了他们的伪善面孔。农

业发展严重滞后本来就是资本主义工业的一个痼疾。正如列宁所说:“大资本

正是在民众挨饿,农业的整个发展无可救药地落后于工业的发展……的条件

下活动的。”②但更直接的原因则出于大资本集团及其国家的垄断以此则获得

巨大超额利润。日本学者著文称,美国内政外交的大前提是“以粮食为国家根

本”,美国实施“以粮食为武器的世界战略”。首要的是它确保粮食经销商巨头

的利益。尽管2008年次贷危机导致美国经济疲软,但嘉吉公司、ADM 公司、
邦吉公司还是在2008年第一季度分别盈利10.3亿美元、5.2亿美元、3.9美

元。此外,美国农业部故意控制粮食的产量,从2002年一直控制在8000万吨

①
②

面对畸升的石油.嘹望,2008(24).
列宁.列宁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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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2005年进一步加大控制力度,2007年将产量减少到7000万吨,用以占

据控制世界粮价的垄断地位,包括扩大对中国出口玉米(作饲料)。① 同时,美
国不顾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利益,用40%的玉米来作为再生能源的原料,构成

粮价提升75%的因素。如今粮食危机还远没过去,正在折磨贫困国家的广大

人民。

  正如西班牙的专家伊格纳西奥·拉莫内特撰文说:“现代经济史上从未发

生过这样的情况,金融、能源、粮食这三大波及广泛的危机第一次同时发生,且
相互影响并相互关联。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对其他两种危机产生联动效应。”他
认为,“实际上我们已经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地震”,估计“2009年很有可能会像

不祥的1929年一样。”他做出如下结论:“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留下的可悲结果:
三大危机纠缠不清”。②

  此外,从军事角度看,帝国主义与战争联系的形式也出现新变化,即由大

规模的世界战争变为连绵不断的局部战争与冷战、准冷战并存交叉,且与经济

虚拟化、泡沫化密切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发动了一

系列局部战争,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两次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
阿富汗战争等,并在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置军事基地,在一些地区经常制造

紧张局势和暴力动乱,进行多种形式的颠覆、渗透活动。20世纪90年代前处

在“冷战”状态,90年代后维持准“冷战”的高压态势,战略重点逐步东移。其

重要支点是发展核武器力量和高科技武器,包括“星球大战”,不断增强威慑力

量与军事霸权地位。根据军事专家计算,美国2001~2007年累计多支出的军

事费用15468万亿美元恰好与同期其财政赤字累计数目基本相等;同期的军

费总开支36170万亿美元相当于2007年国债增加额(比2000年)的86.4%。
这说明美国的军费实际依赖债券市场,进而推动了泡沫经济的扩展。比如,它
在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消耗的军事费用8450亿美元与布什应对金融危机的

资金8320亿美元大抵相当。这就显示了美国经济虚拟化、泡沫化同军事霸权

的内在联系,加剧了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

  上述矛盾交错及其表现形式,将从美国为首的当代资本主义推向国家金

融的超级垄断,经济虚拟化、泡沫化具有时代特征,表现了现代资本主义演变

的一种趋势。美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正逐年下降,20世纪中叶占

一半,20世纪末降为30%上下,近几年只有20%多(2007年按现汇算为

25%,按平价算约为20%上下),但其金融资产却占世界总量的40%,表明它

主要靠金融支持它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2007年贸易逆差为8538亿美元,
在国际收支中经常性账户收支盈余为-7386.4亿美元,资本账收支盈余(即

①
②

操纵世界粮食市场的美国“大粮商”[日].选择,2008(6).
三重危机.[西]起义报,2008-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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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融性资本交易)为-23.2亿美元,金融账户收支盈余为6798.4亿美元。
这表明它的金融性收入大抵可弥补贸易逆差的80%以上。而在其GDP中,
实体经济创造的份额在下降,1950年为61.78%,到2007年为33.99%,下降

了27.79个 百 分 点,其 中 同 期 的 制 造 业 由27%下 降 为11.7%,下 降 了

15.3%;而同期的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则由11.37%上升为20.67%,占1/5
(其虚假的面额要大十几倍)。有的专家系统研究美国60年的历史,发现金

融、房地产、社会服务等加在一起占其经济总量的70%以上,而汽车、化工、机
械、装备等制造业仅占13%。目前美国GDP与虚拟资本的比例大体为1︰
36,其中有70%左右的泡沫。这种实体经济的下降与虚拟经济的无限扩大的

情形,表明美国整体经济结构急剧走向超级虚拟化。列宁说过:“帝国主义的

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①,“金融利益或投资利益统治着商

业利益”②。在20世纪中叶之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美国跨越式地成为国际

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即把金融与工业的结合蜕变为脱离并统治实体经济

的虚拟经济世界,而与高科技结合,进一步引发由经济泡沫酿成泡沫经济,彰
显了以美国为首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和新手段。这也正是在新阶段上高

度社会化与高度私有化的矛盾从深处酿成今天的国际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
其经济的高度虚拟化、泡沫化和在世界的金融霸权在更高层次上表现了帝国

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成为世界最大的食利者,也凸显了从强盛的项峰走向

衰落的败迹(当然其实力仍然强大,仍然主导着经济全球化)。我们研究当前

的国际金融危机,必须抓住这个总根子。以此为基点,方可制定正确的战略与

策略。

三、用马克思主义清算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科学地判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及其同国际金融危机的关系,我们应

当做三件事情:一是进一步把准时代的脉搏与我国在世界格局中的方位;二是

制定应对国际经济危机的战略与对策;三是清除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进而坚持

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本文侧重谈一谈第三个任务。

  我们在剖析现代资本主义阶段性特征之后,必须清除它在意识形态尤其

是在经济界的影响,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扫清道路。我们

记得,为确立人民民主专政制度,60年前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总结了

中国人为民主独立奋斗的历史经验,曾经明确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

①
②

列宁.列宁全集[M].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403.
列宁.列宁全集[M].第5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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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产

了。”①60年后的今天,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继续证明了这个真理:欧美资产

阶级自由化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宪政”制度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产

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就

是历史的结论。直面这次百年一遇的金融—经济危机,直面现代资本主义发

展的新阶段、新矛盾的困境,我们更不可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必须坚持走

自己的路。西方国家有许多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验,但体现为资本

主义经济基本矛盾。我们应当加以分析,不可照抄照搬所谓“自由市场经济制

度”,包括金融管理方法在内也要甄别其优劣得失。即使是成功的做法,也要

实现本土化,符合我国的情况,实现再创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能靠也不可

能靠它自身来解决,总是在不断激化中周期性地爆发。当然,在短期内资本主

义制度还不会灭亡,美国仍然处于世界最强大的地位。但是,正如列宁所说:
“过程的复杂性和事物本质的被掩盖可以推迟死亡,但不能逃避死亡。”②当前

在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尤其要用马克思主义结合我国的实际,进一步清

算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的恶劣影响。

  新自由主义实质上是资本发展到最新阶段的产物,是其统治阶级的意识,
代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西方大资产阶级

利益的一种经济学观念,并与“民主价值观”绑在一起,作为一种殖民政策颠覆

工具在世界推广(如“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颜色革命”等)。新自由主义

核心是“市场万能论”和“经济人”假设(个人利益最大化),特别是金融自由化、
私有化、国际化,完全适应了超级金融资本操纵市场大肆投机的需要,与经济

泡沫化互为表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强势经济,谁拥有更多的资本谁

就拥有话语权,谁就更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自由发展的经济,要求追逐

利益最大化,自由市场上大资本才拥有更多赚钱的自由权。但没有钱怎么去

自由地争取利益最大化呢? 新自由主义说是都能在自由市场中发财,实际上

只有大资本拥有者,特别是金融资本垄断者,才能自由地赚大钱,美国华尔街

的大资本家就是自由地赚全世界的钱。当年反对封建制度时,资本主义刚刚

兴起,古典自由主义确有进步意义,到了社会财富集中在大资本垄断集团手里

时,这种新自由主义表面上说一切人在市场中都有自由,骨子里只能代表他们

少数金融大鳄争得最大利益的自由。

  在20世纪70~8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流行,与凯恩斯主义失灵、资本主

义国家“滞涨”症发作有关。西方大资本的实力越来越雄厚,自由度非常之大

的金融资本、虚拟资本需要这种自由体制和意识,美国等强国利用手中极其雄

①
②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471.
列宁.列宁全集[M].第5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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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的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自由出入也需要这种“便利”,所以撒切尔夫人、
里根上台,为新自由主义长达近30年的主流经济学地位开拓了道路。这次大

的金融危机宣告了它的失败,不得不更多地利用凯恩斯国家干预手段。连英

国首相布朗都认为应当结束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不过还应清醒地看

到,这还不是新自由主义的最后终结,将来有一天经济形势一旦变暖,它还会

东山再起。大概只要有大垄断资本集团存在,特别是大金融资本存在,社会经

济领域就有新自由主义之类的理论观点泛滥,必须开展持续性的清理。

  现在还有人迷信新自由主义,它在理论上到底对不对? 它的核心“市场万

能论”是违反市场规律的,从来没有绝对自由的市场经济。从市场经济形态上

说,它大大扩张了自发性的消极效应。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大特点是同市场经

济紧密结合,而市场经济又是带有两重性,即自发性的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
现代资本主义使消极效应超过了积极效应。从本源上说,市场经济是生产社

会化的一个表现形式,也就是日益深化的社会分工与日益紧密的社会联系的

统一,要求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这“两只手”有机结合。市场经济作为社会化

的一种交换方式,其调节配置功能随着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已形成三种梯级

(简单商品经济除外):第一个梯级,以私有资本主义制度为平台主要靠自发调

节,犹如生物界单细胞生物的个体性自我调节,属于低级的、原始的经济调节

和资源配置;第二个梯级,以大资本所有制为主宰、以个体自发调节为主导,实
现金融支配经济的“头足倒置”现象,加上一定力度的宏观调控体系,犹如生物

界的多细胞生物,既有细胞层的调节,又增添了体液调节,但不能从根上克服

自发性的残畸,属于中级层次,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如此;第三个

梯级,在宏观总体调节下充分发挥微观调节功能,把市场和计划两种配置资源

的方式结合起来形成合力,犹如生物界的高等动物除了细胞、体液的调节之

外,再加上神经系统的总指挥(恩格斯称之为“神经器官”),属于高级层次。事

实表明,市场经济高级层次(第三种)必须排除私有经济特别是大垄断资本对

社会化运行的干扰,体现社会化生产力和社会化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依托公

有制为主体的制度平台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健全“神经器官”,即为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然而,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尤其是巨大的金融垄断资本及其代

表性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恰恰是把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的消极效应推向极端,
违背了社会化规律与发达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

  新自由主义之所以在中国风行一时,大体有三个原因:第一,国际上,西方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十分发达,经济实力雄厚,在世界市场中占主导地位,新自

由主义成为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我国推行市场经济没有经验,有的要借鉴西

方一些成功的东西,有些人就很容易不加分析地兼收并蓄,崇拜西方;而西方

列强又用各种舆论工具进行宣传、渗透。正如邓小平所说,打开窗子,新鲜的

空气进来了,而苍蝇蚊子也进来了。加上苏东剧变,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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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垮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也使一些人对社会主义信念动摇了,转
而接受新自由主义的东西。第二,国内有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我国长期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

度。这几年,非公有经济特别是私有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并产生了一个暴富阶

层。他们希望在市场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争取更大规模的利益最大化。反

映在学术形态上,新自由主义更适合他们的要求。第三,认识上的片面性。人

的认识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我们改革计划经济体制过程中,强
调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作用及其优越性,一些人也很容易把市场的

自发性加以片面夸大,认为市场可以自我调节,盲目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及市

场万能论,否定宏观调控。从认识论上来说,这是一种直线性、片面性,是一种

有缺陷的推导。这种片面性就使得一些人否定“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
相结合的必要,以致否定市场经济的社会属性,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混淆起来。正是因为这样,新自由主义迷惑了很多人。现在是清

算这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相容的思潮的时候了(当然是有分析地批判,其
积极合理因素还要吸收)。

  事实胜于雄辩。我们立足于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在西方的经济危机和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对比中深化对真理的认识,进一步清算新自由主义的影

响。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告诉我们,驾驭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有很大的难

度,一是市场经济具有多元性、多变性、周期性、国际性,二是经济体制还有许

多障碍,三是我们缺乏经验,四是西化影响的冲击。即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尤其在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一些缺陷也难以完全避免,它的主要矛盾是坚

持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突出“以人为本”同演变为资本主义自由市

场经济、突出“以钱为本”,造成和加剧两极分化这两种市场制度的矛盾。我国

的经验也表明,凡是重大的偏差和严重的社会问题,都根植于崇尚与推行新自

由主义,削弱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性质,放松了“看得见的手”,便会出大问

题,“三鹿奶粉”事件和房地产出现泡沫就是鲜明的例证。如不认真规制,也有

滑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危险。现在出现的诸多经济、社会问题,要求我们增

强忧患意识。在理论认识上,经常有两种倾向交错干扰:或者主张控制过死,
捆死市场;或者推崇完全放任,纯靠自发。目前看来,西化的影响不可小觑,那
种把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对立起来,继而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分割开来的思

潮日益突出,不时冲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许多矛盾由此而发)。
有些人往往把完全的自发性等同于市场经济的优势,这是一种误解和陷阱,必
须从理论上加以澄清。单从思想方法上说是盲目崇拜西方,以西方“主流经济

学”马首是瞻。其公式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自由市场制度”,
本来作为手段的市场经济变为社会基本制度的根基,把运行的形式变为追随

西方制度的内容,抹杀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为私有化、自由化大开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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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因此,我们在深化改革开放中必须认真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方

向,澄清“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之类观点的误导。对此,连西方学者也供认不

讳。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坦言:“全球性的金

融危机彻底粉碎了人们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迷信”。所谓“美国模式”不
再是什么圭臬。

  这里应当专门谈一谈科学地发展与利用金融工具和虚拟经济问题。胡锦

涛同志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讲话中提到相互联系的“三个形成”,其中提到

“形成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
这对我们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提示。金融是现代经济

的核心,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我国现在金融经济滞后,需要深化改革和大

力发展,但绝不可效法美国的模式。我们应当从国情出发,立足于社会主义,
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道路、管理体制与运行方式。比如,如何利用

好虚拟经济,它需要占多大份额,应当使它在什么范围内起作用,怎样正确进

行金融创新,包括人们热衷的股市在内也要研究它的边际效用。在现实应当

提倡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但一定要正确引导,“人人炒股”、“人人投机”是
有很大消极作用的,甚至会造成重大社会问题。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一定要制止过度投机兴风作浪、利用各种手段诈骗金钱的活动,一定要

防范各类经济泡沫膨胀为泡沫经济,一定要保持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因篇幅

所限,关于我国的对策已于另文论及①)。

  总体上,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正确处理独立自

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像胡锦涛同志所要求的那样:“在我们这样一个

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任何时候都必须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

自己发展的根本基点,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

展道路,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坚持中国的事情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坚
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我国内部事务。”“同时,我们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

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开展交流合作,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推进国际关系民主

化,尊重世界多样性,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于以“虚拟经济”为特征的

金融霸权主义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经济全球化的两重性要有科学的认识,
绝不能以“融入国际化”冲击自力更生的主体地位,应当尽快从外向主导型经

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变过来,采取积极措施抵御金融风险与其他各类国际

风险,在扩大开放中办好自己的事情,保持稳定快速发展。

① 杨承训.农业是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基础[N].人民日报,2009-2-23;杨承训.着力经
济转型 实现标本兼治[N].中国改革报,2009-3-9;杨承训.中国金融不能照搬美国自由化模式[J].
金融理论与实践,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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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mpleDiscussionoftheLatestStageof
CapitalistMetamorphosis

———AnAnalysisontheRevelationof
theBankruptcyoftheNeoliberalism

YangCheng-xun ZhangXin-ning

  Abstract ThefinancialcrisiscausedbyU.S.istherepresentationof
moderncapitalismcontradictioninnewstage. Moderncapitalismhasen-
teredintoanewdevelopmentstage,whichisinternationalfinancialmonopo-
lycapitalism.Highdegreeofeconomicvirtualizationisitsbasicsymbol.We
shouldusethemethodofMarxtoanalyzethecontradictionand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ofcapitalism,adheretothereformandopeningup,anddeal
withtherelationshipbetweenself-dependenceandblendingintotheeconom-
icglobalization,aswellastherelationshipbetweenrealeconomyandvirtual
economy.
  Keywords NewStageofCapitalism EconomicVirtualizationFo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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