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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当代资本主义在坚守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了多次

自我调整。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挽救”了资本主义,也给资本主义带来

“滞胀”危机;新自由主义克服了“滞胀”危机,却更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遭到了

民众强烈反抗,引发了执政者的执政危机和社会危机。当代资本主义两难困局

的理论启示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不

可能真正“医治”资本主义的“病症”,社会根本制度的变革是解决问题的唯一路

径;当代资本主义在两难困局中显露出不可逆转的历史过渡性质,调整不是在

强化“正统”资本主义的“元素”,而是在为社会主义因素的产生发挥着催生作

用。

  关键词 当代资本主义 凯恩斯主义 新自由主义 两难困局

  当代资本主义在坚守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了多次自我调整,
试图以此克服其固有矛盾。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国内外学者有不

同的评价和解读。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调整使“困扰着资本主义的噩梦,仿佛

都已经迎刃而解,不攻自散”。“如今资本主义经过大量改革之后,已经全然改

观,再也认不出它的本来面貌了”。① 调整使资本主义成了“终结历史”的理想

乐园。针对上述观点,国内一些学者提出了反驳,认为调整只是资本主义统治

策略的改变,“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这些特征,不仅没有改变,
而且变本加厉,表现得更为突出,更为尖锐”。② 资本主义的调整“在不折不扣

地证明着资本主义的腐朽性”。③ 如何评价和解读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
涉及对当代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正确认识和我们对待当代资本主义的战略选

择。因而,这一问题尚需深入考查,立论有待于完善和深化,同时还需对当代

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做进一步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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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资本主义的两次重大调整

  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以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把工

人当成雇佣奴隶的野蛮资本主义社会。它实行单一的资本家私人占有制度,
推行着野蛮而残酷的剥削方式,它使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社会在企业破

产、银行倒闭、大量工人失业等破坏性震荡中,在反复地破坏生产力的过程中

进行着恶性循环。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经济大危机,使美国有3750家银行

倒闭,140万家工商企业破产,1700万人完全失业,约有3400万人没有任何

收入,全国18569家银行总共库存现金不过60亿美元,却要应付410亿美元

的存款。① 这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

境地”。“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已经死亡”。②

  为了避免死亡,资本主义的决策者做出了无奈的抉择:放弃早期资本主义

的传统模式,对资本主义进行根本制度框架内的调整。凯恩斯主义者们为资

本主义社会开出了“起死回生”的药方。第一,“非自愿失业”的存在,不可能通

过劳工市场的自动调整而消失,因为“非自愿失业”存在的根源是社会有效需

求的不足。第二,需求本身会创造供给。因此,国家政府应对经济活动进行干

预,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萧条期间,政府应当增加它的支出,这不仅仅

是用于救济,而且是为了公共工程。这样做将有助于抵消私人企业的衰退。
当繁荣恢复时,政府的收入将增加,用于救济和公共工程的支出将迅速收缩。
这时,盈余将代替以前的赤字,它将被用来偿付在萧条时期所发行的无利息负

担的国库券或被出售的债券。”③第三,“当商业活动正在衰退,或者停滞和处

于低水平时,……减税和预算赤字与其说是不稳定的政策,不如说是稳定的政

策。”“在这样一个时刻,政府应当尽可能多地支出,尽可能少地征税。”④

  与凯恩斯主义相呼应的是罗斯福新政,其最为鲜明的特点是国家对经济

的干预:由国家整顿、加强和管理银行、信贷和货币制度;开征高额累进的财产

税,建立社会保险制度,举办救济事业,以此防止资本过分集中,缓解贫富差

距;规范劳资关系,适当提高劳工的社会地位;政府干预经济,国家投资兴办公

共工程,推动工农业复兴。

  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使资本主义走出了“死亡之谷”,找到了缓解经

济危机的办法。此后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依然频频发生,但像20世纪30
年代那种使资本主义“窒息”的灭顶之灾再没有出现,相反却使资本主义迎来

①
②
③
④

刘绪贻.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68.
[美]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M].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公司,1974,20.
[美]保罗·道格拉斯.控制萧条[M].纽约:纽约出版社,1935,125.
[美]戴维斯.新经济学和旧经济学家们[M].衣阿华:衣阿华大学出版社,19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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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50~60年代的“黄金时代”。

  尽管如此,凯恩斯主义并没有使资本主义摆脱噩梦,它给资本主义又带来

了新的“痼疾”。要使资本主义摆脱经济危机的折磨,凯恩斯主义的对策就是

政府干预经济,进行公共投资,刺激需求,构建社会福利制度,保障民众的基本

生活,使之具有一定的有效需求能力。所有这些都需要增加政府开支。问题

是,政府的钱从何而来? 在通常情况下,解决这些开支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增

加税收,二是用经济高涨时的财政收入盈余来“补偿”经济危机时政府投资造

成的亏空。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实践表明,由于经济危机频频

发生,政府频繁采用公共投资,拉动需求的“反危机”手段,再加上欧洲各国实

行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致使经济高涨时的财政收入盈余根本

“补偿”不了政府频繁投资和庞大的社会福利造成的亏空。这样一来,资本主

义便一步步地陷入了经济困境:税赋的日益加重抑制了投资的增长和劳动的

积极性,进而使经济发展趋缓,失业压力增大;财政开支日益增大,致使政府财

政负担越来越重,财政赤字急剧增加,进而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上述经济困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年复一年的累积,终
于酿成“癌变”———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经济危机爆发。1973~1975
年经济危机期间,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的工业生产指数分

别比 危 机 前 的 最 高 点 下 降 了 15.3%、20.2%、12.9%、13.2%、4.7% 和

13.5%。1974~1979年 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只有0.7%,1980年只增长

0.2%。① 伴随着经济的衰退,失业率急剧上升。美国、联邦德国、英国的失业率

分别从危机前的4.6%、1%和2.2%上升到危机时的9.1%、5.2%和4.9%。

  本来,经济危机的常规表现是生产相对过剩,商品滞销,经济衰退,通货紧

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进行公共投资,拉动需求,放松银根,刺激经济增长,
就能见到成效。但这次经济危机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在生产急剧

下降的同时,物价却大幅度上涨,通货膨胀加剧。危机期间,美国、日本、联邦

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消费物价指数分别上升7.4%、18.9%、12.7%、

43.9%、19.1%和24.6%。此后,通货膨胀成了资本主义各国的痼疾。在“滞
胀”危机面前,凯恩斯主义失灵了。正如美国学者哈伯勒(G.Haberler)指出:
“如果我们遇着一种老式的跟物价下跌在一起的经济衰退,那么万事如意:多
开支一点,物价下跌和产量降低就将被扭转过来。但是失业和通货膨胀的结

合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如果我们向经济衰退作战,我们就刺激了通货膨

胀,而如果我们向通货膨胀作战,我们就刺激了经济衰退。”②

  在凯恩斯主义失灵的大背景下,主张全盘私有化、市场自由化、政府角色

①
②

段忠桥.当代国外社会思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61.
欣肖.停滞膨胀———一个国际性问题[M].纽约:马赛尔·德克出版公司,197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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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化、社会福利弱化的新自由主义成了取代凯恩斯主义的“救世良方”。

  20世纪80年代,美英等国的决策者改弦更张,相继将新自由主义作为制

定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开始了第二次政策调整。玛格丽特·撒切尔甚至把

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耶克作为“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哲学导

师”,并全盘接受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

  撒切尔政府全力推行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放松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

制,“推行了一场强化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在“私有化无禁区”的政策推动

下,英国于20世纪80年代掀起了私有化浪潮,将大批国有企业的财产卖给私

人,大大缩小了国有企业的规模和作用。1979~1989年,英国先后出售50余

家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总额达250亿英镑。① 有40%的国有经济被私有化。
与此同时,撒切尔政府将减少社会福利和对富人的征税视为刺激经济增长“最
显而易见的原则”。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英国对资本收入征税从最高税率

98%降到40%,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大幅度削减

到22%。②

  美国的里根政府则将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和供给学派的主张作为“里根经

济学”的基本主张。他们认为,第一,“通货膨胀和低速增长是政府庞大化的产

物”。货币当局须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防
止政府从通货膨胀中获得非法收益,消除社会经济生活中搞通货膨胀的动

机。③ 第二,政府应通过减税实行“供给管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供给学

派的代表者吉尔德指出:“竭力从富人那里拿走他们的收入,就会减少他们的

投资,而把资金给予穷人,就会减少他们的工作刺激,就肯定会降低美国的劳

动生产率并限制就业机会”。④

  正是上述理论使里根政府把降低税率、削减福利、减少政府干预当成施政

的关键词。1981年,联邦政府对一个收入最高的公民征收的所得税最高可达

75%,1989年,所得税的最高税率降到33%。里根政府坚持认为,“给穷人的

越多,就会降低对于劳动的刺激”。⑤ 因此,在政府的预算方案中明显削减社

会福利和公益事业。

  上述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于克服“滞胀”危机确实产生了效果。美国经

济从1982年开始回升,1983年增长3.4%,1984年增长6.9%。从1982年底

到1987年初,美国经济保持了50个月的低速增长。通货膨胀率也由1981年

的10.4%降为1982年的3.9%。此后,1983年和1984年的通货膨胀率均为

①
②
③
④
⑤

张世鹏.20世纪末西欧资本主义研究[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78.
王振华.撒切尔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08.
王志伟.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思潮及流派[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62.
[美]乔治·吉拉德.财富与贫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103.
傅殷才.新保守主义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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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985年为4%,1986年为3%。① 英国在撒切尔夫人当政的十年中也

创造了经济奇迹。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在2%以上。其中,1982~1988年

经济增长在3%以上;通货膨胀率由1980年的19.7%降到1986年的3.3%,
此后,通胀率一直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② 所以有人说:“‘撒切尔革命’最为

显著的功绩是治愈了长达百年的‘英国病’,英国经济终于甩掉了‘欧洲病夫’
的帽子”。③

  然而,新自由主义也不是灵丹妙药,它虽然在克服“滞胀”危机上有所成

效,但它给资本主义带来的“副作用”更加严重。

  首先,新自由主义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和强资本、弱劳工态势的加深。美

国自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来,贫富两极分化日益加剧。据《商业周刊》
报道:美国最大的900家大型跨国公司1999年的利润增长率为19%,而这一

年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只上升了1.8%,工人的收入与公司利润明显不成比例。

1978~1995年,美国非农业生产性雇员小时可支配工资与可支配收入是下降

的,尽管这期间公司的利润大幅度增长,但直到1999年,非农业生产性雇员的

收入仍低于70年代水平。④ 与此同时,民众的社会福利水平也明显降低。根

据1999年美国“预算与政策优先性中心”公布的报告,1995年美国88%的贫

困儿童可以得到食品券,到1998年则降到70%。1999年,美国食品券月平均

开支为1850万美元,远低于1996年的2550万美元。80年代后期,法国把

1258种药品的报销数额从70%降为40%,同时还限制百分之百报销医药费

的人数。⑤

  其次,新自由主义遭到民众的激烈反对,导致社会危机频发。由于新自由

主义政策使中下层民众利益受损,美欧各国民众将新自由主义理解为是“现代

市场经济中复活了的野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在市场经济、加强竞争、优
胜劣汰的口号下使资本更加富有、穷人更加贫困”的市场原教旨主义。⑥ 故

此,新自由主义的推行导致了一次次的社会危机。

  2003年5月,法国掀起了反对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的全国性抗议、罢工

浪潮。近80个城市交通受到影响,80%的航班取消,巴黎的邮政、公交几乎瘫

痪。这股浪潮甚至波及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示威人群高喊:“退休制度,社
会保险,我们曾为赢得这些福利而战,我们也将为捍卫它们而战斗!”⑦类似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刘绪贻.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274.
顾俊礼.福利国家论析[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142、146.
阮宗泽.第三条道路与新英国[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1,24.
[美]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4.
柴野.高福利让“老欧洲”骑虎难下[N].环球时报,2006-3-27.
张世鹏.二十世纪末西欧资本主义研究[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78.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欧洲模式与欧美关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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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行示威及罢工在法国接连不断。2005年10月4日,展开有100万人直接

参与的全国大罢工,2006年掀起300万人的罢课、罢工浪潮。值得深思的是,

77%的法国民众支持罢工。①

  类似法国那样的抗议示威和罢工活动,在其他国家也都频繁发生。为抗

议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改革措施,德国民众于2003年进行了抬棺游行;

2005年掀起示威抗议运动。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对社会弱

势群体过于强硬与无情”。英国民众的罢工、抗议活动连年不断。2006年3
月28日,大约150万英国地方服务业人员举行了英国8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

场全国大罢工。抗议政府对“退休权利的侵犯和养老金的削减”。

  民众的示威和罢工运动连年发生,此起彼伏,社会矛盾加深,社会危机频

发。这是西方国家将新自由主义作为“救世良方”时所未曾料到的。

二、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两难困局

  资本主义为摆脱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的困扰和走向灭亡的厄运,进行了多

种尝试、探索和自我调整。然而,在坚守资本主义根本制度条件下的调整,并
没有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迎刃而解”,也没有使资本主义“全然改观”,相
反,这种调整使资本主义陷入了无法解脱的两难困局:要逃避30年代那样的

经济危机和灭顶之灾,就必须按照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取向对资

本主义进行自我调整。而这种调整却使资本主义陷入了“滞胀”危机。要使资

本主义摆脱“滞胀”危机,就须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取向向“自由”资本主义

复归。而这种复归又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遭到了民众强烈的反抗,引发了执

政者的执政危机和社会危机。搞凯恩斯主义导致“滞胀”危机,搞新自由主义

遇到民众强烈的反抗,导致全面的社会危机。左右为难、“回天乏术”。

  就西方各国横向比较而言,资本主义也面临两难困境:要使经济持续增

长、具有活力需走美国式的资本主义道路②,但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公平正

义“指数”太低。“在美国竞争包含的机会要比德国或法国大得多,不过不公平

的程度也大得多。”反之,要使社会比较公平与和谐,需坚持欧洲大陆的资本主

义模式,但这又会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遭受“缓慢的经济增长

速度和较低的效率”的折磨。③ 何去何从,难以决断。

  两难困局使资本主义主流社会产生了两难的心态:坚持凯恩斯主义,经济

①
②

③

2005年10月6日重庆晨报.
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中,美国模式是受新自由主义影响较深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而欧洲大

陆模式是受凯恩斯主义影响较深的福利国家模式。———著者
[德]赖纳·汉克.平等的终结———为什么资本主义更需要竞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05,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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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受阻;摒弃凯恩斯主义,社会矛盾激化;推行新自由主义,民众强烈反对;
摒弃新自由主义,经济失去活力。在左右为难、前后矛盾之中,资本主义的决

策者们合乎逻辑地磨光了原有的棱角:在资本主义政治光谱中原本代表右翼

势力的政治人物开始转向“中右”立场,原本的左翼政治集团开始持“中左”立
场。“激进”与“保守”的划分几乎已无实质性意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动

态均衡态势:统治集团的各个主流派别都只能做出折中性、妥协性的政策选

择:既不敢(或不愿)完全摒弃凯恩斯主义,同时也有意接受新自由主义,其决

策中既有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也有新自由主义因素。然而,这种折中性的选择

仍无法使资本主义摆脱困境。其直接后果是:经济依然低迷不振,失业率居高

不下,同时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社会危机频发。如此困难的形势实际上折射出

的是资本主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无奈境地。

三、当代资本主义两难困局的理论启示

  第一,当代资本主义的两难困局是资本主义难以“自救”的预示。两难困

局的出现表明,在不触动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不

可能真正“医治”资本主义的“病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各国所推行

的凯恩斯主义,实质上就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政府干

预,来缓解社会阶级矛盾和社会经济矛盾。由于凯恩斯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

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不触动根本制度,因而不可能克服生产的社会化

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根本矛盾。不仅如此,由于凯恩斯主义频频通过政

府干预为资本主义缓解矛盾,结果使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严重背离客观经济发

展规律,产生出“滞胀”怪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进一步加深。

  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统治者又举起了新自由主义旗帜,实质上

就是要使资本主义从当今的“社会资本主义”退回到早期的“传统资本主义”,
从“文明”的资本主义退回到“野蛮”的资本主义。统治者企图靠扼杀当代资本

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靠腰斩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胜利成果来找回资

本主义的经济“效率”。新自由主义实际上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同社会达尔文

主义现代版的结合形式。不幸的是,新自由主义非但未能医治资本主义的“病
症”,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引发了民众的激烈反抗,造成了频频发生的社会危

机。

  由此证明,无论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的“止痛剂”,
根本解决不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企图依靠凯恩斯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

“微调”就能让资本主义成为“终结历史”的理想乐园,不过是资本主义主流社

会自欺欺人的幻想。

  第二,当代资本主义的两难困局是社会主义必然性的预示。两难困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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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从反面说明,解决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和资本主义痼疾的唯一路径,只能

是社会根本制度的变革,正如恩格斯所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构在

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

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

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

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①即由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由生产资料的社

会占有取代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是克服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生产的社

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矛盾的根本途径。
  第三,当代资本主义在两难困局中显露出不可逆转的历史过渡性质。近

百年来,资本主义经过多次调整,尤其是经过凯恩斯主义调整,毕竟有了重大

的变化。当代资本主义各国推行凯恩斯主义的过程,实际上是借鉴社会主义

成功做法的过程。这一过程离社会主义不是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它不是

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显示,而是社会主义必然性的预示,它不是在强化“正统”资
本主义的“元素”,而是在为社会主义因素的产生发挥着催生作用。在凯恩斯

主义经济架构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不断产生着社会主义因素的同时事实上

已发生了部分质变。

  其中,国有经济、合作经济的发展,意味着“资本主义正经历着向混合经济

类型的社会经济组织或社会资本主义的转变”;②合作经济实质上是“一种新

的生产方式”,“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一种过渡形

式”。③ 对国民经济的计划调节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向行将到来的

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④“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让位于按照社

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⑤收入再分配均等

化政策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推行,“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

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⑥ 所有这些,“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

了社会主义”,“在这个最新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的每项重大措施中,社
会主义都直接地实际地显现出来了。”⑦

  而新自由主义在欧洲“碰壁”的事实则表明,长期以来欧洲资本主义社会

中产生的社会主义因素和欧洲工人阶级为谋求解放不懈斗争的胜利成果已经

成为欧洲社会文明的一部分,成为欧洲民众的价值选择和生活方式。据巴黎

竞赛画报1996年的统计,有70%以上的法国人认为,法国应该走一条社会主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34.
[日]都留重人.日本的资本主义[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265.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97~498.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239.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7.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2.
列宁.列宁选集 [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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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道路,而“不应当屈从一个所谓自然的资本主义模式”。① 这说明,企图让资

本主义从社会资本主义(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退回到野蛮资本主义

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过渡性质已经具有了不可逆性。

ACommentontheDilemmaofCapitalism
HuLian-sheng

  Abstract Contemporarycapitalism madeseveralegoadjustmentson
thepremiseofstickingtothecapitalistbasicsystem.RooseveltNewDeal
andKeynesianism“save”capitalism,butalsobroughtthecrisisof“stagfla-
tion”tothecapitalism.Theneoliberalismovercamethecrisisof“stagfla-
tion”,butexpandedthegrowingincomedisparitywhichsufferedtheresist-
anceofpeopleandleadtotherulingcrisisandsocialcrisis.Thedilemmaof
contemporarycapitalismrevealedthatbusinesswithoutcriticizingcapitalist
basicsystem,theself-adjustmentofcapitalistcannotreally“cure”the“dis-
ease”ofcapitalistandthefundamentalchangeofsocialinstitutionalisthe
onlywaytosolvetheproblem.Contemporarycapitalismshowedaproperty
ofirreversiblehistoricaltransitioninthedilemma.Adjustmentwasn’tthe
“element”whichstrengthenedthe“orthodox”capitalist,butgaveplaytoan
inducingeffectforthesocialism
  Keywords ContemporaryCapitalism Keynesianism Neoliberalism
 TheDilemma

① 本报评论员.中欧合作,一种战略选择.环球时报,200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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