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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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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入手,说明资本主

义基本矛盾构成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而资本主义经济则是力求开辟新的空

间突破这种限制,当新的空间被资本开发殆尽时就会出现严重的全局性危机。
文章回顾了20世纪资本主义通过资本输出、国家干预、经济金融化等几个阶段

突破基本矛盾的限制,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又通过30年代大危机与世界战争、

70年代滞胀和当前的金融危机一次次对资本主义发展构成新限制。文章认为

当前危机是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发展空间开发殆尽的结果。今

后,资本主义只有找到新空间才能获得新一轮发展。

  关键词 金融危机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自2007年7月开始出现的美国“次贷危机”,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已经酿成

严重的金融危机,它不仅严重威胁到美国金融体系的安全,并且已经对实体经

济产生了严重影响,使美国乃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又一次走上衰退的道路。
从当前各种主流的观点来看,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美国宏观经济政策

失误、世界金融体系存在的重大缺陷以及监管不足等问题造成的。但是,如果

把它放在资本主义长期的发展逻辑史来看,可以发现此次金融危机不仅仅是

一个所谓的金融监管与金融技术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下周期性

危机爆发的一个突破口。这次危机的特殊性也反映出,它不同于传统的每隔

十年左右爆发一次的常规性周期性危机,不能简单地设想危机之后资本主义

又重新回到原有的方式。此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上的特殊产

物,是20世纪后半期世界资本主义在其基本矛盾推动下向前发展的逻辑结

果。因此,这次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这一判断启示

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我国应当对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和运行方

式进行重大调整,以适应新阶段上的外部环境。

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

  当前正在发生和蔓延的美国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在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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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高度发展的新形势下的特有运动方式和必然结果。这里我们首先简单回顾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与特征,然后分析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经济发

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影响,通过这些分析说明资本主义长期发展中矛盾的

积累与当前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及其内在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它有两个基本特征:
第一,商品经济普遍化并成为社会物质生产乃至整个经济生活的一般形式;第
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两个基本特征产生

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以及经济运行中的各种具体矛盾。

  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物质生产乃至社会经济生活的一般

形式。这一特征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物质产品取得了与其使用价值

的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价值形态的物质产品,尽管使用价值各异但都

是作为价值存在,这就使它们具有了统一的、共同的性质,从而增强了不同的

使用价值之间的可互换性和财富的流动性。价值的货币形式成为社会财富的

一般体现,成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直接追求的东西。因此,商品经济成为一种

直接为取得货币的经济活动。从商品经济本身的规律来讲,价值是劳动产品

在商品经济生产关系下所取得的社会形式,货币不过是价值形式演变的最终

结果。因此价值只能是由劳动所形成,货币也不过是人类一般劳动的代表。
从人类整体来说,价值、货币的源泉只能是人类的劳动。

  价值形式虽然赋予的社会财富的可互换性和流动性,但这并不是无条件

的,它们必须是建立在合理的社会分工及劳动在各种生产上按比例分配的基

础之上。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不是物,而是体现在物上的生产关系。这里所

指的生产关系也包括着社会生产者建立在合理物质需要基础上的劳动分工比

例关系,“合理”与“比例”产生于人类社会对物质产品的各种需要。应该指出,
人类社会的对物质产品的各种需要总是会带有强烈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烙印,
因此,所谓“合理”与“比例”也体现特定生产关系所派生特有需要。在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下,社会需要中包含着许多事实上不合理的内容。

  价值形式所赋予社会财富的可互换性和流动性只有在货币形式上才能成

为现实,因此,劳动产品作为商品生产出来,虽然取得了价值的性质,但并未直

接取得被社会所承认的货币形式。因此,它们还必须经过那“惊险的跳跃”。

  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占有社会生产条件的资

产阶级能够通过控制和支配他人劳动来占有社会剩余产品。资本主义经济的

这一特征,使得占有和掌握社会生产条件的阶级———资产阶级———可以人为

地把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工人阶级的消费控制在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水

平,从而使社会形成大量的社会剩余产品。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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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普遍化使得剩余产品采取了剩余价值的形式。马克思说:“生产剩余价值

即直接从工人身上榨取无酬劳动并把它固定在商品上的资本家,是剩余价值

的第一个占有者,但绝不是剩余价值的最后占有者。以后他还必须同在整个

社会生产中执行其他职能的资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等等,共同瓜分剩余价

值。”①,剩余价值的占有与分配形成了十分复杂多样的经济范畴与运动形式、
运动机构。

  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些特征使它与生俱来背负着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

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运动

又产生出以各种具体形式存在和运动着的具体经济矛盾。资本主义雇佣劳动

只有建立在社会化生产力基础上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化的生产力形成了生

产之间的广泛联系,这一性质要求社会从生产的整体关联性出发,理性地处理

生产中人与自然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随着社

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妥善处理的关系内容也在日益丰富。然而,生产资料的

私有制下部分人对物质生产过程及其结果的控制,使得社会生产不是按照社

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安排,而是按照少数人的控制他人、占有财富的利益进行安

排。生产的商品形式使价值与货币成为追求财富的直接目标,占有剩余价值

成为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内容。价值、剩余价值作为独立的范畴,它们的存在

与运动使生产活动可以超越其物质形式的限制,获得了一种巨大的弹性。也

正是生产的商品形式,价值作为生产的直接目的,也使人们看不清甚至看不到

价值生产背后的物质联系,使价值拜物教成为根深蒂固的普遍观念。生产服

从于少数人追求剩余价值的目的,使资本主义生产内在地具有危机的倾向。
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使危机成为现实,这时,尽管社会已经掌握着巨

大的生产力,但是却不能用来为社会成员生产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劳动者

与生产条件的分离,物质生活遇到极大的困难。

  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剩余价值生产赋予了生产条件以及财富的一般形

式———货币以资本的属性,这样,即使不在生产领域也可以通过在以价值形式

对生产条件所有权的控制,来占有生产领域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货币的资

本属性不仅产生了借贷资本,而且进一步发展成虚拟资本、土地价格乃至众多

的价值增值工具。它们的运动远离生产领域,但是它们却不能从根本上摆脱

实际物质财富的运动,从而产生了在金融领域触发危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以上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征,仍然是当前波及全球的

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和平发

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作用推动下,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在矛盾中发展演变出了许多新的现象和特征,这些新现象与特征赋

①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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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了当前金融、经济危机的具体原因与形成逻辑。

(二)第二次世界战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过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像西方学者想象的是一种按照常规运行永恒不

变的生产方式,而是一种不断发展、变化、成长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基本

矛盾的运动是它发展变化的基本推动力。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基本逻辑是,
社会基本矛盾的作用对资本主义生产形成限制,而资本主义则是利用它自身

结构所提供的手段、机制不断创造新的活动形式、扩充新的活动领域,用以暂

时突破在原有运动形式和领域内社会基本矛盾给予的限制,其结果是使社会

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运动的新形式、新领域进一步展开。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垄断资本主义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垄

断加剧了社会基本矛盾,导致各国竞相通过资本输出缓解国内市场矛盾。资

本输出一方面扩展了资本的增值空间,使它们可以利用海外资源获取高额利

润,另一方面,也扩大了销售市场以带动商品输出。因此瓜分世界争夺势力范

围成为20世纪前期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特征。这一阶段,虽然垄断已经形成

并成为社会经济中的突出现象,但是笃信自由市场的新古典经济学仍固守自

由竞争资本主义的理念,推崇国家不干预经济的政策,使得社会经济矛盾最终

以30年代大危机的爆发为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吸取了20
世纪前期无政府状态的世界经济格局下各国互相倾轧、以邻为壑、两败俱伤的

教训,试图建立一个有管理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由于战后初期美国在

各方面的实力雄厚,使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世

界经济秩序———“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这一秩序为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提

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推动了国际间贸易与投资的发展,使得传统的在资本主

义基本矛盾挤压下难以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继续扩展的空间。因此,出
现了战后最初20年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在这期间,不仅世界市

场在扩大,而且各国经济在生产领域的联系日益增强,出现了经济国际化的趋

势,成为后来的经济全球化的开端。

  有管理的世界经济秩序所带来的外部稳定只是在一定时期内提供了资本

主义经济扩展的空间,但是它并没有改变以追求剩余价值为基本目的的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以及由此产生基本矛盾及各种具体矛盾。在新的

扩展空间使用殆尽的时候,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发的各种具体矛盾便以新

的形式重新激化起来。

  到20世纪70年代,此前20余年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结束,进入了

一个矛盾凸起的新阶段。在前20多年中有管理的世界秩序下形成的资本主

义经济成为新阶段的逻辑和历史起点。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发展突出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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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表现在,资本增值和积累更多地在货币金融领域寻求突破,使得世界货币、
金融领域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也更多地在这一领域展开。这

一特点源自世界货币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带有强烈世界倾向的经济,需要有恰当形式

的世界货币作为价值在世界范围的运动载体和一般代表。马克思认为,在世

界市场上只有黄金才能充当世界货币。然而,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上,世界

经济的形成总是与那些具有强大势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霸权与扩张联系

在一起的,随之,这些国家的货币在世界上也就占居了世界货币的地位,客观

上执行着世界货币的职能。这种情况使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经济状

况、经济政策的结果会通过世界货币的职能扩散的其他国家乃至全世界。更

进一步说,它们可以利用货币、金融手段创造有利于己的资本积累方式,并把

自身内部的矛盾、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乃至整个世界。

  1971年前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就是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

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黄金是世界货币的价值基础,美元承诺兑换黄金,各国

货币与美元保持基本固定的汇率。黄金作为货币的价值基础,对于主要资本

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任意增发货币的行为形成约束力量。1971~1973年的

美元危机导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解体,世界货币

进入了浮动汇率的时代。在这个浮动汇率体系中美元仍处于中心地位,但是,
由于世界货币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基础,使得美元纸币的膨胀失去约束,给以后

的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马克思说:“商品流通有一个口,金(或银,
总之,货币材料)是作为具有一定价值的商品,从这个口进入流通领域的。这

个价值在货币执行价值尺度职能时,即在决定价格时,是作为前提而存在

的。”①然而,在黄金非货币化以后,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进入商品流通这个口

时,却不是作为有价值的商品进入的。这样,它在执行价值尺度职能即在决定

商品价格时就失去了必要的前提。这就为以后的通货膨胀、虚拟资本的膨胀

开了口子,开辟了资本以金融形式获取剩余价值、进行资本积累的新天地。

  资本是一个运动中的价值,然而这个运动只有通过货币形式才能明确地

表现资本的增值,因此,马克思指出,货币资本的循环是资本运动最典型的形

式,“从价值生出剩余价值,不仅表现为过程的开始和终结,而且明显表现在金

光闪闪的货币形式上”②。20世纪70年代世界货币领域发生的变化,也使资

本的增值过程、增值方式发生变动。在货币失去相应的价值基础以及浮动汇

①
②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40.
马克思.资本论[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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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制度下,“价值革命”①出现的几率大大提高。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只

有在价值增值时,也就是在它作为独立化的价值进行它的循环过程时,因而只

有在价值革命按某种方式得到克服和抵消时,才能够存在和继续存在。”②70
年代以后,没有价值基础的货币使产业资本的循环在国内外市场上的不确定

性增强。但是,这种不确定性却给金融资本带来了获利的机会,由此引起资本

市场繁荣并向全球扩展。

  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这一基本性质,使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广大劳动人

民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始终困扰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只

有市场不断地扩大,资本的积累才能顺利进行。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性

质决定了它不会通过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来扩大市场,而是采取扩充信贷的

方式来刺激市场的扩大,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正常进行。这种方式在扩大

市场的同时也为金融垄断资本利用货币、金融手段赚取剩余价值提供了机会。
与此同时,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的解体使美元的发行失去了黄金的价值约束,
适应金融垄断资本的需要,没有价值基础的美元纸币大量发行,为金融垄断资

本提供了廉价的资金来源。因此形成了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经

济的金融化、金融的全球化的显著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蓬勃兴起,使金融垄断资本进一步将货

币、金融手段赚取剩余价值、进行资本积累的活动在世界范围展开。当代金融

垄断资本利用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在世界范围内榨取剩余价值的手段是多

种多样的。首先,那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需要有广阔的市场,
而美元的世界货币和国际储备地位,使得美国市场成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出

口产品支撑自身经济的重要去向。这样,美国就可以在国际贸易中,以廉价美

元购买别国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人民花费实实在在劳动生产出的物质产

品,通过巨额贸易逆差无偿占有提供产品的国家人民的剩余劳动。另一方面,
它可以通过国际融资的形式向世界出售没有相应实际资产做保证的债券收回

美元以维持其国际收支。第二,利用自己在国际经济中的霸权地位,迫使持有

大量美元储备国家的货币升值,实现对别国剩余劳动的最终无偿占有。第三,
过量发行的美元也通过贸易途径把通货膨胀输出了其他国家,使对它具有贸

易顺差的国家增发货币,形成这些国家的货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局面,从
而给经济的增长带来严重困难。第四,利用投机手段制造国际金融危机,无偿

占有别国社会财富。80年代以来,世界性货币危机、金融危机频频发生,尤其

是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这些地区的经济带来严重损失。

①

②

“价值革命”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使用的一个概念,在那里是指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
劳动时间发生变化,从而使商品的价格发生变化。在这里,我使用这一概念只是表示商品价格的频繁
变动。

马克思.资本论[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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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世界资本主义在近几十年通过全球化的经济联系,运
用各种市场经济机制,通过货币、金融手段把全世界置于它的剥削之下,成为

资本积累新的形式,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新空间。

二、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矛盾诱发当前的危机

  然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表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对资本积累的制约使

它不可能长期无限制地发展下去。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资本

力求通过创新突破即有限制获取新的积累空间,同时新形式的资本积累又使

社会基本矛盾以新的限制形式出现的历史。当前,由美国次货危机引发的世

界性金融危机就是近30年来资本在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道路上进行积累

所走到的一个新的极限。

(一)当前的金融危机是70年代后资本积累空间开发殆尽的结果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精巧、隐蔽的剥削方式,它以价值的形式占有他

人的剩余劳动,这就使得对剩余劳动的占有突破使用价值的界限具有了无限

性。价值的货币形式掩盖了价值的源泉,使资本可以通过对货币的创新,以流

通的方式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货币变革使世界货

币脱离其价值基础仅成为一种纯粹的价值符号,由此开创了经济金融化的时

代。在经济金融化的时代,借贷资本成为垄断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主要途径,
与此同时,金融垄断资本又在金融市场上不断地对信用工具进行花样翻新,在
扩大贷款对象和贷款规模的同时,通过创新信用工具,收回货币资本并转嫁金

融风险。信用工具的创新又使资本市场上债券价格不断涨落,为投机性金融

资本获利带来新的机会,使资本可以即远离生产活动又能更加迅速、便捷地赚

到钱。对此,《资本论》早就指出,“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

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作中介而赚到钱。”①但是,近十几年来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的狂想病却不完全与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周期性的狂想病等同,这一次

不同的背景在于,首先,经济的全球化扩大了剩余价值的源泉,不仅本国的工

人阶级,而且世界工人阶级特别是工业化正在蓬勃发展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的工人阶级,都在为世界垄断资本提供着剩余价值。而金融垄断资本所要做

的只是按照市场的规则,利用商品价格、利率、证券价格等的变动,通过货币金

融的方式把剩余价值据为己有。第二,货币性质的变化使得美国无节制地大

量发行货币,用以购买发展中国家人民辛苦劳作生产出的物质产品,并凭借美

元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以出售债券的形式重新占有货币资本。这些变化,使

① 马克思.资本论[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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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资本的金融投机行为不再被看作像马克思时代那样由于经济的繁荣、生产

的高涨所派生出的现象,而是被看作资本通过创新已经找到了一个可以使自

己增值和积累的新领域。因此,金融投机活动不再是“周期性”地狂想,而是作

为一项“新兴产业”持久地加以开发的。

  经济的全球化和货币性质的变化形成了金融垄断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新

机制。虽然剩余价值的源泉存在于生产领域,但是对于剩余价值的占有却可

以有不同的方式。最为基本和原始的形式是马克思所讲的通过生产直接占有

工人的剩余劳动,除此以外,它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被资本所占有,例如,它可

以以低于价值的价格出售商品转移到买者手中,这又通过降低劳动力价值形

成有利于资本的收入分配。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国际垄断资本以对外投

资的利润、不等价交换,以及各种虚构的服务收入等方式占有剩余价值,形成

发达国家金融垄断资本盈利的来源。在金融市场不断翻新的情况下,金融垄

断资本又可以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将剩余价值形成的剩余资本加以集中。金

融垄断资本又进一步利用集中起来的剩余资本发放贷款,并再发行证券以集

中货币资本。

  但是,贷款对象的扩大必须以生产领域的相应发展为前提,而生产的扩大

又必须以市场的扩大为条件。经济的金融化并未消除社会基本矛盾对资本积

累的根本限制,而当代金融资本突破这种限制的方式则是通过扩大贷款来强

行地扩大市场。在此,所谓的“金融工程”为扩大贷款对象开发出种种技术手

段,例如,美国金融资本创新出“次贷”、“Alt-A”、选择性可调整利率贷款等贷

款形式,诱使人们借款消费,以扩大剥削对象。然而从本质上讲,借贷资本收

入的最终源泉只能是生产领域形成的剩余价值,发放消费信贷所获取的利息

收入事实上也是间接来自于剩余价值。因此,当金融垄断资本将既有的剩余

价值源泉开发殆尽,转而将非剩余价值收入作为攫取对象时,危机就成为不可

避免的了。

  可见,当前的金融危机是资本对于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形成的增值与

积累新领域开发殆尽的结果,不能被看作是一次常规的周期性衰退。据此推

测,此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一次重要的节点,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必须有资本增值方式的重大调整才能实现。

(二)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危机的措施及其本质

  当前的金融危机给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带来严重的困难,直接威胁

到金融体系的生存,并已经对生产领域造成危害,因此,近几个月来主要资本

主义国家纷纷出台救助措施,通过巨额政府支出拯救那些陷入金融困境的金

融机构。就现有的资本主义运行结构看,这些措施是使资本主义金融体系解

脱困境所必须的,不如此它们就直接面临着崩溃的危险。但是,也应当看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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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第27辑 当前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 81   

些措施即使奏效,所能够解决的也只是当下金融体系因债务链断裂出现的流

动性不足的问题。马克思指出,“货币流通的缓慢则表现这两个过程分离成互

相对立的独立阶段,表现形式变换的停滞,从而表现物质变换的停滞。至于这

种停滞由什么产生,从流通本身当然看不出来。流通只是表示出这种现象本

身。一般人在货币流通迟缓时看到货币在流通领域各点上出没的次数减少,
就很容易用流通手段量不足来解释这种现象。”①目前各国采取的向金融体系

注入奖金的求助方式,正是基于马克思所提到的这种错误认识。根据前面的

分析,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流通领域流动性缺乏,相反,长期以来美国联

邦储备实行低利率的政策为美国金融注入了大量的资金,有力地支持了虚拟

资本的膨胀,使金融垄断资本迅速地积累。当前危机的真正原因在于膨胀起

来的虚拟资本找不到足够的剩余价值源泉继续支撑现有的金融方式的资本增

值。因此,当前的救助措施只能解救金融体系的当务之急,并不能彻底解决当

前的危机。

  当前主流观点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直接原因来自于华尔街的“贪婪”加之

金融当局“监管不力”,尽管这种看法仍停留在对直接现象的观察,它也反映出

人们对自20世纪90年代逐步兴盛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放松管制”、
“解除监管”政策的反思。从当前的救助措施来看,它仍是维护金融垄断资本

利益的一种措施。本质上看是资本主义政府用劳动人民创造的财政收入来维

护金融垄断资本所构造的价值增值体系。而正是这种价值增值和资本积累方

式走到了自己的尽头。由此可以设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允许的范围内,危
机过后如果资本不能开辟新的增值领域、不能找到新的增值形式,那么资本主

义就只在一定时期内以一种“有管制的资本主义”的形式存在和发展。因此,
靠财政手段的救助只能解决当前的燃眉之急,只有采取必要的调整,建立真正

为实际经济运动服务的金融体系才有可能使资本主义摆脱当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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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CapitalistFinancialCrisisandtheHistorical
LogicsofCapitalistDevelopmentunderits

BasicContradictions

ZhangJun-shan

  Abstract Thisarticlestartswiththeanalysisofthebasiccharacteris-
ticsofcapitalistproductionmode,explainsthatthebasiccontradictionsof
capitalismgivesrestraintstocapitalisteconomicdevelopment,andmean-
while,thecapitaltriestogetridoftheserestraintsbycreatingnewcondi-
tionsandsurrounding.Butwhenthepotentialoftheseconditionsandsur-
roundingwereexploredtotheirend,seriouscrisiswouldappearandput
capitalisteconomyintorecession.Thearticlereviewsthecapitalistexperi-
encein20thcentury.In20thcentury,thecapitaltriestogetridofthere-
straintsbycapitalexport,stateintervention,andfinancializationoftheecon-
omy.Butthecapitalismshoweditsexistencewithgreatdepressionand
worldwar,stagflationin1970s,financialcrisiswhichisconfrontedus.And
theseeventscreatednewrestraints.Inthefuture,capitalisteconomymust
adjustitsmodeofdevelopmentsince1970s,inthisway,createnewcondi-
tionandsurroundingforitsdevelopmentinthe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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