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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资本主义历史走向

———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张雷声①

韩建新

  收稿日期:2009-09-01

  作者简介:韩建新(1970-),北京城市学院副教授,博士。

  ① 张雷声(1954-),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务院学科评议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部委员、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副会长、首都经济学家论坛副主席。

  内容提要 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历史走向问题,是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也是当前关于国际金融危机问题研究

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

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但并不必然预示资本主义的迅速灭亡。理解这个问题,

必须要考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形式的变化,必须探讨

“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关系,必须分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金融危

机的爆发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产生的不同影响。

  关键词 国际金融危机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韩建新(以下简称韩):张老师,您好! 2008年世界范围内发生了国际金

融危机以后,您于当年11月份就在《中国经济导报》上发表了“这是资本主义

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的看法,后来,您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等刊物及

一些研讨会上,对这个看法又做了系统地阐述。从国内学术界来看,这两年对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学者们都做了方方面面的探讨。您对学术界的探

讨是怎么看的?

  张雷声(以下简称张):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国内学术界确实就其产生

的原因做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根据文献了解,大体有这么五种看法:第一,
认为这场危机是创新性危机,是由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引起的;第二,认为这

场危机是体制性危机,是由金融监管的不力造成的;第三,认为这场危机是债

权债务连锁性危机,是由美国住宅市场泡沫所导致的;第四,认为这场危机的

发生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取代了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实行了金融市场

的自由化有关;第五,认为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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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说前三种对国际金融危机产生原因的讨论还主要是限于表层的话,那么,后
两种看法则是从实质层面对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作了深入分析。我是持第五

种看法。我认为,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生,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变化

是分不开的,它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韩:张老师,究竟怎么来认识国际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必

然结果呢? 这是理论探讨中的“难点”,您能否谈谈您的看法?

  张:好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是危机产生的根源,这是马克思经济

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原理。在不同历史时期爆发的经济危机,其根源虽然都是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但是它的表现形式却是不同的,我把它概括为“资
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运动特点”。我

们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来分析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首先就必须认识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特点是不同的。我

想,可以根据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情况,把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时期

发展到今天划分为三个阶段,也就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

义阶段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那么,在这三个阶段,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

动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我们先看第一阶段。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

特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过极为透彻而精辟的分析。马克思认为,资本主

义基本矛盾是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

生活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是通过许多具体生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在《资本论》三卷中,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多种表现形式,主
要如社会资本再生产中两大部类生产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剩余价值生产与剩

余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生产扩大与资本的价值增值之间的矛盾等。显然,这
些具体生动的表现形式依据的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自由竞争、自由

经营机制。

  再看第二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的运动产生了新的特点。当科技革命发展到20世纪后半期,出现了以

信息革命为中心的高新技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机制发生了新的变化,
形成了垄断与竞争并存、国家与市场并存的新机制。这并不表明资本主义基

本矛盾运动趋于弱化,相反却说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新机制的作用下日益

向纵深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例如,在资本剥削雇佣劳动、资本与劳动的

收入分配、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资本剥削的赤裸裸手段日益隐蔽化、资本

与劳动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激化等。这些现象在当代

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比比皆是。这既说明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起伏性,
是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护其经济利益而不断进行自我调适的结果,这种调适在

相当大的程度上给资本主义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延长了资本主义的寿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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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又表明了资本主义孕育着更深的激化矛盾的动力和因素,而这些动力和因

素必将是通过经济危机来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并促使其走向灭亡的。

  我们再来看第三阶段,这和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生直接有关。国际垄

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既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特

点,即垄断与竞争并存、国家与市场并存的新机制依然发挥作用,同时随着经

济全球化的推进,又有了新的特点,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在全球范围扩展

并发生着前所未有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生产要素以空前的速度和

规模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以寻求相应的位置进行最佳的资源配置;贸易自由化

的范围、金融国际化的进程正以最快的速度迅速扩大和推进;生产网络化的体

系逐步形成,投资外向化的现象日益凸显。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全球资本主

义。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的运动有多方面的

表现,如市场经济矛盾和弊端的扩展、资本动机和目的的扩展、一国资本主义

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扩展、一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两极分化在全球扩展等。

  韩:综观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一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

一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历史。只不过,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在不

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而已,危机的产生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

结果,也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表现形式变化的必然结果。张老师,您认

为,导致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运动的表现形式上有

什么变化?

  张: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到国际垄断资

本主义阶段出现了新的特点有关。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金融资本占

据了主导地位,经济全球化的国际金融体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金融资本的

历史是一个不断寻求以金融资产创造为方向扩展的历史,是一个寻求规避法

律、政治或者文化力量对资产创造施加限制和监管的历史。”①因此,在当代世

界经济的发展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一个最为凸显的方面,就是金融垄

断资本加紧了全球性的金融投机和金融掠夺,同时却又缺乏有力的金融监管。

  我们都知道,金融资本的本质就是在不断寻求和创造其自我独立的价值

形式。由于金融业和金融衍生工具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赌博、投机性质

日益明显和强化。最为典型地表现为:第一,金融资产与其他资产简单地打包

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新的证券或者工具,投机者在制造和加速价格波动中收获

价格快速波动的利润,价格失去约束。第二,投机者以很低的利率借来资金,
然后投入到投机性资产即价格波动型的金融工具中,2002~2006年美国和全

世界住房市场繁荣中的次级抵押贷款之所以会激增,原因正在于此。第三,对

① [美]杰克·拉姆斯.投机资本、金融危机以及正在形成的大衰退[M].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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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交易即允许在价格波动的上下两个方向上同时“对赌”,从而催生了一种完

全失去监管的金融中介机构新形式即对冲基金。对冲基金的发展必然会增加

投机性投资。美国学者杰克·拉姆斯在《投机资本、金融危机以及正在形成的

大衰退》一文中强调,衍生品的爆炸性增长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投机性投资

总额和比重增加的强烈信号。全球衍生交易数量超过了600万亿美元。由于

衍生品市场存在着信用违约掉期(creditdefaultswaps,CDSs)品种,这个品种

反映的是关于一个特定银行或者公司将不违约和破产的“赌局”,因而不仅对

当前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还将会引发金融危机的

第二波。①

  金融投机活动愈益猖獗,金融体系与“实物经济”就会严重脱节,虚拟资本

也就会膨胀惊人。金融投机带来了巨大的金融风险,一旦金融泡沫破灭或资

本流动方向的突然变化和灾难性的汇率浮动,都会引起破坏性的极大的连锁

反应,使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陷入危机。与此同时,“国际金融的全球化和金

融市场的一体化,同样也给投资者、投机者和政府带来了金融混乱和挫折。大

额的国际资本流动削弱了国家经济主权,政府再不能全面管理本国经济,对本

国经济利益的维护也显得力不从心。”②金融资本的全球化与金融资本监管不

力的矛盾就成为当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表现形式。

  所以,我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展到当代表现为金融危机是必然的,
金融危机实质上就是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它在经济全球化中激化

的新的表现形式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韩:面对2008年西方世界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人们意识到这是资本主

义世界遭到的又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有的人认为世界资本主义正日薄西山,
资本主义濒临末日,并且预感到资本主义很快就要灭亡了,马克思在《资本论》
中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的预言很快就要在世界范围内实

现了。张老师,关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张: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我们通常称之为“两个必然”。
这是马克思运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分析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趋势得出的科学结

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形成、发展和解决的

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趋势。马克思认为,一旦“生产

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融的地步。
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

①

②

参见[美]杰克·拉姆斯.投机资本、金融危机以及正在形成的大衰退[M].马克思主义与现
实,2009(3).

[美]弗雷德里克·皮尔逊、西蒙·巴亚斯里安.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体系中的冲突与合作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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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①马克思主义诞生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历史,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的

90多年的历史,无论经历过多少次的思想较量、思潮交锋、倾向斗争,也无论

出现过多少困惑、历经过多少挫折、遭受过多少重压,“两个必然”的思想自始

至终鼓舞着各国共产党人的斗争,并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俄国十月革命的胜

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明证。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既

为历史实践所证实,也为许多西方学者所承认,如美国学者海尔布隆纳就明确

认为,要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必须求教于马克思。他认为,我们之所以

向马克思求教,是在社会历史领域,在人类社会发展领域。人类社会至今仍然

是生活在马克思所阐明的发展规律之中的。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内在本性的

分析是正确的,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就不能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内在本性

的分析是错误的。② 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也曾说过这样的话:
“资本主义将成为过去,它的特定的历史体系将不再存在。”“它是人类历史上

的一次吸引人的演习———一次特殊和异常时期的演习,但可能是向更为平等

的世界过渡的漫长历史中的一个重要时刻;或者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不稳定的

人类剥削形式,在它后面,世界便回复到较为稳定的形式。”③这实际上也是说

明了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代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

  但是,理解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的前提,是必须搞

清楚“两个决不会”。也就是说,在人类历史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

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

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④资

本主义的发展也是如此。自1825年以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时而尖锐时而缓

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中频频发生,资本主义制度

则又频频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频频得到调整,资本主义就是

以这样一个矛盾体在不断向前发展。理解“两个必然”必须要与理解“两个决

不会”结合起来。“两个必然”是“两个决不会”运动的必然结果,“两个必然”中
又包含着“两个决不会”的内在要求。我们面对“两个决不会”不能动摇“两个

必然”的信念,我们也不能坚信“两个必然”而忽略了“两个决不会”。从当前发

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所采取的抗击措施来看,它不过是一次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的大调整,是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又一次缓解。资本主义

就是通过一次次的调整和补救来挽回一次次的震荡和危机,这样使得它足以

能在一定程度上应付资本主义痼疾的再度复发。因此,在资本主义所能容纳

的全部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之前,资本主义是不可能走向灭亡的,只有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31~832.
参见[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M].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1.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08~10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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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资本主义面对危机,只能通过内部的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来进

行抗击和调整时,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有可能。

  韩: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凸显以来,我们在研究资本主义历史走向

时必须放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来思考。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

对全球的波及,更使我们的研究有了难度。两大社会制度的并存、资本主义占

主导地位的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现存的金融危机问题等,都是困

扰人类社会发展走向的因素。张老师,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张:就这个问题,我想谈三点看法:第一,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在反映

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破产的同时,却映衬、彰显出社会主义发展的实力。20
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作为美国的施政理念,成为它们要求所有国家

开放市场的基本逻辑。可以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是美国近30年来推

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也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破产。新自由主义经

济政策的核心就是: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允许自由市场的存在;国家不

干预经济。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说明:没有国家干预的金融市场是不稳

定的金融市场。因为越来越多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可以自由地追逐最大利

润,去从事投机性业务。加上国内贫富的分化,必然使得工薪家庭不得不把房

屋作为抵押进行借贷来维持生存,工薪家庭收入水平的停滞或者下降,又使得

他们很难靠其收入进行正常的借贷,无力偿还债务而发生危机。因此,这场金

融危机虽然是发生在美国,但波及全球,表现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新自由主

义在全世界泛滥所产生的后果。以美国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把一国资

本主义的弊端扩展到了全球范围,把新自由主义的放松金融监管、允许自由市

场存在、国家不干预经济的政策也扩展到了全球范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

还说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不应是推行霸权主义的过程,不应是推行资本主义

弊端的过程,不应是全球资本主义化的过程。

  在反击危机的问题上,有不少的资产阶级学者提出要通过“公有制”和“社
会主义”来拯救濒临崩溃的资本主义金融市场。从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采取

的措施来看,确实是采取了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干预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社会主义发展实力对西方国家的影响。美国采取了多方面的“救市”措
施,除了加大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和向私人大银行、大公司注资,包括对某些

企业、甚至某些行业实行国有化措施等,如前总统布什推出了7000亿美元不

良资产救助计划,现任总统奥巴马推出了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美联

储推出了8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美国财政部推出了高达20000亿美元的金

融稳定计划等,用于紧急救助。① 此外,还采取了贸易逆差收缩的办法,实际

出口明显扩张而实际进口快速收缩,将金融危机的损失通过对外贸易渠道转

① 戴相龙.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及我国的应对措施[N].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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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到全球。从2008年2月起,英国政府实行了“银行国有化”。英国还出台了

推动银行为小企业提供贷款的10多个计划。2009年开始,德国内阁批准了

一项救市法案:允许政府将银行强制国有化,以防止大银行破产动摇德国金融

系统。这些措施的实施已经起到了缓解金融危机及其对各国经济深刻影响的

效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社会主义力量对西方国家的影响。

  危机爆发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情况也从正面彰显了社会主义发展

的实力。我们承认,由于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超过60%,美国金融危机的

爆发无疑对我国也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

会主义国家,有着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我国的经济刺激方案涉及的是基建、教
育、环保、住房、社会保障等关系着国计民生的内容,涉及的是纺织、钢铁、汽车

等十大产业振兴的规划。我国的国有企业在危机的冲击下发挥了非公有制企

业无法发挥的作用,并力争做到“五个不”,即,资金链条不断裂,经营业绩不萎

缩,现有市场不丢失,新的发展机会不错过,发挥主导作用不打折扣,为“保增

长、扩内需、调结构”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第二,在国际金融危机和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我认为,
必须首先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基本

矛盾的尖锐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并不表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

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已经非常清晰地展现出了这样一种“危
机过后资本主义都会被动或主动地采取相应措施进行自我调整”的轨迹。

  面对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欧国家必须抗击危机。因为在经济全球化

进程中,西欧经济已经无可避免地对美国经济产生了过度依赖,美国经济已从

多方面如投资、贸易、股权渗透等方面影响着西欧经济的发展。美国发生了金

融危机,西欧经济必然受到牵连,如果美国经济垮了,西欧经济也会跟着垮了。
因此,西欧国家的“救市”措施虽然表现为反对美国转嫁危机损失,但是,这种

反对转嫁危机损失的办法却是一国范围的、被动的、有局限性的。当然,就西

欧国家的现状来说,相对于美国,它的任何一个单个国家都还不具备与美国较

量的实力,都还不具备改变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国际经济新秩

序的能力,同时,西欧国家内部也还不具备联合起来一致行动的条件。

  就我国而言,我国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之一,我们应该以更为积极的

态度全面、深入地研究金融全球化问题,参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和改革国际金

融体系,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合作,支持国际金融组织根据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增

加融资能力,加大对受这场金融危机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切实维护发展

中国家的利益,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国际合作,在建立一个有利于各国经济稳

定发展的新的世界货币金融体系中,充分发挥自己的重要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作为人类

社会发展的趋势,就不再是一国范围内的事情,需要世界范围内各国的共同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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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因此,当危机发生后,世界各国把面对危机的眼光仅仅放在考虑自身利益

维护的极为局限的视野内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社会生产力就仍然会具

有包容性,“两个必然”的实现就不可能是一朝一夕之事。但是,我们应该看

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调整和补救尽管很有用,但也相当有限,资本主义基本矛

盾的存在和发展是任何调节手段都无法阻挡的。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基本

矛盾的运动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反对转嫁危机损失的措施绝不

应是一国范围的、被动的、消极的措施,而应是世界范围的、主动的、积极的措

施。这个世界范围的、主动的、积极的措施,就是改变国际金融体系、建立国际

经济新秩序。世界各国联合起来,改变现存的国际金融体系、建立起国际经济

新秩序,是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灭亡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必然通途。可

以认为,改革国际金融制度,在改变长期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方面、在
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方面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同时,在调控金融全球化、
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方面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的不公正

性、不平等性。面对危机,我们应该进行全球经济政治的深刻的结构改组和政

治变动。无论怎样,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是没有什么公正、平等而言的,各
民族、各国家只有置身于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之中,才能在世界范围内求得真正

的公正和平等。

  第三,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各国对危机的反击,已使更多人开始重新审

视资本主义的历史走向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并把目光聚焦于中国,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产生了浓厚兴趣,中国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经具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已是有重要世界影响力的大国。这一方面说明了当代资

本主义金融危机的爆发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历史

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也使人们更加认清了资本主义的真面目,认识到资本主

义存在着许多无法修复的缺陷,例如不平等、失业、过劳、贫穷等,从而更加信

赖社会主义,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坚定和稳固。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在发展中更加注重实体经济的发展,注重依靠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

发展到集约发展的转型,搞好产业结构的调整、技术水平的升级等;注重加强

金融监管体系的建设,提高我国的国际金融竞争力;注重在全球化过程中规避

风险,更稳妥地推进和扩大开放。因此,我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各国

对危机的反击,更加使人们清晰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世界社会

主义发展的前景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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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历史走向 9    

BasicContradictionofCapitalism,itsHistorical
TrendandtheInternationalFinancialCrisis

———AnInterviewwithMarxistEconomistZhangLei-sheng

HanJian-xin

  Abstract Economiccrisisandthebasiccontradictionofcapitalism,the
historicaltrendofcapitalismisabasictheoreticalissueofMarxisteconom-
ics,andalsoaninevitabletheoreticalissueontheresearchofcurrentinter-
nationalfinancialcrisis.Theinternationalfinancialcrisisoccurredin2008is
aninevitableresultofthemovementofthebasiccontradictionofcapitalism,

butitdoesnotnecessarilyindicatetherapidcollapseofcapitalism.Toun-
derstandthisissue,wemuststudythechangesofpatternsofmanifestation
ofthemovementofthebasiccontradictionofcapitalismindifferenthistori-
calperiods,wemustexplore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twonecessities”

and“thetwoabsolutenon-possibilities”,andwemustanalyzethedifferent
effectscausedbytheoutbreakofinternationalfinancialcrisistocapitalism
andsocialismundertheconditionofeconomicglobalization.
  Keywords internationalfinancialcrisis basicContradictionofcapital-
ism Capitalism So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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