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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轨迹与美国金融危机

———全球化与金融化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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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50.

  内容提要 商品流通中的买卖时空分离对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的制约,

使资本主义经济蛹化为信用经济。信用工具———借贷资本是虚拟资本的最基

本形态,信贷扩张构成金融衍生的物质前提。资本主义发展加剧了生产相对过

剩的矛盾,这使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趋于异化———依赖信贷

过度扩张制造金融泡沫推动经济增长。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异化进而引起资本

主义信用异化———信用背离为实体经济服务之本位,沉溺于过度金融投机,误

导投资,加剧生产与消费的不均衡,把商品与货币之间的对立发展成绝对矛盾,

因此,危机是必然结果。为转嫁相对过剩矛盾而展开的资本全球扩张,即经济

全球化,逐渐演化为资本主义信用的全球扩张,即金融化,它们把资本主义危机

引向全世界。

  关键词 信用 虚拟资本 现代资本主义 异化 金融化

  2009年9月,美国爆发了一场空前的金融危机,至今,它已经演变为一场

席卷全世界的经济危机。这场杀伤力巨大、被称为”百年一遇”的危机究竟如

何产生,其根源在哪里? 从马克思经济学出发,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轨迹,我
们才能找到答案。

一、资本主义经济是信用经济

(一)信用是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血液循环系统

  简单商品流通中买和卖的时空分离,使得卖者和买者的关系演化为债权

人和债务人的关系,于是货币也就取得了另一种职能———支付手段。“生产者

和商人的这种相互预付形成信用的真正基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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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信用强化了资本的社会属性,它“实现了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

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使用”①,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私人资本的局限,由
此缓解了买卖时空分离造成的资本周转困难与再生产过程连续性之间的矛

盾,从而提高了社会资本运行效率。所以,“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

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两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

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②可见,信用是资本主义经

济的血液循环系统,资本主义经济是信用经济。

  (二)作为信用工具的生息资本(借贷资本)是虚拟资本的基本形态,也是

金融衍生的物质前提

  为了研究信用工具,马克思专门对银行资本做了考察。他把银行为了获

得利息而贷放的“货币资本”(moneyedcapital)定义为生息资本,并特别强调

生息资本意义上的货币资本与一般的货币资本并不相同,后者属于真实资本

的货币形态,而生息资本意义上的货币资本作为最基本的信用工具,只是执行

支付职能的货币(银行券),并不属于真实资本。

  正是生息资本孕育了虚拟资本,因为它使人们仅仅凭借货币索取权证书

就能得到固定的收入———利息,而这张证书仅仅是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

的“纸质复本”,这些纸质复本的运动完全脱离现实资本运动,而且其价值运动

也与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无关。

  随着银行信用的发展,在信贷规模扩大的基础上,以大量借贷(生息)资本

为基础,诸如国债、股票、各种商业票据乃至于期货、期权等各级信用工具不断

被衍生出来,它们既是现实资本的纸质副本,其价值更是幻想出来的、随着人

们的信心而起伏。

  信用及信用工具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证明,信用的天职就是服务于实体资

本运动,从而,作为信用工具的虚拟资本,其灵魂及价值基础就是它所代表的

现实资本,因此,使虚拟资本遵循以实体资本为基础的价值运动规律,这是信

用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只要信用规模与现实资本运动相匹配,信用就能起

到促进资本循环从而提高投资效率、规避市场风险的作用。

(三)信用和虚拟资本又为过度投机引发危机提供了可能性

  另一方面,“信用又使买和卖的行为可以互相分离较长的时间,因而成为

投机的基础”③。首先,信用使少数人取得了拿社会财富冒险的机会,这使信

①
②
③

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99.
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99.
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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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成为过度投机的杠杆具有了可能性;此外,作为信用工具的虚拟资本,其所

独有的“价值幻想性”,又为过度投机准备了操作媒介。如果社会监管缺乏,在
个人贪欲驱使下,信用助长投机过度这个可能性就会成为现实。一旦金融投

机过度,必然会推动虚拟资本运动发生异化———背离其所代表的现实资本,
“‘空头汇票和空头信用,造成了虚假信用的扩大。地方股份银行为这样的汇

票贴现以后,把它拿到伦敦市场的汇票经纪人那里去再贴现,并且单凭银行的

信用,而不顾汇票其他方面的性质,这就更助长了虚假信用的扩大。’(银行委

员会,1858年第[v页]第8号)”①,这必然导致虚拟资本价值大大偏离现实资

本规模而无限膨胀,由此制造的泡沫暂时弥合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相互分离的

矛盾,但它实际是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起着刚好相反的作用———误导生产,
使之严重偏离实际需求,从而加速矛盾的发展。所以,马克思说:“信用加速了

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②

  危机是从信用的源头———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职能开始的:繁荣时期被

人们追捧的各种金融证券顿时变得一文不值,虚拟资本价值泡沫破裂,人们急

切地希望把手中的这些信用工具———各种虚拟资本还原成货币,货币荒出现

了:“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

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

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③

  美国金融危机,首先是两家最大的房地产贷款机构房地美和房利美,接着

是四大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都因为流动性短缺发生支付困难而陷入倒闭境

地。受此影响,各个商业银行一度被挤兑风潮包围,一时间整个社会笼罩着信

用危机。欧洲各国的金融机构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经济危机为什么通常都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开始呢? “事实上问题只是

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

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

础。”④金融危机是挤压虚拟资本过度膨胀的价值泡沫,强制它遵循虚拟资本

价值运动规律的过程,随之而来的自然是被它所掩盖的、不平衡的实体经济的

暴力纠错程序:商品过剩,工厂倒闭,失业严重,消费萎缩……危机通过破坏性

的方式强制压缩生产,使供求重新恢复到平衡状态。

  不仅如此,危机同时也是信用体系崩溃对实体经济造成反向负面冲击的

过程,这对实体经济原本健康的部分产生严重损害。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是虚

拟资本与实体资本交织在一起的信用经济,一旦发生金融危机,整个信用体系

①
②
③
④

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63.
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99.
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54~555.
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5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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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瘫痪,直接导致现实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的支付链发生断裂。这首先发生

在现实经济最不平衡的环节,但会随着信用链条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逐渐使

整个社会生产系统由于供血不足而陷入休克。美国这次金融危机,本来是由

房地产市场的供过于求而引发的,但是,它不但腐蚀了全球的金融体系,并且

在爆发短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已经引起美国、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

向经济衰退,也已经几乎使全球陷入经济危机。

(四)资本主义信用经济培育了虚拟资本拜物教

  资本主义实体经济和资本主义信用相互推动,经过四百多年的发展,今天

的资本主义信用空前发达,金融衍生品规模庞大,这是货币拜物教升级为虚拟

资本拜物教的现实基础。

  人们对财富的竞争,异化为对虚拟资本的竞争,对财富的追求异化为对投

机利润的追逐———人们越来越热衷于金融投机而不是生产性投资,人们确信

虚拟资本能够更快地使人致富。在这样的信念之下,专门从事金融投机活动

的投机家成为世人眼中令人羡慕的职业,他们的社会地位随着其手中拥有的

社会财富而不断提高,投机家掠夺他人财富的真面目也被他们制造的绚丽泡

沫遮掩了起来。危机发生后,华尔街高管超乎寻常的高薪酬成为各界关注的

焦点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生产相对过剩的内在矛盾导致资本主义国家

经济异化,进而资本主义信用异化

(一)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异化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资本主义经济对信用的依赖性,加上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过剩难以在其

制度框架内彻底克服的矛盾,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走向异化———信用

泡沫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代替了传统的生产投资推动型增长模式。从目前世

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情况来看,经济的异化趋势已经在世界上最发达的资

本主义国家美国充分表现出来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年的经济繁荣,使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
资本主义的积累规律充分表露:“一端是财富的积累,一端是贫困的积累”。分

配不均衡引起的贫富分化明显地抑制了资本主义国内的消费需求,导致资本

主义国家长期面临着制造业产品和生产能力的相对过剩,因而无法避免利润

率下降这个总趋势,这也是全球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而相对于后起的资本

主义工业国日本、德国,种种原因使美国逐渐失去竞争优势,这进一步加剧了

美国的过剩矛盾,其经济增长因此受到严重抑制。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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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走弱的经济开始推高失业,80年代,平均失业率高达7%以上(见图1)。
为了克服利润率下降趋势,在美国政府的直接支持下,统治集团开始打压工人

运动,这表现在制造业部门中的工会会员由70年代末期的32.3%下降到

1995年的17.6%。美国制造业的实际小时工资年均增长率大幅压缩,从

1960~1973年的2%压缩到1973~1979年的1%,甚至在1979~1995年间

只有0.65%。① 在过去近40年之中,美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基尼系

数从70年代初不足0.4,到2005年已经上升到了0.46。②。

  资料来源:bureauoflatorstatistiosDataextractedon:October31,2008(10:30:17
PM):U.S.departmentoflabor:www.tls.gov.

图1 1948~2008年美国失业率变化曲线

  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与生产的相对过剩相互推动,形成恶性循环,成为美国

国内无法解决而又不得不面对的难题。美国政府为了把这种衰退的恶果和代

价从国内引出去,于1971年8月停止了美元对黄金可兑换业务,接着于1973
年2月它又迫使资本主义世界放弃了以固定汇率为标志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实行浮动汇率,与此同时起用了扩张性货币政策,促使美元贬值,在客观上造

成了“溢出美元”(dollaroverhang),使外国政府和私人持有的美元储备贬值。
美国通过这些金融政策不仅使本国制造业因成本降低而提高了竞争力,而且

也成功地使美国政府海外赤字大幅度下降(罗伯特·布伦纳,2003)。显然,美
国通过过度发行银行券(美元货币),扩张信贷基础的方式,达到了一石二鸟的

作用,这也是美国经济走向异化的开始。

  此后几十年之中,美国经济多次起伏,几乎每次都是依靠使美元贬值的手

段为自己争取国外需求,并进一步推行财政赤字。同时,大规模的信贷扩张又

为所谓的“资产证券化”创造了条件,也就是刺激了金融衍生,从而实现股票、

①

②

罗伯特·布伦纳著.王生升译.繁荣与泡沫———全球视角中的美国经济[M].北京:经济科
学出版社,2003,47.

BusinessstatisticsoftheU.S,January,2005,byBernanAssociates,Page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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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等虚拟资产增值的财富效应,以此创造国内需求,获得经济复苏。根据法

国学者让·克洛德·德罗奈的观点,这是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

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这种由信用泡沫而不是现实生产收入支撑的需求,只能说要么是从别国

手中拿来的需求(使其竞争对手陷入衰退),要么是从未来时间借来的超前需

求,所以对信用从而支付手段的依赖性很强,不可避免时时遭受债务危机;而
且由金融投机助推的经济模式抑制了投资,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改进,“在制造

业部门中弥漫着金融投机的气氛,动用所有可得的金融资源进行金融操纵的

做法十分普遍,其中又以通过贷款进行杠杆合并与收购、或股权回购最为突

出。由于大部分资金都用于这种投机活动,因此固定资本投资的数量就少之

又少了。”①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的发展进一步依赖于从外界输血,上个世

纪80年代它从其贸易伙伴(日本为主)那里借来巨额贷款,以债务维持增长,
而贸易伙伴和债权国甚至趋于一体化的全球经济则越来越依赖于离不开外债

的美国经济。

  (二)异化的美国国家经济培育了华尔街金融模式——— 一种异化了的资

本主义信用制度

  美国靠信用泡沫推动的增长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开始强化,并逐

渐培养起一种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制度,其基本特征是过度投机。

  美国国家经济的异化为极端金融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温床。在长达

四五十年之中,美国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并向别国大举借债,制造财富效应。
首先,这种通过制造泡沫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心剂的政策,为金融投机提供了基

础素材———过量的信贷货币。从可获得数据看,从1985年开始,美国的信贷

规模占GDP的比重持续增大。2001年美国新经济泡沫破裂后,美联储又一

次实施了扩张性货币政策,2002~2003年度,信贷规模占GDP的比例一下子

提高了15%,2004年这一比例继续大幅度提高到215.48%,至此,美国银行

系统提供的信贷超额情况类似于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所

经历的泡沫经济时期(见图2)②。

  严重超过经济增长的信贷量,不仅使借贷资本供给大大超出真实需求,同
时为金融投机家的疯狂炒作奠定了物质基础,其直接后果就是大量资金流入

房地产市场参与炒作,助推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不断膨胀,“到2007年夏,在
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美国房地产价格与其1995年的水平相比上涨了

①

②

罗伯特·布伦纳著,王生升译.繁荣与泡沫———全球视角中的美国经济,[M].北京:经济科
学出版社,2003,60.

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国家信息中心等中经网数据中心整理(2006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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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数据有限公司,2006年8月21日整理数据

绘制。

图2 各国银行提供的信贷占GDP比重变化

70%。据估计,在当时美国房地产总价值(21万亿美元)中有8万亿美元的泡

沫成分(相当于总价值的38%)。”①

  其次,这种以国家为主导进行的自身经济异化的过程,也对社会信念和道

德取向产生了类似的引导,使社会趋于认同投机价值观。这一方面表现为政

府对日益庞大的金融体系放任自流,对其监管异常松懈,另一方面表现在微观

金融主体越来越“自由”和“随意”,越来越对自己本来应该服务的实体经济缺

乏责任感,越来越倾向于通过金融投机获取利润,信用机构忽视了信用调剂余

缺和分散风险以帮助实体经济提高投资效率的传统利润来源。所以到了今

天,美国的投资银行只有30%的业务是从事传统的投资业务,而绝大部分的

资源和财富则偏离正常轨道,用于所谓的“自营业务”,也就是自己制造并包装

金融衍生品,进行纯粹的金融炒作。

  美国房地产次级贷款业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根据全美

地产经纪商协会的研究,美国首次购房者中的42%和所有购房者中的25%在

2004年购买房屋时没有付首付,甚至出现了购房者可以获得房屋价格1.05
倍贷款的奇怪现象。2006年,次级按揭贷款总额达到6250亿美元,到2008
年1月,据估计其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②这些不良资产被商业银行、投资银

行、信用评级机构、保险公司等美国各级信用机构经过资产证券化过程层层包

装,最终衍生出非常复杂的虚拟资本形态。在信用杠杆作用下,投机参与者越

来越多,次级债的市场价值被空前放大,所有投机者都被自己参与制造的虚幻

需求及价值泡沫所迷惑,而这本身又起着制造泡沫的作用。

①
②

朱安东、尹哲.长波理论视野中的美国金融危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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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的美国房地产市场被泡沫制造的虚假需求抬升着,虚
高的房地产价格早已经不能反映其实际供求状况。到了2007年夏天,埋在房

地产市场的这颗定时炸弹终于爆炸了,房屋价格开始回落,次级贷款违约率大

幅度攀升,这种情况反过来加剧了价格的回落和泡沫的破裂,连锁反应沿着信

用线路迅速发展成为金融危机。

三、金融化是资本主义信用的全球扩张,以美元为中心的

全球货币体系把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引向全世界

  (一)为了转嫁相对过剩的矛盾,以资本为中心的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演化

为金融化———资本主义信用的全球化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能力的相对过剩抑制了利润率,为了改变这种状

况,资本开始在全球扩张,以资本为中心的世界分工体系逐渐构造完成,全球

化“赋予它一种特有的力量,这种力量日益挣脱国家的控制,使所有物质的和

社会的空间逐步服从资本的法则。”①在资本主导的世界分工体系中,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占据中心地位。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扩张,资本主义信用也开始跨越国界。面对范

围空前的国际市场,只有金融资本才能凭借着自身超强的自由性和灵活性,跨
越国际商品流通的时空局限,从而加速资本再生产过程在全球范围内的运动,
以便于抓住在世界任何角落攫取利润的机会。资本利用其变身术,在世界市

场上把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本性发挥得淋漓尽致。金融资本在全球化进程中

逐渐取代了产业资本而居于资本扩张的主导地位,这就是金融化。不断发展

的金融衍生品几乎摆脱了一切物质羁绊,任何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对金融资本

都没有了意义,所以金融化既是资本扩张的新模式,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

结果。

  美国凭借着资本主义过去几百年发展生产力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积累起

来巨额资本,从而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占据中心地位,进而在金融化进程中成就

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信用体系。资本主义信用是一把双刃剑,它推动了世

界分工协作关系的形成,促进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也把过度金融投机及

其危害带到了全世界。

① 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M].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0,3-4(转引自张宇.马克思主
义的全球化理论及其从经典到现代的发展[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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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异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把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货币体系所维系的

全球经济处于危险的火山口

  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发生异化的美国经济,依赖于泡沫驱动型投资

及负债驱动型消费保持其增长,这与传统的依靠生产增长的模式从性质上是

不同的。从国际视角看,这种信用泡沫推动型经济模式实质上是一种掠夺别

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首先,美国凭借着美元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霸权,用美元

源源不断地将其贸易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工业品、原材料和能源等运

回本国,同时又不断使美元贬值,加大其贸易出口国持有美元的风险,以此实

施国际掠夺;其次,美国政府大规模对外举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据2008年11月9日发行的《中国经济周刊》封面文章《美国会破产吗》介绍,
“美国国会接受的国家名义的债务是11.2万亿美元,美国的GDP为13.8万

亿美元”。更为触目惊心的是:“2007年美国的实际债务总额高达53万亿美

元”①。

  正是通过这种手段,美国不但凭空取得了提前若干年消费他国财富的权

利,这种堆积在泡沫之上的国家信用也使持有大量美国债券的债权国面临空

前的风险:“……这种资本,即把国家付款看成是自己的幼仔(利息)的资本,是
幻想 的 虚 拟 的 资 本 …… 一 旦 债 券 卖 不 出 去,这 个 资 本 的 假 象 就 会 消 失

……”②,毫无疑问,向国外发行国债也是美国将自己的危机转嫁给别国的有

效手段。可见,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货币信用体系把美国的贸易伙伴国

和债权国乃至于全世界的经济与美国经济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从而把全球

经济置于一个危险的火山口。

  从信用对实体经济的作用看,资本主义信用借着全球化和金融化潮流,也
把生产和消费、买和卖的时空链条从美国、从资本主义国家无限拉长到全球各

个角落,这使得再生产过程的供求平衡更加难以实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面
对生产的全球性过剩这个资本主义经济无法解决的根本矛盾,在资本利润率

日渐走低的趋势难以扭转的情况下,趋于异化的资本主义信用,更把以美国为

中心的过度金融投机的触角伸到了全球范围,加速了全球金融泡沫的膨胀,这
也为全球经济埋下了隐患。

  事实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当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无论是欧洲、日本

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几乎无一幸

免,全球陷入危机或者危机的边缘。

①
②

钮文新.美国会破产吗[J].中国经济周刊,2008-11-9(总第474期).
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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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危机是资本主义的顽疾

  资本主义经济是信用经济,但是,当整个信用系统异化———虚拟资本背离

为实体资本服务之本位而陷入过度投机的游戏时,信用就会产生消极影响;而
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与生产相对过剩之间难以克服的矛盾最终促使资本主义国

家经济趋于异化———依靠信贷扩张制造信用泡沫支撑经济增长,这必然引起

资本主义信用走向异化,促使危机剧烈发生。所以,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是

资本主义框架之内无法克服的顽疾。

  以流动性极度短缺为特征的危机使扩张信贷规模成为各国政府“救市”难
以回避的“法宝”;但是,这种短时间内借贷资本的过度扩张,一方面解决不了

生产相对过剩的病根,另一方面,又为未来再次发生类似危机埋下了“种子”
……。

  如今,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主导着金融化乃至于全球化,这意味

着全世界共同面临现代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模式的巨大风险。所以,要避

免或者缓解危机造成的全球影响,需要培养与之抗衡的新的世界货币体系。
新的世界货币体系应该有新兴民族国家的声音,而不是资本主义一个声音,这
自然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首先需要各个民族国家抓紧时间振兴经济,这是

争取多元发言权、奠定新的世界货币体系的基础;同时,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

生产力为根本任务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迅速崛起,也能在根本上避免相对

过剩这个危机根源,这是世界最终摆脱危机困扰的希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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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dingcapitalisthemostbasicformoffictitiouscapital,andtheexpansion
ofcreditconstitutesmaterialpremiseforfinancialderivatives.Development
ofcapitalismexacerbatedtheconflictsfromrelativesurplusofproduction,

whichmaketheeconomyofmoderncapitalistcountry,representedbythe
UnitedStates,tendtoalienation—theeconomicgrowthrelyonexcessiveex-
pansionofcredittocreatefinancialbubble.Theeconomyalienationinturn
causedcapitalistcreditalienation-thecredithasdeviatedfromthepositionof
serviceforrealeconomy,indulginginexcessivefinancialspeculation,mis-
leadinginvestment,allthisincreaseimbalancebetweenproductionandcon-
sumption,andfinallypromotetheconfrontationbetweencommodityand
currencyintoanabsolutecontradictions,therefore,crisisisaninevitablere-
sult.Economicglobalization,thatisglobalexpansionofcapital,inorderto
transferthecontradictionsofrelativesurplus,graduallyevolveintofinan-
cialization,thatisglobalexpansionofcapitalcredit,anditspreadscapitalist
crisisaroundtheworld.
  Keywords credit fictitiouscapital moderncapitalism alienation 
financ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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