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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在深化　马克思主义在复兴
———在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５届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词

[中]李慎明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５—３０

　　作者简介: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专家学者:

　　因有其他公务,不能出席此次由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马

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和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举办的“资本主义危机与出路:２１世

纪社会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５届论坛”,特通过书面表示深深歉意

并向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和本次论坛其他两个主办方———中国人民大学国际

学院(苏州学院)和中国社科院马研学部的同仁表示祝贺!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从２００６年开始已经成功举办了四届论坛,参会国家

和学者队伍不断壮大,发表了数百篇论文和几篇有影响的论坛宣言,并在

２０１０年发行学会的英文国际刊物«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颁发第二届“２１世

纪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论坛在全球已具有一

定的学术知名度和影响力.相信本次论坛也将圆满成功并取得进一步的成

绩.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用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

观察和研究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的宗旨,揭示规律,探讨对策,为更快、更好

地提高全球人民的福祉服务.学会历届论坛的主题都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视

角探讨世界和各国的经济社会重大问题,紧扣时代,把住脉络,极富意义,展现

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时代责任感.论坛每年在不同国家和城市召开,成员来自

不同国家和地区,也体现了学会的世界性和开放性.

　　下面,我想就本届论坛的主题发表一些看法.

一、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和根本的原因

　　２００８年９月由美国次贷危机蔓延至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给世界各

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这场危机的直接和根本的原因

是什么? 答案依然呈众说纷纭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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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我个人认为,这场危机的直接和根本的原因,绝不仅仅是金融家的贪婪、
银行监管制度的缺失和公众消费信心不足等,更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
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所说的美国消费方式和中国汇率与外贸

政策的联姻.

　　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东欧剧

变、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为主导的以新自由主义为主要推力的

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江泽民同志在２０００年１１月就明确指出,这一轮经济全

球化是“发达国家的主导”.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这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无疑是

一柄“双刃剑”.它的正面效应是推动了发展中国家 GDP的高速增长等.但

也要看到,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家独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才能够和敢于

利用其在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军事、科技等强权,特别是其中的金融霸

权,放手、放肆地掠夺他国,张着大嘴“巧吃”、“白吃”世界.正因如是,美国国

内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才长期出奇地低廉,加上美国文化霸权的大肆渲染,其所

谓“民主制度”才能够在美国国内得到较多数民众的认可并得到较为稳定地维

系,在国际上才能得到更多人的追捧.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助长新自由主义价

值观念和一系列政策在全球范围内的泛滥和推行.从一定意义上说,目前这

场正在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是对美国这种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特别是

其中金融霸权肆意泛滥的绝地“报复”,也是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理论的有力清

算,更是对美国所谓“民主制度”的根本挑战.

　　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一切

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

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

生产力发展的界限.”①也正如列宁所说:“不是生产食物更加困难,而是工人

群众取得食物更为困难.”②这也就是说,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生

产社会化甚至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生产无限扩张与

社会有限需求之间的矛盾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

　　如果说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那场大危机和大萧条,迫使西方国家由自由放

任的理论政策转向凯恩斯主义,推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并由此显现了

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制度及体制的优越性,促进了社会主义由一国到多

国的发展;那么,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也必然对西方国家的思想理论产生巨大的

冲击,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如果我们对新的挑战应

对得当,同时也必然会显现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制度及体制的优越性,给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新的机遇.在国际金融危机仍未见底之时,我们运用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２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５４８
列宁全集[M]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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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宏观、战略、全局、前瞻的高度,进一步加强对国际

金融危机现状、发展趋势以及危机对西方思想理论的冲击与资本主义走向等

问题的研究,探讨正确应对的战略、策略和相关政策,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和现实意义.

　　目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已经给西方的经济社会生活造成巨大的困难,并
对西方思想理论界以及资本主义走向和世界社会主义及左翼思潮都已经并正

在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从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开始直到２１世纪前二三

十年,乃至上半个世纪的世界格局,都可能处于一种激烈动荡、变动甚至跳跃

的状态.从这种意义上讲,无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我们都有着前所未有的机

遇与世所罕见的挑战.

二、国际金融危机的现状和发展的趋势

　　现在国际国内的看法很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左.国内外很多政要与学者

认为,世界经济已开始出现复苏迹象;尽管复苏的步履缓慢,但其前景看好,不
会出现第二次探底.也有人认为,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已大体得到控制,受其涉

及和拖累的世界经济也已显露各种复苏的迹象;但断言世界经济全面摆脱衰

退、进入周期性复苏还为时过早.我个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正在深入发展,当
前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仍未见底,世界经济看似走出低谷,但新一轮更大的金融

乃至经济危机极有可能就在这看似走出低谷中酝酿与积聚.这主要因为,世
界各资本主义大国都在急遽降息、恶性增发货币,试图增加新的产能;而世界

范围内的穷国穷人愈来愈穷、富国富人愈来愈富的两极分化局面非但没有缩

小,反呈日趋加大之势;穷国穷人的相对需求仍在急剧下降.因此,生产社会

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生产无限扩张与社会有限需求之间的矛

盾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在加剧.从根本上说,这正是在为下一轮更大的金融乃

至经济危机积蓄能量.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６日,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
将联邦基金利率降到０到０．２５％的区间.至此,美联储的这一目标利率已降

至历史最低水平.现在世界各大国甚至各个国家仍都不敢轻言低利率退出政

策,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的脆弱性.因此,从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更广阔的时空来看,从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更广阔的

视野来看,这场灾难还没有完,还在演进中,甚至极可能是刚刚开始,在世界范

围内的更深刻更全面的经济社会危机极可能还在后头.正因为由“发达国家

的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灾难还没有“终结”,甚至是刚刚开始,所以,我们现在

才面临着进一步说明科学社会主义其中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无比光辉

灿烂的希望和前景的绝佳机遇.

　　在世界格局中,一般来说,在两种情况下最危险:一是世界大国力量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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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殊时,“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讲的就是此时情势.二是超级大国处境极

端困难时,“困兽犹斗”的“垂死挣扎”讲的是这种情况.我个人认为,当前仍未

见底的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来的最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是被以美国为首

的资本主义强国推迟多年和推迟多次不得不爆发的经济危机.美国这个超级

大国正面临着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来最为困难的时期.正因如此,在今后一些

年内,各种国际力量特别是世界上的一些大国和强国,将会围绕金融、能源、粮
食与主权等根本性问题,既有合作与竞争,更有博弈和较量.世界的经济格

局、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正处在波诡云谲的剧烈变动的前夜.实践已经并将

继续证明,中共十七大报告关于“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的判断

是完全正确的.

　　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从战略上看,我们要坚定这样的信心:资本主

义社会和其他社会形态一样,必然有一个从产生、发展到衰亡的历史过程,社
会主义必然要取得最终的胜利.对目前这场仍未见底的国际金融危机,我们

要从战术上认真审慎研究对策.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

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为了延缓其灭亡的命运,总要不断调整其对内对外政策,
从而使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剥削和统治形式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进而缓解

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冲突.这次金融危机,是不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

模式的总危机呢? 我还是原来的看法,有两种可能: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

家必将利用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科技、军事等方面的优势,设法在其国内生

产关系的范畴中进行各种最大的改良与调节,在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和各大国

之间作文章,以谋取最大的经济、政治利益.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各方面还都

处于相当的弱势地位,特别是由于这些年来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泛滥,世界各

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在理论上的准备还远远不足,人们认识真理

还有相当一个过程.因此,决不能排除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经过成功调整,
获得新的生机与活力.若如是,美国经济就会有新的强劲反弹,霸权主义和强

权政治将会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

也可能会陷入新的更大的低潮.二是如果世界上其他大国强国应对正确,美
国的经济危机就会进一步深化,从而使美国式资本主义模式和美国世界霸主

地位从根本上得到动摇,也必然会引发全球经济秩序的深刻变化和全球政治

格局的深刻变动.若如是,２１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个世纪,政治多极化

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将会得到真正的展示和彰显.

三、国际金融危机对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等思潮的冲击

　　对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本主义可能发生的变化及其未来走向,我们

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及时作跟踪研究和科学分析.这场金融危机首先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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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西方国家的政治动荡和思想震动,促使不同阶级阶层和不同政治派别的人

们在认识金融危机的原因、性质和后果的过程中,对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进行

反思和批判.西方国家一些左翼学者批判了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认为新

自由主义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金融危机给新自由主义特别是其集中

体现的“华盛顿共识”以沉重打击,暴露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体制模式的

局限,使其“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合法性”(美学者大卫科茨语).在此情势

下,西方思想界和西方政要分别提出用凯恩斯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拯救自由

资本主义的口号,试图通过一些改良资本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实现凯恩斯主义

或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不论是资产阶级右翼奉行

的新自由主义或是凯恩斯主义,还是资产阶级中左翼所奉行的社会民主主义,
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矛盾和危机,都不能改变资本主

义衰颓的历史大趋势.及时了解国际金融危机对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

等西方思潮的影响和冲击,有助于我们把握西方思想理论的最新动向,划清马

克思主义与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界限,更好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

论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四、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必然导致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复兴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人们批判资本主义旧世界,实现人类解放和每个人自

由全面发展的科学理论.“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
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它把伟大的认识

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①.金融危机爆发后,马克思的«资本

论»在西方国家热销,马克思主义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越来越多的人

希望通过马克思主义认识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寻找克服这场危机乃至消除

资本主义罪恶的现实途径和办法.例如,地处欧洲金融中心法兰克福的

卡尔马克思书店的顾客及销量大增,２００９年«资本论»第１册的销量比２００８
年多５倍以上,该书店还将«马克思选集»等录成 CD大量出售.据德国柏林

专门出版马克思著作的卡尔迪次出版社总经理施特隆普夫介绍,２００４年以前

该社每年平均售出马克思全集１００余套,但２００９年的１天就销售马克思全集

８９套,而且征订数量直线上升.这位总经理谈到,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

重新热起来,反映了德国社会当前所面临的状况,“社会遇到的问题越多,就会

有更多的人试图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答案”.英国的«泰晤士报»还以“马克

思重新回到了欧洲”为标题发表评论说,金融危机使西方人突然重视马克思的

«资本论»了.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经济顾问雅克阿塔利对马克思撰写«资

① 列宁全集[M]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４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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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的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并指出:“马克思预见到了全球化的到来,预见

到了世界金融危机的实质.”一些欧洲学者还认为,“今天马克思又成时尚了,
比３０年前的马克思热还热.”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不仅在他生活和流亡

的欧洲大陆再次“热”起来,而且他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也成了不少媒体关注

的焦点.２００９年４月,美国«大西洋月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卡尔马克思的

复仇»的文章,明确提出现在的危机是由资本主义固有的缺陷造成的.２００９
年５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了印有马克思生前画像的封面文章,加拿大

约克大学政治学教授利奥帕尼奇在«十分时髦的马克思»一文中说,当美国

的房地产泡沫崩溃时,对世界的影响是如此深远和惨烈;马克思会以此作为

“资本主义像一个魔法师,无力控制自己召唤出来的魔鬼”的生动例证.

　　仅从技术经济学或经济管理学或公众心理学的角度,只能认识金融危机

的某些现象,但都无法讲清它的实质和根源.只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角度,才能解释清楚这件大事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原因.这也是«资本论»和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西方重新获得青睐的主要缘由.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

作者应该从中得到启示和鼓舞,增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

解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有人认为,现在西方的“马克思热”仅仅局限在学术界与学术层面,鲜有政

治与社会层面.我认为,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事物的发

展和人们的认识都有一个必要、必须的过程.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

运动.而正确的理论是正确行动的先导.先进的理论一旦被人们所认识和掌

握,正确的行动则是或早或晚的事.现在,一些西方的主要国家,工人动辄进

行上百万人的大罢工,强烈谴责资本主义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呼唤公平与公

正,这也是过去鲜见的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讲,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左翼思

想及其运动,决定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发展的广度与深度.如果广大发展中

国家能正确应对,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无法大规模地从根本上向国外特

别是发展中国家转嫁其危机,那么,这必将有助于世界社会主义和左翼思潮的

复兴.世界社会主义和左翼思潮的复兴,必将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

步发展壮大.

　　衷心祝愿此次论坛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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