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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危机论与当前经济危机:大萧条
或严重积累型结构危机?

【美】大卫科茨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５－３０

　　作者简介:大卫科茨(DavidKotz),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UniversityofMassachuＧ

setts,Armherst)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

　　①　Sweezy(１９７０,ch．１１)中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崩溃论的叙述.

　　②　历史证明,法西斯主义也是严重经济危机的一种可能性产物.

　　本文为第五届世界政治经济学会论坛与会论文.本届会议于２０１０年５
月２８至３０日在中国苏州召开.AnnWerboff参与了本项研究的协助工作.
原文将于２０１０年７月发表在«科学与社会»杂志第７４期,此为其修订本.

　　１引言

　　长期以来,经济危机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占据重要位置,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我们相信,经济发生严重危机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起着关

键作用.早期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致力于发展社会经济危机崩溃论,他
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再生是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大障碍① .事实上,我们并不

需要将经济危机看成是社会主义过渡的关键,因为持久的严重积累型危机很

可能对过渡有利,虽然只是一种可能,而无法绝对保证② .

　　马克思主义分析家普遍赞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危

机.一种是周期性的经济萧条.这种相对短暂的危机一般在资本主义经济体

制归于正常后划上句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政府通常实施货币与财政政策

来加快结束经济萧条.另一种是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如果想要在资本主义

内部和恢复资本积累的前提下化解危机,那就必须调整经济结构,进行制度上

的改革.不过,尽管分析家们一致认为这两种危机属于不同类型,却还没有普

遍认同的术语.在这里,本文使用“周期性萧条”和“积累型结构危机”来分别

指代第一种和第二种经济危机.

　　最近,各大媒体经常用“大萧条”一词指代始于２００７到２００８年的经济危

机.该词暗示了当前危机的性质是周期性萧条,只不过程度比较严重.如果

此观点正确的话,那么,不需要任何结构上的大调整,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在本文作者看来,目前的危机并不是周期性萧条,而是积累型结构危机.

　　历史表明,积累型结构危机的严重程度有高有低,下文将进行讨论.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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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里,我们的目标是分析造成严重危机的条件,因为只有严重的积累型结构危机

才可能对资本主义的终结起着重要作用.一般认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经济

大萧条就属于该类严重危机.我们目前这场危机,虽然还处于早期阶段,却已

经显露出其严重性(见文章第二部分).比较来说,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结构危

机程度上要缓和一些,这一观点在下文中会有所阐释.文章将对目前的经济

危机进行分析,比较前两次结构危机,并推断导致严重积累型结构危机的条

件.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危机的本源来自于资本主义的内部体制,该体制反

映出了资本主义进程中的矛盾.有关马克思主义危机论的文献对导致经济危

机的内部原因进行了分析,传统上称为“危机因子”,其中包括消费不足,由生

产价值升高造成的利率降低,储备劳动大军减少带来的利润积压,过度投资或

过度积累,等等.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危机因子是分析导致严重结构危机因素的必要出发

点.但是,就本文的研究目的而言,对传统危机因子的一般性分析过于笼统.
本文认为,严重结构危机通常源于某一特定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如果只是

一概而论地探讨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那么,我们可以推导出各种危机因子,
但是无法系统性地了解是否任何一种危机因子都可以导致轻微的或严重的经

济危机①.

　　 文章第二部分简要总结了资本主义危机下的积累型社会结构理论

(SSA),指出该理论阐释的对象是结构危机,无法对严重结构危机的产生原因

做出满意的解释.第三部分考察了当前经济危机的根源,重点放在危机的源

头———美国经济上,同时得出结论,最近几十年盛行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是造

成这次危机如此严重的原因.第四部分将当前危机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和７０
年代的制度危机进行对比,指出当前危机与３０年代危机的相同之处,以及与

７０年代危机的不同.最后,第五部分给出了总结性评论.

　　２．积累型社会结构理论和严重结构危机

　　一般来说,在解释维持时间较长的严重经济危机时,传统马克思主义危机

理论倾向于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普遍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考察特殊的历史事件

或国家政策来对特定的危机因子进行补充说明.然而,这种修补性的方法走

向了主流经济学中的“危机外因论”误区.资本主义从来都不是“一般”存在

的,它总是采取这样或那样具体的制度形式,因此在这里,我们提出一种替代

性方法.

　　积累型社会结构学派认为,不管对于单个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还是将全球

资本主义看作一个整体,我们都可以发现一些制度结构相对来说更为持久,一

① 简单来说,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指的是商品生产与雇佣劳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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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说来可以延续几十年(Gordon,Edwards,andReich,１９８２;Kotz,McDonＧ
ough,andReich,１９９４;McDonough,Reich,andKotz,２０１０).这些制度结

构都属于积累型社会结构(SSA).每一种SSA 都是一套促进资本积累的长

期而连贯的体制.最终,当制度下的矛盾加剧,无法完成资本积累时,便会引

发长期的结构危机,一直到新的SSA建立起来危机才会结束.

　　SSA理论看起来解释了为什么会产生严重的积累型结构危机,但历史表

明,SSA文献中所列举的危机,如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危机,并不都是严重型危

机.许多分析家指出,１９７３年之后,高收入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表现不

如１９４８~１９７３年.１９７３年第四季度到１９７５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遭遇了大

倒退,五个季度的 GDP指数以每年２５％的速度下降.同样,７０年代后几年

也是以低经济增长率,高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为特

征.也就是说,这一段时期是经济相对停滞与不稳定时期.

　　７０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代表了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争时代的国家干

预下的SSA结构.最终,这一体制由危机走向了终结,被８０年代早期指导思

想完全不同的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取代.然而,我们看到,在经历了１９７４~
１９７５的经济倒退后,GDP迅速增长,资本积累迅速复苏.SSA 文献认为１９７３
到１９７９年是这场结构危机的主体时期,但事实上美国经济在这期间保持了增

长势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３０％,国内私人投资为３４％①.失业率在

１９７５年６月升至８８％,到１９７９年５月跌到５６％,除了在新自由主义早期即

１９８２年底为１０．８％之外,从未达到两位数的比率.这一时期经济仍旧增长的

原因是政府实施了目的明确的政策措施,比如,联邦储备系统采用了超紧缩的

货币政策,将利率拉到２０％以上,目的是削弱劳动者对待遇问题讨价还价的

能力,制止通货膨胀,促进美元升值.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危机与３０年代经济大萧条不同,前者不属于严重的积累

型机构危机类型.在１９２９~１９３３这三年半的时间里,美国的 GDP指数下降

了３０．５％,１０年后只恢复到２８％的水平,略高于１９２９年.１９３３年商业固定

投资额相当于 １９２９ 年的 ２８７％,１０ 年后的 １９３９ 年仍然只有 １９２９ 年的

５７７％.１９３３年的失业率为２４９％,１９３９年维持在１７．９％.整个银行系统在

１９３３年崩溃.相比来说,在７０年代,并没有出现任何严重的金融危机.

　　大量数据证明,我们当前这场经济危机实际上属于严重的积累型结构危

机,它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危机有许多相似之处.虽然到２００８年第三季度美国

的 GDP才开始持续下跌,但行业萎缩从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就正式开始了.金融行

① 除非特别说明,文中给出的 GDP、商业投资、失业率、利率、工资、劳动生产率和不平等收入等
数据全部来自下列文献:EconomicReportofthePresident１９６７;U．S．BureauofEconomicAnalysis,
２００９and２０１０;U．S．BureauofLaborStatistics,２００９;U．S．BureauoftheCensus,１９６０;andU．S．
FederalReserveSystem,２００９aand２００９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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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１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业的危机势头更加猛烈.从２００８年春夏开始积蓄能量,到９月突然爆发,美
国与其他国家大部分金融巨头纷纷破产.联邦储备系统和财政部采取措施,
以各种方式提供了大约１２．１万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支持大型金融机构和整个

金融市场,才使得整个金融系统破产的危险得以转移①.

　　最近的研究表明,就全球经济而言,当前危机的第一年里,工业生产和世

界贸易的萎缩速度不亚于大萧条开始后第一年的速度(EichengreenandO＇
Rourke,２００９).目前在许多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里,GDP和工业产值迅速下

跌.一份来自联合国的报告预测,２００９年日本 GDP将下跌６．５个百分点,德
国下跌６．１％ (UNCTAD２００９,p．２).

　　在经历了２００８年第二季度的下跌高峰之后,美国 GDP指数次年降幅为

３．８％.２００９年第一季度,商业固定投资额骤降３９．２％,速度之惊人,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之后还从未出现过.到２００９年９月,总就业率经历了１９４５年以

来最严重的萎缩,降幅为５．８％,对比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的２．８％和８０年代

早期的３．１％ (Norris,２００９)②.同时,失业率上升,从２００８年２月的４．８％升

至２００９年１０月的１０．３％,远远超过了７０年代危机时期失业率的上涨速度.
尽管政府在２００９年２月通过了７８７０万美元的政府刺激计划,上述经济迅速

恶化的状况还是发生了.

　　那些认为这场危机即将结束的文献资料实际上没有把周期性萧条和结构

危机区分开来.根据美国政府最新报告(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６日),美国 GDP在

２００９年第二季度以后停止下跌,并在第三、四季度分别以２．２％和５．９％的年

平均速度增长.然而,与通常周期性萧条后的经济复苏不同,这种经济回升的

趋势非常缓慢.GDP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商业清盘的速度在降低.忽

略库存变化,在２０１０年刚刚过去的两个季度里,国内产品的出清速度分别为

１．５％和１．９％.到目前为止,联邦政府庞大的刺激计划只是为经济复苏带来

了些许的温度,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维持在将近１０％的水平.

　　这里的关键是,经济出现结构危机的时期通常都会发生周期性复苏,正如

１９３３~１９３７年,或者１９７５~１９７９年一样.如果说历史能够为我们指明出路

的话,那么下一章将讨论的导致危机产生的矛盾只能通过体制重构来实现,这
种重构进程现在还没有开始.

　　传统的SSA理论把７０年代危机看成是和３０年代危机同样的经济现象,
因此,没有对引发严重积累型结构危机的因素进行分析.不过,SSA 理论重

点讨论资本主义制度形式对经济危机的影响,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它所不足

①

②

从２００９年４月１号金融危机爆发开始,联邦政府就承诺向金融行业提供７．７万亿美元作为投
资,２．３万亿美元作为借款,２．１万亿美元为金融业负债担保.在这１２．１万亿美元承诺金中,２．５万亿美
元已于４月１日正式启动 (纽约时报,２００９).

１９４５年第二次世界战后期,由于军队复员和经济的重新调整,就业率下降了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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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没有对各个制度机构进行具体分析而将其作为整体看待.考察美国新自

由主义下的制度结构如何引发这场新的严重危机,有助于我们分析造成这类

型危机的关键因素.

　　３当前危机与自由主义制度结构

　　传统的SSA理论断言,每一个新的SSA 体制在历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但是,Kotz(２００３a)、Wolfson和 Kotz(２０１０)指出,资本主义的制度结构只

有两种类型:自由式和干预式.国家干预下的制度结构主要特征如下:(１)国
家积极干预经济,对商业和金融的进行调控;(２)资本家与劳动力,特别是大资

本与劳动力,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妥协;(３)大企业间的竞争有所节制;(４)主导

思想强调国家调控的作用,资本与劳动间的合作,以及一种“文明合理的”竞
争.相反,自由主义制度结构的主要特征为:(１)国家对经济、商业和金融的调

控有限;(２)资本家追求对劳动力的完全掌控;(３)大公司间的竞争激烈残酷;
(４)主导思想为自由市场或经典自由主义,认为国家是自由和效率的敌人,崇
尚无节制的竞争①.

　　新自由主义在１９８０年左右兴起,美国、英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

纷纷效仿.开始于２００７年底的经济危机最早出现在美国,这场危机正是从美

国及全球的新自由主义制度中萌生出来的.

　　通过考察当前危机产生的根源,我们可以推断出为什么自由主义制度结

构会引发严重的积累型结构危机,而这一过程又是如何实现的②.文章分析

的重点将放在当前危机的源头———美国经济上.总的来说,新自由主义指导

下的美国资本主义在三个方面的发展直接导致了这场危机:(１)工资与利润不

平等以及社会成员间的不平等加剧;(２)出现一系列资产泡沫现象;(３)金融行

业逐渐深陷投机与冒险经济活动中.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随着新自由主义结构的成熟,不平等状况愈加严重.资

料显示,从１９７９~２００７年,每小时劳动产量增加了６９．８％,非管理人员每小时

平均工资却降低了１．１％,这表明所有劳动生产所得都流向了资本积累.２００５
年左右,社会成员间的不平等程度达到了 １９２９ 年以来的最高峰(Kotz,

２００９a).

　　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造成利润无法实现的严重问题.上涨的利润刺激

着资金的积累和产量的增加,然而,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的工资水平限制了

消费需求的发展.收入向社会上层阶级倾斜并不利于消费需求的提高,因为

对这些人来说,大部分收入不是用于消费.

　　不过,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的某些特征延缓了利润实现危机的爆发.高

①
②

自由主义SSA不反对大企业影响政府决策并从中获利,也不反对其争夺垄断权.
这段分析引自 Kotz(２００９a),其文对当前危机的根源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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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利润引发的投资热潮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需求不足的压力,在一段时间内尚能

促进经济的继续发展.但是,仅仅依靠投资远不能解决利润实现危机,失衡状

况很快会再度发生.同时,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导致大量资产泡沫产生,使得

应对这场危机成为一场持久战.

　　资产泡沫来自于对资产未来升值空间的预测,泡沫不断膨胀,导致资产价

值高于实际价值.举例来说,如果金融投资者估计房地产在近期内会升值,那
么他们就有了购买房产从中获利的动机.一旦这种资产升值带来的利润吸引

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同时投资者的消费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资产升值,这样就

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循环体系.在美国,新自由主义时期经济的持续增长

无不见证了资产泡沫的存在,例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西南部的商业地产泡沫,

９０年代的股票市场以及新千年的住房泡沫.

　　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时期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１９８２~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１~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在这其中,资产泡沫起到了延长经济发展期的作用.
具体来说,由于正在经历泡沫化的资产市场价值攀升,资产持有者的货币收入

增加,消费力提高,从而暂时缓解了不平等引起的利润实现危机.

　　图表１显示,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到８０年代中期,消费额与税后收入的比

率呈下降趋势.８０年代早期低迷的经济在中期开始复苏,此后比率飞速上

升,一直持续到２００５年.第一次影响到整个美国经济的新自由主义时期资产

泡沫发生在９０年代的证券市场.如图表１所示,１９９２年之后,消费与收入的

比率骤升,从１９９２年的８９．１％升至１９９９年的９３．８％.２００２年住房泡沫出现

后,比率进一步增大,２００２年为９３９％,２００５年到达顶峰,为９５．９％①.１９８４
年消费与税后收入的比率为８６．０％,在随后的２０年间,该比率升高了大约１０
个百分 点.消 费 与 GDP 的 比 率 则 从 １９８１ 年 的 ６２．０％ 升 到 ２００８ 年 的

７０．５％.②

　　消费与收入比率的增大虽然推迟了利润实现危机的发生,却使得这场危

机在最后来临时更为猛烈.面对消费率持续上涨的经济环境,企业在固定资

产上投入重金提高生产力.此外,资产泡沫使人们对房产投资的未来持乐观

态度,刺激了投资的增加和生产的扩张.一旦泡沫破灭(这是所有资产泡沫的

必然结果),消费率随之下降,投资者对利润的预期也将无法实现.消费和投

资的突然萎缩使隐藏在泡沫膨胀背后过剩的生产力暴露无遗.在此后很长的

一段时间内,投资低迷,持久而严重的投资过剩危机随之来临.

　　２０００年,美国股票市场泡沫破裂.在接下来的２年内,固定资产投资下

①

②

２００５年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９５９％并不意味着个人储蓄占到了大约４％.因为部分可支配
收入用于利息支付和转移支付,实际上２００５年的个人储蓄百分比降到了０４％.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和２０００年后资产泡沫对消费与总需求的影响分析请参见 Kotz(２００３band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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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０辑 马克思危机论与当前经济危机:大萧条或严重积累型结构危机? ２１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２００９,表２１.

图１　个人消费支出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百分比

跌了１３．０％.但是,２００２年出现的另一个更大的泡沫———房地产泡沫转移了

这场投资过剩的危机.之后,固定资产投资复苏.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间,投资额

上涨了２９．１％;２００７年,房产经济开始崩溃;２００８年后半年,消费率以高于

３％的年平均速度骤降;２００８年第二季度固定资产投资率达到顶峰,从第四季

度开始迅速萎缩,截至２００９年第三季度,总共下降了２０．２％.

　　除了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和巨大的资产泡沫之外,金融行业的投机冒

险活动也在当前经济危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众所周知,２０００年以后,美国

金融业肆意从事投机活动,其中大部分与房地产投资有关.只要房地产泡沫

还在继续膨胀,经济就持续升温.金融机构向住房购买者提供巨额贷款(其中

包括信誉等级不足的顾客),从而使消费力迅速上升成为可能,但这种消费力

的提高是以房价的升值为前提的①.如果人们愿意变卖升值的住房,房产泡

沫可能不会继续.但是,金融机构的投机性贷款将泡沫越吹越大,房产的增值

又进一步推动了房产持有者的消费.

　　这一过程导致金融系统越来越脆弱.美国金融行业承贷的上万亿美元不

良资产化为乌有,行业本身还借有外债,用于维持高利润的投机活动.图表２
显示了美国三大主要经济行业的总债务情况.非金融行业的债务在新自由主

义时代稍有增加.房产业债务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早期开始猛增,２０００年后增

长速度达到顶峰.１９８０~２００８年２０年间,房产债务与 GDP的比率翻倍.到

２００８年,房产行业的债务完全依靠持续膨胀的泡沫支撑,人们只能不断地从

自己的住房中提取资金来勉强维持.金融行业情况更加恶劣,同样在１９８０到

① ２００４到２００６年,美国家庭用于向银行贷款买房的支出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９．５％ (GreensＧ
panandKennedy,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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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２００８年期间,其债务增加了六倍之多.

　　资料来源:美国联邦储备系统,２００９b,z－１统计发布.

图２　美国主要经济部门债务占GDP百分比

　　在这种形势下,深陷高风险投机活动的金融行业于２００８年开始垮台.金

融业的崩溃加深了这场经济危机,使得国家更加难以控制整个局面.目前,媒
体广泛披露金融行业危机的状况,因为金融业的垮台可以很好地解释当前经

济危机的严重程度.然而,这只是造成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总的来说,不平

等状况加剧、一连串巨大的资产泡沫和高风险金融投资活动三大因素共同造

就了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开始的这场严重积累型结构危机.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

在于资产泡沫引发了投资过剩,而金融行业的垮台又加剧了这一过程.

　　该三大因素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一般特征.１９４８~１９７３年,美国实行干预

主义经济,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社会成员收入不平等状况不是特别严

重(Kotz,２００９a),不存在资产泡沫,大型金融机构主要从事借贷、出售股票与

债券、提供保险等传统业务,没有出现严重的银行破产或金融财政恐慌问题.

　　该三大因素实为自由主义制度所特有.该制度下,劳动者在雇佣双方的

讨价还价中处于不利地位,工资水平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利润却成倍增长.同

时,国家基本不干预市场发展,使得资本家无限制地攫取社会产出.

　　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还带来了巨大的资产泡沫.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

一,不平等加剧造成富有人群收入剧增而社会再生产投资机会不足,一部分资

金被用于购买股票或房产,资产泡沫由此产生.第二,新自由主义制度撤销了

原先国家对金融业的管制,金融机构可以自由投放高风险贷款,从而推动了资

产泡沫进一步膨胀.

　　金融行业从事高风险投资活动是新自由主义的另一新发展,主要因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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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０辑 马克思危机论与当前经济危机:大萧条或严重积累型结构危机? ２３　　　

家对金融业解除了管制.一旦金融机构脱离监管或控制,有权自由追逐最大

利润,它们自然会投入与传统业务不同的高风险高利润的投机活动中.至少,
在资产泡沫还能得以维持,冒险投资行情没有恶化的情况下,金融机构不会停

止这种投机活动.

　　４动荡年月: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战争时期SSA 体制和新自由主义

　　据SSA文献记载,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实行的SSA 体制发源于１９世纪

９０年代.这种SSA体制以垄断企业和国家有力的调控为特征(Gordonetal,

１９８２,ch４;Kotz,１９８７).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资本主义发生了

一些重要的变化.在１９００~１９１６年激进时期成立的国家调控机构被企业接

管,或者停止了一切监管活动.以１９１９年钢铁产业的大罢工为导火索,大企

业与贸易联盟的合作关系开始让位于对劳动者的打压和攻击.J．P．Morgan
与其他金融资本家在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后建立起来的价格协商模式逐渐衰弱,
原因是华尔街失去了金融中心地位,新兴的产业(例如汽车行业)不再归于华

尔街的控制 (Kotz,１９７８,ch．３).同时,极端个人主义盛行.总的来看,２０
世纪２０年代的美国具备了新自由主义体制结构的特征.

　　新自由主义时期的三大发展也体现在２０年代大萧条中.当时,工资严重

滞后于生产力发展,收入向社会上层集中,不平等现象极其严重.从１９２０~
１９２９年,制造行业每小时工资只增加了１９３％,小时产量却增长了６２．６％①.

１９２０年,税后收入的１１．８％ 流向了占总人口１％的社会上层,到１９２８年,这
一比例上升到１９．１％.资产泡沫现象严重,首先出现在２０年代中期佛罗里达

州的房地产行业,几年之后证券市场出现了更大的泡沫.金融行业渐渐涉猎

高风险的投机活动,先是中型金融机构,到２０年代后期,银行巨头也卷入其中

(Kotz,１９７８,ch．３).

　　１９２９年秋,美国证券行业泡沫率先破灭,大萧条由此开始.随后,消费额

与投资额一路下滑,最终在１９３３年导致了银行系统的破产.正如前文所述,
在１９２９年后的１０年间,投资都处于低迷状态.由于害怕新政,政府保守派将

责任归咎于企业,但事实证明,这是一场由资产大泡沫引发的严重投资过剩危

机.这种投资泡沫引发的投资过剩与金融危机的结合与我们今天的情况极其

相似②.因此,通过分析大萧条的历史与当前危机的发生背景可以看出,新自

由主义制度形式为最终引发严重积累型机构危机创造了条件.

　　在第二次世界战后期资本主义干预主义下,爆发了一场与大萧条相比程

度较轻、时间相对短暂的结构危机,这是因为干预主义体制下的危机因子与自

由主义体制下的危机因子不同.在干预主义下,劳动者拥有更大的协商权,并

①
②

根据１９６０年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计算而来,pp．９２,１２６,６００.
今天的状况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危机的不同之处在于:当前的经济危机中,金融系统一开始就

濒临破产,而在３０年代,金融业的崩溃发生在１９３３年春,即在实体经济急速下滑的３年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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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且储备劳动力的减少使得工资上涨,挤压利润.这时候的经济扩张更容易导

致一场利润挤压型危机(Kotz,２００９b;WolfsonandKotz,２０１０).某研究表

明(Kotz２００９b),１９４８年到１９７３年期间,每一轮经济周期性萧条都是因利润

挤压造成的①.

　　SSA文献分析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结构危机时通常将造成危机的关键因素

看成是由制度引发的长期性利润挤压(Bowlesetal．,１９９０,partII).根据这

一论断,在干预主义时期的美国,劳动者及其他群体与资本家的力量对比在很

长时间内持续增强,并最终导致了资本家与劳动者(包括其他群体,如第三世

界原料提供商)产生了一系列尖锐的冲突,从而动摇了干预主义下的SSA 体

制及其所支持的资本积累.

　　为什么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结构危机不如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大萧条严重? 如

果危机的本源是因为劳动者及其他群体有了更大的与资本家协商的权力,那
么随后几年由政策引发的高失业率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早期对第三世界的经济

惩罚就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了.新兴的新自由主义进行了体制结构的重组,它
重新肯定了资本的力量,废除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大规模削减社会项目,从
而解决了干预主义下的危机.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危机不如２０年代危机严重的另一原因在于,当这两种制

度结构发展到后期时,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能力有所不同.当干预型资本主义

遭遇危机时,政府已经掌握了调控经济的经验,有利于危机的解决.但是在自

由资本主义下,国家的经济干预权受限,几乎无力对经济进行有效的调控.尽

管罗斯福政府采取了大胆的新政措施,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危机发

生的５０年后,美国经济才真正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走上一条资本积累的新

道路.同样,在当前经济危机时期,我们看到,奥巴马政府由于缺少积极调控

经济的经验而困难重重.２００９年２月的经济刺激计划只提供了１６０万个就

业机会,对于２００９年底数目达到１５００万的失业者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不

仅如此,这一计划的实施起来也异常缓慢②.

　　５总结和评论

　　理论分析和历史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的自由形式最终会导致严重积累型

结构危机.这主要包括几层含义.

　　第一,关于马克思理论.正如前文所述,理论研究不应该只分析作为整体

的资本主义,或者仅仅在整体分析中临时加入对某一特殊历史事件和国家政

策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应该系统地剖析历史上出现的每一种资本主

①
②

相反,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到２０００年以后,实际工资没有涨到能够挤压利润的程度.
与此相反,中国长期运行的经济制度强调国家干预,因此政府有能力推进更大的刺激计划,保

证其迅速有效的实行,从而恢复经济的快速发展.不过,中国实施的刺激计划是为了将投资推进到一
个新的高度,而这一高度可能是难以维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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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制度形式,确定其本质特性和影响因子.长期以来,可能因为担心对资本主

义单个体制的关注会转移对资本主义邪恶本质的注意力或者忽略了取代资本

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的必要性,所以,理论界似乎不愿意采用这种单个研究的方

法.担忧是不必要的.为了更好地了解和挑战资本主义,我们必须透彻地分

析其在当代的制度特征.

　　第二,本文指出了社会主义过渡的矛盾.国家干预主义指导下的资本主

义社会,工人阶级力量增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的工

人运动就是证明.但同时,国家干预主义体制也为工人阶级提供了更高的生

活水平和更全面的社会服务,使得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挑战变得更加困难.
考虑到这些历史现实,文章认为,国家干预主义下的积累型危机相对缓和,这
进一步降低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

　　与此相反,在自由主义指导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力量削弱,激进

运动减少.新自由主义时期和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都出现了这一趋势.自由主义

体制可能引发严重经济危机,但是,伴随这种危机的还有工人运动和激进运动

的削弱和分化.因此,虽然严重结构危机可能促进社会主义的过渡,但工人力

量的不足会造成过渡无法实现.

　　不过,自由主义制度引发的结构危机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轻易解决.如

果危机持续一段时间,新自由主义的反动员效应可能会被长期严重经济危机

带来的激进效应取代.正如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大萧条早期,美国出现了一些

抗议活动,但工人运动和激进运动的高潮则出现在１９３４~１９３９年期间.虽然

并不提倡完全拿历史做类比,但目前我们所处的阶段与１９３０~１９３１年相似,
也就是处于结构危机的头２年.

　　目前,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正着手复苏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但是上文

的分析证明,想要在短时间内复苏经济基本无望.新的国家干预主义制度可

能会帮助资本重新积累,但是,建立新的体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当前这场可

能持续多年的经济危机为我们提供了良机,让我们有时间筹划如何真正取代

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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