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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克思经济危机根源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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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正确认识经济危机的根源,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发展马

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要从唯物史观出发,经济危机的本质和根源由资本

主义基本矛盾所决定,只能从历史长远趋势和历史规律来理解。当前重要的是

发展马克思主义,要从经济制度和市场制度两个层面来解释当代经济危机的根

源。马克思从社会经济制度层面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符合当时的历史。

但马克思对商品经济不同阶段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分析,可以市场制度

是经济危机的基本原因。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下的经济危机存在根本区别,社会

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危机是可控和可调节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危机是不可

控的,其自身无法解决的。中美反危机措施和效果可以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经

济危机根源理论提供例证。

  关键词 马克思 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根源 坚持与发展

  经济危机的根源究竟何在,以往人们对马克思的危机根源理论总是绝对

地理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决定经

济危机。现实情况是,经济危机不仅在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社会主义社会同样

存在。2007年,社会主义的越南发生了金融危机;随后美国在2007年底次贷

危机引发了金融危机,并蔓延全球;2008年底开始,社会主义的中国也卷入经

济危机。难道说社会主义也有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 如果

承认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而社会主义国家又客观存在经济危

机,这在逻辑上不得不陷入两难的悖论。其实,正确认识经济危机的根源,既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理论

体系,就在于它是辩证的、发展的思想体系,我们对其不能孤立和绝对的理解。

一、如何坚持马克思经济危机根源理论

  在经济危机根源问题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
坚持用唯物史观来看待经济危机根源。应该充分认识到,经济危机的本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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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后果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决定,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将最终

导致社会的更替。

  马克思将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

矛盾。首先,要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和经济危机的本质来理解危机根源。
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企业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和

竞争的外在压力迫使资本主义盲目扩大生产,扩大生产的过程实际是资本积

累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过程,资本积累的后果是无产阶级贫困的发生。因

而,在再生产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无限增长的同时,劳动者却日益贫困,劳动者

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尽管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再是纯而又纯的

资本主义,但从总体上看还是资本主义,其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未变。资本主

义经济因此必然造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本质上是生产

相对过剩的危机。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尽管表现为金融危机,但实质是社

会供给与需求脱节、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调、部分产品生产过剩,其后果是

生产急剧衰退、劳动者大批失业。进而造成广大劳动者购买力不足和企业的

生产投入减少。当前美国经济危机已经持续近两年,尚未有复苏迹象。经济

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受打击最大的仍然是最底层的劳动群众。如股票大跌、
房地产价格缩水、大量银行倒闭带来经济的持续下滑,失业率急剧上升,CPI
指数也不断攀升。这使得普通劳动群众受害最深,生活质量明显下降。这种

状况印证了马克思当年的分析。

  其次,要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趋势和历史规律来理解危机根源。从历史长

期发展来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实际上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的矛盾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与社会生产力不相适应,这种矛

盾表现为生产资料占有者与劳动者之间两大阶级的对立。正如恩格斯所言:
“集中在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

彻底分裂了。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

阶级的对立。”①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私有制无法克服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

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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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敲响了。剥夺者就

要被剥夺了。”②这种矛盾的解决需要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
这必然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社会更替。马克思揭示的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历史

规律,不排除在再生产周期中,通过政府干预使之暂时摆脱危机困境。但从长

远来看,要解决经济危机就要顺应历史规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

私有制。

①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22.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3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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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要从相对和辩证的角度来理解危机根源。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

主义基本矛盾,应该相对的理解。马克思揭示经济危机是以19世纪成熟的欧

洲资本主义为分析对象,这是相对不成熟的简单商品经济而言的。马克思时

代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已经很完备,市场交易很发达,国际经济活动的依赖性

也非常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有了重要的市场条件。相对而言,简单商品

经济时期,生产还未完全社会化,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未形成统治地位,经济危

机还缺乏国际、国内统一的市场条件。但在马克思所处的成熟资本主义时代,
尤其是资本主义的欧洲、北美,商品经济和市场条件已经成熟,经济危机就演

变为现实,并伴随着再生产的周期,10年左右爆发一次。从辩证的角度来理

解,经济危机是社会再生产经济循环的某个节点,经济危机是在连续不断地循

环过程中发生的,是社会生产不断失衡和平衡的过程,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

程,是再生产周期的联系环节。要从连续不断的再生产环节来理解危机根源,
而不只是从某一个循环阶段来理解危机根源。再生产的周期促使经济危机根

本解决,促进社会的更替,也要从连续不断的再生产周期循环过程来把握。

二、如何发展马克思经济危机根源理论

  在经济危机根源问题上,当前重要的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

克思主义解释经济危机的根源,可以从经济制度和市场制度两个层面的角度,
来解释当代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主要是从社会经济制度层面揭示危机的原因。正如

前文所述,基本是从社会经济制度层面揭示危机根源。但应当认识到,马克思

的经济制度分析是结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考虑到了商品经济的不同发

展阶段的,并以此揭示经济危机发生的条件。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在简单商品生产中,货币的产生克服了物物直接交换

的局限,促进了商品的交易,但其流通手段的职能会使之出现商品买卖脱节、
交易的中断,进而造成生产的中断,于是具有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随着货币

的支付手段作用发生,进一步促进了商品交易,但也会由此形成商品交换者的

多角债务关系,一旦债务支付链条中断,这些信用关系会遭到破坏,经济危机

可能性进一步扩大。当然,货币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这些形式包含着危

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性,必须有整整一系

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① 这是因为,
简单商品阶段,小生产是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商品和货币关系未占社会统治

地位,市场也是分割和有限的,即使出现买卖脱节和支付中断也不会演变为全

①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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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经济危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成熟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社

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矛盾尖锐化,使得经济危机才会由可能性变为

现实性。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一是“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组织性和整

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① 二是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劳动群

众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一切真正危机的最根本的原

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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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

限。”②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对矛盾也得到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认可,凯
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为“有效需

求不足”。

  马克思、恩格斯的以上思想实际表达了,在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的简单商

品经济时期,经济危机不会真正发生,只有到了成熟的市场经济时期才会真正

发生经济危机。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市场经济成熟在资本主义时代,故而人们

误认为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只注重经济危机的社会制度因素,而忽略了

经济危机的一般市场制度因素。

  从市场制度层面看,市场制度实际是经济危机的基本原因。市场制度主

要是市场配置资源的运行机制和具体制度。包括企业组织制度、市场交易规

则、信用制度和金融制度等。当然,这种市场制度是与市场经济的成熟、生产

力的发展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在分析简单商品经济时,说明了货币的职能

伴随着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经济危机的市场制度因素。
当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实情况也表明,经济危机已经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现

象,只要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占主导的社会,只要是社会经济活动基本是以货

币为媒介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都会存在个别企业目标与社会生产的矛盾,
都会存在生产与消费的矛盾,都会存在供给与需求的矛盾,都会存在经济比例

失调或调节失误。尤其是信用制度进一步扩大了金融市场、期货市场、房地产

市场等,由此产生的虚拟经济日益脱离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的“泡沫”破裂逐渐

成为经济危机的突破口。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市场经济,以市场调节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有多种所有制经济,尤其是存在与国际市场有天然联系的

外资企业经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对外贸易,中国经济也融入国际市

场,也存在金融市场和虚拟经济,中国市场经济也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市

场经济突破了国家和所有制的限制,将世界市场连为一体。资本主义世界的

经济危机都会通过这些市场渠道传导到中国,或者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

①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24.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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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制度因素使之发生经济危机。从实践来看,当代中国市场经济融入世界

经济体系以来,均是外部危机因素传导到中国市场。

三、当前中美反经济危机的例证

  尽管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市场经济都会发生经济危机,但社会主义国家的

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存在根本的区别。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

的经济危机是可控的、可调节的,调节力在于国家干预。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

制度决定其强大的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这一点,不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

末的亚洲“金融风暴”,还是在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国政府对经济危机的调

控能力都得到充分证明。也正是这一特点,决定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经济危

机依靠自身解决,而不是通过外力的强制作用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

危机是不可控的,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解决。也许其可借鉴社会主义的政府调

控和计划调节。但其社会制度性质决定其调节能力是有限的,调节力较弱,调
节目标难以到位。反过来也恰恰说明,社会主义因素可帮助资本主义,从历史

长远和历史规律上看,也说明社会主义更替资本主义制度的理由。因此,资本

主义基本矛盾是经济危机根源只是从最终意义和历史规律上说。一般情况

下,经济危机主要是市场制度层面的原因。

  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类社会面临的经济灾难,但不同社会制度

下反经济危机的措施与后果不同。从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到中国经济危机传

入,政府反危机举措及其成效足以说明问题。从中美反危机措施和效果可揭

示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经济危机的根本区别,从而为前文论述的坚持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根源理论提供例证。

  从美国来看,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挽救

市场。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几经周折才得以出台,2008年10月3日,在经历

了一波三折之后,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经国会参众两院表决通过的高达7000

中美反危机措施与效果比较

美国 中国

危机发生时间 2007年底 2008年底

危机发生途径
由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进而导
致经济危机

由美国金融危机传入引发经济危机

反危机
重要举措

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经政府、议
会反复博弈得以实施;实施扩张的
财政政策,上半年从公开市场购入

3000亿美元国债

政府调控举措迅速到位,国家出台4
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十大产业振兴
规划、加大科技投入、改善民生、稳定
出口等政策,以启动市场、调节供求、
促进就业、拉动投资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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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美国 中国

经济衰退与
回升状况

至2009年6月底,经济衰退仍未
见底。经济下滑继续,失业、物价
等 问 题 突 出,失 业 率 高 涨 到

9.5%;①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年
比-2.5%。② 宏观经济尚未出现
复苏。截至6月30日的2008~
2009财政年度的前9个月,美国
联邦财政赤字首次超过1万亿美
元,达1.086万亿美元。巨额财政
赤字推高借贷成本,未来宏观经济
风险加大,尚难判断美国经济年底
是否能走出谷底。③ 救市计划执
行效果不佳,执行力迟缓

衰退至2009年一季度末,二季度开
始 企 稳 回 升。 上 半 年 GDP 总 量

13862亿元,经济增长7.1%;比一季
度增加1.8个百分点。主要是投资
和消费因素带动经济增长,外贸仍然
呈下降趋势。调控遏制了经济快速
下滑,稳定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一
是固定资产投资迅速升温,固定资产
投资逐月递增,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33.5%。二是消费需求
上 升,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增 长

15%,住房、汽车消费重新升温,上半
年商品房销售增加31.7%,汽车销量
增加17.7%。三是就业情况好转,二
季度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增加

2.6%④

政府调节
能力评价

调节政策出台滞后,调节力不足,
调节能力相对弱

调节及时,措施有力,调节能力强

亿美元的救市方案———《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EmergencyEconomic
stabilizationActof2008)。到奥巴马上台正式执行救市计划,但在实践中遭

到金融家的变相抵制,华尔街部分老板用救市资金支付高管高额薪酬。救市

计划执行力非常有限,效果不明显。

  从中国来看,2008年初的4万亿元救市资金迅速到位,救市举措及时。
中国国家统计局2009年7月16日发布上半年统计数据,GDP总量为13862
亿元,经济增长7.1%,二季度比一季度增加1.8个百分点。宏观经济企稳回

升。在经济增长因素中,投资因素达6.8个百分点,消费因素3.2个百分点,
外贸因素为-2.9个百分点。⑤ 与此同时,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继续陷入衰

退状态。中国经济复苏迹象再次证明社会主义有调控经济危机的能力。

  其实,马克思将经济危机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与其对商品经

济、市场经济认识的局限性也有关联。马克思在解释商品经济的原因时,认为

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产生的两个原因。在资本主义私有制

条件下,各企业主组织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实现商品价值和剩余价值。
而在“未来劳动者联合体”的社会主义社会,则消除了商品经济的重要条

①
②
③
④
⑤

李画.“财政赤字首破万亿 美国经济复苏再添变数”.人民网,2009-7-15.
全球主要国家7月经济指标一览,世华财讯资讯中心,www.24stock.com.cn.,2009-7-24.
李画.“财政赤字首破万亿 美国经济复苏再添变数”.人民网,2009-7-15.
李晓超.“国家统计局介绍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人民网,2009-7-16.
李晓超.“国家统计局介绍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人民网,2009-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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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资本主义私有制,也就不存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了。今天看来,马克思的

这种思想,不能不认为是具有历史局限。现代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在内容上

并没有什么不同。既然当前对商品经济原因的认识已经突破了所有制的限

制,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完全适应不同的社会制度;即便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条件下,客观存在不同的利益主体,各自需要交换商品和实现经济利益。那

么,我们对经济危机根源的认识也有所发展。从一般现象来看,商品经济或市

场制度的自身弊端,包括经济危机,也必然会发生在所有采用商品经济和市场

经济的社会。

  总之,面对经济危机和现实经济问题,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发展马

克思主义,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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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stheoryofRootCausesofEconomicCrisis
shouldbenotonlyadheredtobutalsodeveloped

HeYu-chang

  Abstract Tocorrectlyunderstandtherootcausesoftheeconomiccri-
sis,wemustnotonlyadheretobutalsodevelop Marxism.Adheringto
Marxismshouldstartfromunderstandinghistoricalmaterialism,andthena-
tureandcausesoftheeconomiccrisisaredeterminedbythebasiccontradic-
tionsofcapitalismwhichcanonlybeunderstoodfromlong-termhistorical
trendsandhistoricallaws.Animportanttaskistoexplaincontemporaryeco-
nomiccrisisbyanalyzingbotheconomicsystemandmarketsystem.Marx’s
explanationoftherootcausesoftheeconomiccrisisofcapitalismfromthe
perspectiveofsocialandeconomicsystem revealsthehistoryofthat
time.However,atdifferentstagesofMarx’scommodityeconomy,thepossi-
bilityandrealityoftheeconomiccrisisanalysisshowsthatthemarketsys-
temisthebasicreasonfortheeconomiccrisis.Economiccrisisindifferent
socio-economicsystemisfundamentallydifferent.Economiccrisis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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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istsystemiscontrollableandadjustable,andtheeconomiccrisisunder
thecapitalistsystemisnotcontrollableandcannotberesolvedbyit-
self.Sino-USanti-crisismeasuresandtheirdifferentresultscanprovideex-
amplesoftherootcausesoftheeconomiccrisisforadheringtoanddevelo-
pingMarxism
  Keywords Marx’seconomiccrisis therootcausesofeconomiccrisis
 adheringtoanddevel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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