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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已超越虚拟经济领域波及实体经济,就金融

危机产生原因及影响引起学界广泛争论。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来看,金融危

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观点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但对这一

矛盾如何演化为金融危机的内在机制观点不一。本文基于马克思的货币信用危

机理论探讨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即建立在信用和信用制度基础上的资本拜物

教“观念”和市场拜物教“运动”及其两者的互动是金融危机发生的双重基础,而
“观念”与“运动”统一并互动的根源在于资本的构造性。资本的构造性是通过权

利或制度的安排实现资产转换为资本的目的,资产所有者利用所有权的法律规

定对资产进行权力界定后将其置于市场运动之中带来增加值。资产被纳入市场

框架并增值的过程,既是资产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也是资本被构造的过程。

  关键词 信用 资本拜物教 市场拜物教 金融危机 资本的构造性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不仅波及了实体经济及经济

组织,还导致一些公司和政府沦落到破产的边缘。前者如雷曼兄弟公司,后者

如冰岛。金融危机的发生宣告了崇尚市场万能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破产,同
时也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深刻性及预见性。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

对危机的根源基本达成共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矛盾,即生产的社

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的无限扩大与群众购买力相

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导致生产的相对过剩,进而引发的实体经济利润率长期下

降的危机。还有学者把原因归结为新自由主义。很少有学者从马克思货币信

用危机理论来探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泡沫的形成。

  事实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泡沫的形成恰恰就在于信用的拉动作

用,基于此,笔者从马克思的货币信用危机理论来挖掘金融危机发生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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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96   海派经济学 2009卷

从动机上看,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国家中金融资本的极度贪婪导致的直接后

果,是资本拜物教观念发挥到极致的表现;从运行基础层面上看,资本主义信

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的社会基础,金融衍生品的创造、虚拟资本的过度

膨胀、当代金融资本比重的不断提高,均源自资本主义的信用制度;从操作层

面上看,在信用和信用制度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利用了资本构造性特

点,通过构造资本的方式,创造和设计出大量的金融衍生品,刺激消费的同时,
也满足了信用链条上各方利益主体的逐利需求。

一、信用的二重性与资本拜物教观念的产生

(一)信用和信用制度的二重性作用

  信用是设计新世界的力量,也是创造新世界的搅轧机,信用具有二重性。
“随着商业和只是着眼于流通而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信用制

度这个自然基础也在扩大、普遍化和发展。”①

  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成对未来社会物质积累这一历史使命的过程

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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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减少流通费用、加快流通

手段的流通速度,从而缩短整个再生产的进程,促进利润的平均化和信用货币

的形成等。

  信用的另一个积极作用是它促成股份公司的产生。马克思从以产业资本

为典型形态的社会资本角度考察了信用制度的发展及其包含的资本所有权的

潜在扬弃,“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

的主要基础,同样,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
资本主义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

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
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③ 信用和信用制度为私人财产的扬弃

提供了条件,是这一过程的加速器。

  但是,信用和信用制度“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促进

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要素。……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动力———
用剥削他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

①
②
③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50.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00.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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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造成转到一

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① 信用使买卖分离,货币与商品运动的分离,促进

了投机行为,掩盖了资本主义的虚假繁荣。正如曼德尔所说,信贷使生产能够不

直接顾到市场的吸收能力而扩大;信贷在整个一段时期中掩盖着生产能力和有

支付力的消费能力之间的真正关系;信贷超过实际购买力而刺激商品流通和商

品消费;从而推迟周期性危机的到来,使各种不平衡因素更严重,因而使危机一

旦爆发就更加剧烈。② 而这些矛盾正是资本主义危机最主要和最普遍的根源。

  信用制度加速危机爆发是因为它强化了财富二重表现形式的对立,“货币

作为独立的价值形式和商品相对立,或者说,交换价值必须在货币上取得独立

形式,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③货币作为独立于商品之外的客观存在,可
以脱离商品进行独立运动,这为货币拜物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到了生息资

本那里,货币拜物教演化为资本拜物教,脱离商品运动和经济实体的各种信用

衍生品成为资本家获利的工具,当前建立在信用制度基础上的证券资本化把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化成为一种赌博式资本主义,钱能生钱的资本拜物教观

念最终在资本家的头脑中形成,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矛盾。

(二)信用制度的发展促进了资本拜物教观念的形成

  信用制度起源于商品和货币运动分离和分立,货币的独立运动又进一步

促进信用制度的扩大化、普遍化。货币独立运动的载体———借贷资本成为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息资本的典型形态④,借贷资本及其作用是信用的另一

种形式和作用,它把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升级到资本拜物教形式,财富的

货币形式日益脱离商品实体运动而虚幻化,似乎成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现实

经济世界在资本家观念中头脚倒立地生成。

  在借贷资本形态上,“资本关系取得了最表面、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G—G′,是生产更多货币的货币,是没有在两极间起中

介作用的过程而自行增值的价值”。⑤ 生息资本是一切颠倒错乱形式之母,
“资本家们思考方式的错乱在这里达到了顶点,资本的增值不是用劳动力的被

剥削来说明,相反,劳动力的生产性质却用劳动力本身是这样一种神秘的东西

即生息资本来说明”。⑥

  在资本家头脑中,“资本表现为利息的即资本自身增值的神秘的和富有自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00.
[比利时]欧内斯特·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M].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03~

106.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84.
马克思也把借贷资本称为“流动性资本”,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61.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40.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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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创造力的源泉。……这个自动的物神,自行增值的价值,会生出货币的货

币,纯粹地表现出来了,并且在这个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起源的任何痕迹

了。社会关系最终成为一种物即货币同它自身的关系。……创造价值,提供

利息,成了货币的属性,就像梨子树的属性是结梨一样”。① 至此,资本的物神

形态和资本物神的观念已经完成,资本拜物教及资本是自行增值的自动机的

观念由此产生。

  资本拜物教导致的直接后果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生产过程只是为了

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一切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上了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

赚到钱。”②由此导致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必然会“离开过程本身而取得了独立

的存在”③,一旦有合适的时机,这个独立的存在便会脱离产业资本和生产过

程,发展成虚拟资本和金融资本。

  借助于信用和信用制度,脱离了生产过程的虚拟资本和金融资本,形成纯

粹的独立的价值运动和货币运动,虚拟经济膨胀,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

并产生泡沫。“一切资本好像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增加两倍,因为有各种

方式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各种不同的人手里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
这种‘货币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④虚拟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独立运

动与以借贷资本为典型形态的生息资本的运动发生了本质的区别。

  以借贷资本为典型形态的生息资本,还是以货币为信用对象,没有发展到

以信用本身为信用对象的虚拟资本的形态上⑤。随着资本主义信用的膨胀,
以虚拟资本为主体的金融资本成为生息资本在当代独特的资本运动形式。信

用本身成为信用对象和资本,这无疑推动了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的分离,从而

加深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二、以信用为对象的虚拟资本运动形式的

独立化及其与实体资本的分离

(一)虚拟资本运动形式的独立化蕴含了危机发生的必然性

  随着信用的不断膨胀,在以货币为信用对象的借贷资本基础上,形成了以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41.注:文中黑体和斜体为笔者所注。
马克思.资本论[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8.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42.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33.
虚拟资本和借贷资本的区别请参见卢森贝.<资本论>注释[M].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

1963,296、268.“这里必须再一次强调指出,尽管虚拟资本以借贷资本作为自己的前提,它并不是借贷
资本。……借贷资本是成为信用对象的货币形式的资本;虚拟资本则无非是把信用用作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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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为对象的虚拟资本,虚拟资本构成当代金融资本的主体,虚拟资本的各种

运动形式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金融资本运动的特征,使资本运动更加

带有神秘色彩,它给资本笼罩了一层神秘面纱,它使人很难看到资本的本质。
“从形式上看,金融资本是在独立的运动,其实,金融资本也是资本的一种反映

形式。在资本的运动过程中,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分道扬镳,对此

我们必须加以分析和研究。”①

  以虚拟资本为代表的金融资本本身没有价值,但是它代表着现实资本的

所有权凭证,是获取收益的权力,因此它有独立于现实资本的运动。以股票为

代表的价值运动为例来说明这一独立化运动。如图1中,A代表股票,股票A
发售后,流通中的货币G分割为两部分:一是转入产业资本循环的货币G1;
另一部分是用于股票流通的货币G2。很显然,股票作为虚拟资本的运动已经

脱离了实体资本的运动,有了独特的运动形式:A-G2-A。

图1 根据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第113页股票运动形式改编而成②

  如希法亭指出,股票一经创造出来,便同它所代表的产业资本的实际循环

无关了。股票在它的流通中所经历的事件和事故,并不使生产资本的循环直

接受到影响。在当代金融机构中,股票还是基础性的虚拟资本③,在股票的运

动中,我们还能看到实体资本运动的影子。但是在股票和证券的基础上,金融

工程师们设计出各种各样的金融资产工具,这些金融资产工具已经完全脱离

实体资本的运动形式,在股票、债券等基础虚拟资本形式的基础上又虚拟了几

次,产生了更加独特的运动形式:A-A′-A″-A‴…。其中,A′、A″、A‴都是

多次虚拟产生的金融衍生品,而多次虚拟过程就是当前的证券资本化行为。

  证券资本化过程加速了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的分离,也拉大了虚拟经济

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缺口,造成了经济泡沫的发生。证券资本化行为所产生的

大量虚拟资本、金融衍生品,在信用和信用制度保障的前提下还能照常运动,

①

②

③

[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财富变局中的货币魔力[M].重庆:重庆出版出版社,
2008,序言,1.

[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13.

参见马晓强.产业发展动力论:基于虚拟资本与产业资本互动的视角[M].北京:中国经济出
版社,2008(9),41.作者在书中将虚拟资本分为基础虚拟资本和衍生虚拟资本,基础虚拟资本包括股
票、债券、商业票据。衍生虚拟资本是在异彩纷呈的衍生工具类,是给予交易一方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
对某种资产(或者对某种基础资本的现金值)一定债权和相应义务的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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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脱离开信用制度,就成了真正的虚拟资本,其幻想性立刻破灭。“一旦债

券不能卖出,这个资本的假象就会消失。”①虚拟资本的虚幻性是所有金融衍

生品的共同特征,“即使在债券———有价债券———不像国债那样代表纯粹幻想

的资本的地方,这种证券的资本价值也是纯粹是幻想的”。②

(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比例失调构成金融危机发生的现实基础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不仅体现在资本运动形式上的分立,还表现

为资本构成上的比例失调,虚拟经济的数量急剧增大,以多倍于实体经济的速

度扩张,这进一步拉大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缺口,如图2所示。虚拟

经济比例的扩大是资本拜物教观念在实践中的反映,“钱能生钱”恰恰是当代

金融资本的固有观念,也是华尔街金融家们的牢固观念。这个资本的表象,正
是信用二重性的另一个表现形式和作用方式。

图2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缺口

  图中,T1 为以股票为代表等虚拟经济的产生时期,是实体经济开始分割

为两部分的分叉点。

  在商业信用中,信用只是在最大程度上挖掘了潜在的生产力,并且与商业

发展周期同步。但到了以银行信用为核心的借贷资本中,生产过程已经与信

用不一致,甚至呈反向运动。进而发展到虚拟资本,其表面繁荣更掩盖危机发

生的可能性,信用膨胀到顶点也就意味着经济从繁荣之端即将走入衰退。只

有在危机的时候,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的矛盾才能得以短暂的缓解。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比例的失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缺口的拉大完全

是建立在信用链条基础之上,一旦信用链条断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矛盾

立刻显现。此次的金融危机即为例证,有价证券贬值、专营投机的机构倒闭,
几大著名投行纷纷破产或被合并,甚至出现了国家破产现象。这些事实引起

①
②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27.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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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连锁反应,又加剧了金融危机对社会经济的冲击。在全球化、信息化与网络

化背景下,金融危机传播得飞快,涉及面更广,并由金融领域迅速扩展到了实

体经济领域。

  金融危机印证了信用二重性作用的矛盾,信用的二重性作用也助推了金

融危机的发生。信用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它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固有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是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它所能达到

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动力”。① 但是,信用不能脱离它所代表的货币基础,“货
币———贵金属形式的货币———仍然是基础,信用制度按其本性来说永远不能

脱离这个基础”。② 一旦脱离开货币基础,脱离了实体经济,信用就破坏现有

旧经济,发挥出设计新世界的力量。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不
断地企图突破财富及其运动的这个金属的限制,突破这个物质的同时又是幻

想的限制,但又不断地在这个限制面前碰头”。③

  美国把自己定位于金融中心,将制造业向外转移,创造大量金融衍生品,
发展金融产业,这是一种急功近利、不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这早已被资本主义

国家的发展历史证明。世界历史上最早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荷兰,凭借对外

贸易的优势,号称“全世界海上马车夫”,并且独占了西南欧与北欧之间的贸

易。但这个优势也成为其经济发展中的弱点,在与拥有强大工场手工业的英

国争夺海上霸权时处于劣势。④ 因此,“荷兰作为一个优势商业国走向衰落的

历史,就是商业资本在产业资本面前屈服的历史”。⑤ 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发

生,同样包含了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实体资本)屈服的因素。单纯发展金融

资本终究不可持续,创造众多的金融衍生工具只会造成金融泡沫,引致虚拟经

济与实体经济的巨大缺口和危机的发生。

三、资本的构造性: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现实根源⑥

(一)资本运动的载体与资本的构造性

  以金融衍生品为主体的虚拟经济膨胀的现实根源在于资本的构造性。资

本的构造性是资本运行层面的属性或特征,它是资本运动本质的外化,是资本

人格化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体的资本创新过程。资本的构造性是通过一种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85.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85.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50.
樊亢,宋则行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12),11.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73.
对“资本的构造性”的详细阐述请参见赵秀丽,陈硕颖.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创新研究[M].理论

探索,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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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或制度的安排实现资产转换为资本的目的,使资产具备资本的属性,即通

过对资产或“物”进行权力界定,利用所有权的法律规定,明确其财产产权性

质,然后将其置于市场运动之中带来增加值。资产被纳入市场框架并带来增

值的过程,既是资产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也是资本被构造的过程,还是经济主

体根据现实经济条件满足需要的过程,具有一定的主观性特征。

  资本的构造性特点源自资本的抽象本质和依托于“物”的具体化属性,抽
象本质外化为某具体物的过程即产生资本的构造过程。资本的抽象本质在

于,它是“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① 资本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必须赋予其一个确定的、切实可见的形式,才能够把它体现出来”②,因此资

本在实践中要依托于“物”的形式。但“物”要成为资本的载体需要条件,只有

在特定社会关系和制度安排下它才能成为资本。资本依托于物但不等于物,
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就像金或

银本身不是货币一样”。③

  在何种框架下、选择哪一种“物”作为资本的载体具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和

自由度。资本的运动或是依托于产业资本,或是商业资本,或是借贷资本,或
是农业资本。资本也可以通过书面表述而产生,这些书面表述包括“所有权凭

证、证券、合同及其他类似记录”。④ 虚拟经济的所有权凭证尽管只是一张纸,
但在权力关系下,作为权力凭证的证书纳入市场体系后成为资本运动的载体。
所有权凭证一旦被纳入市场框架,凭借对它的拥有权能够获益或增值,这种凭

证就具有了资本的属性。
  产权制度是“物”或资产变为资本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过程。在实践中

构造资本的过程就是通过产权的制度安排和设计将资产产权的权利束明晰化

的过程。资本的构造过程并非等于私有化的过程,要具体区分何种权利的明

晰化。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构造过程中,所有权的界定就是一种

私有化的过程。其过程建立在信用制度基础之上,而信用制度以“社会生产资

料(以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形式)在私人手里的垄断为前提”⑤,这里的“垄断”
强调了资产的所有权资本化,也隐含信用的实施要依托于资本的构造过程。
在信用基础上通过界定所有权构造出资本时,这种资产以资本的形式存在并

带有拜物教性质,其拜物教威力即可增强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些产品按照

其主人极其小心而精确地筹划出来的方式为其主人行动时,在人们的心目中,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34.关于资本的详细阐述见马克思.资
本论[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22.

[秘鲁]赫尔南多·德·索托.资本的秘密[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30.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22.
[秘鲁]赫尔南多·德·索托.资本的秘密[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37.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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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似乎为它们自己并处于它们自己内在的需要而行动
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

”①,即资本运动的需

要。

(二)资本的构造性促进了金融衍生品的泛滥

  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首先通过所有权的法律界定确

认资产的私有财产性质,然后再允许所有者将个人拥有的私人财产作为抵押

物到银行贷款,这种抵押物到了银行或证券机构马上就变成了一种“资本”,各
种各样的抵押证明被组合后发行。事实上,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这种

手段来刺激消费,缓解生产的无限扩大与群众相对缩小的购买力之间的矛盾

的一种手段。

  从形式上看,资本构造过程在西方发达国家完全遵循所有权制度和法律

规定,其方法是“仔细描述资产在经济和社会中最有利用价值的方面,使它们

在记录系统中得到确认(就像手写账本中的插页或者计算机磁盘上的标签),
然后极富成效地对其进行组织,并收录在所有权凭证中”。② 西方国家同时还

用一套详细而精确的法律条文来管理这个过程。正式的所有权记录和所有权

凭证就成为用于表述资产经济意义的人工产物。所有权的确认方便了资本要

素信息的组合,从而也有利于资本要素的各种组合。

  西方发达国家将资产私有化的动机在于资产的表述同处于自然状态下的

资产不一样,“它能够方便地组合、分割、调动并用于促进商业交易。……资产

更加容易互换,能够在实际操作中以符合任何交易的形式出现”。③ 因此,所
有权的标准化描述无疑是为了方便资产的组合,也会给其拥有者带来大量好

处。

  今天的金融危机就是在所有权标准化的前提下,人工构造各种“资产组

合”和金融衍生品,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发挥到了极致。资本的构造性促进了资

产的组合和交易,其结果必然是信用和虚拟资本的膨胀,导致实体经济与虚拟

经济的分离。在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所有权的标准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
个人的、家庭的和社会的需要全都接管起来,而且在使这些需要从属于市场

时,还赋予他们新的形式,以适应资本的需要”。④ 资本的构造性扩大了资本

的活动领域,把一切事物都纳入市场和所有权的范畴,并作为抵押物成为证券

资本化的基础。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代表的所有权利用资本的构造性特点,
在信用基础上进行资产证券化带来金融衍生品的泛滥是市场拜物教与资本拜

①

②
③
④

[美]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8,207.

[秘鲁]赫尔南多·德·索托.资本的秘密[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35.
[秘鲁]赫尔南多·德·索托.资本的秘密[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43.
[美]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8,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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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教融合和统一的必然结果。

  资本主义信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社会基础,它随着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的发展而不断的普遍化,这促成了“资本拜物教”作为一种观念在资本

家头脑中形成;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资本构造性则在执行层面为“市场拜物

教”推波助澜,市场拜物教把一切领域都纳入了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之中,通过

所有权的界定和私有化过程,把资产构造成资本进行资产组合再投放于市场

当中。资本拜物教的观念与市场拜物教的执行相结合,为金融危机的发生奠

定了双重基础。

四、结语

  与历次危机相比,由于全球经济的网络化联结,当前的金融危机波及面更

广泛、影响更深刻、传播得更快。此次金融危机是网络化的货币信用危机,网
络这把双刃剑“带来收益的同时也存在风险。网络扩张得越厉害,传染的风险

也越大”。① 网络化加快了信用风险的传递,增强了信用链条的脆弱性,也加

速了危机的发生。

  资本拜物教的观念一旦运用于实践当中,与市场拜物教的执行统一,其直

接后果是赚钱最快的方式成为了一种牢固的观念和实践准则。在指导思想层

面上,不失时机地不断制造赚钱的“金蛋”———资本的物神,占领货币资本的一

切制高点;在战略规划层面上,加大金融资本的比重,重点发展金融业。当代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业发展日趋空心化、虚拟化,产业资本向虚拟资本、金
融资本转化,金融资本成为资本在当代的主导形态。如美国把自己定位于金

融中心,将制造业向外转移,通过全球范围雇佣廉价劳动。只是凭借资本所有

权、标准所有权而坐收渔翁之利,结果导致全球经济的失衡;在操作层面上,想
方设法创造出货币和货币的衍生形态,即金融衍生品。由此产生当前流行的

证券资本化行为———虚拟资本膨胀。金融衍生品随着信用的膨胀得以自由泛

滥,这都源自资本在实践层面上的构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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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ETARYCREDITCRISISTHEORYOFMARX
———BASEDONTHECREDITANDTHE

CONSTRUCTIONOFCAPITAL

ZhaoXiu-li ZhangCheng

  Abstract Thewidespreadfinancialcrisishasalreadyextendedfrom
virtualeconomytoEntityeconomy,leadingtoextensivediscussionofits
causesandinfluencesamongscholars.FromtheperspectiveofMarxisteco-
nomictheory,itisrecognizedbymostscholarsthatthefinancialcrisisroots
fromtheinnercontradictionsofthecapitalistmodeofproduction.However,

consensushasn’tbeenreachedonthemechanismofhowthecontradi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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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beenevolvingintofinancialcrisis.Thispapertriestodiscusstheoccur-
rencereasonoffinancialcrisisbasedonthetheoryofMarx'smonetarycredit
crisis,i.e.,thecapitalfetishism “concept”andthemarketfetishism “en-
forcement”whicharebasedonthecreditandcreditsystemaswellasthein-
teractionbetweensuch“concept”and“enforcement”arethedualbasisof
thefinancialcrisis,andtherootfortheunionandinteractionof“concept”

and“enforcement”istheconstructionofcapital.Theconstructionofcapital
fulfillstheaimoftransformationformassettocapitalthroughthearrange-
mentofrightsorinstitution,andtheownersoftheassetsutilizethelegal
ruleofownershiptodefinethepowerofassetswhichareafterwardsputted
intothemarkettobringaddedvalue.Beingputintothemarketframework
andbringingvalueadded,isbothaprocessoftransformationfromassetinto
capitalaswellasaprocessofconstructionofcapital.
  Keywords credit capitalfetishism marketfetishism financialcri-
sis theconstructionof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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