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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马克思具有丰富的金融危机理论思想。金融不稳定性是产生

金融危机的一般原因。金融不稳定性表现为金融过敏、股市波动、金融传染与

契约风险。金融危机产生的具体原因有生产危机、金融紊乱、国际贵金属流动

等。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在金融危机下采取的调控措施可以减缓金融危机

的影响。内生货币决定了它的行为基础。中央银行可以采取的应对措施有调

整准备金、贴现率、汇率、利率,必要时暂停执行银行法等。

  关键词 马克思 金融危机 金融不稳定性 中央银行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本质上就是货币经济。贵金属货币由纸币代替,这就

意味着货币与商品价值的分离。由于货币既与商品联系,又具有自身的运动

规律,这就潜伏了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对此马克思指出:“一旦劳动的社

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
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1](585)关于

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的研究,在以往的研究中:王德祥(2000)研究了马克思

金融危机理论依据的背景、可能性、现成机制与现实条件。[2]秦汉锋(2001)研
究了马克思金融危机的部分思想。[3]刘明远(2009)研究了马克思金融危机的

结构、要素与机制。[4][13-141]这些研究主要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的自身体系展开

的。本文研究的创新在于,借鉴现代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一些思想,如金融

不稳定性、内生货币等思想,来研究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

一、金融危机产生的一般原因

  金融危机产生的一般原因在于金融所具有的不稳定性。所谓金融不稳定

性,或者称为金融脆弱性(fragility),是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明斯基(Mins-
key)明确提出的。他认为金融运行的不稳定性与企业融资机制的风险性是产

生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5]事实上,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经济是内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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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主要表现就是金融的不稳定性。马克思具有丰富的金融不稳定性思

想,并把它作为金融危机的一般原因。马克思的金融不稳定性思想包括下列

四个方面:

  第一,金融过敏。资本主义金融制度包括信用制度与银行制度,它具有的

融资功能,能使货币转化为资本,提高了生产的资本动员能力;反应在银行体

系上,银行只需保持较少的准备金,就能实现贷款的倍增功能;但银行的部分

准备金制度无法面对所有的资金兑现,这意味着经济金融环境的细微变化,就
会引起金融体系、经济体系的巨大反应。另外,金融将虚拟资本与实物资本分

离,形成了虚拟资本自身的虚拟规律,容易产生泡沫经济。金融体系的这些不

稳定的性质,马克思称之为“过敏”。“正是这种发达的信用制度与银行制度,
引起了整个机体的这种过敏现象。”[1](647-648)①信用制度具有助长买空卖空和

投机交易的作用[1](547),助长了金融不稳定性。金融过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

币值不稳。作为价值尺度,金属货币能更好地代表商品价值,但由金属货币向

纸币转向后,货币币值要受所发行纸币数量的影响,这也意味着货币本身的不

稳定性。

  第二,股市波动。金融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其根本目的。金融市场

中,实物资本与虚拟资本的分离,各种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与金融交易策略的

创新,使金融距离实物基础愈来愈远,这就是虚拟金融的脆弱性。它是导致金

融市场处于波动之中的根本原因。金融市场脆弱性主要来自于股市的过度波

动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即已指出股市的投机性风险:“信用使这少数人越

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

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

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1](497)虚拟金融的脆弱性由于股市的特征而

导致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如过度投机、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交易和市场结构

的某些技术特征。这些因素反过来进一步增大股市的不稳定性。

  第三,金融传染。金融的不稳定性还可能来源于金融具有的传染特性。
在一个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各种商品与劳务的交易通过金融的作用

紧密在联系在一起。当其中某一商品市场发生了价格异常、供求异常、支付异

常等现象时,便会通过产业之间的关联效应,向金融市场内传导,影响其他商

品乃至整个金融市场的均衡。货币危机可能由某一特定国家普通的工业和商

业交换的链条的完全断裂而引起。

  第四,契约风险。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经济运行的当事人按照

① “过敏”在英文版的《资本论》中所对应的是“oversensitiveness”(CapitalVolⅢ,P671,Chica-
go:CharlesH.Kerr&Company,1909)或者“oversensitive”(Capital,Vol3,P706,NewYork,Random
House,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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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的规定履行承诺,进行商品和劳务交易与相应的金融行为。但是,各方当

事人对契约本身的内容的掌握程度不一,当事人一方对另一方总是隐藏信息,
存在道德风险的问题。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易是一种承诺或契约规定的未来支

付。履行契约意味着货币支付的功能的体现。当履行契约的环境条件发生较

大变化时,经济当事人某一方违背契约的可能性非常大。如果价格或价值在

合约期满前下降,债务人便不能筹集所需金额缴纳合同。或者作为互相衔接

的连环合同中的一份未能支付便会迅速传递其他商品交易,这会导致商品的

强制销售,作为债务人必然会力求取得需求的资金以履行到期义务。可见,某
一特殊支付的违约而导致一连串的反应,导致信用关系异常,商品销售将对货

币形成倒逼机制,最终必然导致“信用体系突然转变为货币体系”[1](608)。这就

是说,金融不稳定性也可能来源于契约本身所具有的违约风险性。

二、金融危机产生的具体原因

  金融的不稳定性只是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一般原因,它使资本主义金融

危机处于潜伏状态。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积累以及金融体系自身的运行

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金融危机。这是金融危机的显性化过程。我们按照金融危

机的来源将其分为下列三种主要类型。

(一)生产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

  马克思的生产危机属于经济周期的某个阶段。西方学者对此研究存在多

种学说,如利润挤榨说、消费不足说、盈利率下降说、比例失调说。但这些论述

仅仅涵盖了马克思观点的一个方面,较少注意经济周期中金融危机的因素。
但事实上,经济生产不景气与剧烈的货币金融危机具有密切的联系,马克思对

此的分析散布于各处,蕴含了丰富的思想。

  生产危机包括生产过剩危机和生产不足危机,并以前者为主要形式。生

产过剩危机形成的主观条件是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竞相向利润率高

的部门投资,对于利润低的基础性、公益性部门不愿意投资。客观物质条件是

机器化大生产,它对以往生产方式具有革命性的变革功能,其生产扩张能力呈

现几何级数的跳跃式增长,但市场的需求与消费能力仅能实现算术级数的扩

大。[6](36)生产超过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导致了生产过剩。生产过剩是相对

于工人阶级有支付能力的购买需求的过剩,因而是相对过剩,而非绝对过剩。
此外,商业模式的创新也可能导致生产过剩。恩格斯在研究英国的委托销售

制度时,说明这种新型商业模式的创新,也可能造成生产过剩。他指出“为了

换取贷款而对印度和中国实行大量委托销售制度”,这种创新的制度,使产供

销的产业链条脱节,“很快发展成为一种专门为获得贷款而实行的委托销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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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结果就必然造成市场商品大量过剩和崩溃”。[1](459)在生产过剩的情况

下,大量商品销售不畅,价格下跌,利润率下降,资本家的投资无法收回,产业

链条上的债务的支付无法兑现,并必然影响其他生产者的到期支付,资本家对

交易的信心减弱,整个信用关系开始恶化,社会恐慌开始蔓延,商业信用逐渐

崩溃,市场要求以货币为支付手段而市场利率飙升到最高水平。金融危机爆

发,“货币荒”迅速扩散。这时,一方面资本家纷纷追逐现金用以支付债务;另
一方面,工商资本家不再愿意以赊销的方式出卖商品,并要求用现金来偿还过

去的债务,这就造成了现金需求的急剧增长。但银行却由于对工商业的贷款

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收不回来,以及存款人纷纷提取存款,使借贷资本急剧减

少,借贷资本的供不应求使利息率提高。与此相反,股票等有价证券的价格则

因为企业利润下降、利息率上涨和资本家纷纷抛售等原因而猛烈下跌。同时,
危机时期大批工商企业破产必然使与它们有关的银行因为贷款无法收回而宣

告倒闭。

  生产不足的危机,通常是由于自然原因或者其他不可抗力引起的生产减

产的危机。恩格斯以1846年农作物歉收引发金融危机为例说明了这种情况。
当农作物歉收时,英国国内需要大量进口生活资料,国际市场的支付是以贵金

属进行的,这导致资金流向国外,从而导致英格兰银行及其他商业银行在货币

市场上的活动自由受到了严重限制,它们必须紧缩货币信贷。即使将贴现率

提得很高,仍然不能减少汇票的贴现。于是,以往的畅通的银行支付现在陷于

停滞。停滞起初是局部的,后来成了普遍现象。贴现也逐渐停止,支付普遍停

滞使众多银行濒临破产的境地。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与金融存在共生关系,它在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同

时,又以自身的运行规律,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危机反应在金融上,即
产生了“货币荒”问题,实际上是一种无法支付兑现的危机。它的主要表现是

现金奇缺、利息率猛涨,有价证券价格暴跌,银行大批倒闭,信用极端紧缩等。
“在危机中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

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

暴发的。”[1](340)“因为对银行准备金枯竭———奥维尔斯顿的一个创造———的恐

惧,使1847~1848年的危机增加了货币恐慌。但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由于

营业范围同现有的资金相比过度扩大,货币资本荒已经存在;由于农作物歉

收、铁路投资过多、生产过剩特别是棉纺织品的生产过剩、在印度和中国的营

业欺诈、投机、砂糖输入过多等等而引起的再生产过程的混乱,导致了货币资

本荒的爆发。”[1](475)因此,生产能力过剩的危机往往表现为货币流通的危机和

信用体系的危机。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生产过剩导致货币资本的过剩,并随着信用程度的

深化、信用链条的延长而扩大,并反过来扩大了生产过剩。当然,“货币资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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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过剩,不是必然地表示生产过剩,甚至也不是必然地表示缺少投资领

域。”[1](574)它是一种相对过剩,是经济结构失衡的过剩。它反应了资本主义生

产的畸形,有的生产领域投资过多、生产过剩,有的生产领域投资过少,甚至无

法问津,生产不足。

(二)金融紊乱产生的金融危机

  这种危机独立于生产危机。它“可以单独地产生……它的直接范围是银

行业、股票交易所和财政”。① 这种独立于生产过剩经济危机以外爆发的货币

信用危机,一般表现在货币信用体系的某些特殊环节上,如交易所危机和货币

危机、财政金融危机等。这种金融危机与生产危机中的金融危机不同,它具有

经常性、突发性的特点,体现金融要素自身运动的特点。金融危机的主要表现

是:经常性的通货膨胀,借贷资本过剩,货币贬值,黄金价格上涨,国际收支逆

差,外汇行市经常波动等,货币信用危机的不断尖锐化,容易发展成为全面的

金融危机。具体地,这种类型的危机又可分为如下类型:

  1.金融操纵型。货币资本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资本,它主要

是由类似于现代商业银行的货币银行家操纵的。货币银行家仍然追求剩余价

值最大化为经营目标,与其他大货币资本家联盟以与小货币资本家展开竞争,
并逼后者退出市场,以形成寡头垄断的金融市场,这样他们就容易操纵金融市

场。马克思在揭示货币市场被操纵的情况时说“伦敦有很多大的货币资本家,
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在一定的时候使整个货币市场陷于混乱,并从中极其无耻

在榨取那些较小的货币经营者……只要三家大银行联合行动,就能够用同一

手法把紧迫情况变为恐慌。”[6](613)马克思说明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扬弃了资

本的私人性质,“银行与信用同时又成了使资本主义生产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

有力的手段,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1](686)这样,金
融危机的爆发是受寡头垄断的金融资本家影响的。

  2.银行危机型。银行危机是指货币经营业者不能支付账户存款而面临破

产的情况。它是不同于金融操纵的另一种类型。发生银行危机的原因在于三

种情况:一是过度的金融创新的衍生金融工具导致银行危机;二是存款准备金

制度存在缺陷,银行资金使用不当或管理不善,当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发生银

行挤兑时,造成银行经营条件恶化而导致银行危机;三是“投机骑士”的影响,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投机骑士是指“没有准备资本甚至根本没有任何资本而完

全依赖货币信用进行投机”[1](553)的人,他们利用货币信用进行银行融资,当危

机发生时,再生产过程瘫痪,信用停止,投机骑士的支付也停止,融资银行立即

① 英文版中对应的是“banking,thestockexchange,andfinance”,中译版将“finance”译为“财
政”,但从上下文来看,改译为“金融”似乎更恰当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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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危机境地。“投资骑士”实质上玩的是“空手套白狼”的金融赌博,将融资

的风险全部推向银行。总之,银行危机的特点是:银行自身的资源难以支付到

期的债务;出现了大规模的挤兑;大量银行倒闭,银行内控机制不健全、过度信

贷扩张、监管失误加剧了银行危机。

  3.信用异常型。马克思承认信用的过量扩张也可以产生危机。当对信用

的信心下跌而对现金支付的需求上升时。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契
约经济。但是,若存在社会恐慌,人们对合同的信任降低不能兑现信用,资本

闲置,再生产信念遭到破坏,对商业信用的需求减少等信用收缩的情况就可能

产生信用危机,此时,人们不愿意兑现合同,交易倾向于现金交易。“这种情形

在危机的某些时刻,即在信用已经完全崩溃的时候……不仅商品和有价证券

卖不出去,而且汇票也不能贴现,除了支付现金,或者像商人所说的支付现款

以外,什么也不行。”[1](520)当社会普遍倾向于现金交易时,信用链条断裂,社会

陷入金融恐慌,支付手段的转变,使信用经济转向货币经济,此时陷于金融危

机,能够流通的只是贵金属。如马克思指出“一旦那些把货币运销远处(或者

存货在国内堆积起来)的商人的资本回流如此缓慢,数量如此之少,以至银行

催收贷款,或者为购买商品而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再卖出去以前已经到期,危机

就会发生。这时,强制拍卖,为支付而进行的出售开始了。于是崩溃爆发了,
它一下子就结束了虚假的繁荣”。[1](341)因此,“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

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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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4-555)金融危机因为社

会恐慌而加深。

  4.交易所危机型。交易所使铁路、纺织、化学工业、土地、银行和其他信用

机构都通过交易所证券化、股份化,形成了更大的铁路、纺织等股份公司。交

易所成为资本家兼并、收购与重组资本的最佳场所。由于交易所具有的投机、
赌博功能,交易所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另一个爆发点。股份资本的成长和资

本市场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要素进一步增加。在经济周期的上

升阶段,企业的经济利润增加,社会民众对经济发展的预期看好,股票价格上

升。各种金融市场交易增加,市场上出现对股票购买的持续增加;信用体系得

到进一步创新,信用链进一步延伸,特别是货币市场,同样也被充分利用起来,
这些要素结合在一起,可能会导致金融市场的投机繁荣,同时潜伏了大量的投

机泡沫。当经济周期由上升转变为衰退时,投机泡沫破裂,金融市场濒临崩

溃,社会民众对未来的乐观预期就会转变为悲观预期主义,股市资金大量撤

出,银行利息率上升,加速了股票价格的下跌,银行、证券公司和投资者手中的

金融资产的价值大幅下挫。

  金融紊乱型金融危机与银行家贪婪存在密切关系。马克思对此具有深入

的分析。金融贪婪是货币拜物教在金融行业内的反应。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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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必然出现金融赌博。“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像伦敦那样大的集中的货币

市场就兴起了。这个货币市场,同时还是这种证券交易的中心。银行家把公

众的货币资本大量交给这伙商人去支配,因此,这帮赌棍就繁殖起来。”[1](579)

金融赌博的结果出现新的金融贵族阶层。“它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
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

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

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1](496)他们“像鹿渴求清水一样,他们的灵魂渴求

货币这唯一的财富”。[1](159)总之,信用体系使金融资本家具备冒险的动力,通
过股票的交易,进行财富的强取巧取,所以“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

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1](497)金融贪婪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资本家

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具体做法是延长金融产品链条,通过发明各种证券、债
券、金融衍生产品,将各种具有较大金融风险的产品隐藏而变成收益较高、不
确定性大的金融产品。甚至某些时候通过欺诈销售金融产品,散布不实的金

融信息,操纵金融市场,形成了金融市场的动荡。

(三)国际贵金属流动引发的金融危机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资本主义信用制度、虚拟金融全球化,一个国家的生

产危机与金融紊乱通过国际贸易与金融的联系,引起贵金属在国家间的流动,
使一切国家都具备了金融危机发生的条件。“金属的流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总

是对外贸易状况变化的象征,而这种变化又是情况再次接近危机的预兆。”
[1](645)

  当他国生产过剩时,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向其他国家输出商品,其他国家

购买商品后贵金属流出,引起本国“货币荒”,加剧本国的货币支付危机,这样

就极可能爆发金融危机。从普遍意义上讲,“一切国家都发生了进口过剩和出

口过剩(在这里,我们谈的不是歉收等等,而是普遍的危机);也就是说,都发生

了生产过剩,而由于信用和随信用发生的物价的普遍上涨,这种过剩更加严重

了。”[1](557)这就是说,国际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生产过剩,在信用危机引发通货

膨胀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金融传染,如股票、债券市场向其他国家蔓延,使整个

世界国家,都先后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国际金融危机。“在普遍危机的时刻,支
付差额对每个国家来说,至少对每个商业发达的国家来说,都是逆差,不过,这
种情况,总是像排炮一样,按着支付的序列,先后在这些国家中发生。”[1](557)

  汇率稳定是相对的,当一国利率发生变化时,如利率提高,对该国汇率有

利,它有利于阻止贵金属输出,有利于其他国家的贵金属流入,使其他国家可

能产生金融危机。“现实的危机总是在汇兑率发生转变以后,就是说,在贵金

属的输入又超过它的输出时爆发。”[1](643)

  此外,马克思提出了作为社会心理的一种反应的社会恐慌将加重金融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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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这是马克思对金融危机理论的又一个贡献。社会心理是人们在社会生活

中因各种关系而自发产生并互有影响的主体反应。这种心理包括自己对他人

和他人对自己的影响。[7]资本主义社会中,各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故金

融危机中的信号从一个当事人很容易传播到其他当事人,并在一个阶级内蔓

延开来,这就是在金融危机下,社会心理形成社会恐慌的简单过程。“这是由

于货币紧迫引起的恐惧所致。东方银行曾一度处于这种紧迫状态中。”[1](609)

“这种由信用主义突然转变到货币主义,使得实际恐慌又加上了理论恐惧,流
通的当事人在他们自己的关系的深不可测的秘密面前瑟瑟发抖了。”[6](159)

三、金融危机下的中央银行

  在马克思看来,1694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的职能明显地与其他银行职能

不同,它是“银行的银行”,具有国家银行的特殊职能,是“一个受国家保护并赋

有国家特权的公共机关”。[1](616)英格兰银行可以根据形势对经济进行货币调

控以对付金融危机。它可以发行银行券,以购买公债形式支持政府,代理国家

支付公债利息,代理国库和负责保管政府的税收存款等。英格兰银行(中央银

行)能够实行这些调控措施,其行为基础在于马克思的内生货币思想。

(一)中央银行的行为基础———内生货币

  尽管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内生货币这一概念,但从他对信用货币的创造

过程以及银行资本运动形式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具有丰富的内生货币

思想。这与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从内生货币供给的角度理解货币的创造和

货币的本质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事实上,很多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将马克

思视作内生货币理论的先驱(Wray,1990;Moore,1996)。从信用货币的内生

创造过程,可以得出流通中的商品总额决定的内生货币量,可以表示为:商品

价格总额∕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

  马克思的内生货币思想决定了银行的职能。货币的内生性,限制了货币

当局干预行为的范围,它不能直接干预流通中的货币量。从这个意义上讲,货
币当局也是内生的。货币当局的内生性意味着他们有权力干预货币运动,但
干预的措施是有限的。马克思在对19世纪货币论争的评论中指出:一方面货

币当局的干预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是有限的工具。他说,纸币

流通是独立于“英格兰银行的意愿”,“在英国这仅仅在目前占优势的情况下实

行,甚至立法机关不处理纸币与金融储备之间的不同关系”。这表明马克思承

认代表国家意志的英格兰银行能干预货币运动,但否定了英格兰银行有绝对

权力控制流通或者甚至交易媒介的数量。货币并不是中央银行创造的,货币

的数量取决于生产和流通过程对货币的需求,“发行银行券的银行绝不能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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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流通的银行券的数目”。[1](594)“只有营业本身的需要才会影响流通的货币

即银行券和金的数量”[1](596)。这些说法进一步强化了货币内生的思想,同时

表明了国家对货币干预的资本主义局限性。

(二)中央银行的调控方法

  在发生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能够采取多种措施减

缓危机。这些措施是建立在马克思的内生货币理论的基础上的。马克思提出

的这些措施所揭示的思想,展示了它与现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诸多政策相

同或者相类似的一面,表明马克思的中央银行理论仍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一,中央银行代表国家意志,对银行系统进行宏观调控。“英格兰银行

作为一个受国家保护并赋有国家特权的公共机关,是不可能像私人营业那样

肆无忌惮地利用自己的权力的。”[1](616)马克思的银行理论说明了,在金融危机

下,加强银行当局对金融的调控的重要性。中央银行起着全国信用的后盾,发
挥最后贷款人功能。“即使在最普遍最强烈的不信任时期,银行券的信用仍然

没有动摇,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价值符号实际是以全国的信用

作为其后盾的。”[1](629)

  第二,准备金调整。所谓准备金,按照马克思的解释,是指“为了支付存款

和兑换银行券,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最低限额的金属贮藏”。[1](643)中央银

行为了能够参与国际市场,必须拥有黄金贮备。其用途在于三个方面:“1.国

际支付的储备资金,也就是作为世界货币的储备资金;2.作为时而扩大时而

收缩的国内金属流通的准备金;3. 作 为 支 付 存 款 和 兑 换 银 行 券 的 准 备

金。[1](643)马克思说明中央银行可以调整准备金对付金融危机。当发生金融危

机,有通货膨胀趋向时,中央银行要求增加准备金储备,市场上流通货币减少;
相反,如果发生“货币荒”,中央银行要求减少准备金储备,其他货币资本家可

以贷出更多货币,市场上流动货币增加。

  第三,贴现率调节。贴现率调节的目的在于避免市场上货币量过多或者

过小。当发生金融危机,降低贴现率,有利于金向银行回流,提高贴现率,减少

金流向银行。在发生“货币荒”的情况下,需要提高贴现率。恩格斯在补充马

克思关于英格兰银行的调控作用时,借助伦敦联合银行股东大会主席里奇的

话说,英格兰银行在1893年把贴现率由7月的2.5%提高到8月的3%~
4%,尽管如此,在四星期之内还是损失了450万镑黄金,所以又把贴现率提高

到5%,于是,金流回来了,银行贴现率也在9月下降到4%,在10月下降到

3%。[1](616)

  第四,利率调节。中央银行具有调节市场利率的功能。马克思指出“英格

兰银行的权力,在它对市场利息率的调节上显示出来”。[1](615)当发生金融危

机,存在通货膨胀趋向时,英格兰银行提高利率。若提高的利率不高,回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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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金不多,意味着消费者更愿意将货币持在手中,这类似于凯恩斯所说的

“流动性陷阱”。在紧急时期,英格兰银行会控制利息率,直接进行利率干预。

  第五,汇率调节。各国均需要保持一定量的贵金属储备。马克思认为,在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各国的相对储藏量,是由各国在世界市场上所起的作

用决定的。[1](645)①贵金属在发生国际贸易的国家之间流动,就是为了恢复贵

金属在各国之间之前的分配比例。那么这种国家间的贵金属流动是由什么来

调节的呢? 是由汇率来调节的。同时,汇率的调整要受到利率的影响。当然,
汇率并不必然与资本流动相关。如果是实物资本的流动,则不会对汇率产生

影响;若是货币资本的流动,则它会影响输出国的货币市场,从而影响利率与

汇率。

  第六,暂停执行银行法。马克思在分析1847年金融危机时说,“如果不是

暂停执行1844年的银行法,票据交换的的业务一定已经不能进行了”。[1](609)

“银行法暂停执行,危机就被制止了。”[1](609)②马克思的这些分析表明,在金融

危机时期,在紧急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可以停止执行有关经济法律,对金融系

统实行危机时期的特别法案干预,其目的在于使经济形势走出金融危机。

四、小结

  马克思经济学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为目标。他关于金融

危机的论述,反映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的、本质的必然性,“既不能跳过也

不能用法令取消”[6](11)。2008年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之后,西方掀起的“马克

思热”显示马克思理论的巨大魅力。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表明,马克思具有

丰富的金融危机理论思想,产生金融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金融不稳定性

是产生金融危机的一般原因。金融不稳定性表现为金融过敏、股市波动、金融

传染与契约风险。金融危机产生的具体原因有:生产危机、金融紊乱、国际贵

金属流动等原因。其中生产过剩是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在金融危机下,中
央银行可以采取的一定的调控措施减缓金融危机的影响。在中央银行为什么

能干预经济的问题上,马克思关于货币体现一种社会关系的思想,使我们能解

释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的协调作用。它体现了不同的货币数量与冲突、不稳

定性与危机的可能性。同时解释了,为什么代表国家权力的中央银行能够干

预经济及其局限性。国家货币权力是与货币当局的内生性相关的。内生货币

决定了它的行为基础。中央银行可以采取的措施有:调整准备金、贴现率、汇
率、利率,必要时暂停执行银行法等。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分析对于认识资

①
②

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45.
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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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体制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金融危机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使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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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消费。”[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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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rves,discountrate,exchangerates,interestrates,and,ifnecessary,sus-
pensionofbanking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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