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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资本主义矛盾的阶段性特征

———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及其启示

杨承训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４－１８

　　作者简介:杨承训(１９３５－),男,河南财经学院教授、博导,河南省经济学会会长.

　　①　列宁．列宁全集[M]．第５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４８３．

　　内容提要　“虚拟—泡沫经济”成为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的主要标志,

具有阶段性特征.应当从发达市场经济矛盾、资本主义本国矛盾与国际垄断资

本矛盾三个层面加以分析,其形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了四个小的嬗变段

落.我们把握这一特征,应当把握时代脉搏,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

性,恰如其分地运用虚拟经济,认清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清算其影响.

　　关键词　当代资本主义阶段性特征　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　“虚—泡王

国”　新自由主义

　　近年来美国政要(如前任国务卿赖斯)不断宣称美国不会发生衰退,一些

学者也大讲资本主义的繁荣,甚至将其标榜为人类社会理想的目标.然而,

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并向实体扩散,引发世界经济衰退,使神话一下子破灭

了,给那些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崇拜者泼了一头冷水.马克思主义的

科学分析会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仅没有克服,而且以新的形式更尖

锐地表现出来.这里的要津是揭示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进而认识当代

资本主义矛盾激化的阶段性特征,把握时代的脉搏.

一、国际超级金融垄断及其高度虚拟化

　　列宁曾讲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许多人

认为这个论断过时了.应当说,列宁在当时对时间估计上短了一些,但总趋势

并未改变.正如列宁所说:“过程的复杂性和事物本质的被掩盖可以推迟死

亡,但不能逃避死亡.”① 现在的国际金融危机表现了它的阶段性特征,即进入

国际金融超级垄断资本主义,形成高度虚拟化—泡沫化经济王国.现在来分

析一下这次危机的具体形式.

　　第一,金融资本的高度虚拟化加剧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紊乱,违背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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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场规律.从市场经济运行结构上说,大体有三个层次组成:基础(市场主体)是
承担社会分工的企业以及消化产品的消费者,枢纽(中层)是起联系与配置作

用的多元化的市场,上层是居于市场之上的政府宏观调控.金融处在中上层

之间,既是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又是货币经营的企业(商业银行与金融市

场).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发达市场经济的一大特点表现为“头足倒置”①:本
来生产过程决定流通过程(贸易),流通过程决定金融经济,但后来金融变成了

独立过程并反作用于整个经济过程,在许多场合和时间起了决定作用(所谓现

代经济的核心),又有它自身的独立运动及其危机.这样,也形成了积极效应

和消极效应的两重性.金融的特点表现为极大的变动性,使两重效应以非均

衡、非线性地凸显出来.列宁视金融为商品经济的“上层建筑”,并指出:“金融

资本特别机动灵活,在国内和国际上都特别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它特别没

有个性而且脱离直接生产,特别容易集中而且已经特别高度地集中,因此整个

世界的命运简直就掌握在几百个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手中.”②它自身会发生

特有危机,但最终根植于实体,受价值规律的支配.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始于房

地产泡沫破裂(价格严重偏离价值,最后被迫回归价值),出现次贷危机.这表

明金融特别是虚拟资本一旦过大地超实体经济所能容纳的量,社会经济就变

成巨大的泡沫(虚拟资本本来就含蕴大大小小的汽泡),一旦价值回归(泡沫破

裂)便会造成巨大危害,在宏观调控层次上发泄巨大无比的负效应.专家估

计,美国金融—虚拟资本造成的虚假财富达４００万亿美元,包括国家债务近８
万亿美元,居民债务１０多万亿美元,银行债务５０多万亿美元,财政赤字近

５０００亿美元,金融衍生品所产生的面值３００多万亿美元,大大超过了实体资

本(相当于美国 GDP的３０多倍).这已经大大超出市场经济所能容纳的限

度,整个经济都建立在比之沙滩更虚的泡沫上,从根本上违背了铁的价值规

律.

　　从市场经济形态上说,它大大扩张了自发性的消极效应.资本主义经济

的一大特点是同市场经济紧密结合,而市场经济又是带有两重性,即自发性的

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现代资本主义使消极效应超过了积极效应.从本源上

说,市场经济是生产社会化的一个表现形式,也就是日益深化的社会分工与日

益紧密的社会联系的统一,要求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这“两只手”有机结合.
市场经济作为社会化的一种交换方式,其调节配置功能随着社会化程度的提

高,已形成三种梯级(简单商品经济除外):第一个梯级,以私有资本主义制度

为平台主要靠自发调节,犹如生物界单细胞生物的个体性自我调节,属于低级

的、原始的经济调节和资源配置;第二个梯级,以大资本所有制为主宰、以个体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６９９．
列宁．列宁全集[M]．第２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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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调节为主导,实现金融支配经济的“头足倒置”现象,加上一定力度的宏观

调控体系,犹如生物界的多细胞生物,既有细胞层的调节,又增添了体液调节,
但不能从根上克服自发性的残畸,属于中级层次,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就是如此;第三个梯级,在宏观总体调节下充分发挥微观调节功能,把市场和

计划两种配置资源的方式结合起来形成合力,犹如生物界的高等动物除了细

胞、体液的调节之外,再加上神经系统的总指挥(恩格斯称之为“神经器官”),
属于高级层次.事实表明,市场经济高级层次(第三种)必须排除私有经济特

别是大垄断资本对社会化运行的干扰,体现社会化生产力和社会化生产关系

的辩证统一,依托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平台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健全“神经器

官”,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然而,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尤其是巨大的

金融垄断资本,恰恰是把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的消极效应推向极端,违背了社会

化规律与发达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

　　第二,高度垄断与高度投机相结合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推进到一

个新的尖锐高度.这就是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的矛盾使发达市场经济畸形

化,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包装中加剧无政府状态,以虚拟经济—泡沫经济使少

数垄断资本巨头大赚其钱.人们知道,生息资本的公式为 G—G’,实际上是

省略了中间实体资本的增殖的公式(G—W—G’).但发展到巨大金融寡头垄

断市场的层面,它们就不愿再费那个事了,干脆从事“钱生钱”的大勾当,一串

一串的“金融创新”使 G—G’成了买空卖空的连锁交易,脱离创造价值的实体

运动,脱离价值决定价格的根基,像断线的风筝一样在空中飞舞.为了缓解有

效需求不足的矛盾,美国采取寅吃卯粮的借贷消费的方式,储蓄率几乎等于

零,而且以债务形式表征了巨大负值,次贷危机便源于此.次贷的利率高达

２４％,吹起３８％的房地产泡沫,百家银行以金融创新的链条竞相分享这块蛋

糕,到头来居民和多数中小经营者捞回的是一场空.最终像恩格斯所论述的

那样:“在危机中,社会性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剧烈地爆发出来.
商品流通暂时停顿下来;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

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

换方式,生产力起来反对已经被它超过的生产方式.”①垄断大资本虽然自由

地大把大把地赚到金钱,但最终还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金融危机使美国

１００多家银行倒闭,尤其是大银行发生了连锁反应,股市大幅下跌,连续出现

几个所谓“黑色流血”的日子,连一些金融大捣家(包括索罗斯)大都亏了本,哀
叹危机到来了.美国政府财政用重金救助两大房地产银行房地利和房地美,
又出资７０００亿美元(总额达８５００亿美元)巨资打“强心针”,保险公司变成了

国有,但“病情”仍不见底.近来,又用１４０亿美元巨资救助福特等汽车巨头.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６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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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美国政府还是大资本家最大的后台.

　　金融投机的巨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引爆者索罗斯说:“这(华尔街危机)
是我所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一放任市场和让其自动调节理论的结果.危机

并非因为一些外来因素,也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是体制给自己造成了损失.
它发生了内破裂.”①这个“内破裂”的硬伤是什么? 一般认为,是西方对金融

监管不力造成的.这仅仅属于技术层面,是表征现象,最根本的还是资本主义

社会的“地壳运动”,即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以及

个别企业内部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经济无序性的矛盾.所谓“自由市场经

济制度”先天带来充满矛盾而又无法克服的残畸:一是世界上从来没有存在过

绝对自由的市场经济,因为它违背生产社会化的客观规律;二是现代大垄断资

本主义控制、利用市场的自发性,大肆进行投机活动,更不可能真正全民“自
由”起来;三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千方百计为少数大亨发财服务,不
可能有严格的金融监管制度,只能有亿万财团剥削和掠夺全世界财富的自由,
不会给所有经营者和消费者自由.现在的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失业率达到

８６％(有人估计２００９年将超过１０％).这正好表明,由１％的富人掌握着相

当于５０％中下等财富总和的发达资本主义美国的根本矛盾不可调和.

　　第三,以美国为首的现代资本主义以新的形式称霸全球,加剧了与世界人

民的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是最大的霸权国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又

是唯一的霸主.它为剥削、压迫世界人民除了利用军事手段、技术手段和一般

经济手段以外,最重要的是美元霸权,特别是以纸币美元为武器控制、剥削世

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过:“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住了所有国家;
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住了

整个世界.”三大武器中,美国样样俱全、配合使用,金融是为主体,石油和粮食

是两只手.

　　其一,从社会化扩展规律来看,世界经济必然联系在一起(经济全球化),
金融是其中的重要纽带,关键在于谁控制这个纽带、去干什么? 当代的美国就

是以此为手段进行世界规模的剥削.自布雷顿森林协定签订以来,全世界各

国都以美元为标准结算贸易,在全世界多数国家流通,并作为储备手段,尤其

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元同黄金脱钩之后,美国可以任意印发钞票,以此作为弥

补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手段.换句话说,美国用印钞机的旋转换回世界各

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劳动者的血汗,并将这笔超额的货币收入再转化为

新的金融资本和军事实力,进一步压迫与剥削世界人民.这次美国金融危机

之所以变成全球性危机,就是因为各国都通过美元与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欧洲银行首当其冲,每天都有银行倒闭的消息被公布,这些金融机构已承认损

① 皇甫平丽、刘延棠．美国自由经济的反讽[J]．瞭望,２００８(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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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达２５００亿欧元,估计走出灾难需要６１００亿欧元(相当于法国国家预算的两

倍),冰岛、乌克兰、匈牙利等国已陷入“国家破产”.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都握有

美国的国债,并将美国作为出口国,由此便牵动全世界,包括中国.估计以此

种手段使世界上财富每年进入美国的数额约占美国新增长 GDP的３０％上

下.

　　其二,利用美元优势控制石油.小布什执政８年,在中东打了７年战争,
包括发动两次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并与伊朗处于冷战状态,旨在控制中东

的石油产地.石油价格畸升与狂泻是连续几年的世界经济一大热点,是继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石油危机的第二次石油危机.１９９８年石油价格为１０美元/桶,

２００３年为２８美元/桶,２００８年７月逼近１４０美元/桶.有人估计这是比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更加严重的石油危机.造成这种危机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美国一些

人所渲染的供需关系,而在于石油巨头的投机.据称,美国的石油巨头囤积了

相当于１０亿吨原油的期货合约,能够在期货市场上呼风唤雨.美国马斯特斯

基指数基金规模从１３０亿美元激增到２６００亿美元,与商品市场初期的２００３
年相比增长了近２０倍,斩获了５万亿美元利润(相当于２００４年中国 GDP的

两倍),其中至少一半资金转战在原油期货品种上,仅２００８年前５２个交易日

投机资金就高达５５０亿美元.① 但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石油的“高烧急剧变为

低烧”,１２月份跌破４０美元/桶,殃及诸多石油大国.历史表明,经济震荡,由
通货膨胀急剧变为通货紧缩,正是经济危机的一种症候,石油价格由过高急转

直下转为狂泻,也是一种市场危机,反映了实体经济下降、需求严重不足(从石

油资源短缺看,今后还会涨价).

　　其三,同金融危机、石油危机并发的还有粮食危机,２００８年价格猛涨

１４０％.这不仅损害发达国家贫困人群,更遭殃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
当今世界约有近１０亿人生活受到威胁,其中１亿人直接处于饥饿之中.为此

约有４０个国家引发群众抗议,有的已形成反饥饿的政治斗争,造致政府危机.
西方国家有人指责,世界粮食短缺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改善了生活,特别是中国

人吃肉多了,粮食供给不足.这种嫁祸的手法,充分暴露了他们的伪善面孔.
农业发展严重滞后本来就是资本主义工业的一个痼疾.正如列宁所说:“大资

本正是在民众挨饿,农业的整个发展无可救药地落后于工业的发展的条

件下活动的.”②但更直接的原因则出于大资本集团及其国家的垄断以此则获

得巨大超额利润.日本学者著文称,美国内政外交的大前提是“以粮食为国家

根本”,美国实施“以粮食为武器的世界战略”.首要的是它确保粮食经销商巨

头的利益.尽管２００８年次贷危机导致美国经济疲软,但嘉吉公司、ADM 公

①
②

面对畸升的石油[J]．瞭望,２００８(２４)．
列宁．列宁全集[M]．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６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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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司、邦吉公司还是在２００８年第一季度分别盈利１０３亿、５２亿、３９美元.此

外,美国农业部故意控制粮食的产量,从２００２年一直控制在８０００万吨以下,

２００５年进一步加大控制力度,２００７年将产量减少到７０００万吨,用以占据控制

世界粮价的垄断地位,包括扩大对中国出口玉米(作饲料).① 同时,美国不顾

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利益,用４０％的玉米来作为再生能源的原料,构成粮价提

升７５％的因素.如今粮食危机还远没过去,正在折磨贫困国家的广大人民.

　　西班牙的专家伊格纳西奥拉莫内特撰文说:“现代经济史上从未发生过

这样的情况,金融、能源、粮食这三大波及广泛的危机第一次同时发生,且相互

影响并相互关联.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对其他两种危机产生联动效应.”他认

为,“实际上我们已经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地震”,估计“２００９年很有可能会像不

祥的１９２９年一样.”他做出如下结论:“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留下的可悲结果:三
大危机纠缠不清”.②

　　上述矛盾交错,将美国为首的当代资本主义推向国家金融的超级垄断,经
济虚拟化、泡沫化具有时代特征,表现了现代资本主义演变的一种趋势.美国

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正逐年下降,２０世纪中叶占一半,２０世纪末降为

３０％上下,近几年只有２０％多(２００７年按现汇算为２５％,按平价算约为２０％
上下),但其金融资产却占世界总量的４０％,表明它主要靠金融支持它在国际

经济中的地位.２００７年贸易逆差为８５３８亿美元,在国际收支中经常性账户

收支盈余为－７３８６４亿美元,资本账收支盈余(即非金融性资本交易)为

－２３２亿美元,金融账户收支盈余为６７９８４亿美元.这表明它的金融性收入

大抵可弥补贸易逆差的８０％以上.而在其 GDP中,实体经济创造的份额在

下降,１９５０年为６１７８％,到２００７年为３３９９％,下降了２７７９个百分点,其
中同期的制造业由２７％下降为１１７％,下降了１５３％;而同期的虚拟经济创

造的 GDP则由１１３７％上升为２０６７％,占１/５(其虚假的面额要大十几倍).
实体经济的下降与虚拟经济的无限扩大,表明美国经济急剧走向虚拟化.列

宁说过:“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③,“金融利益

或投资利益统治着商业利益”④.在２０世纪中叶之后特别是８０年代以来,美
国已经成为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即把金融与工业的结合蜕变为脱离

并统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而与高科技结合,进一步引发由经济泡沫酿成泡

沫经济,彰显了美国为首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和新手段.这也正是在新

阶段上高度社会化与高度私有化的矛盾从深处酿成今天的国际金融危机与经

济衰退.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总根子.

①
②
③
④

操纵世界粮食市场的美国“大粮商”[J]．选择,２００８(６)．
三重危机[N]．西班牙起义报,２００８－７－１２．
列宁．列宁全集[M]．第２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４０３．
列宁．列宁全集[M]．第５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４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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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９辑 论当代资本主义矛盾的阶段性特征 ２９　　　

二、战后垄断资本主义嬗变的四个段落

　　阶段性是事物发展的一般特征.而当今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整个历史

形态的一个大的发展阶段,并且区分为若干具体阶段.美国与其殃及世界的

金融危机———实体经济危机的形成,并非一两年、三五年失策造成的,而是经

历了一个历史过程,有它根发深处的必然性,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基本矛盾

日益激化的表现,也是帝国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嬗变新的阶段性特征.

　　大约在１９世纪、２０世纪初,美国的经济实力超过了所有国家,成为经济

发展最快、科技进步水平最高、由巨大垄断资本集团支撑和操纵的强国.它拥

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富有活力的机制,以软硬两手盘剥世界.特别是在

两次世界大战中不仅本土上未遭受损失(珍珠港除外),而且大发横财.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其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５０％,等于其他一切国家的总

和.正是凭借它的强大无比的经济实力及与之匹配的军事实力,在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完成了由“经济强国”和“金融帝国”的嬗变,标志性事件就是１９４４年７
月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确定了美元霸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１９４５年

１２月正式签订协议,形成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建立长期

为美国控制的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从此,美国国内货币与世界货币成

为一体,美国可用美元支配全世界.这一国际金融超级垄断资本主义走向高

度虚拟化、泡沫化,在６０多年的嬗变中大体经过了４个小段落.

　　第一个小段落(１９４５~１９７０),主要特点是同黄金挂钩的美元主宰资本主

义世界经济,金融与实体经济继续结合,虚拟经济尚不占主体地位.例如,２０
世纪４０年代未~５０年代初的美国“马歇尔计划”,主要是用实物支持西欧复

兴,大肆推销它的剩余产品.在朝鲜战争期间,支持日本的崛起也是靠政策与

物质两手,将许多实体产业先后转给日本.５０年代美国的主要目标是组织资

本主义世界的队伍,千方百计的扼杀社会主义阵营.１９５７~１９５８年发生了较

为严重的衰退,进入６０年代曾发生短暂的所谓温和衰退.总体上说,五、六十

年代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温和增长期”.但美元危机却频频发生,在６０~７０年

代就发生了１０次之多,其特点是西方外汇市场掀起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浪

潮,使得美国的黄金储备不断外流、储备额不断下降.

　　第二个小段落(１９７１~１９８０),主要特点是美元同黄金脱钩,并发生石油危

机与“经济滞胀症”.布雷顿森林协定规定美元与黄金挂钩(每盎司黄金等于

３５美元).由于频频发生美元危机,西方各国抢购黄金,１９７１年美国尼克松政

府干脆停止美元兑换黄金,西方各国相继实行与美元浮动的汇率政策.从此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国却能任意印发作为国际货币结算与储备手段的美

元纸币,这种完全符号化的纸币接近有价证券,劲推虚拟货币、虚拟资本和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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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拟经济膨胀.美国主要精力集中在经营金融资本、虚拟资本,将更多的实体产

业转出去(如韩国).１９７８年１０月发生了第１１次美元危机,黄金价格大涨,
美元大幅贬值,美国国际收入发生巨额逆差.以美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世界

发生“滞胀症”,一方面生产停滞甚至下降,造成经常性的大量失业;另一方面

发生持续的严重通货膨胀,物价大幅上涨.１９７４~１９７５年发生了资本主义的

世界性经济危机,美欧政府进入两难的矛盾境地:欲抑制通胀、采取紧缩政策,
必然加剧生产下降、大量失业;欲放松银根,刺激生产、减少失业,又加剧通货

膨胀.需要寻找新的理论和政策.于是,延续了４０多年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宣

告结束.

　　第三个小段落(１９８０~２０００),主要特点是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特别是货

币自由化,虚拟资本大幅膨胀,美国利用美元纸币盘剥世界,多次转嫁经济危

机,制造多起金融风暴.１９７９年撒切尔夫人在英国上台,１９８０年里根在美国

上台,实行弗里德曼的自由货币政策,大肆推行新自由主义,减少政策干预,将
国有企业私有化,特别是修改对金融监管的法规,倡导金融创新,虚拟资本大

幅膨胀起来.例如,１９８２年垃圾债券总额仅２８亿美元,占全部公司债券流通

总额的６％,到１９８５年则增至１５０亿美元,占全部公司债流通总额的１４％,其
收益高于国家公债,经济虚拟程度攀高,到１９８９年垃圾债券价格泡沫破裂,但

１９９２年又活跃起来.同时,美国大量发行国债,到１９９１年即达２４７１６亿美

元.１９８１年开始美国国际银行借贷业务,目的在于增强银行的国际竞争力,
又把国外的一些国际银行业务吸收到国内,当年该项业务余额即达２３４３亿美

元.正是由于美国任意印钞,货币发行量过多,虚拟经济扩展,导致通货膨胀,
为此采取紧缩银根的政策,利率居高不下,贴现率曾高达２１５％,使得大量流

资涌向美国,美元升值又致使贸易赤字增大.针对这个情况,美国首先将困难

首先转嫁给经济快速增长的日本,１９８５年“广场会议”后迫使日元升值,加快

了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使它进入１０年的经济低迷期.１９９０年美国抛出“华
盛顿共识”,在拉丁美洲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得十几个国家经济遭受重大

灾难,特别是阿根廷一落千丈,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政

治危机.在此期间,相继发生了美国股市危机、英镑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特
别是９０年代后期发生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像拉锯战一样,使十几个国家蒙受

灾难,当时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说,危机使国家倒退几十年.而这个期间

美国却以“新经济”使高科技与 GDP得以近十年的增长,但同时泡沫日渐形

成.

　　第四个小段落(２００１至今),主要特点是迅猛扩大的虚拟经济使得经济泡

沫超速膨胀,最终破裂,美国发生了８０年来最大的一次金融危机,波及全世

界.２０００年末到２００１年美国的“新经济”变成了“IT泡沫”(网络泡沫),美联

储不但不设法来抑制,反而以大泡沫治疗小泡沫,１３次降息,使金融资产向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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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９辑 论当代资本主义矛盾的阶段性特征 ３１　　　

地产转移,造成房地产泡沫.２００７年７月泡沫破裂,出现次贷危机,资金链断

裂,引发２００８年金融大危机,出现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大银行纷纷倒闭,波及

世界.与此同时,发生了石油危机(价格狂涨急转为狂泻)和粮食危机.据西

方测算,由于股市大跌,仅美国就蒸发了７３万亿美元的资金,英国估计全球

股市损失１４万亿美元,日本人估计世界股市损失高达２７万亿美元.危机还

在继续,算总账,整个世界的损失恐要超过美国３年 GDP之和.

　　上述６０多年的历史表明,美国经历了一个从“经济强国”变“金融帝国”再
变为“虚拟经济—泡沫经济王国”的嬗变过程,由金融资本从与实体经济结合

蜕变为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庞大金融经济体系,成了以虚拟经济为主体的经

济泡沫酵母,进而扩展为整体的泡沫经济.这是一个利用金融—虚拟资本和

泡沫经济操纵市场、控制世界大发其财、最终泡沫破灭的进程.正如马克思所

说:“这个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庞大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
现在正像一个魔术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唤出来魔鬼了.”①可以预

料,今后的资本主义经济还会有若干发展阶段,但它的最终灭亡是不可避免

的.

三、新自由主义破产的启示

　　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阶段特征及其矛盾尖锐化的分析,表明国际金融危

机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我们应当用科学的态度分析与清算新自由主义

的影响,进而增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

　　新自由主义实质上代表西方大垄断资产阶级利益一种意识形态,其核心

是金融自由化,完全适应了超级金融资本操纵市场大肆投机的需要,与泡沫经

济互为表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强势经济,谁拥有更多的资本谁就拥有话

语权,谁就更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自由发财的经济,要求追逐利益最大

化,自由市场上大资本才拥有更多赚钱的自由权.但没有钱怎么去自由地争

取利益最大化呢? 新自由主义说是都要在自由市场中发财,实际上只有大资

本拥有者,特别是金融资本垄断者,才能自由地赚大钱,美国华尔街的大资本

家就是自由地赚全世界的钱.当年反对封建制度时,资本主义刚刚兴起,古典

自由主义确有进步意义,到了社会财富集中在大资本垄断集团手里时,这种新

自由主义表面上一切人在市场中自由,骨子里只能代表他们少数金融大鳄的

利益.

　　在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后新自由主义流行,与凯恩斯主义失灵、资本主义

国家“滞胀”症发作有关.西方大资本的实力越来越雄厚,自由度非常之大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２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２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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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金融资本、虚拟资本需要这种自由体制和意识,美国等强国利用手中极其雄厚

的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自由出入也需要这种“便利”,所以撒切尔夫人、里
根上台,为新自由主义长达近３０年的主流经济学地位开拓了道路.这次大的

金融危机宣告了它的失败,不得不更多地利用凯恩斯国家干预手段.不过这

还不是新自由主义的最后终结,将来有一天经济形势一旦变暖,它还会东山再

起.大概只要有大垄断资本集团存在,特别是大金融资本存在,社会经济领域

就有新自由主义之类的理论观点泛滥.

　　新自由主义之所以在中国风行一时,大体有三个原因:第一,国际上,西方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十分发达,经济实力雄厚,在世界市场中占主导地位,新自

由主义成为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我国搞市场经济没有经验,有的要借鉴西方

一些成功的东西,有些人就很容易不加分析地兼收并蓄,崇拜西方;而西方列

强又用各种舆论工具进行宣传、渗透.正如邓小平所说:打开窗子,新鲜的空

气进来了,而苍蝇蚊子也进来了.加上苏东剧变,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垮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也使一些人对社会主义信念动摇了,转而

接受新自由主义的东西.第二,国内有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我国长期处

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

济制度.这几年,非公有经济特别是私有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并产生了一个暴

富阶层.他们希望在市场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争取更大规模的利益最大化.
反映在学术形态上,新自由主义更适合他们的要求.第三,认识上的片面性.
人的认识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我们改革计划经济体制过程中,
强调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作用及其优越性,一些人也很容易把市场

的自发性加以片面夸大,认为市场可以自我调节,盲目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及

市场万能论,否定宏观调控.从认识论上来说,这是一种直线性、片面性,是一

种有缺陷的推导.这种片面性就使得一些人否定“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

手”相结合的必要,以致否定市场经济的社会属性,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混淆起来.正是因为这样,新自由主义迷惑了很多人.对于

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相容的思潮,要有分析地批判,其积极合理

因素还要吸收.

　　我们立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可以在西方的经济危机和中国改革

开放的成功对比中深化对真理的认识,进一步清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３０年

改革开放的经验告诉我们,驾驭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有很大的难度,一是市

场经济具有多元性、多变性、周期性、国际性,二是经济体制还有许多障碍,三
是我们缺乏经验,四是西化影响的冲击.即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尤其在初级

阶段),市场经济的一些缺陷也难以完全避免,它的主要矛盾是坚持社会主义

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突出“以人为本”,还是演变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
突出“以钱为本”,造成和加剧两极分化.我国的经验也表明,削弱了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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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制度的性质,放松了“看得见的手”,就会出大问题.如不认真规制,也有

滑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危险.现在出现的诸多经济、社会问题,要求我们增

强忧患意识.在理论认识上,经常有两种倾向交错干扰:或者主张控制过死,
捆死市场;或者推崇完全放任,纯靠自发.目前看来,西化的影响不可小觑,那
种把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对立起来,继而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分割开来的思

潮日益突出,不时冲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许多矛盾由此而发).
许多人往往把完全的自发性等同于市场经济的优势,这是一种误解和陷阱,必
须从理论上加以澄清.除了他们反映的一些利益集团的意愿之外,单从思想

方法上说是盲目崇拜西方,以西方“主流经济学”马首是瞻.新自由主义对“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装,先去掉“社会主义”之睛,再冠以“自由”之帽,魔术

般地改变了事物的性质.其公式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自由市

场制度”.这样便完成了一种嬗变:把本来作为手段的市场经济变为社会基本

制度的根基,把运行的形式变为追随西方制度的内容,抹杀同资本主义市场经

济的区别,为私有化、自由化大开缘灯.因此,我们在深化改革开放中必须认

真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向,澄清“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之类观点的

误导.

　　这里应当专门谈一谈科学地发展与利用金融工具和虚拟经济问题.胡锦

涛同志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３０周年讲话中提到相互联系的“三个

形成”,其中提到“形成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

经济管理制度”.这对我们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谛是一个重

要提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我国现在金融经

济滞后,需要大力发展,但绝不可效法美国的模式.我们应当从国情出发,立
足于社会主义,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道路、管理体制与运行方式.
比如,如何利用好虚拟经济,它需要占多大份额,应当使它在什么范围内起作

用,怎样正确进行金融创新,包括人们热衷的股市在内也要研究它的边际效

用.在现实应当提倡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但一定要正确引导,“人人炒

股”、“人人投机”是有很大消极作用的,甚至会造成重大社会问题.我们实行

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要制止过度投机兴风作浪、利用各种手段诈骗金

钱的活动,一定要防范各类经济泡沫膨胀为泡沫经济,一定要保持经济社会的

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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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OnthePhasedFeaturesofContemporary
CapitalistContradictions

———DeepCausesanditsRevelationofInternationalFinancialCrisis

YangChengxun

　　Abstract　“virtualbubbleeconomy”hasbecome．amainsignofinternaＧ
tionalsuperfinancialmonopolycapitalandboastedphasecharacteristics．It
shouldbeanalyzedin３levels,i．e．,contradictionsofdevelopedmarketeconＧ
omy,domestic．Contradictionswithcapitalistcountriesandcontradictionsof
internationalmonopolycapital．Theformationofthem haveexperienced４
smallstagesofevolution．Weshouldgraspthepulseoftimesandimprove．
Ourconsciousnessofimplementingthescientificoutlookofdevelopmentby
appropriatelymakinguseofvirtualeconomy,clearlyunderstandingtheesＧ
senceofneoliberalismandclearingitsimpacts．
　　Keywords　ContemporaryCapitalistphasecharacteristics　InternationＧ
alsuperfinancialmonopolycapital　“VirtualbubbleKingdom”　NeoLibＧ
e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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