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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之后?

[美]威廉·凯·泰伯

  内容提要 新自由主义之后是什么?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须要问一个更

基本的问题: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与反全球化和反战运动有哪些共同之

处? 答案是,在当代世界体系中所有它们表面上都在关注对民主的重新界定。

相对于新自由主义宣称的目标而言,人们广泛认识到它已经失败,这甚至被许

多主流经济学家和政客认识到。承认新自由主义就其宣称的目标而言已经失

败,迫使它的倡导者做出战略性的撤退———以保护在“改革”的幌子下推进新自

由主义政策的广泛锐气。其结果是扩大的“华盛顿共识”,它不是把新自由主义

的失败归责于国际机构或跨国资本,而去指责其附庸国。对新古典主义方法的

批评者将改革国际体制,使他们更公平对待不发展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当地生

产商和当地政府自治,以至于国际外汇是真正基于互相同意和公平的基础上。

在后冷战时代为公众利益说话的每个人似乎都赞成民主。然而,对于全球机构

来说更好的词是“良好治理”,对于布什政府来说它就是“自由”。反全球化和反

战运动活动家依赖民主的想象对这些术语却有着疑问,并在什么样的世界是可

能的这个问题上和他们有着致命的冲突。新自由主义的后果迫使人们对危机

的惊醒,激发了许多地方反霸权意识的兴起和人民运动的复兴。反全球化和反

战运动,或者更恰当的说,可行的全球化运动重新崭露出对阶级统治和布什波

拿巴主义的巨大挑战,这正在于他们强调对民主更广泛意义的理解。

  关键词 新自由主义 反全球化和反战运动(可行的全球化运动) 
新保守主义 民主的界定

  新自由主义之后是什么?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问一个更基本的问

题: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与反全球化和反战运动有哪些共同之处? 答案

是,在当代世界体系中所有它们表面上都在关注对民主的重新界定。“推广民

主”是“华盛顿共识”和布什教义共同的呼声。“华盛顿共识”宣称,全球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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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和核心金融资本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贸组织(WTO)对外

围及整个世界的经济控制是惟一现实的道路,但这条道路却通向悲惨和苦难。
布什教义赤裸裸地为美国全球军事统治和先发制人战争提供新保守主义根

据,这也是打着民主的旗号重新企图维护世界安全的一部分。迄今为止,他们

宣称这个构建的教义是“推广民主”,但是对于反全球化和反战运动来说,其只

不过是美国及核心公司统治集团的全球独裁统治的窗边点缀。这些反全球化

和反战运动,瞄准对这些强化其独裁统治的制度进行攻击时,同时也试图创造

一个可行的、真正的参与式的民主。

  首先要明确的是,相对于新自由主义宣称的目标而言,人们广泛认识到它

已经失败,这甚至被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和政客认识到。新自由主义并未使经

济快速增长、减少贫困以及使经济更加稳定。事实上,多年的自由主义霸权导

致了经济增长缓慢,贫困增加,经济和金融危机盛行。这方面的数据是惊人

的。然而,新自由主义已成功地作为资本的阶级工具。就这个它未宣称的目

标而言,它已经强化了跨国公司、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当地集团的统治。

  承认新自由主义就其宣称的目标而言已经失败,迫使它的倡导者做出战

略性的撤退———以保护在“改革”的幌子下推进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广泛锐气。
其结果是扩大的“华盛顿共识”,它不是把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归责于国际机构

或跨国资本,而去指责其附庸国。希望这些穷国沿着新自由主义路线作更进

一步地调整。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之后必定是更加新自由主义。

  “9·11”给布什政府提供了一个契机,以实施更野心的控制计划,这可以

叫作全球波拿巴主义。① 主张先发制人战争以及政权改变的布什教义反映了

在统治集团意识形态中帝国野心的新升级。克林顿白宫的自由主义者以及老

布什政府的现实主义者,不管他们多么富于进攻性,但他们都清楚地认识到疏

远世界其他国家的政策所带来的阴影。相反,小布什的政见却是新保守主

义———它推崇美国拥有重塑世界的惟一正义权利。正如总统曾说,它是镇压

邪恶的十字军,它是在传播真理和正义,它是美国之路,而这是不管其他国家

欢迎与否的。纵然国内经济衰退,但布什政见依然把主题从满足人民需要转

换到应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如同从国内新自由主义的后果中转移一样,它正从

公司丑闻、削减税收的阶级偏见以及疲软的社会支出中转移人们的视线。布

什政府把我们推向了永久的战争,这场战争迫于国内的压力,也成为人们的出

气筒。它也是一项计划,以威胁选民保持沉默以及默许战争和不代表他们利

益的国内政策。

① 波拿巴主义主张政治独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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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

  让我们进一步透视IMF和 WTO政策的失败吧。联合国发展计划署

2000年的《人类发展报告》告知我们,在90年代末,80个国家人均收入低于

80年代末。当我们考虑人均收入的数据遮掩了其中大多数国家巨大和日益

加剧的贫富分化和贫穷泛化时,情况就更糟了。贫困正在大多数国家日益加

剧:因为支付给外国金融机构的债务已占用了这些国家出口创汇的大部分;外
国投资没有创造所需要的工作;以及正如那些富国日益增加的做法一样,免税

和对跨国公司的激励措施耗尽了当地的社会支出预算。

  另外,正如新自由主义政策恶化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全球经济增长率也已

经下降。不但没有增强经济的稳定性,金融自由化还导致世界大多经济体发

生金融危机。一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发现,在1980~1995年期间,基
金组织中181个成员国中的133个国家至少遭受一次包括显著金融困境的动

荡。世界银行确认,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1994年,90个发展中国家和前

共产主义国家发生了超过100次的重大金融领域破产事件。基金组织2/3的

成员国遭遇这样危机的事实不会是那么巧合,而是归结于IMF这些年强制推

行金融自由化的结果。

  这些并不真正是令人吃惊的。新自由主义的政见(或者“华盛顿共识”)要
求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私有化、非管制化、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竞争性的汇

率、财政控制、减少税收以及裁减政府机构,但这些措施没有哪个能确信带来

大规模繁荣。现在很显然,新自由主义在刺激经济增长、减少贫困、增加经济

稳定性方面的失败,导致了“扩大的华盛顿共识”,那些曾制造“华盛顿共识”原
版的家伙又把这个新版本带给你。他们指责那些曾顺从其指令的国家实践新

自由主义时失败。在这个指责受害者的剧目中,旁白就是更有效地实施原来

的目标和战略。它指望当地政府应更好地履行这项计划。他们做出的一些小

让步也被证明是虚的:政策制定者认识到过去金融市场自由化导致如此大规

模的失败,现在建议“谨慎”的资本账户开放。中央银行被告知必须实行“适当

的”制度架构、金融标准以及实施手段———但银行却继续办理关系贷款、货币

投机以及资本外逃。要认识到公司治理是至关重要的;认识到需要反腐败的

制度规章,可能甚至说需要社会安全网;认识到把减少贫困的计划作为监督者

强加的限制条件的一部分是适宜的。在过去的几十年这些显而易见的措施都

没有,但期间低收入国家被迫要求解除自身的保护,虽然这些保护曾经没有完

美地抵制外国的控制和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当然,随着安然和世界通信公

司的绯闻曝光,就不能仅仅指责较穷国家的腐败。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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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

  下一步新自由主义着手承认“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但却变戏法似地建议

把继续进行有利于外国资本的改革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世界银行和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的好的治理措施将不会与真正的民主授权混同。它们的

严格实施将把权利从负有义务的当地集团重新分配给外国资本———从而方便

跨国资本对较穷国家的经济渗透。为抵御冷战时代的左派,曾与寻租的当地

集团结盟,而今政治策略已经转移到重新强调减少去承担高昂的当地义务的

份额。西方国家已突然发现人权被滥用,承认甚至谴责这些当地集团压迫它

们的人民。指责当地集团的失败是为核心资本家的利益而构建世界制度的需

要。这种指责同样损害了相对于外国资本而言的当地集团的权力。自由市场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让外国资本接管这些经济中主导权,而不是去培养真正

的民主。下一步新自由主义强调在市场中的透明度、法律法规以及同水平竞

争的重要性———而不是强调在整个社会中。对于大多数市民来说不平等地参

与政治仍将继续。

  宣称下一步新自由主义或修订过的“华盛顿共识”将会使贫穷减少,并增

加地方政府对它自己公民的责任,这招致了两种批评。首先的批评来自于经

济界和政策制定机构,他们指出它是一个不可能如此广泛和不加区别的制度

改革政见。它对当地的情况和需要没有任何感觉,而且不符合如何发展的经

验现实。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是全球经济治理机构仍企图把所有国家纳入单

一的发展模式。这是不合理的,因为有许多成功之路,并且它们大多是不可预

测的,而且还有部门专业化和政府的支持安排这些不可估计的因素。

  新古典模型假定具有普遍可获得的知识,以及具有能够应用现有的技术

和公开的方法得到所有市场信息的能力。这些假定无疑是不现实的。对于低

收入国家大多数市场参与者来说,融合和适应是问题重重的。不确定性到处

弥漫着,可进入有限的资源市场并且以不大诱人的条款进入。成功依靠偶然

的因素,这些偶然的因素是不太容易总结的,除了可以说,适当的权衡政府规

制与市场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对新古典主义方法的批评者将改革国际体制,
使他们更公平对待不发达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当地生产商和当地政府自治,以
至于国际外汇是真正基于互相同意和公平的基础上。问题是怎样才能做到这

一点? 对现存体制的改革是可能的吗? 或者,依赖转换阶级关系的更彻底的

改革是必要的吗?

  这些问题引导我们进入第二方面的批评,这些批评不是来自于“华盛顿共

识”本身,而是来自非政府组织(NGOs)以及民间社会团体,它们对公司全球

化和资本主义作出更基本的批评。对于这些社会正义运动来说,阶级权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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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是问题核心所在。这些运动反对以市场标准确定的社会需要的统

治,反对跨国资本的权利,反对最强大的政府(尤其是美国)的权利,因为它们

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牺牲附属的弱国或阶级的利益。从这方面的批评看,很
明显,正在被建议的改革是强化这种阶级工具和帝国统治的制度,而这种制度

必须被取代。反全球化运动,或者恰当地说,可行的全球化运动日趋增长的力

量是对这个批评最好的诠释,其正成为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实实在在的生力军。

  这两种批评的关系是密切的。它如同我们看到的德国和其他地方绿党

(Greens)中“芮罗—范迪”(“realo-fundi”)之间的决裂:分歧存在于巴西不愿

妥协的无地农民的行动主义者与其他集团(对比巴西总统卢拉周围的国家政

要)之间;民主社会党与左翼社会党在社会党学者大会(SocialistScholars
Conference)上也显然决裂了;在世界社会论坛(WorldSocialForum)关于采

取什么方向以及谁将支持这项运动存在日趋明显的分歧。它是左翼在许多方

面历史性地展现出来的分裂。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些分歧表明很难在长期目

标与转换的需要(对比需要对可能是改进的改革建议做出反应———这是一件

困难的事情,讲原则的人们可能对此实在不赞同)之间进行权衡。对于另一些

人,这些分歧给个人的公开指责提供了机会,也给扩大的运动的崩裂提供了原

因,因为这个运动被理解为基于不可调和的歧见。目前,全球正义运动已经能

够保持高度团结并对基本变化的需要保持共同的关注。

进入乔治·布什后“9.11”时代

  2001年9月11日对于这样一位总统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这位总

统对世界知之甚少,但却抱着救世主的基本信念,而此信念与为意识形态霸权

奋斗数十几载的新保守主义外交政见如出一辙。在乔治·布什竞选总统的时

候,他就警告过美国在进行国家建造和人道主义干预时缺少战略利益。布什

固守干预以确保美国利益,但同带有保守观点的人一样,他认为我们不应该到

处干预。在与戈尔的第二轮竞选中,他务实地说:“如果我们是一个狂妄的民

族,他们会憎恨我们。”然而,在“9.11”后,他拥抱了雄心勃勃的新保守主义立

场,支持在全世界改变政体和支持美国“先发制人”的战争。当今的政府持有

新保守主义的理念,不同于老布什总统的传统现实主义与克林顿的自由制度

主义。保守的国家主义者的政见是保持美国本土安全和在国外美国利益受到

尊重,如今,这已被单边主义所取代,到处去拓展所谓美国价值观以寻求积极

地全球统治。

  理解“9.11”后布什道路的核心主题是重要的,其早在10年前就很好产生

了,包括使用先发制人的军事武力。它们由现在实践它们的人杜撰。正如大

卫·阿姆思壮(DavidAmarmstrong)写道:“这项计划(此名称表明经过1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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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努力来改变美国对外政策)作为冷战结束的回答,它是切尼(Cheney)和
他的同伙在1992年就炮制的战略的翻版,那时的目标是全球统治,但遭到糟

糕的评论。现在它对恐怖主义做出回答,重点是强调先发制人,却迎来普遍热

情的评论。”这项计划在布什教义的名义下以新的面貌呈现,它拥有基本的价

值理念,那就是整个世界是一个战场,美国将无所不在,必要时可以单独行动,
先发制人的行动要带来政体的改变,正如总统指出的,“没有国家可以免除”他
号召的自由、法律、公正这些“非协议的需要”(哈伯杂志 HarperMagazine,

2002.10)。

  多边主义者的方法(对同盟采取使用压力而非协商,强制而非妥协来获取

表面的认同),对于美国集团中的多数来说,过去是并且保持获取有效统治的

最佳方法。这是一个普遍认可的方法,从20世纪初沃德诺·威尔逊(Wood-
rowWilson)开始到老布什总统和克林顿时代结束。但“9.11”迫使迎来一个

新的世界观。正如新保守主义的美国新世纪计划总裁格瑞·斯科密特(Gary
Schmit)和汤姆·道勒尼(TomDonnelly)写道,布什教义因为它什么也不是

而为人所知。“它不是克林顿时代的多边主义:总统不需要迎合美国、宣称诚

信军备控制、或者提升任何‘和平进程’的希望;也不是他父亲所提倡的权力均

衡的现实主义。它只是重新宣称靠美国军事力量和政治原则来赢得持久和平

和安全”(www.newamericancentury.org)。当这些新保守主义观点被国防部

长迪克·切尼(DickCheney)手下的芮查德·泊尔和鲍尔·沃府茨(Richard
Perle-PaulWolfowitz)联手在1992年的军事计划书中,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

基石而被建议,然而大多保守主义者都认为,这些是有争议的,事实上是鲁莽

的和危险的。美国政策的旗号一度是为了抗争假定的统治世界的前苏联计

划,但现在寻求全球统治却是新保守主义战略宣称的目标。为实现美国霸权

它企图阻止竞争对手和任何可能挑战者的出现。此战略要求,单边主义的美

国保持强大的军事优势,去统治敌人一样去统治盟友。也许有人提议这一直

是美国的目标,只不过在1989年另一个超级大国崩溃中的重新觉醒,才作为

大众教义被公开表述。但在1992年,这个赤裸的观点被认为过于极端。当

然,世界大多数国家仍然认为它是,并且必须被拒绝。正如他们在“9.11”以前

写道,新保守主义需要的是一个珍珠港。这是他们怎么看待“9.11”的,至少在

美国,伴随着某些成功,他们已经改变了可接受的程度。

有争议的民主构建

  通过反复地阐述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阐述了

它们与反全球化和反战运动之间的关系(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在当今世界制度

中对于民主的含义是有争议的),让我们再回到新自由主义之后究竟是什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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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上来吧。在后冷战时代为公众利益说话的每个人似乎都赞成民主。然

而,对于全球机构来说更好的词是“良好治理”,对于布什政府来说它就是“自
由”。运动活动家依赖民主的想象对这些术语却有着疑问,并在什么样的世界

是可能的这个问题上和他们有着致命的冲突。

  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 WTO的领导者来说,遵循规则、给所有成员国

平等待遇、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中保持同水平竞争,是繁荣和获得各国人民

热望的关键。责任和透明成了良好治理的代名词。其前提假定就是,为捍卫

交易中个体平等的程序公正和尊重自由选择的权利才能滋生国民财富。为入

侵伊拉克寻找令人信服的原因,和面对抵制美国计划的强大国际压力,布什总

统确认那个国家的民主化是首要的战争目标。于是就把焦点对准萨达姆·侯

赛因的人权记录和政权改变,以便在那个国家建立美国理念中的民主价值观。

  这些打着民主标记的陈词都是有疑问的。就全球经济治理制度而言,障
碍就是各成员国巨大的权利差异。美国遥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

织,阻止美国意图的惟一真正的障碍来自其他一些有力的对手。世界上大多

国家在关于其人民生死攸关的决策上作用很小,在许多情况下,政府本身就是

不民主的,以至于其国民很少或根本就不会去评论他们的政府说了些什么和

做了些什么。美国和欧洲列强应对扶持当地集团的统治并使其永久化承担责

任。

  任何真正对民主的讨论需要超越全球经济体制非民主的本性,拓展到更

广泛领域,那就是民主要超越选票是否被公正计算,反方候选人是否被允许公

平参与,普通百姓的呼声是否被他们选取的领导人听到。在资本主义社会,最
终需要讨论与阶级统治有关的民主。

  就布什教义而言,白宫界定的民主的伪装是脆弱的。当土耳其议会投票

否认美国的旨意时,它被告知重新投票,或者它的愿望会被美国轻描淡写的忽

略。当联合国安理会要拒绝美国的旨意时,它被告知听从美国它才能保持威

信,否则它就变得无关紧要了。伴随有意的拉拢和威胁,投票会按着美国表示

的路径进行,但是对这种单边主义的限制就越发显得紧迫了。尽管对抗美国

独裁的代价是高昂的,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民和政府日趋情愿这样做。这部分

是因为布什先生的救世主和西部牛仔的风格,更主要因为是美国在世界采用

不稳和独裁的单边主义的结果。

  在美国,许多对民主的讨论实际上是关于强迫接受最危险的政策制定者

的意愿,这种情况日趋明显,这些政策制定者已篡夺了权利。他们的观点已动

摇了其他的保守主义及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他们同样也强化了、加深了和扩

展了积极活动在全球市民社会运动中的反体制力量的辐射。

  我们必须认识到,民主与其说是与选举有关,倒不如说与更广泛的社会关

系有关,这种社会关系构建了政治的可能性。民主可以从其他方面来衡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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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积极参与决策的范围;他们充分获得信息的程度;谁在控制媒体;竞选活动

是怎样融资的;谁能真正地竞选职位。这就需要从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架构

做出分析,包括这些架构对民主强加的限制。

  全球正义运动正关注,作为债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全球

造成的苦难,这些债务是由独裁者和腐败的集团招致的,但却用普通百姓血的

代价来偿还。打着促进自由和民主的旗号实施军事暴力使人民遭受苦难、不
去满足人民需要的稀有资源却分配给战争所带给人民的痛苦,并不是这些人

民所做出的选择。美国人民也没有投票赞成退出军备控制协议,和投票反对

国际刑事法庭和延缓全球变暖的京都协议书。阴险的、贪恋的统治已取代战

后社会民主的妥协,这种统治已到了把可能的抗议和民主呼声宣布为非法。
新自由主义的后果迫使人们对危机的惊醒,激发了许多地方反霸权意识的兴

起和人民运动的复兴。反全球化和反战运动重新崭露出对阶级统治和布什波

拿巴主义的巨大挑战,这正在于他们强调对民主更广泛意义的理解。

AfterNeoliberalism
WilliamK.Tabb

  Abstract Whatcomesafterneoliberalism? Toanswerthatquestionwemustaska
morefundamentalquestion:Whatdoneoliberalismandneoconservatismhaveincommon
withtheantiglobalizationandantiwarmovements?Theansweristhatallostensiblysharea
focusonredefiningdemocracyinthecontemporaryworldsystem.Neoliberalismiswidely
understood,evenbymanymainstreameconomistsandpolicywonks,tohavefailedin
termsofitsannouncedgoals.Theadmissionthatneoliberalismhasfailedintermsofits
announcedgoalshasforceditsproponentstoatacticalretreat-defendingthebroadthrustof
theneoliberalpolicyagendaundercoverof“reform”.TheresultisanaugmentedWashing-
tonConsensusthatblamesclientstatesandnot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ortransnational
capitalforthefailuresofneoliberalism.Criticsoftheneoclassicalapproachwouldreform
internationalregimestomakethemfairertothelessdevelopedcountriesbyprotectinglocal

producersandtheautonomyoflocalgovernmentssothatinternationalexchangeistruly
basedonmutualconsentandfairness.Everyonespeakingforpublicattributioninthepost-
ColdWareraseemstofavordemocracy.Fortheglobalinstitutions,thepreferredtermis,

however,“goodgovernance”,andfortheBushAdministration,itis“liberty”.Theprob-
lematicrelationshipbetweenthesetermsandwhatmovementactivistshaveinmindby
democracygetstotheheartoftheconflictoverwhattypeofworldispossible.Theglobal

justicemovementhasbeenrighttofocusonthepaininflictedaroundtheworldbytheIMF
andtheWorldBank,thecollectorsofdebtincurredbydespotsandcorruptelitesbutpaid
inthelifebloodofordinarypeople.Theconsequencesofneoliberalismhaveforcedaf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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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dawarenessofwhatisatstake,andinmanyplaceshaveinspiredthedevelopmentofa
counter-hegemonicconsciousnessandarenewedmobilizationofpeople.Itisintheirunder-
standingofthecentralimportanceofabroaderdefinitionofdemocracythattheantiglobal-
izationandantiwarmovements,orbetter,thealternativeglobalizationmovementrepresent
adramaticchallengetoclassruleandBushBonapartism.
  Keywords Neoliberalism Antiglobalizationandantiwarmovements(Alternativeglo-
balizationmovement) Neoconservatism Definitionofdemocracy

(东龙公司国贸部英语文学学士高玉华和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王中保译自美

国《每月评论》2003年6月号 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 丁晓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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