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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

[日]伊藤诚

一、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基本意识形态和趋势

  全球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越来越多的企业、产品、服
务、金融资产和工人正在被卷入这一全球竞争性市场的漩涡之中。1973年以

来接连不断的经济危机通过引入全球化浪潮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重新调

整。认为只有自由竞争市场才具有高效率的新自由主义,成为将资本主义秩

序推向全球的代表性意识形态。人们通常认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一种自我

调节、理性、高效率的经济秩序的延伸。

  然而事实上我们得到的却是一个充满经济动荡和贫富两极分化的世界。
因此,新自由主义已经引起人们的一种错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甚至有几位新自由主义者也承认马克思是资本主义

全球化的预言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自由放任社会的发

展将“使得每个国家生产和消费具有一种国际化特征”。他们还强调指出资本

主义经济的增长将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社会和自我破坏的商业危机。

  实际上,在竞争性市场的运行中全球化和自由主义的观念并非全新的事

物,而是从资本主义初期开始贯穿资本主义整个发展历程的基本趋势和意识

形态。正如沃勒斯坦所指出的,现代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世界制度呈现

于整个漫长的16世纪,替代了先前的世界帝国。

  资本主义的这种特征根源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元素,比如商品、货币以及

(商人和高利贷者)资本。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它们作为社会间的经济关系

而出现并得以发展。当一个公共社会和另外一个社会发生联系后,基本上有

两个选择:或者以武力征服,或者把产品变为商品与之开展贸易。从而商品交

易从社会内部压迫性的和传统的秩序中解放出来。

  现代资本主义把市场经济发展成为一种社会间以及社会内部的经济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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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区西欧,劳动力首先成为商品而且普遍的市场社会

也开始出现;商品也越来越多地完全以商品的形式生产出来。不同于现代社

会以前的社会,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间的世界市场,因为这个市场作为一种

经济秩序在性质上与基本的社会内部的经济秩序是相同的。因此,资本主义

的发展很自然的就会通过逐步清除对市场经济的原有限制以扩大国内和国际

间的贸易。因为市场经济发源于独立于社会内部的政治和公共社会秩序的社

会间的贸易,所以,市场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把普通民众从陈旧的特权社会和

公共社会规定中解放出来。因此,与开展市场交易所必需的正式的个人权利

相联系,个人自由、私有产权以及平等人权的自由主义信念逐步盛行。这种观

念从自由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迸发出来,仿佛自由主义是实现高效和谐经济

生活的惟一自然的方式。这种主张渗透到了社会科学的各个角落,从古典政

治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无所不在。历史复兴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最基本

的思想意识的传承给新自由主义增添了力量。

二、新自由主义的螺旋式回归和全球化

  资本主义的演变就像一条螺旋线,并非从诞生之日起就直接前进到我们

这个时代具有新自由主义特征的自由竞争的世界经济。在最初的重商主义阶

段,国家得以形成并在世界市场上相互竞争,以武力和殖民主义保护本国商

人。当资本主义通过工业革命得以确立后,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不列颠统

治下的和平自由主义阶段明显的减少了保护主义措施并倾向于建立越来越自

由的竞争市场秩序。它认识到古典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世界普遍的经济政策

方针和意识形态。然后,从19世纪末期之后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资本主

义世界制度呈现出螺旋式路径,出现了逆转。自由市场竞争受到了很多限制,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随着重工业的发展,大型股份制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些公司倾向

于建立垄断性质的组织以避免竞争。

  (2)重工业中,有经验的身体强壮的男性工人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多工作

于大的工厂中。因此,工会组织很容易成长起来。它们限制劳动力市场的自

由竞争。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运动也成长起来。

  (3)与这种趋势相一致,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重新得到极大的强化。帝国

主义的殖民和关税政策再次得到加强以满足垄断厂商的利益。两次帝国主义

世界大战要求大规模的对市场经济的国家干预。此后,在冷战时期,凯恩斯主

义和社会民主福利的国家政策得到推崇。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种趋势下

被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受到排挤。

  同时,没有自由市场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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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在其巅峰时期,社会主义占有地球上30%的陆地面积以及全球人口的

35%。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制度似乎受到了与之相悖的政治经济秩序蓬勃发

展的严重挑战。

  然而,经过1973年经济危机和大萧条后,历史的发展趋势又发生了螺旋

式逆转。新自由主义倡导的竞争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在资本主义世界重新复

兴。其表现在以下五点:

  (1)通过在工厂和办公系统引入和重组建立在微电子基础上的自动化系

统,资本主义企业在产品生产、服务和提供上获得了高效率和很大的灵活性。
灵活多样的生产方式使得同一套自动化生产线可以根据单个消费者市场的需

求生产出多种类型和样式的汽车、电器、服装,等等。市场竞争不再仅限于价

格,而是扩展到产品样式以及品质上的竞争。信息技术还使得企业有更大的

灵活性重新选择生产和经营地点,从而加强了超越国界的全球竞争。相应地,
由于迅速发展的第三产业———例如,金融、贸易以及其他服务等,越来越集中

到大的商业中心,地区经济发展越来越不平等。

  (2)由于微电子自动化系统在工厂、办公场所以及商店等的应用,资本主

义企业可以不再需要大量高技能的有经验的工人,而只需要灵活的雇用一些

家庭工人、兼职人员、季节性工人甚至是有时从其他公司暂借的临时工。有些

地区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廉价有时甚至是非法的外国劳工。越来越多的劳动

力在国际间流动成为当前市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这些趋势的存在,工会在工人中的影响力和组织的发

展都有所下降。劳动力市场竞争性增加而且更加灵活。资本主义企业可以灵

活的选择不同类型的工人组和以节约经营成本。许多工人的实际工资已经下

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3)由于凯恩斯主义在解决经济长期滞胀和累积性的财政危机上的束手

无策,国家的经济功能已经受到削弱。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新自由主义成

为资本主义世界占主导地位的政策主张。相应地,在全球范围内私有化、解除

管制以及更加自由的市场竞争受到推崇。新自由主义反对工会主义、社会民

主以及社会主义。因此,很多国家对福利、教育、医疗服务的支出减少。同时,
新自由主义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严重破坏了工会在公共部门中的传统的

军事功能,而且有效的弱化了社会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

  (4)对应于这些变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化程度提高。资本主义通

过重新进入世界市场的海洋而恢复了活力。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包含了微

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资本主义企业的跨国化发展、世界范围内投机性货币和

金融流动的增加。国家对跨国资本流动的管制越来越无能为力。

  (5)资本主义经济通过采用新的经济政策成功应对出现的经济危机,与之

相对,拥有僵化的国家和政党体制的苏联经济模式在面临经济停滞时却既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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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提高其工业技术水平,也无法改变其经济结构。这种困境最终导致了苏联

和东欧体制的剧变。20世纪90年代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开始建立资本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与之相对照,中国保持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并且正在探索建立

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1978年来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越南和古巴

也采取这样的改革。然而,这些国家的市场都逐步向跨国资本开放。总之,前
计划经济国家的这些变化明显的再次扩展了跨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全球投资和

贸易空间,加速了当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经过一个世纪对竞争市场进行调整的各种尝试之后,伴随着社会主义建

立没有自由市场的计划经济的努力,当代资本主义强劲的全球化浪潮———以

高度竞争和新自由主义理念为特征———最终表现了螺旋式的历史逆转。从历

史性经济危机的泥潭中爬出来后,资本主义在全球市场经济的竞争性活力正

逐步得到恢复。相应地,个人主义和市场自由———而不是为广大劳动人民争

取经济平等和加强社会凝聚力的思想———成为当今世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

态。

三、当今世界秩序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各种可能性

  伴随着当前资本主义向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演变,当代资本主义世界

经济对普通民众的未来而言并非前景光明,相反却是失望和焦虑。

  第一,人们已经不再相信资本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经济生活水平的能力。

1973年后,凯恩斯主义已经无法阻止经济萧条和减少失业。跨国资本活动的

增长也削弱了国家管理经济的能力,许多国家日益加深的财政危机进一步表

现出了国家力量的薄弱。

  第二,1973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却并未使社会主义因此受益在将来大

行其道。由于苏联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代表模式,因此,1991年的苏联解体

使人们普遍对社会主义持怀疑态度。同时,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

成功,但是中国模式也并未真正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生活产生挑战。

  第三,新自由主义也无法避免其自身存在的问题。竞争性资本主义世界

市场要建立一个高效、理性、公平的经济秩序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而另一方

面,这种新自由主义却正在加剧经济上的不平等,而且进一步加深了全球的生

态危机以及南半球的绝对贫穷,加剧了浪费性投机行为造成的世界市场不稳

定性。

  与其坚信市场规则不相一致的是,新自由主义混合了新帝国主义的特征,
主要表现在美国的单边军事行动,比如没有得到合法授权对伊拉克的战争和

侵略。

  这些行为极有可能对社会道德和准则造成严重破坏。新自由主义所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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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现代“赌场资本主义”中的投机收益,而通过企业和劳动力所创造的财富

却被贬低。在这种投机的个人主义风气中,不择手段赚钱的犯罪分子渗透到

了商业、政府,甚至世界的各个角落。

  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人们对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苏联社会主义甚至新

自由主义等各种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多层面的困惑和怀疑。

  面对这些问题,历史的车轮将走向何方? 未来有哪几种可能性? 我们简

略列出以下不太完整的议程。

  第一种可能性是裁军或解除武装。过去为了维持殖民统治或者防御共产

主义而保留军事力量的借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1980年,据Brand报告估

计,一项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必需品和卫生设备的十年援助计划的总成本不及

一年的世界军费的一半。在这一背景下,要求从伊拉克撤军的反战行动受到

高度评价。在日本,当政府执政自民党等计划修改和平主义宪法第九条时,日
本民众维护和平主义宪法的集会行动爆发并取得了重要的政治意义。

  第二,是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重新调整的可能性。伴随资本主义经济全球

化而来的是政治势力的同质化和一体化,还是为各种政治势力结构创造更多

的空间? 一种可能性就是提升联合国和其他政治合作组织的作用。然而,形
成一个联合的世界政府的想法在当前包含多样文化和众多国家的世界还不现

实。

  欧盟地区一体化的历史实验有可能继续下去,尽管在不同的成员国成效

并不均等,也引起了很多成员国人们的不满。相比而言,在北美的北美自由贸

易区却不会走这条道路。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更加困难。
尽管在这个方面已经采取一些步骤,包括东亚共同市场的讨论协商等,但是要

想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在这个地区取得大规模的一体化还是不太可能。虽然经

济全球化削弱了国家的力量,但是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一个很强的政治一体

化的结构出现。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包含多种政府形式和许多政治势力。假如拥有竞

争市场的自由民主的美国模式被认为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制度每个国家注定

的自然秩序,那么这种观点必定是非常狭隘和有限的,因此是错误的。因此,
经济全球化可能不会同质化而有可能保持为一种多样化的世界政治经济秩

序。

  第三,21世纪另外一个重点问题是关于如何稳定国际货币制度。1973年

浮动汇率制,依据新自由主义关于竞争性自由市场的理性效率观而被引入。
其结果是造成了经济生活的更大的不稳定。不断造就泡沫又使泡沫破裂的破

坏性的经济和金融动荡可以看作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严重失败。

  其他的选择是什么? 像欧盟内的区域货币一体化就是一种现实可行的计

划,至少可以帮助稳定地区内的国际货币问题。另外一种想法是“托宾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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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把其作为一种可能的措施以限制外汇的投机性交易。
托宾税不会极大的减少人们对交易和旅游的实际需要,但是却会使得经常性

的货币投机性交易承担禁止性的高成本。而且,通过国际合作获得的托宾税

收益可以用于国际合作项目,比如解决南半球的贫困问题。

  这样,新自由主义引发金融动荡的一个影响是帮助人们恢复了对货币控

制的国际合作建议。

  第四,是关于社会主义未来替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潜在可能。正如其

长期以来一贯的做法,资本主义只有融合和重塑各个社会阶层的各种社会人

类关系才能够生存。大多数反体制的社会运动,例如工会、合作组织、女权主

义、生态主义、持不同意见的政党团体和党派,都或多或少的建立在这种相对

独立于个体主义的市场秩序的社会人类合作的基础上。这些运动通过把解除

管制的演化浪潮转变为恢复管制,为新思想的重生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提

供了基础。

  为了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复兴,我们应该从理论上承认未来除了

已经失败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还存在多种可能的模式。俄罗斯共产党现在

所倡导的民主政治体制下的计划经济虽然还未有社会实验,但也可作为一种

可能的模式。现在有很多种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式。中国正在试图建设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其增添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由于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了人们经济生活条件十分

恶劣,因此社会主义运动一定可以在第三世界国家重新得到加强。通过跨国

反全球化运动和其他的反制度运动(例如对 WTO的反对),以及许多第三世

界国家对美国帝国主义行径的斗争,使得社会主义目前正重新获得越来越多

的机会。事实上,在许多拉美国家,反资本主义的政府正在兴起。

  资本主义演化的螺旋式路径在21世纪可能会出现这些可能性。当前资

本主义世界体制所出现的种种问题说明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全球化趋势有可能

得到逆转,因此,资本主义的演化螺旋路径也可能再次反转。

  从这种角度来看,为了理解新自由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性

质以及为劳动人民创造更多的选择,应当增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家国际合作

的作用。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生 陆 夏 译)

奚兆永点评①

  伊藤诚教授是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世界和中国都有广泛

① 奚兆永(1936-),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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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伊藤诚教授和在座许多国外学者,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但是坚持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经济问题,
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作为中国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者,谨向伊藤诚

教授和在座的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表示敬意! 作为伊藤诚教授文章

的点评者,我感到很荣幸;读了他的文章,受到很大的启发,同时也有一些不同

的看法。下面就说说我的意见,请伊藤诚教授和在座各位给予指教。

  第一,关于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根源。伊藤诚教授说,“全球化和自由主

义的观念并非全新的观念”,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伊藤诚教授认为,它们“根
源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元素比如商品、货币以及(商人和高利贷者)资本”。这后

一点我觉得就难以苟同了。我们知道,商品货币关系产生很早,商人资本和高

利贷资本也是古老的资本形态,但是它们并没有导致全球化和自由主义的出

现。全球化和自由主义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的。马克思说过:在现

在的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 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

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自由活动罢了。这是因为,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资本的增值,它要求资本有不断扩大的活动空间,
不仅要求有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而且要求有一个不断拓展的国外市场;这
样,就产生了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政策,也产生了资本主义在全球发展的趋势。

  第二,关于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起始时间和两种不同的自由主义的区别。
伊藤诚教授说,全球化和自由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初期开始贯穿资本主义整个

发展历程的基本趋势和意识形态。”一般来说,这样讲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
细究起来,还有些地方值得推敲。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政策虽然与资本主义有

着紧密的联系,但也不是在资本主义初期就已经开始。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早

期的经济思想是重商主义,实行的是保护贸易的政策,后来古典学派提出自由

主义的思想,但是这一思想当时也并没有作为一种国家政策来付之实行,只是

到19世纪中叶废除《谷物法》以后自由贸易的政策才取代了保护贸易的政策。
这说明,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政策并不是从资本主义初期就已经开始了,而是经

历了一个过程的。实际上,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发展的初期阶段,所实行的

往往是保护贸易政策。英国当年是这样,后来美国、法国、德国乃至俄国,也是

这样。道理很简单,当一个国家的工业还处在比较幼稚阶段的时候,总是离不

开国家的保护的;只是当这些国家发展起来并且有了较强的竞争力以后,才主

张实行自由贸易的政策。还需要提出的是,在我们讲自由主义时,应该区分古

典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这两种自由主义产生于不同的时期,对历史发

展也起着不同的作用:古典的自由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其锋芒所向

主要是封建残余,因此起着革命的和进步的作用;而新自由主义产生于资本主

义衰弱时期,也就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其斗争的目标主要是针对社会主

义的,因此起着反动的和倒退的作用。认识两者之间的这种区别显然是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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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意义的。

  第三,关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前途。伊藤诚教授指出,“伴随着当前资本

主义向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演变,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对普通民众的未来

而言并非前景光明,相反却是失望和焦虑”。我认为,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正是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反对新自由主义及其所引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原

因。但是我们也不必悲观失望。毛泽东说,坏事可以变为好事。美国帝国主

义搞“华盛顿共识”,向拉美大肆推行新自由主义,使拉美经济遭到很大打击,
成为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灾区。这当然是一件坏事。但是这件事教育了拉美

的民众、政党和政治家,使他们认清了美国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真面目,
思想不断向左的方向靠近。在这样的背景下,委内瑞拉左翼政治家查韦斯在

民众的支持下被选为该国总统。查韦斯是卡斯特罗的密友,熟读毛泽东的著

作,他的当选,是一个信号。正如他自己所说,“今天发生的即将成为南美梦想

的一步”。这使美国大为恐慌。美国国务卿赖斯说查韦斯“是西半球最大的麻

烦,已威胁到拉美的民主进程”。应该说,查韦斯的当选,其影响确实是深远

的。2005年底,另一位左翼政治家埃沃·拉莫莱斯被选为玻利维亚总统。和

查韦斯一样,拉莫莱斯也是卡斯特罗的密友,并且也崇拜毛泽东。他把他所领

导的运动称为“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并且公开声称,“不仅反对新自由主义”,
而且“骨子里反对帝国主义”,其社会主义倾向也是非常明显的。应该说,拉美

政治地图的变化还在继续。这真是:“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与

美国在全世界利用新自由主义推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愿望相反,它这样做的

结果,反而会加速全球社会主义化的进程。社会主义的前途是光明的,作为马

克思主义者,我们对此抱有充分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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