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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分析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新特点及其根源,从资本主

义国家金融体系难以根治投机、公司治理具有内在弊端、贫富分化加重和国家

调节低效四个方面,剖析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陷入长期动荡甚至生存危机的可

能性;指出危机可能迫使美国采取美元霸权、国家干预、打击他国经济货币体

系、成立超主权货币及发动战争等特殊手段,来进一步维护其全球霸权.
　　关键词　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　世界资本主义　经济霸权

　　与以往经济危机相比,当前西方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具有显著不同的

特点和成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可能陷入长期动荡甚至生存危机.随着西方

资本主义经济陷入长期动荡和生存危机,美国可能采取特殊措施阻止其全球

经济霸权走向衰败,包括通过金融手段向世界各国转嫁危机损失和代价,加强

对自然资源、知识产权等别国经济命脉的垄断性控制,继续策划隐蔽的金融战

争等打击他国并掠夺财富,甚至为挽救危机推行军事凯恩斯主义而策动战争.

一、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新特点和根源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出现了一些值得密切关注的新特点.２００８年美国金

融危机迅速蔓延、扩散到欧洲国家,逐渐转变为一场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

严重经济危机.美国金融家索罗斯认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远远

超过１９２９年大萧条,主要原因在于各种债务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远远

超过了１９２９年.１９２９年大萧条时美国未偿付债务的总额是 GDP的１６０％,

２００８年爆发金融危机时美国未偿付债务的总额是GDP的３６５％,而且随着美

国消费者和企业陷入困境将会上升到５００％,倘若考虑到金融衍生品未偿付

债务总额还将会大幅度扩大１０多倍,这就意味着美国蓄积的经济危机能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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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超过大萧条时期,正处于一个随时可能喷发的巨大债务泡沫火山口之上.①

金融资本进行金融衍生品赌博时完全丧失了自控能力,催生全球金融衍生品

泡沫膨胀到６８０万亿美元的巨大规模,相当于５０万亿美元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的１０多倍,这就意味着这次危机具有摧毁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大能量,证
明了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垂死性论述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列宁所论述

的垄断资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在金融衍生品投机泛滥的时代获得了前所未

有的发展.

　　当前美国官方宣布恢复增长丝毫不值得人们乐观并放松警惕,巨大债务

泡沫破裂随时可能导致经济形势恶化,像大萧条时期那样出现双底型或多底

型经济衰退.倘若美国的金融危机确实起源于市场恐慌和信心不足,那么美

国政府采取注资挽救市场是正确的做法,投资者克服恐慌获得信心后市场就

会恢复正常运转.但是,通过扩大货币发行、消费信贷和政府借债的办法,都
是暂时推迟、缓解基本矛盾激化的饮鸩止渴办法,根本无法阻止矛盾不断积累

并以更加猛烈的形式爆发.

　　广大民众购买力不足形成的生产相对过剩,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主要

表现为债务泡沫膨胀,越来越依靠寅吃卯粮的借贷消费来弥补需求不足.昔

日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有效需求不足直接表现为生产过剩,但是,

２００７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中,有效需求不足则表现为次贷规模的过度膨

胀,高风险次贷相关的金融衍生品泛滥成灾,最终因大规模次贷违约引爆金融

危机.这次西方国家爆发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是１９８０年以来新自由主义

在全世界泛滥所导致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结果.与马克思和列宁所处的时

代相比,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经济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

产要素的私人所有、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的矛盾,与国民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或

无秩序状态的矛盾.这个扩展了的全球基本经济矛盾,通过以下四种具体矛

盾和中间环节导致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其一,从微观基础分析,私有制及其企业管理模式容易形成高级管理层为

追求个人巨额收入极大化而追求利润极大化,日益采用风险较大的金融工具

以及次贷方式,从而酿成各种危机.

　　其二,从经济结构分析,私有制结合市场经济容易形成生产相对过剩、实
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比例失衡,从而酿成各种危机.

　　其三,从经济调节分析,私有制垄断集团和金融寡头容易反对国家监管和

调控,而资产阶级国家又为私有制经济基础服务,导致市场和国家调节双失

灵,从而酿成各种危机.

　　其四,从分配消费分析,私有制结合市场经济容易形成社会财富和收入分

① 乔治索罗斯“反思２００８年的崩溃风潮”[N]南方周末,２００９－３－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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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贫富分化,导致生产的无限扩大与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
群众被迫进行维持生计的含次贷在内的过度消费信贷,从而酿成各种危机.

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可能陷入长期动荡甚至生存危机

　　扩展了的全球基本经济矛盾,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具

体体现.从目前看,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不仅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这个矛盾,
相反还会进一步激化这个矛盾,最终可能会导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陷入长期

动荡甚至面临生存危机.

　　１危机凸显金融体系及其“有毒资产”难以根治,影响资本主义生存和发

展

　　２００９年３月在英国伦敦召开的 G２０峰会上,美欧各国领导人有意回避了

银行体系的巨额“有毒资产”问题,尽管他们也承认不解决这一关键性问题,经
济刺激计划难以推动全球经济的复苏.“有毒资产”指的是表面上仍有价值而

实际上将会变成坏账、亏损的资产,如金融创新制造出的各种次贷相关衍生证

券等,不同于正常经营中出现的不良资产,“有毒资产”往往涉及高杠杆金融投

机的欺诈骗局.国际货币基金总裁卡恩对西方国家的回避态度提出了严厉批

评,他称根据以前发生的１２０次银行危机的经验,不解决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就

不可能出现真正的经济复苏.①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主要原

因是金融衍生品损失远远超过次贷直接损失,导致美欧银行普遍陷入困境并

形成了巨额“有毒资产”.由于美欧长期缺乏金融监管已造成了严重恶果,因
此,仅仅承诺未来加强监管而不解决监管缺失的后果,消除由于监管长期缺失

形成巨额银行“有毒资产”,就仿佛承诺加强食品安全监管而不清除有毒奶粉,
无法消除危害社会公众的安全隐患.特别危险的是,美欧银行体系正不断暴

露出更令人惊讶的“有毒资产”的新数据,显示出已暴露的问题其实不过是“冰
山一角”.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１日,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曾披露了欧盟委员会的一份

内部报告的数据,显示欧盟区整个银行体系的“有毒资产”数额高达２５万亿美

元,其规模庞大竟然相当于２００６年１３．６万亿美元的欧盟区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８３％,这个数据充分揭示了欧洲国家央行注入的数万亿美元流动性为何无

效,因为其相对于２５万亿美元银行“有毒资产”的确是杯水车薪.正如美国获

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美欧国家巨资救市仿佛“采取输血的办

法挽救内脏大出血病人”,将会导致巨额资金被银行“有毒资产”的黑洞白白浪

① 中国新闻网“IMF指责 G２０领导人拒绝正视‘有毒资产’问题”http://www．sina．com．cn,
２００９－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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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掉,导致缺乏资金的实体经济部门陷入资金更加匮乏的局面,无法促进物质

生产的巨额注资将带来巨大通货膨胀压力.

　　欧盟整个银行体系“有毒资产”高达２５万亿美元的数据,还揭示出其来源

不是面向实体经济贷款形成的不良资产,而是来自高杠杆的金融衍生品投机

泡沫形成的坏账,否则不可能以如此大的幅度超过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
同时这个数据还揭示出美欧巨资救市是徒劳无功的错误方法,其真实目的与

其说是挽救经济和维护民众利益,不如说是以掩人耳目的理由向金融财团输

送巨大利益.难怪«每日电讯报»网站次日又匆忙删去了有关银行“有毒资产”
的详细数据,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是为了掩盖欧洲银行坏账的严重程度,以免

人们认识到事情的真相彻底丧失了救市信心,就会迫使政府寻找触动金融财

团利益的真正挽救危机办法.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０日,美国财政部“不良资产援助计划”特别督察长巴洛夫

斯基表示,目前联邦政府各项援助计划仅仅是挽救银行行动的开始,未来救助

银行的总金额可能高达２３７万亿美元,这表明他间接承认已经暴露的问题不

过是“冰山一角”.新自由主义的取消政府监管的金融自由化政策,造成了虚

拟经济投机泡沫脱离实体经济的无限制膨胀,美欧的金融衍生品规模高达

６８０万亿美元,比较美国１４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高出近５０倍,比较５０
万亿美元的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总和还高出１０多倍,这就意味着即使全世界

６０亿人口停止任何消费活动,节省１０年的全部收入也不足以挽救潜在的金

融衍生品坏账.① 这次金融危机与以往任何一次危机相比具有截然不同的特

点,就是通过所谓金融创新吹起高达天文数字的金融衍生品泡沫,具有摧毁全

球经济的巨大能量.金融衍生品坏债其实是脱离实体经济的投机赌博债务,
世界各国只有正确认识这种坏债的巨大危害和性质,采取果断措施将其冻结、
注销才能化险为夷,否则将会不断遭受一轮轮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袭击.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金融衍生品的扩大风险作用,充分暴露其不是避险

工具而是投机谋利手段,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进行分析,可以

透过所谓金融衍生品是为了规避风险的表象,看出其本质是为获取超额利润

进行的剥削方式创新.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超过普通经济危机,原
因在于美欧流行的金融创新具有两面性,即使金融创新的初始功能具有避险

作用,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其必须服从资本谋利贪欲.金融创新促使资

本主义剥削形式发生变化,大大扩展了剥削的对象、程度和时空范围,使之延

伸到不同实体经济领域及地区和国家,牵涉各种社会阶层甚至未来几代人.
华尔街通过金融创新制造出的金融衍生品泡沫,由于具有高杠杆性质,使金融

投机获得了广阔空间,摆脱了自有资本和政府金融监管的限制,可以依照金融

① 数据来源:国际清算银行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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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自由意志获得无束缚发展,大大加深了全球贫富分化和资本主义基本

矛盾,最终成为诱发金融海啸和全球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

　　２危机凸显私有制公司治理的弊端,影响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

　　当前西方不断进行金融衍生品创新的大环境下,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股

份公司治理结构正面临着巨大危机.资本主义总是不断进行各个层面的创新

活动,包括生产力方面的科学技术创新,但是也有生产关系方面的剥削方式创

新,这种剥削方式创新不断酿成巨大风险.西方的代议制民主政体架构,现代

企业制度的公司治理架构,都无法抵御金融衍生品创新的诱惑腐蚀.近１０年

来华尔街花了５０亿美元游说、贿赂美国国会议员,促使美国国会在明知金融

衍生品巨大风险的情况下,仍然通过了一系列放松监管的金融自由化法案,因
此,美国媒体也承认“美国政府和华尔街勾结起来出卖了美国”.在这种金融

衍生品创新的巨大诱惑力之下,股份公司的治理结构难以遏制来自内部的腐

败.即使高层经理在股份公司里拥有比较大比重的股权,譬如１０％、２０％的

股权,其一年收益也远远小于一次金融衍生品作弊收益.金融衍生品的交易

动辄成百上千亿美元,西方大公司高管年薪水平一般为数千万美元,如次贷危

机后担任美林证券董事长的赛恩年薪五千万美元,但是,通过金融衍生品作弊

带来的利益就大得多,许多公司衍生品交易损失都涉及串谋欺诈.政府无论

怎样监管也深入不到公司内部,仅仅从外部监管不仅成本很高而且难以奏效.
政府不拥有企业产权无法深入到股份公司内部,无法掌握会计审计、重大交易

的详细信息.政府高官、美联储本身也是垄断财团利益的代理人,即使在风险

充分曝光后仍继续纵容金融衍生品投机.从微观经济角度分析,私有制企业

模式容易形成追求私人巨额收入的贪欲,不计风险采用次贷及相关的金融衍

生品工具,并不断游说政府、国会为金融投机创造宽松条件,导致了伦理失灵、
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这三种调节共同失灵.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列宁

曾论述的垄断资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在金融衍生品投机泛滥的时代获得了

前所未有的发展.

　　格林斯潘承认资本主义无法节制自己的贪欲,总想不断追求放纵贪欲自

由甚至不顾自我毁灭的危险.私有制不能自我克制且尽情放纵贪欲,在当代

金融创新提供了新型剥削手段的条件下,可以催生高杠杆金融衍生品泡沫的

无限制膨胀,就可能促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积累和激化,在同以前相比较

短的时间内积蓄巨大能量,酿成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甚至危及资本主义生

存基础.当代金融垄断资本就像无法自我节制的赌徒,进行金融衍生品赌博

时完全丧失了自控能力,这就意味着本次危机与以前相比具有截然不同的特

点,具有摧毁西方乃至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巨大能量,证明了列宁关于垄

断资本主义垂死性或过渡性论述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列宁曾指出“资本

主义已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商品生产虽然依然‘占统治地位’,依然被看作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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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基础,但实际上已经被破坏了,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
才’拿去了”.① 这次危机也说明金融衍生品泡沫对实体经济的巨大破坏,正
日益瓦解着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并促使其面临日益深刻的垂死、过渡过

程的生存挑战.列宁在论述垄断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过渡的资本主义时,还指

出垂死性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将会很快灭亡,尽管私有制关系已越来越不适

应生产力发展,但它可能因各种人为因素拖延继续生存下去,“在腐烂状态中

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② 西方社会改良时期推行严格限制金融投机的监

管政策,超出了凯恩斯主张的宏观货币财政政策范围,更多是迫于社会主义国

家形成的强大压力,借鉴了马列主义关于金融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理论,因
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周期缓和非但不能证明马列主义理论失效,反
而恰恰证明了马列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具有影响现实和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

强大生命力.但即使在西方国家实行社会改良的时期,美国金融财团也始终

渴望回到甚至比大萧条前更少管制的资本主义,花旗银行的老板沃特瑞斯

顿为恢复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竭力支持哈耶克、弗里德曼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家.这表明金融垄断财团始终将社会改良视为被迫采取的权宜之计,始终竭

力支持新自由主义以求恢复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社会改良并不代表西方资本

主义发生了本质性变化.

　　３危机凸显贫富分化的加剧,影响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里根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造成了日益严重的贫富

分化,GDP增长的绝大部分都进入了少数富有阶层的口袋.２００５年,美国最

富有的１％和１‰的人所拥有的财富都达到了１９２８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最富

有的１‰的人口只有３０万,他们的收入与最穷的５０％的人口的总收入是相当

的,而最穷的５０％的人口有１．５亿.美国最富的１０％的家庭财富占社会财富

的比例高达７０％.③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美国的贫富差距拉大、负债经济难以为继.其他发达国家也面临同样

的问题,英国、法国超过１０％的富人占据社会财富的５０％,危机进一步增加了

发达国家的贫困人口.

　　世界财富分配失衡和南北发展存在严重失衡.联合国大学世界经济发展

研究所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发布了«世界家庭财富分配报告»,该研究报告显示:从人

口分布看,全球最富有的１０％的人拥有世界财富的８５％,世界底层的半数人

口仅拥有世界财富的１％.从区域分布看,世界上的财富主要集中在北美、欧
洲和亚太地区部分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拥有了世界

①

②

③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１９１６年)列宁全集[M]第２７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０,３４２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１９１６年) 列宁选集[M] 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５,６８７

程恩富金融风暴启示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９,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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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近９０％的财富.可以说,财富分配不平衡是发展中国家消费不足的根本原

因,也是此次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中和危机后不从根本上解决本国财富和收入

的贫富对立,继续保持南北之间的贫富等经济差距,就必然引起资本主义生存

和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和顽症,并引发替代资本主义的阶级博弈和制度变革.

　　４危机凸显国家调节的低效,影响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

　　当前美国经济呈现出的微弱活力和复苏迹象,主要来自政府采取的前所

未有的巨额注资措施,为了刺激一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美国政府和美联

储对虚拟金融部门,至少推出了１０倍金额以上的各种救市计划.美国著名金

融评论家、«利率观察家»杂志主编吉姆格雷特认为,在以前美国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经历的１０次经济衰退中,美国政府平均采取的财政、货币刺激力度,仅为

国内生产总值的２９％,而当前美国政府采取的财政、货币刺激力度,达到了

超过以前１０倍以上的前所未有规模;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萧条中,美国的国内

生产总值下降了２７％,当时政府采取的财政、货币刺激力度,也仅为国内生产

总值的８３％.据计算,同大萧条时期相比,美国为挽救一个百分点的经济衰

退,付出的救市代价相当于大萧条时期的５４倍,也就是说为挽救危机所付出

的代价损失,甚至远远超过了危机本身造成的损失,美国政府付出巨大买单代

价仅仅带来了微弱复苏.①

　　当前,尽管美国政府和央行不断出台规模庞大的各种救市计划,国债泡沫

和美元债务泡沫膨胀达到空前规模,但是,美国经济尚未摆脱衰退并处于不稳

定的震荡状态,即使今后债务泡沫膨胀刺激国内生产总值恢复增长,也不是实

质上摆脱了经济衰退并进入经济复苏,而是从经济危机的“自然爆发状态”变
成了“人为压抑状态”,债务泡沫暂时压抑的需求不足矛盾仍在不断蓄积能量,
债务清算期来临时就会以更加强烈的威力爆发.美国今后即便宣布国内生产

总值恢复微弱增长,也不能说明美国经济真正康复了,而可能是又一次某种形

式的经济危机和经济风暴来临前的暂时平静时期.据２０１０年１月９日公布

的最新数据表明,美国失业率达到两位数,欧盟失业率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的

９９％升至１１月的１００％,美欧“都出现了复苏,但是个疲弱的 U 形复苏”.②

　　西方垄断财团一方面竭力贬低维护社会利益的国家调节,一方面毫不犹

豫操纵政府为其谋求私利.政治上资产阶级政党轮流执政和政治制度的低效

率,精神上主张非为人民服务的“自私经济人”的理念和行为,必然导致市场失

灵和伦理失灵基础上的国家调节失灵,从而影响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

①

②

MartinD．Weiss:“TheGreatHoaxof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１１－０２－２００９(http://www．moneyandＧ
markets．com/thegreathoaxof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２－３６２４７)．

[美]纽约时报,２０１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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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危机可能迫使美国采取特殊手段维护全球霸权

　　美国作为拥有全球经济军事霸权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会坐视金融和经济

危机侵蚀其国际地位,不会容忍能给其带来巨大利益的美元霸权走向衰落.
帝国主义在逐渐衰亡的垂死过渡时期将拼命挣扎甚至变得更加危险,１９２９年

大萧条引发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就说明了这一点.当代核武器的发展限制了

大规模战争的爆发,但这也促使帝国主义进行新隐蔽战争形式的创新.①

　　从历史上观察,越南战争期间,美国曾面临全球经济军事霸权全面衰败的

危机,危机迫使美国放弃了冷战遏制转向隐蔽攻击的“缓和”战略.尼克松称

“从冷战开始直至１９６９年,美国的政策是遏制,企图以一系列联盟组织包围苏

联,这一政策使美国疲于奔命并陷入极其被动的境地,从长远来说,遏制是个

失败的政策,”“从１９６９年开始,美国奉行的是讲究实际的缓和政策”.② 美国

从“冷战遏制”转向“缓和”战略,重视利用各种经济杠杆培育战略依赖性,通过

贸易、金融、贷款、能源、粮食等筹码,形成维护美国全球霸权的新政策武器网

络.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基辛格提出“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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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控制了

全世界”,清楚地表明美国已经将金融经济政策视为维护全球霸权的战略手

段.③ 越战后美国将维护霸权重点从冷战遏制转向经济筹码,其重要战略目

的之一是让人们误认为马列主义失效,进而推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制度解体

或民族分裂主义,尼克松曾称“紧张局势的缓和破坏了共产党政府的理论,这
无情地推动共产党人通过实行改革或获得更大的民族独立性来寻求合法

化.”④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里根政府指使情报、外交、经济部门策划秘密战略,发
动了旨在瓦解前苏联的“无情经济战争”,表明美国已将隐蔽经济战争视为摧

毁主要国际对手的手段.令人遗憾的是,前苏联解体时戈尔巴乔夫对布什沮

丧地宣称美国“赢得了冷战”,他全然不知道美国早就输掉了“冷战”并转向“缓
和”战略,导致前苏联解体的是美国策划的软硬兼施的“软战争”.美国通过误

导前苏联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自杀性经济改革,彻底摧毁了前苏联实力并导致

①

②
③

④

约翰帕金斯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M]杨文策译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７,１ 约翰
帕金斯在书中写道:“自人类社会有历史记载以来,绝大多数的帝国都是建筑在强大的军事实力及其
威慑力上的.然而,‘二战’结束后,由于前苏联的核武器对美国造成的威胁,使得诉诸于军事对抗的方
法太过冒险”,“在建立帝国主义的进程中,我们一直试图以经济手段取代武力手段达到目的,越南战争
中我们使用了武力,结果让自己陷入了泥淖.美军在东南亚的经历让我们懂得武力是有局限性的,于
是,美国经济师们立即作出回应,共同制定了一个比单纯的武力入侵更好的行动计划”.

[美]尼克松１９９９年,不战而胜[M]王观声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９,４６~４７
尼克松提出要将经济联系变成捆住国际对手的绳索,将贸易、先进技术等当作武器而不是礼

物,不仅在商品上印有经济价码,而且还印有政治价码.[美]尼克松 真正的和平[M] 钟伟云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７９,４７~４８,２４９

[美]尼克松１９９９年,不战而胜[M]王观声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９,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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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年中国民收入下降一半,大量社会财富通过廉价私有化和资金外逃落入美

国垄断财团掌控之中.①

　　从现实上分析,２００８年爆发的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严重削弱了美国的

整体经济军事实力,给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带来了严重挑战.２００９年美国财

政赤字达到了创纪录的１４万亿美元,挽救金融危机代价猛增限制了美国在

全球的庞大军事开支.美联储滥发货币挽救危机导致美元大幅度贬值,发展

中国家纷纷提出以超主权国际货币替代美元,美元霸权面临着比布雷顿森林

体系解体更为严重的挑战,迫使美国正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挽救全球霸权.

　　第一,美国正通过借助美元霸权制造庞氏骗局的办法,转嫁危机的损失、
代价并掠夺全世界财富.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鲁比尼曾准确预见次贷危

机,他称现在美国整个国家的运作方式已经沦为骗局之国,政府、企业和银行

都采取类似麦道夫的庞氏骗局,依靠不断制造绚丽的资产泡沫吸引并掠夺全

世界的财富.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统计数据,由于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

冲击,美国政府为挽救危机致使财政赤字急剧扩大,不断膨胀的国债泡沫达到

了惊人规模,美国在今后１２个月内将有２万亿美元国债到期,其中至少８８００
亿美元为全世界各国的投资者所购买,２０１０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预计将达

到１５万亿美元,美国政府维持运转迫切需要筹集３万亿美元资金,而美国一

年国内的全部储蓄总额仅为６千亿美元,这就意味着美国必须继续制造泡沫,
源源不断地吸收全世界财富,或者利用美元霸权滥发货币向全世界转嫁危机

代价.正因如此,美国金融财团正再次推高股市和金融衍生品泡沫,促使全球

资金出于谋利诱惑和避险恐慌流向美国.

　　第二,美国华尔街正借助对政府的影响和国家调节力量,进一步扩大美国

金融垄断财团对其他行业和其他国家享有的特殊地位.２００８年美国爆发严

重的金融危机之后,华尔街将挟持政府注资救市视为千载难逢的赚钱机会,美
国政府向国际集团(AIG)注入８００亿美元资金后,该公司的高层经理集体到

海滨度假狂欢,尽显骗局得逞的狂喜而丝毫没有愧疚之情.美国注入巨资挽

救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各种救市计划,本质上是华尔街金融资本挟持政府和公

众,为继续获取超额利润进行的一种新的剥削形式创新.美国华尔街金融资

本以公众银行存款和养老金等为人质,还以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为人质要挟

参与共同救市,收获丰厚赎金的效应已经产生了严重的道德风险,数十、数百

亿的救市注资远远超过正常经营收入.美国大银行凭借规模巨大的金融衍生

品坏账,就可以要挟纳税人、政府和央行持续不断注资救市,何必还要辛苦地

向实体经济发放贷款获得微薄收益,这就更加促使美国金融机构沉溺于虚拟

泡沫经济.统计数据显示美国金融机构利润更加依赖于投机赌博性交易,高

① [美]施魏策尔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前苏联的[M]殷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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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的高风险投机性日均交易额达到２．４５亿美元,同次贷危机前２００７年第一

季度的数据相比增加了一倍,显示出美国银行业潜伏着比次贷危机前更大的

风险.①

　　第三,美国正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资源、碳排放交易、知识产权和自然垄

断行业的控制,以求即使在全球经济长期陷入停滞时仍能谋取超额利润.美

国为维护全球霸权特别重视加强对全球范围内自然资源的控制,中东、非洲地

区的许多战争、冲突都是围绕争夺自然资源展开的.美国政府高官坦言发动

伊拉克战争的真正目的,不是为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是为控制伊拉克的

石油资源.美国垄断财团在许多投机泡沫破灭的情况下,更加重视将投资方

向转向控制自然资源,波斯湾、中亚里海地区、南中国海、尼罗河流域等,都成

为美国垄断资本为争夺资源竭力渗透并控制的地区.美国垄断财团还积极利

用环保议题制造新的经济泡沫,设法利用对抗全球变暖创造一个巨大的碳排

放限额及其衍生品交易市场,规模将达到上万亿美元并且随着碳减排计划实

施而不断膨胀.据美国媒体揭露碳排放限额交易制度实质上是允许华尔街将

碳排放市场纳入其私人征税计划,通过向所有国家排放碳的实体经济部门征

税来谋利,进一步加深有利于西方金融垄断资本的财富转移,比政府动用纳税

人金钱挽救私人金融机构更糟的是,这将使私人金融机构得以在纳税人纳税

之前就掠夺他们的财富.② 美国还将通过碳排放私人征税限制发展中国家增

长,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上的交锋就反映了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的激烈

利益博弈.美国还操纵国际货币基金在全球范围推行自然垄断和公益事业领

域的私有化,逼迫发展中国家向跨国公司出售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马

克思所处的时代西方国家政府虽然普遍奉行不干预政策,但对于少数自然垄

断行业和公益事业部门,仍然存在较多的政府监管和公共企业.这说明工业

资本当时具有较多的进步性,它们反对自然垄断行业的私人资本为获取利润,
利用垄断力量寻租提高价格增加工业生产成本.但是,当代西方金融垄断资

本主义具有更大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为垄断寻租鼓吹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更
极端翻版”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即使在自然垄断行业和公益事业领域,也必须

取消政府管制和公共企业并推行彻底的私有化,包括铁路、公路、供电、燃气、
自来水、医院等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迫许多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接受新

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和全面私有化方案,结果导致水、电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

大幅度上涨,严重损害了公众利益甚至引起社会暴乱.中国应对国内外主张

自然垄断行业推行国企私有化的声音保持高度警惕.

　　第四,美国仍在利用新自由主义政策误导各国经济金融改革,策划隐蔽的

①
②

MartinD．Weiss．“Banksstillintrouble”,０７２０２００９,MONEYAND MARKET．
马特塔比高盛———巨大的经济泡沫制造机[J]美国«滚石»杂志,２００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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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金融战争打击别国经济和货币体系.美国为挽救自身金融危机采取了一

系列与“华盛顿共识”截然相反的政策,但是,美国操纵国际货币基金向许多发

展中国家提供挽救危机援助时,依然要求其接受“华盛顿共识”的一系列苛刻

的附加条件.西欧科学家发现２００９年乌克兰的“猪流感死亡激增恐慌”,很多

属于肺结核扩散并且同国际货币基金的危机援助条件存在着密切联系.２０
世纪８０、９０年代,美国曾操纵国际货币基金推动金融自由化政策,导致拉美、
日本、东南亚、俄罗斯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打击国际对手掠夺大量财富并维

护了美元霸权.直到美国金融危机猛烈爆发之后,美国政府高官还竭力将金

融危机的责任推脱给中国,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并继续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美
国财长、高盛前总裁保尔森还公开警告中国不要因美国金融危机而放弃金融

自由化改革方向.２００９年美元面临大幅度贬值的风险加剧时,美国金融垄断

财团有意加速引爆迪拜、希腊等国债务泡沫危机,促使避险恐慌导致美元大幅

度反弹以缓解美元危机.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披露,在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前

夜,美国华尔街重要金融机构曾在华盛顿召开了会议,主要议题是利用所谓的

“金融快速反应部队”———金融机构与对冲基金组织,针对中国发动一场“没有

硝烟的金融战争”.对华实施金融攻击图谋的幕后政界推手,就是美国国会下

属的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以及该委员会的掌舵人———凯洛琳巴塞洛

缪.美国金融界专家认为,一个国家金融市场逐步开放的５年到８年时间内,
实施金融袭击相对脆弱的金融体系的成功可能性最大,因而未来３年到５年

内是争取“延缓中国崛起”的机会.美国策划对华金融战的重点是通过理论和

政策误导,诱使中国实行刺激泡沫经济的宏观货币政策,同时施压中国向西方

银行开放投资和金融市场,通过炒作股市、楼市暴涨暴跌攫取投机暴利,然后

趁泡沫破裂之际控制中国的银行和战略行业.① 华尔街金融家詹姆斯查诺

斯善于利用股指期货牟取暴利,他曾正确预见安然破产和次贷危机并利用股

指期货做空大发横财.查诺斯认为,目前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比中国的信贷

过度问题更加严重,天量信贷刺激的股市、房地产泡沫可能导致经济崩溃,他
还准备在中国重操利用股指期货做空的办法大赚一笔.华尔街金融机构特别

擅长在制造泡沫的同时利用股指期货作空谋取双重暴利,中国应高度警惕美

国金融资本在吹捧中国经济的同时发出的利用股指期货做空谋利信号.

　　第五,美国一方面通过滥发美元掠夺全世界财富转嫁危机损失,一方面为

美元最终衰败后继续控制全球金融准备替代方案.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前总

统克林顿的导师奎格利,是一位深得西方金融权势集团信任的学者,他著书透露

垄断财团的御用智库早就拟定详细计划,逐步建立一种由少数金融寡头统治世

① 张莺美“金融快速反应部队”密谋对华出手[N]上海译报,２００７－１１－８



３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界的新秩序,最终发行由少数金融寡头控制的超主权世界货币.① 西方金融权

势集团构想的这种超主权世界货币,与中国提出的替代美元的超主权世界货币

截然不同,中国的设想是维护世界各国的金融货币主权,将超主权世界货币的作

用局限于国际贸易、金融领域,而西方金融权势集团构想的超主权世界货币,将
会彻底剥夺世界各国的经济金融主权,由西方金融寡头控制的世界货币替代各

国的主权货币.西方金融权势集团深知将会遭遇各国民众抵抗,有意推行旨在

诱发全球金融危机和长期动荡的政策,同时诱惑各国央行推行天量信贷政策来

挽救金融危机,以便在经济崩溃与恶性通货膨胀并存的全球灾难到来之际,将责

任归咎于各国央行和主权货币,误导各国民众出于对恶性通货膨胀造成极度痛

苦的恐惧,愿意放弃各国主权货币并接受金融寡头的全球统治.倘若美国金融

财团剥夺各国金融主权的图谋得逞,就意味着即使金融危机最终导致美元彻底

丧失信誉,国际金融寡头也能通过其控制的新型世界储备货币,更加直接、有效

地控制各国经济金融命脉并掠夺财富.

　　第六,美国在采取经济金融手段难以挽救危机的情况下,甚至有可能采取

军事凯恩斯主义发动战争.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美国经济陷入大萧条后,是依靠

两次世界大战的动员经济才最终摆脱了危机.布什政府发动入侵伊拉克战争

的重要目的之一,也是利用军事凯恩斯主义摆脱网络泡沫破灭后的危机.

２００９年３月２日,美国新任国家情报总监丹尼斯布莱尔在出席参院情报委

员会例会时表示,经济危机已取代恐怖主义和本拉登,成为对美国国家安全

的最大挑战,他称“美国现时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是,全球金融危机和它将带

来的地缘政治后果”.加利福尼亚是美国最大、最富有的州,由于金融危机导

致州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被迫释放了５５万名囚犯任其流入社会,直接

威胁到美国人民的人身安全和社会稳定.

　　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受美国军工、金融垄断财团支持的右翼政治势力,深
知不妥善解决巨额银行“有毒资产”则难免再度爆发危机,正在布局推举主张

对外扩张的右翼强硬派赢得下届大选.倘若债务泡沫破裂引发新一轮金融和

经济危机,美国迫于巨大债务压力可能难以反复投入巨资救市,企业破产和失

业猛增都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局面,为美国军工、金融垄断财团支持的右翼势力

主张对外扩张提供借口,届时难免影响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陷入长期动荡和生存危机,如何将左翼思潮发展

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揭露美国向全世界转嫁危机并维护霸权的图谋,
防止美国策划隐蔽金融战争掠夺全世界财富,甚至实行军事凯恩斯主义发动

战争并对外扩张,将成为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的重大严肃问题.

① EllenBrown．“TheTowerofBasel:SecretivePlansfortheIssuingofaGlobalCurrency”,GlobalReＧ
search,April１８,２００９(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 context＝va&aid＝１３２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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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ispaperanalysesthecharacteristicsandcausesofcurrent
internationalfinancialcrisisandthepossibilitiesofwesterncapitalismfalling
intolongtermfluctuationsandevencrisisofcollapsefromfouraspects:difＧ
ficulttoevacuatespeculationwithcapitalistnationalfinancialsystem,inner
drawbackswithcorporategovernance,increasingincomeinequalityandlow
efficiencyingovernmentregulation．Thispaperpointsoutthatthecris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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