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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金融危机的生成和运行机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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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张作云(１９４５－),淮北师范大学当代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本论›与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

０９BKS０３５.

　　内容提要　西方四代金融危机理论模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了问

题的现实,但毕竟是对危机生成和运行机制的表象描述;而马克思在«资本论»

等著作中,从不同方面对危机的生成和运行作了大量论述.以马克思的立场、

观点、方法为指导,沿着马克思提供的思路,本文认为,当代金融危机的生成和

运行机制,大体包括原生机制、动力机制、加速机制、传导机制和实现机制等.

这些机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互为条件,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具有整体性、综合

性、系统性等特征.研究当代金融危机,要站在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世界经济

的山巅之上,运用系统论的方法,力戒形而上学的表面性、片面性和均衡性.

　　关键词　当代金融危机　西方金融危机理论模型　生成和运行机制

　　在«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不仅分析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现实性以及

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条件,分析了经济危机的根源、实质及其周期性,而且在许

多地方,从不同方面,也论及了经济危机的生成和运行问题.马克思的这些论

述,对我研究当代金融危机的生成和运行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在

本文,我们将以马克思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沿着马克思给我们提供的思

路,结合当代金融危机发生并运行的现实,对金融危机的生成和运行机制进行

分析,以求对当代金融危机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认识.

一、西方金融危机理论模型评析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始,国际经济一改几十年平稳较快发展的局面,进入了

金融动荡、危机频发的时期,其中对国际经济具有全局性影响的就有２０世纪

７０~８０年代的拉美货币危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的欧洲货币危机以及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中后期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等.三次典型的危机,唤出了西方四代

金融危机理论,产生了相应的理论模型.在分析当代金融危机尤其是这次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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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次贷引发并蔓延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的生成和运行机制之前,回顾和研

究这些理论模型,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一代金融危机理论模型是克鲁格曼模型.这一理论模型以２０世纪

７０~８０年代拉美货币危机为背景,强调外汇市场上的投机攻击与宏观经济基

础变量之间的联系,揭示了固定汇率政策与国内经济过度扩张的矛盾以及这

一矛盾引发危机的路径和过程:在市场主体具有完全预见能力的前提下,国内

经济过度扩张→政府财政存在大量赤字→中央银行增发货币为财政赤字融资

→货币供应量增加→外币升值、本币贬值→公众调整资产结构,抛售本币,购
买外币→外汇市场投机攻击→政府干预外汇市场→政府外汇储备枯竭→固定

汇率崩溃,金融危机发生.

　　第二代金融危机理论模型是奥伯斯费尔德模型.这一理论模型以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初期的欧洲货币危机为对象,认为政府维护汇率稳定是一个政策目

标权衡利弊的抉择过程.在这种政策目标下,危机具有自促成性质:汇率稳定

目标与政府经济扩张、财政赤字增加的政策不协调→投机者预期本币最终将

会贬值而提前抢购外汇→国内经济状况提前恶化→政府维护汇率成本增加→
货币危机提前到来.

　　针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克鲁格曼、麦金农等人

经过研究,进一步提出了包含道德风险在内的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模型.这

一模型的特点,是把金融危机置于一个完整的宏观经济周期的框架之中,认为

金融自由化、大规模外资流入、金融中介信用过度扩张、风险投资过度、资产泡

沫化、金融中介资本充足率低、缺少金融监管等是与危机相伴发生的经济现

象,资产泡沫化、道德风险、金融恐慌、外资诱导等是危机的原因,金融机构尤

其是金融中介对危机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危机发生的路线图可概括为:金
融自由化→国际资本流入→宏观经济过热→泡沫经济产生→财务结构脆弱→
银行信贷资产风险上升→利息率上升→金融崩溃.

　　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的频繁发生,引起了克鲁格曼等人的高度关注,经
过反思,在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第四代危机理论模

型.这一模型的重要之处在于,揭示了国内资产价格的信心效应所造成的自

我实现的悲观主义情绪与投资崩溃、金融危机的关系,认为如果国内企业部门

外债水平过高,外币风险头寸越大,资产负债效应越大,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也

就越大.①

　　上述金融危机理论模型,分析了外汇市场上投机攻击与宏观经济基础变

① 上述四代金融危机理论模型,参见王洛林全球化与中国金融[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２２９~２３０;方明、蝶变:从金融风暴走向全球共治[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９,８６、
１０２~１０３、１２２~１３３;宗良危机后的全球金融变革[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２０１０,２~８;次贷危
机研究课题组次贷危机正在改变世界[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２００９,２６９~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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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固定汇率政策与国内经济过度扩张的矛盾,以及这一矛

盾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金融危机的原因;通过对政府

固定汇率政策目标选择与国内经济过度扩张政策的矛盾引发金融危机的路径

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金融危机的生成和传导机制;以金融自由化为前

提,分析了国际资本自由流动、金融中介信用扩张、风险投资膨胀、资产泡沫

化、金融监管乏力等因素与金融危机的关系,披露了西方竭力奉行并在全世界

推广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安排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虚拟经济与现实经

济之间关系,反映了国际经济运行的现实及其存在的问题.所有这些,对我们

预测和治理金融危机,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然而,上述理论模型,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非科学性.第一,只谈危机

的继发性、间接性和具体性原因,回避危机发生的原发性和根本性原因,从而

把危机描述为没有原生病源、随机发生的经济现象.第二,片面强调市场上的

投机性攻击,不谈引发市场投机的资本本性、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在危机

发生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从而使危机变成无动力机制的偶发性经济悲剧.第

三,只注重对危机运行过程的现象描述,诸如金融自由化、国际资本流动、金融

机构信用扩张、资产泡沫化、金融监管乏力等,而不去分析在这些现象背后隐

藏的深层次的和本质性的问题,不能透过经济运行过程表面的、复杂的、令人

眼花瞭乱的现象,去揭示主宰经济运行过程、决定过程走向和趋势、已经人格

化的资本本质和罪恶目的,从而把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制度漏洞、政策失当、监
管不到位等脱离经济基础的纯上层建筑的主观制度性因素.第四,只注重分

析影响经济过程、促进危机发生的外部因素,如汇率政策目标选择、政府经济

和信用过度扩张、市场投机等,而不去分析经济过程内部固有的和派生的各种

矛盾以及这些矛盾与外部因素的联系,不去分析经济过程内部矛盾与外部因

素的联系对危机发生并横向传导的作用,从而陷入形而上学的外因论,以致削

弱政府治理危机、实现经济复苏的政策效应.第五,从道德风险、金融恐慌、羊
群效应等角度分析金融危机发生及传导过程,把危机的发生、发展、传导、蔓
延、归结为市场主体的道德贪婪、信心缺失以致发生恐慌等主观因素相互作用

的结果,而不去分析引发危机的经济过程内含的客观原因,从而使分析陷入主

观唯心论的泥潭.须知,经济问题只能用经济学的方法来解决,不能把它诉诸

所谓永恒正义.“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

进.”①

　　总之,上述理论模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了问题的现实,但毕竟是

对危机运行过程表象的描述,在世界观上是唯心的,在方法论上是片面的和形

而上学的,离危机生成和运行机制本质机理的分析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对危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４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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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生成和运行机制的研究,应该从危机的本质和根源出发,然后一步一步地走

向具体.

二、金融危机的原生机制

　　依据«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和马克思向我们提供的思路,结合资本主义经

济运行的现实,危机的生成和运行机制大体包括原生机制、动力机制、加速机

制、传导机制和实现机制等几个相互连接、循序渐进的部分.

　　危机的原生机制,一般是指危机发生的根源及其在危机发生过程中的作

用.正如遗传学中人的遗传性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遗传基因中具有发病

的因子一样,如果人的遗传基因中不含有这种发病的因子,人体便不会发生这

种遗传性疾病.资本主义经济作为发达的商品经济,是由简单商品经济发展

而来,带有简单商品经济的胎记,简单商品经济所包含的滋生危机并使危机具

有可能性的因素便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危机的遗传因子.因此,正如马克思

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要从商品开始一样,我们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原

生机制的研究,也不能割断历史,而必须从简单商品经济开始.

　　马克思认为,在简单商品经济中,就存在着危机的可能性,但这只是抽象

的和潜在的可能性.危机的这种抽象的和潜在的可能性,来源于商品经济的

基本矛盾,即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商品经济的这一基本矛盾,使“生
产者的私人劳动真正取得了二重的社会性质.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

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

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任何另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
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然而,由于私人生产者

的私人劳动的这种二重的社会性质,“只是反映在从实际交易,产品交换中表

现出来的那种形式中,也就是把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有用性,反映在这些在

物质上不同的物即劳动产品具有共同的价值性质的形式中”,这样,私人劳动

的二重性质就使商品生产者生产的商品具有了二重性,即使用价值和价值这

两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因素①.

　　商品在获得了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二重性质之后,又引发了商品交换过程

的二重性.“商品在能够作为使用价值实现以前,必须先作为价值来实现.”
“另一方面,商品在能够作为价值实现以前,必须证明自己是使用价值.”②在

商品交换中,“每一个商品占有者都只想让渡自己的商品”,“交换对于他只是

个人的过程.另一方面,他想把他的商品作为价值来实现,也就是通过他所中

①
②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９０~９１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０４~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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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任何另一个具有同等价值的商品来实现”,因而,交换对于他又是“一般的

社会的过程”.① 如果交换的个人过程和社会过程不能统一起来,商品占有者

的商品就让渡不出去,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就不能得到实现.这样,商品经

济的基本矛盾就派生出使用价值生产和使用价值实现、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

的矛盾.

　　货币产生之后,商品交换发展为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流通,上述矛盾具体

化为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商品与货币的矛盾,继而,又集中表现为买和卖

的矛盾.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规模和范围的扩大,货币

支付手段的职能应运而生.货币支付手段职能的产生,一方面解决了商品生

产和交换过程中货币短缺的困难,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产生

了债权与债务关系的矛盾.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上述矛盾的对立一旦达到

一定程度,包括货币危机在内的经济危机将是不可避免的.② 虽然这时的危

机只具抽象的和潜在的可能性而不具现实性③,但已经作为后来资本主义经

济发生危机的遗传因子而存在.一旦商品经济发展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这
种遗传因子就会发作,现实的危机就会呈现在世人面前.

　　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雇佣劳动关系的出现,劳动力

成为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简单商品经济发展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隐藏在

简单商品经济中的滋生危机的基本因素———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作为遗传因

子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就被继承下来,转化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于是,
在简单商品经济中造成的危机的抽象或潜在可能性的原生机制,就发展成为

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原生机制,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深化

发展,也就成为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源头或根本原因.

　　然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作为危机根源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

的社会性与占有制的私人性的矛盾,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抽象的.作为危机的

原生机制,它对危机的作用,也不是直接的.它必须通过一系列具体化的过

程,循序渐进的转化或派生出一系列具体矛盾,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矛盾体系发

挥作用,才能使危机由可能转化为现实,作为灾难性的后果爆发出来.可是,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作为原生机制或根本原因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又是如何

循序渐进的转化或派生出一系列具体矛盾,最后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矛盾体系

发挥作用,引发危机的呢?

　　首先,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产生,打破了简单商品经济基本矛盾对商

品生产、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的限制,以其崭新的内在机制和强大的动力,使
商品经济内在的使用价值生产与使用价值实现、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的矛盾

①
②
③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０５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６１~１６２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３５~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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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辑 当代金融危机的生成和运行机制分析 １０３　　

乃至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商品与货币、买与卖的矛盾转化为资本主义的

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流通的矛盾,最终又集中表现为剩余价值生

产与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深化和发展,为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乃至

经济危机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其次,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使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成为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这一规律的实现形式是运用各种手段,加强对工人的剥

削,把工人劳动力的价值即工人的个人消费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这样,在
资本主义生产中,剩余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就与其实现形式发生了对抗和冲

突,从而派生出资本对雇佣工人扩大剥削的要求与雇佣工人劳动力再生产只

能在简单再生产基础上重复进行的矛盾,以及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群

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

　　第三,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使价值增值成为资本的决定性目的,连
续性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企业资本连续运动及其运动的速度,决定了

资本增值的效率.而资本连续运动的客观要求以及与其运动速度相连的资本

增值效率,则取决于资本的市场空间配置和内部构成.同时,占有制的私人性

和资本增值最大化的经营目的,又会引起市场上的激烈竞争.进而,这一竞争

又会引起社会生产的无政府性.于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又派生出

企业生产的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性的矛盾.

　　第四,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资本价值增值的本性,使投在不同生产

部门的资本的不同有机构成和不同周转速度,产生了不等的利润率.不同生

产部门不等的利润率与资本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要求是矛盾的.一方

面,这一矛盾虽然通过资本在各生产部门之间的转移,通过资本在不同部门之

间依据利润率的升降所进行的分配即利润平均化过程而得到暂时的解决,但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资本增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的作用所引起的劳动

生产力发展、资本积累、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利润率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另一方面,由于积累不断增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资本使用的劳动者人数的

增加,资本所推动的劳动量、所吸收的剩余劳动的绝对量,乃至从而它所生产

的剩余价值的绝对量仍在不断增加,结果形成了利润率下降和绝对利润量同

时增加的规律.在这个二重性规律的作用下,剩余价值生产条件及其实现条

件在时间和空间上进一步发生了分离,于是,又派生出了生产扩大与价值增

值、人口过剩与资本过剩、资本过剩与生产过剩的矛盾.这些矛盾,必然要通

过生产和流通、供给与需求、商品与货币、买与卖的矛盾进一步表现出来,最后

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矛盾体系.

　　第五,资本主义社会在产生上述一系列矛盾并形成矛盾体系的基础上,还
派生出了虚拟经济与现实经济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社会性,把
分散的相互封闭的局部生产变为社会规模的大生产,把分散而相互分割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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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场连成统一的大市场.这一重大变化,不仅使每个新开办的企业所需的货币

资本最低限额大大提高,而且也使众多老企业为实现扩大再生产所需货币积

累的最低限额和社会为兴办大型事业所需货币资本额大大增长.为满足这种

庞大的资本需求,信用制度包括货币金融制度便应运而生.继而,在信用制度

和货币金融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同时,又创造了种类繁多的信用工具,诸如

银行券、期票、汇票、债券、股票以及其他金融衍生品,等等.由于这些信用工

具和衍生品可在市场上买卖,于是,它们在为各市场主体履行融资职能、完成

各项融资任务的同时,又在现实经济运行之外,派生出一个以现实经济为基础

的虚拟经济的运动.在信用制度和货币金融制度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利润最

大化的经营目标,推动市场主体把各种信用工具及其衍生品当作投机的对象,
从而形成和吹大经济运行中的金融气泡,并使这些信用工具及其衍生品的名

义价值与其代表的现实经济的价值相互背离.结果,便产生了虚拟经济和现

实经济的矛盾并成为上述矛盾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具体化和派生的矛盾及其体系,可分为四个层次:第
一层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根源;第二层,资本

主义基本矛盾的具体化,也就是企业生产的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性

的矛盾和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第一、第
二两层相互结合,构成危机的根本原因.第三层,资本积累与人口过剩、资本

规模扩大与劳动群众贫困不断增长、生产扩大与价值增值、人口过剩与资本过

剩的矛盾,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

值实现的矛盾.这些矛盾构成危机的具体原因.第四层,虚拟经济与现实经

济的矛盾.这一层次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焦点,构成危机的直接原

因.上述四个层次的矛盾,层层递进,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危机的原

生机制.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上述矛盾体系便由国内延伸到

国际,于是,国别危机的原生机制便发展为国际危机的原生机制.资本不灭,
资本主义制度犹在,引发危机的原生机制犹存,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就不可避

免.

三、金融危机的动力机制

　　在分析了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原生机制,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

及由此产生或派生的一系列矛盾所形成的矛盾体系之后,必须指出,作为金融

危机、经济危机的原生机制,即资本主义过程内在的一系列矛盾及其体系,虽
然形成危机的根本原因、具体原因和直接原因,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虽然是资

本主义经济过程一系列矛盾的现实综合、强制平衡和集中表现,但矛盾本身并

不是危机.一台机器,如果不输入动力,便不会发动.一个生物体,如果不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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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辑 当代金融危机的生成和运行机制分析 １０５　　

取营养,便不能发育成长.同样,资本主义过程内在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派生

的一系列矛盾及其体系,如果没有一定的动力,也不能深化、发展并演化为危

机.然而,在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是一种什么动力,促使其内含的基本矛盾

以及由此派生的一系列矛盾不断深化和发展,并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使
其中的对抗达到爆发的程度,演化为现实的危机呢?

　　马克思在分析作为资本的货币流通与单纯作为货币的货币流通的本质区

别时指出:作为资本的货币流通的“有意识的承担者,货币占有者变成了资本

家.他这个人,或者不如说他的钱袋,是货币的出发点和复归点.这种流通的

客观内容———价值增值———是他的主观目的;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

富成为他的活动的唯一动机时,才成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

的资本执行职能.”①“决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

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这种绝对的致富

欲,这种价值追逐狂,是资本家和货币贮藏者所共有的,不过货币贮藏者是发

狂的资本家,资本家是理智的货币贮藏者.”②马克思在«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

演说»中,直接指出了资本增值与危机的关系.他说:“生产资本越增加,它就

越是迫不得已地为市场(这种市场的需求它并不了解)而生产,生产就越是超

过消费,供给就越是力图强制需求,结果,危机的发生也就越猛烈而且越频

繁.”③在«资本论»第３卷,马克思则更加直接地指出了资本增值即生产利润

的目的与危机的关系,他说:“因为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
因为资本达到这个目的所使用的方法,是按照生产的规模来决定生产量,而不

是相反,所以,在立足于资本主义基础的有限的消费范围和不断地力图突破自

己固有的这种限制的生产之间,必然会不断发生冲突”.④ 为了进一步揭露资

本及其人格化的资本家对利润的贪欲,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时,还
特地在“注释”中引用了英国工会活动家和政论家邓宁的一段话:“资本家害怕

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

胆大起来.如果有１０％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２０％的利润,它就活

跃起来;有５０％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１００％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

间法律;有３００％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⑤可见,马
克思是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和目的———无休止地最大限度的利润或剩余价

值,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以及由此派生的一系列矛盾深化和发展,演化

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动力的.

　　然而,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即无休止的最大限度利润的实现道路,并不是平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７８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７８~１７９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７５２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２８５~２８６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８７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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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坦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是由许多因素和各种复杂关系组成的有机整体,资
本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过程“表现为资本以及其他一切由资本决定的生产关

系和交往关系的相互作用”①,表现为各个资本主体之间的竞争.在资本主义

再生产中,竞争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总体内部各个因素、各种关系连结起来,
作为商品经济基本经济规律的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剩余价值

规律以及其他经济规律的实现形式发挥作用.竞争作为资本之间“互相施加

的压力”②,不仅成为“资本贯彻自己的生产方式的手段”③,成为“资产阶级经

济的重要推动力”④,而且,也与剩余价值规律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推动

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以及由此派生的一系列矛盾的深化和发展,成为金融

危机、经济危机的动力机制.

　　这一动力机制,使资本家成为“价值增值的狂热追求者”,“肆无忌惮地迫

使人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使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
“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

累”.⑤ 资本的累进式的积累,为先进技术的采用、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

物质前提.先进技术的采用、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与资本的累进积累的相互作

用,又使资本获得了“突然膨胀力”.⑥ 资本的突然膨胀力的增长,使资本“有
可能以最大的规模迅速地把剩余产品转化为追加的生产资料”.⑦ 这些“随着

积累的增进而膨胀起来的并且可以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大量社会财富”,一旦

“疯狂地涌入那些市场突然扩大的旧生产部门,或涌入那些由旧生产部门的发

展而引起需要的新兴生产部门,”就必然会打乱社会再生产的正常秩序,造成

“生产规模突然的跳跃式的膨胀”或“突然收缩”,形成“现代工业特有的生产过

程,由中等活跃、生产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滞这几个时期构成的、穿插较小波动

的十年一次的周期.”⑧

　　同时,由这一动力机制所形成的资本的内在动力和外在的强制性压力,使
资本的累进式积累与先进技术的采用、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相伴而行.这一复

合现象的产生,使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成为积累过程的必然趋势.资本有机

构成不断提高的趋势,不仅为资本规模的扩大提供物质技术条件,而且还造成

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和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和

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又使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６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１６０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９９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６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２４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６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４７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６８３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７２９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７２９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７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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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辑 当代金融危机的生成和运行机制分析 １０７　　

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结果便产生了“资本主义

积累的绝对的、一般规律.”①在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作用下,资本主义基

本矛盾以及由派生的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剩余

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实现、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便深化发展起来,以致发生生产

过剩的危机.

　　由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相互结合而形成的动力机制,在推动不同产

业部门不等的利润率平均化,实现等量资本在相等的时间内提供等量利润的

客观要求的同时,也为危机的发生准备了条件.马克思认为,利润平均化的过

程,就是资本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抽走,投入利润率较高的其他部门,使资本

在不同部门根据利润率的升降进行再分配的过程.然而,与这一过程的每一

环节相伴的以利润率升降为导向的资本转移,必然会引起各产业部门生产规

模的扩大和缩小,引起供求关系、价格和利润率的变动.这些变动,也必然会

通过对社会各产业部门的反作用,不断打乱资本再生产的秩序,深化发展资本

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派生的一系列矛盾,使社会再生产在不断震荡

和波动中进行.并且商人资本独立化之后所执行的流通资本的职能,在推动

产业资本的平均利润率向职能资本的平均利润率转化的同时,也会造成经济

的虚假繁荣.这种购销两旺的虚假繁荣,掩盖了资本的生产过剩,使生产和消

费、供给和需求、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犹如一股汹涌的暗流,
在繁荣景象的背后涌动,一旦再生产过程“内部的依赖性和外部的独立性”发
展到一定程度,“内部联系要通过暴力即通过一次危机来恢复.”②

　　在由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相互结合而形成的动力机制的作用下,利
润率不断下降和利润的绝对量不断增加的二重性规律,使剩余价值生产条件

与其实现条件的分离进一步扩大,使“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

同社会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扩
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③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运行

陷入了生产力发展、利润率下降,资本总量增加;资本总量增加,资本价值贬

值;资本价值贬值,作为资本物质要素的使用价值增加;作为资本物质要素使

用价值的增加,又成为资本间接增值的手段的循环之中.同时,资本积累所刺

激的劳动人口的增加,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同时,又造成了人为的过剩人

口.上述恶性循环以及人为的过剩人口,在深化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

的同时,派生并展开了资本主义的一系列矛盾,诸如生产扩大与价值增值、人
口过剩与资本过剩、资本过剩与生产过剩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以及其中包

含的各种要素,时而主要在空间上并行地发挥作用,时而主要在时间上相继发

①
②
③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７４２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３３９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２７２~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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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生作用,从而使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与其目的实

现的手段发生激烈的对抗和冲突,以致最终通过暴力即危机来解决.①

　　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结合而成的动力机制,在职能资本母体中又派

生出一种新型的资本即生息资本.生息资本的出现,造成了资本所有权与使

用权的分离,所有权资本与职能资本、货币资本家与职能资本家的对立,与此

同时,职能资本的平均利润也分割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由于利润分割的需

要,在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之外,又造就了一个资本市场,并出现了专门经

营资本的新型企业即庞大的银行网和证券交易所.在此基础上,资本形态进

一步具体化和多样化起来,从而使资本进一步分裂为虚拟资本和现实资本,使
所有权资本与职能资本的对立发展成为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的对立.资本市

场的产生,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的对立和发展,造就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
种新的寄生虫”,产生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② 这些投机和诈骗活动使

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派生的一系列矛盾得到进一步深化和发

展,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固有的对抗和冲突发展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一旦经济过程的某个环节出现断裂,危机就会发生.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以来,世界接连发生的一次次金融危机,也是由剩余

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形成的动力机制发生作用的结果.就这次由美国次贷引

发并蔓延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来说吧,许多人都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华尔街

金融大鳄“过度贪婪”所导致.其实,这种观点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点出了问题

之所在,并未深入问题的本质和根源.笔者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完全是由资

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的作用所推动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及由此

派生的一系列矛盾深化发展的结果.上面已经说过,资本的本性就是价值增

值,就是无休止的无限的价值增值.资本的这一本性和目的,形成了资本的

“文化”,在这一“文化”的推动下,无论是个别资本还是社会资本,无论是国别

资本还是国际资本,无不贪婪成性.美国历史上著名的电影«华尔街»中的一

句经典台词———“贪婪是财富”③,就是“资本”本性的写照.正是资本的这一

本性,才使华尔街的这些大鳄们把最大限度的利润当作他们至高无上的追求,
大量贷款,使用杠杆效应,泡制出日益繁多的金融衍生品,导致金融市场的信

用危机.正是资本的这一本性,才使这些大鳄们,在美国“新经济”泡沫破灭之

后,利用政府促进国内经济增长的政策机会,瞄准房地产市场,利用自己炮制

的一系列金融衍生品,锻造了系列次贷锁链,吹起了规模巨大的房地产泡沫,
强化和发展了虚拟经济与实现经济的矛盾,为金融危机的发生,提供了充分的

条件.正是资本的这一本性,才使这些金融大鳄们一度博得人们信任的信用

①
②
③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２７５~２７７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４９７
林汶奎美国金融危机的幕后元凶[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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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机构相互勾结,制造虚假信息,误导投资者,把虚拟经济与现实经济的矛

盾推向极顶,把金融市场推到崩溃的边沿.也正是资本的这一本性,才使这些

金融大鳄和社会上大大小小的金融投资者,彼此作为虚伪的兄弟,以邻为壑,
相互竞争,转嫁风险,加上政府为抑制经济过热所采取的紧缩政策,最终导致

次贷锁链的折断,房地产气泡的破裂,金融体系的崩溃,危机的发生.

四、金融危机的加速机制

　　物理学认为,在自然界,物体的运动有匀速运动和加速运动,物体的加速

运动,需要一定的力的作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诸种事物的运动也是

如此.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以及由此派生的一系列矛盾深化发展以致演变

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过程,除了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的作用这一强大

的动力之外,信用作为上述矛盾体系深化发展的加速器,对这一矛盾体系的集

中爆发,缩短危机由可能转化为现实的途程,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相关著作中,作了大量的分析和论证.

　　首先,马克思借用资产阶级学者沙科凯兰在«工业信贷和工业银行»中
的一段话,说明信用威力的源泉.沙科凯兰说:“在任何一个国家,多数信用

交易都是在产业关系本身范围内进行的,在产业关系内,借和贷不断交替

发生,它们互相结合,错综复杂地交叉在一起,正是这种互相借贷的增加和发

展,构成信用的发展”;而信用的增加和发展,则必然对社会再生产过程发生巨

大的反作用.“这是信用的威力的真正根源”.①

　　其次,马克思论证了信用对危机发生作用的根据.他指出:资本主义“再
生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②,信用渗透于资本主义的全部

经济关系之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联系发生中断,再生

产过程内含的各种矛盾的对抗就会外在地表现出来,危机就会发生.信用作

为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经济联系的纽带和基础,对再生产过程危机的发生和

传播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

　　第三,马克思论证了信用对危机发生的杠杆作用.他指出,“一种崭新的

力量———信用事业,随同资本主义生产而形成起来,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

的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的

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

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转化为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

的社会机构.”他又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发展,竞争和信用———集

①
②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４５２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５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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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中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杠杆,也以同样的程度发展起来.”“积累的增进”“使可以

集中的材料即单个资本增加,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又替那些要有资本的预

先集中才能建立起来的强大工业企业”,“创造了社会需要”,“创造了技术手

段.”①信用为强大工业创造的“社会需要”,为生产扩张创造的技术手段,必然

会促进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矛盾的积累和发展,引起生产的过剩,从而为危机

的发生提供前提.

　　第四,马克思分析了信用对资本分配、实现资本主义生产盲目扩张和过度

膨胀,引发危机的作用.他说:“银行制度从私人资本家和高利贷者手里夺走

了资本分配这样一种特殊营业,这样一种社会职能.但是,这样一来,银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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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制

度和银行制度把社会上一切可用的、甚至可能的、尚未积极发挥作用的资本交

给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支配.”②这就必然“促使每个生产领域不是按照

这个领域的资本家自有资本的数额,而是按照他们生产的需要,去支配整个资

本家阶级的资本”,③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扩张和过度膨胀创造了条件,使
生产的发展不顾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跳跃式的增长,为日后更加严重的危机

奠定基础.

　　第五,马克思分析了信用对加速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节约流通费用,增
加社会财富,推动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扩大,使生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脱

离,从而引发危机的作用.他指出:“由于信用,流通或商品形态变化的各个阶

段,进而资本形态变化的各个阶段加快了,整个再生产过程因而也加快了.”
“流通手段减少了”,“必须经常以货币形式存在的那部分资本缩减了”,“准备

金缩小了”,从而媒介再生产的流通费用大大节约了.④ “只要那些和信用制

度一起发展的辅助工具发生这种作用,它们就会直接增加资本主义的财富”,
从而使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规模得以扩大.⑤ 信用通过流通费用节约对资本主

义再生产规模扩大的推进作用,必然使资本主义生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

间的矛盾得到强化和发展,促进危机的发生.

　　第六,马克思分析了信用对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分离、掩盖生产过剩、引
发危机的促进作用.他指出,商业信用形式使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分离开来.
票据贴现或以当时卖不出去的商品作抵押进行贷款的银行信用形式更使这种

分离得以扩大、强化和发展.银行信用“创造出使商品资本向货币转化得以预

先实现的形式”⑥,“使货币形式上的回流不以实际回流的时间为转移”,“在回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７２２~７２３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６８６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M]第２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２３３~２３４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４９４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３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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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实际上已经消失以后,总是会由于已经发生作用的信用,而在较长时间内保

持下去”①,使实际的生产过剩被掩盖起来,一旦回流迅速而可靠的假象也消

失了,危机便会发生.

　　第七,马克思分析了信用对生产过剩、投机和诈骗、加速危机来临和强化

危机的杠杆作用.他指出:“如果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

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具有弹性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

极限.”②由于银行制度从私人资本家和高利贷者手里剥夺了资本分配这样一

种特殊营业和社会职能,也就使自己成了“使资本主义生产超出它本身界限的

最有力的手段”,成了“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③各种投

机行为,都属于“人为的使再生产过程猛烈扩大的体系”④,它们“常常是发生

在生产过剩已经非常严重的时期.它是生产过剩的暂时出路,但是,这样它又

加速了危机的来临和加强危机的力量.”⑤

　　第八,马克思还指出了信用引发危机的关节点.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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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的.”⑥“在再

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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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联系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现实,马克思上面的论述,无不

具有极大的真理性.就这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来说,
正是发达的信用体系和信用制度,推动并导致美国房地产和其他产业过度扩

张所造成的生产过剩,扩大并发展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而尤其是生产无限扩

大和劳动群众无力购买的矛盾.正是生产无限扩大和劳动群众无力购买的矛

盾,使美国社会内在的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买与卖,尤其是剩余价值生产

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强化和发展起来,从而危及了美国资产阶级的整体利

益.为了缓和生产过剩及其引发的这些矛盾,代表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美国

政府便采取了扩大需求、刺激消费的政策,而落实这一政策的手段则是通过金

融机构贷款、鼓励广大低收入者透支消费.在政府的这种鼓励下,致命的次贷

便应运而生.在金融机构向低收入者发放贷款的过程中,资本追求利润的本

性,推动了金融家的贪婪,催生了金融领域的投机诈骗行为.金融领域的投机

诈骗行为,锻造了逐级拉长的次贷锁链.次贷锁链的无限拉长,不断增大了经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５０７~５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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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过程中虚拟经济的泡沫.不断增大的经济泡沫给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定造成

极大的威胁.为了抵御虚拟经济泡沫对宏观经济的威胁,美国政府又一改扩

张宽松的货币政策,连续提高利率,实行紧缩政策.银行利率的提高,加大了

次级贷款者的还款成本.大量次级贷款者无力还贷,于是,违约率急剧上升,
次贷锁链断裂,金融放款机构和投行破产倒闭,一场罕见的金融危机乃至经济

危机随即发生.同时,在当今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世界市场一体化、国际

信用充分发展的大背景下,这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
迅速泛滥开来,使危机具有了国际的性质.历史和现实充分说明,资本主义信

用及信用制度,作为一种外在的动力,对资本主义矛盾的加速发展,对金融危

机和经济危机的加速形成和爆发,起着重要的杠杆作用.

五、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

　　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同样,金融危机、经济危

机由点到面、由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乃至向世界各国的蔓延和发展,也需要

一定的条件,其中包括空间广延、中介传递、作用机制条件,等等.这些条件相

互连结、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形成综合性、立体性的有机系统.依据现实发展

的顺序,我们先考察危机的国内传导系统.

　　危机的空间广延条件,是指决定危机发生、蔓延空间及其连结锁链的条

件.在以社会化大商品经济为前提的国度内,危机发生、蔓延空间的大小,是
由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专业程度的高低、国民经济体系结构和门类的繁衍、
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产业经济锁链的长短以及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决定的.一

般来说,生产社会化程度越高,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协作越发展,国民经济门类

越多,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产业之间的经济链条越长,其内在的经济联系越广泛

而且越紧密,危机发生的几率越大,蔓延的空间范围越广.因此,生产社会化

程度、国民经济众多门类、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产业之间的经济链条及其内在的

经济联系,即成为危机传导的空间广延条件.

　　危机传导的中介条件,实际上是指危机的传导途径或传导渠道.随着社

会化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关系愈益普遍化,各类商品市场、要素市场以及为

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提供服务的基础设施、组织机构、服务手段和服务工具,
以及政府部门为商品经济平衡、顺畅、高效运行所采取的宏观政策、调控手段

等越发齐全.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是这些因素把属于社会分工各个环节的国

民经济各部门各产业有机地连结了起来;是这些因素不断巩固、发展和密切了

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产业之间的经济联系;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产业之间的

内在联系,沿着按照经济规律形成的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产业之间的经济链条,
把经济运行的各种矛盾和众多信息传递到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和各个角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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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辑 当代金融危机的生成和运行机制分析 １１３　　

此,各类商品和生产要素之间的交换,作为交换场所的各类市场,为媒介交换

而提供服务的各种信用、各种信用工具、各类信用机构、各类信用商品以及政

府部门的调控政策、调控手段、调控杠杆,等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配

合,即形成了危机传导的中介条件.

　　危机传导的作用机制,就是促进危机发生、发展和迅速蔓延的机制.在发

达的商品经济中,这种机制就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的作用机制,
包含竞争、价格、供求、利率、汇率、风险机制,等等,其中,竞争机制是这一机制

体系的核心,价格和供求机制是这一机制体系的主体.这一机制体系,通过市

场主体之间的利益竞争,运用利益最大化的内在动力和失败破产的外部压力,
引发市场价格、供求、利率等要素的相互作用,进而对社会再生产和整个经济

过程产生影响,促进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及以这一矛盾为核心的矛盾系统的

深化和发展,最后导致这一矛盾系统内在的各种对抗关系的总爆发,引发一场

场具有破坏性的危机.

　　当今的世界,是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同盟

相互结合、融为一体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在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

律的剩余价值规律或利润规律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基本矛盾以及

由此派生的一系列矛盾,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并日益深化和发展开来,经济全球

化、金融自由化的趋势正在加强,国际经济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崭新的特

点.在经济方面,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使分工和协作的国际体系

不断深化,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国际贸易在地域

上不断扩大,相互作用的密集程度日益增多,各国经济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互
为补充,日益成为世界性的有机整体,统一的世界市场形成;跨国公司在全球

范围内投资和生产,绕过关税壁垒,分散经营风险,在扩大市场份额、实现规模

经济的同时,实现了利润最大化;金融市场的开放,外汇管理的松弛,促进了基

金投资机构的兴起,融资证券化乃至银行离岸业务迅速发展;金融市场国际网

络化的发展,利率自由化、金融资产多元化格局的形成,政府干预能力的弱化,
促进了短期投资,加快了资本流通,使外汇投机和金融衍生品投机常态化;世
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世界银行等国际经

济组织以及相关国际协议,在促进国际贸易、金融市场开放、方便资本流动的

同时,成为西方国家推行霸权、干涉别国内政、实行新殖民主义的工具;国际金

融市场的扩大,跨国银行的扩张,在推动国际资本流动的同时,促进了全球性

经营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发达的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打破了国际贸

易和金融交易的时空限制,在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的同时,进一步深

化和发展了资本主义的各种国际矛盾,并使之与其国内矛盾交织在一起,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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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经济震荡乃至危机的源头.①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上述

经济特点,不可避免地对当代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国际传导系统的形成和发展

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统一的世界市场、资本主

义基本矛盾及其派生的一系列矛盾的国际化,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国际传

导提供了空间广延条件;国际贸易、国际信用、国际资本流动、各国银行的跨国

业务、跨国公司及其全球经营网络、各类基金和投资机构的投机欺诈行为、各
国的关税制度和宏观调控政策等,则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国际传导架起了

中介桥梁;国际各类市场运行过程中的竞争、价格、供求、利率、汇率、风险等,
则是国际经济各个主体经营状况、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等各类信号国际传导的

载体和作用机制.

　　危机传导的国内系统是国际系统的起点、前提和基础,国际系统则是国内

系统延续、扩大和发展的结果,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共同

构成当代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国内国际传导的有机系统.如用图式表示,即:

　　危机的空间广延 ⇔ 中介传导 ⇔ 市场机制 ⇔ 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 ⇔
衍生矛盾体系 ⇔ 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六、金融危机的实现机制

　　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的危机,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集中表现,同时,也
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充分展开的结果.② 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

的各种矛盾无不带有国际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近年发生的历次金融危机和

经济危机均具有国际的性质.因此,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实现机制,实际上

就是危机在其原生机制、动力机制以及形成和传播危机的各种因素的作用下,
由点到面、由一国到另一国乃至向世界各国蔓延、发展的过程.

　　首先,是危机原生机制和动力机制的发酵过程.上面说过,“生产剩余价

值或赚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在“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的过

程中,又贯穿着各资本家之间的激烈竞争,“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的内在动力

与资本家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而进行激烈竞争的外在压力,使资本家“肆
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

质条件”③,结果造成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由于资本“按照生产力的发展程

度(也就是按照用一定量的资本剥削最大量劳动的可能性)进行生产,而不考

虑市场的现有界限或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的现有界限”④,“生产力按几何级数

①
②
③
④

王洛林全球化与中国金融[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１~３８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M]第２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６１０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６８３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M]第２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６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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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辑 当代金融危机的生成和运行机制分析 １１５　　

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照算术级数扩大”①,于是,随着产品总量的增加,
扩大市场的需要的增长,市场变得愈加狭窄,剩下的可供榨取的市场愈益减

少,生产与市场的矛盾愈益尖锐和突出起来.这一矛盾如得不到解决,发展到

一定程度,就会引起生产过程的混乱、停滞和危机.危机的频繁发生,使资产

阶级不得不采取这样解决矛盾、克服危机的办法,即“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

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② 而当国内可供榨取的市场已被占完时,
对国际市场的开拓,则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但随着资本对国际市场的不断

开拓,各国的国内市场便逐渐失去了以往的独立性,互为条件、互相依存、互相

包容、相互交错、统一的世界市场形成.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及

由此派生的一系列矛盾,便获得更加广阔的运动空间,由国内延伸到国际,转
化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由此派生的一系列具体矛盾也具有了国际的

性质,从而使国际性危机的发生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其次,是中介传导、市场机制对危机的催化和作用过程.世界市场是在各

国国别市场基础上形成的,是各国国别市场互为条件、互相依存、相互包容、相
互交错的有机整体,是商品交换关系突破国家界限,向世界范围扩展的结果,
是世界各国之间通过对外贸易、相互投资和其他经济关系建立起来的交换场

所和领域.发达的商品流通,对外贸易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形成,既是资本产

生的历史前提,又是资本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当今世界市场上,国际贸易高度

发展,已成为国别经济、国际交往主要的和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发达的国际贸

易中,由于各国生产水平、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不平衡的情况会

经常发生.国际贸易的不平衡,会导致参与贸易的各个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

衡.国际收支的不平衡,无论是盈余还是赤字,都会对国别经济产生巨大而深

刻的影响.为了维护本国独立的经济利益,促使本国经济稳定而顺畅的发展,
各国政府都要依据本国的国情,在贸易自由和贸易保护之间适时做出政策选

择.然而,贸易自由和贸易保护政策的选择不是绝对的,而是依据世界市场和

国内经济发展状况的变化而择机调整的.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政策选择,同一

国家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选择,同一国家在其发展的

同一阶段和同一时期在不同的贸易项目和不同品种上也有不同的选择.因

而,关税制度、关税政策乃至关税壁垒则是世界各国为捍卫和维护本国经济利

益、政治利益经常使用而不可缺少的工具.但是,关税制度及其政策的作用却

是二重的.一方面,保护了本国的民族产业,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

面,又使自己国家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不利于各国之间相互交流、互通有无、
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可以借鉴的经验,结果,在某种程度

①
②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３４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２７８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１１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上,又阻碍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同时,资本对剩余劳动的贪得无厌的追求和不

可遏止的扩张的冲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得愈益强烈起来,从而与愈益显

得狭小的市场发生激烈的对抗和冲突.于是,按照其自身发展的逻辑,资本必

然要以资本输出为武器,冲破民族国家的屏障,而走上世界舞台.自资本主义

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以来,资本输出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绕过

或突破民族国家设置的各项壁垒,在输入国投资办厂,直接生产、直接销售,以
获取丰厚的利润;另一方面,又把这些丰厚的利润带回国内,缓和国内经济、政
治乃至阶级等方面的矛盾,维持国内经济、政治的稳定,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资本输出有借贷资本输出和生产资本输出之分.借贷资本的输出,促进了货

币资本的国际化.生产资本的输出,促进了生产资本的国际化.借贷资本和

生产资本的输出,在促进国际信用产生和发展的同时,又产生了经营网络遍布

全球的统一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的产生和发展,在方便和推动国际资本流

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又催生了一系列金融商品和名目繁多的金融衍

生商品.在金融市场上,这些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的价格,随着供求关系和

利率的变动而上下波动.由于这些金融商品价格波动的差额含有丰厚的利润

和巨大的风险,于是,在乱象环生的金融市场上,又催生了一系列金融投机诈

骗行为和一批专靠金融投机和欺诈聚敛社会财富的金融赌棍.这些金融赌棍

和投机家,利用与官司方的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搜集和利用各种经济、政治

信息,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市场,呼风唤雨,掀起一轮轮价格波动的浪潮,吹起

一层层金融气泡,不断深化和发展着与信用、信用制度相伴的虚拟经济和现实

经济的矛盾.虚拟经济与现实经济的矛盾,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焦点,是资

本主义各种矛盾充分发展、全面展开和现实的综合,是危机由可能到现实的量

的发展向质的爆发的过渡点.一旦这一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连接虚拟经济

各个环节的锁链在其某一薄弱点发生断裂,金融危机就会发生;一旦金融危机

波及到现实经济,使现实经济内含的产业链和产品链发生断裂,一场包括金融

危机在内的全面经济危机就会降临;一旦某一国别经济的危机打乱了国际经

济运行的秩序,使国际经济的链条的某个环节发生断裂,致使国际经济关系失

衡,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

　　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给各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灾难.股市暴跌、房
地产价格迅速下滑、资本外逃、货币贬值、金融机构破产、证券市场关闭;现实

经济受到重创,工厂停工,商业破产,工人失业,整个社会经济一片凋零.政府

当局为了挽救经济的颓势,维护社会稳定,纷纷出招,采取救市措施;各种国际

会议一个接着一个,共商救市大计,以求联手应对.然而,各国政府当局独立

采取或联手采取的各项对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
使经济在一定程度得到恢复和发展,但引发危机的根源和矛盾必然存在,在剩

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这一动力机制的作用下,引发危机的根源和各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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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会进一步深化发展并再次发作,新一轮更加深重的危机必将再次发生.
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当代世界背景下,危
机的周期律,具有不可抗拒和难以超越的特点.

七、结论和思考

　　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生成和运行机制是一个整体性、综合性的概念.生

成和运行机制的每一环节都贯穿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以及由此派生的各

种矛盾的作用,都在一定程度上并从某一角度反映了这一矛盾体系深化、发展

和促进危机爆发的过程.我们研究当代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要站在国际垄断

资本为主导的世界经济的山巅之上,从整体性的高度,进行综合分析,力戒认

识上的片面性.

　　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生成和运行机制的各个构成部分,对危机及其过程的

作用也不是均等的,生成和运行机制的各个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互为条

件,在经济过程中各司其职,形成一种合力,共同对危机的发生、发展起着作

用,具有系统性的特征.我们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既要坚

持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点论,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

论相统一的系统论观点,否则,就有可能犯形而上学“平衡论或均衡论”的错

误.①

　　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生成和运行机制的存在和作用具有一定的条件性.
依据当代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发生和运行的现实,这一机制存在和作用的条

件,从制度上说,就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从运行上说,就是经济全球化、金融

自由化和世界市场一体化;从政策上说,就是代表国际垄断资本利益、风行全

球新自由主义政策体系.只要这些条件存在,危机的生成和运行机制就会存

在,就会发挥作用,危机就不可避免.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充分认识危机

生成和运行机制存在的根源和条件.在当代国际垄断资本占据统治地位的大

环境下,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毫不动摇地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

济,搞好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办好自己的事情,弱化以致抵消国际金融危机

和经济危机对我国的挑战和影响,不断占领国际经济的制高点,争取为人类做

出较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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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theOccurrenceandWorkingMechanismof
ContemporaryFinancialCrisis

ZhangZuoyun

　　Abstract　Althoughtherehavebeenfourgenerationsoftheoretical
modelonwesternfinancialcrisistappingonthereality,theyarestayingon
thesuperficialdescriptionoftheoccurrenceandworkingmechanismofthe
crisis．AndtheyareallidealisticinworldoutlookandmetaphysicalinmethＧ
odology．Marxhaselaboratedontheproblemfromdifferentperspectivesin
manyofhisbooksexceptforcapital．WiththedirectionofMarx’sstance,

viewpointsand methods,andwalkingalongtheideasprovidedby Marx,

thispaperbelievesthattheoccurrenceandworkingmechanismofcontempoＧ
raryfinancialcrisisgenerallyincludethemechanismofoccurrence,power,

acceleration,conductionandrealization．Thesemechanismareinterrelated,

interacting,mutuallyconditionalandforminganorganicentity withthe
characteristicofintegrity,comprehensiveness,systematics．TostudyconＧ
temporaryfinancialanalysis,itisnecessarytostandonthepeakofworldeＧ
conomydominatedbyinternationalmonopolycapitalandusethemethodof
systemtheory,greatlyovercomingthesuperficiality,onesidednessandeＧ
quilibrium．
　　Keywords　contemporaryfinancialcrisis　westernfinancialcrisismodＧ
el　occurrenceandworking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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