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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的挑战与应对:走向未来
的人类财富观

———全国财富哲学高级研讨会综述

速继明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３－１０

　　作者简介:速继明(１９７８－),上海电力学院社会科学部.

　　①　«新华词典»中财富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社会所拥有的物质资料的总和,包括劳动产品和

自然资源,二是泛指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牛津高阶词典»“财富”(wealth)也有两层含义:一为对大量

的金钱、财产等的占有,二为大量、众多、丰富之意.

　　当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以星火燎原之势肆虐全球的时候,人们不得不

重新思考如下命题:建立在经济理性、工具理性之上的财富扩张的哲学教条及

其宏大叙事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何在? 引发这场危机的是历史的偶然性因素还

是历史的必然? 次贷危机何以能放大当代人的生存境遇的精神现象,从而引

发财富扩张连续性中的非连续性? 这些问题的答案,客观的包含在对当代财

富观、财富体系、财富心智、财富哲学教条的解读之中.就上述问题,中国社会

科学院哲学所«哲学研究»杂志社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现代经济哲学研

究中心于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６~２７日在上海联合主办了“全国财富哲学高级研讨

会”.来自全国哲学界、经济学界、社会学界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就上

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反思.

一、财富范畴的当代诠释

　　要对财富准确定位与思考,首先必须对财富范畴在时代语境下重新阐释

与认定,这是与会专家学者的一致看法.

　　第一,财富的词源学解释.有学者对财富概念进行了词源学上的梳理,指
出虽然中文和英文的词典中对于“财富”(wealth)概念的日常语言的理解符合

当今主流经济学中对于财富的一般解释① ,基本锁定在有价值的物质资料上.
但是还要看到,在词源学上,财富(wealth)由单词 weal(康乐)和th(情形)两
个词组合而成,表示“康乐的情形”或“幸福和繁荣的情形”.而在希腊文中,财
富这个词是euporeo,可以被拆成两部分:eu(美好的、幸福的)和 poros(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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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也就是说,财富是通往幸福的工具或道路.词源学的解释,对当今财富

的精神现象学有很好的启示意义:不要倒置在财富问题上目的和手段的关系;
不要忽视对于财富增长的终极目标和价值诉求的思考.

　　第二,财富的历史生成路径解释.有学者认为,财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人们的社会实践能力、实践方式会有很大的差异.因

此,财富会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获得“当代”的时间意义以及“世界”的空间意

义解释.结合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从人类实践的视角考察,财富本质定位的转

换过程经历了四个阶段:(１)把财富定位为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使用价值

形态的财富;(２)把财富定位为价值形式发展的高级形态———货币形态的财

富;(３)将财富定位为“创造财富的东西”———价值形态的财富;(４)将财富定位

为能使经济(财富)快速增长的东西.

　　第三,财富的人类学解释.有学者认为,理解财富,不能离开了人学的背

景,财富天然具有人学内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财富来源于劳动,劳动

创造价值,劳动是财富的必然载体.财富作为劳动的物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

象化存在,体现了掩盖在财富背后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也体现了人的生存和发

展的状态.要理解财富,就要结合人类文明创造史和人类的发展史来考察.

　　第四,财富的社会学解释.财富作为社会分工所积累,是剩余产品积累形

式的两极分化而导致的社会不公和财产稀缺性的认定,也是人类由无意识的

交换行为向自觉的交换行为过渡的结果.财富的积累过程便是财富及其财富

观念形成的过程.剥夺与被剥夺、占有与被占有、平等与不平等乃是其间过程

的历史特征.对“剩余产品”的产权化、私有化的确认,“剩余产品”才获得社会

制度框架内所能定义的“财富”概念的内涵.因此,在私有制社会,财富的社会

本质是“不平等”.正是不平等地对待剩余产品,才会使得具有私有产权性质

和社会属性的财富得以诞生;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平等,才使得财富的意识形态

变成等级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重要证明;更是因为这种不平等,财富

才成为少数人持有的“财富幻象”、社会两极分化的直接原因.

二、马克思的财富哲学思想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马克思都是一位人类史上非常伟大的全面解读财

富的重要思想家.马克思主要从四个视角对财富进行哲学解读:

　　第一,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揭示财富存在的社会本质.马克思认为财富

来源于劳动,劳动创造价值.因此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劳动是财富的必然载

体,因此要谈财富不得不谈到人,劳动、货币、商品市场所有制,分配关系和科

技,等等.正是基于财富与劳动关系的理解,马克思深入到了对现实革命的物

质基础的关注上,思考人类解放的历史任务.他认为,人的需要既是人类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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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和发展的原初动力,也是人的解放与发展的历史主题.而只有社会生产

力解放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能达到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的相应变革,
从而改变人的生存状况和活动条件.这样,马克思就在实际上初步揭示了财

富的属人的、社会的本质特征:在最具有实践的意义上,财富不只是个体生命

价值和意义的证物,而且,财富也是形式因的财富遮蔽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的凝结.因此,财富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它受特定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
分配制度、社会所有制等因素的制约.

　　第二,从社会交往的角度来揭示财富与交往的社会互动关系,来认清财富

创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意义.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财富得以大量生

产与创造的根本动力,就在于奠基在资本关系上的“致富欲望”,它使使用价值

的生产实惠让位给了交换价值的生产偏好,从而打开了“真正的财富源泉”.
这就使建立在匿名的大型市场基础上发育起来的货币关系,与彻底个体化的

逐利趋势一起促成全面竞争的趋势的形成.其间有两个重要的理论质点:(１)
对神性秩序的祛魅,使“市民”逐渐摆脱了外在束缚,返回“我自己是凡人,我只

要求平凡人的幸福”的“自然状态”,获得追逐世俗生活的权利,自身的价值亦

从而得到确证.(２)人之自由的实现离不开私有财产权利的确立.换句话说,
私有财产成为自由的对象化和成就自由的基本条件.

　　第三,从人性和人的自由、平等、公正的角度,来揭示财富的人学、伦理学、
心理学和美学的重要理念.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财富不是受黑格尔意

义上的“绝对精神”所支配的市民社会财产关系的抽象形式,而是被私有制所

遮蔽的显现物,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或缺的利益追求的动力,资本发展的内

在否定性决定了财富扩张运动的内在否定性.因此,财富作为一种外在的、异
己的力量会反转过来,反对主体人自身,导致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具体来说就

是:一方面,财富的幻想使本来是人的创造物,它反过来成为愚弄、支配、统治

人的异己力量;另一方面,财富的通兑性诱使一些人对它顶礼膜拜,不择手段

地企图攫取、占有它.财富的魔力规定、限制了人的选择权利和自由的空间及

时间,由此有的人就倾倒在它的脚下,执意追逐它,甚至蜕变成财富追逐狂、积
累狂.而忽视了人本身的自主、价值、尊严、自由、解放和发展等永恒价值.

　　第四,从财富逻辑自身揭示财富所蕴含的资本主义体系自身难以克服的

危机.按照资本的本性来说,“它本身是狭隘的”,因为以追求剩余价值的无限

增长与抽象财富的无限扩大为目的,产生了现代社会财富生产的发展悖论.
(１)财富逻辑的有限性.资本无止境地追求发财致富的欲望,它在量上的有限

性(交换价值的单一性)始终是与它的质的无限性(使用价值的丰富性)相矛盾

的,由此形成了资本生产中有限和无限、扩张与约束、生产与市场之间的经常

的矛盾运动,使资本在增值自身的同时也为自身设置了增值的界限.(２)社会

关系的对抗性.资本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生命意志和生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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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必须以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为其社会形式,而且只有使这一对立形式不

断地发展下去它才不会丧失自身的生产能力.(３)人的发展的异化性.资本

为了财富积累这种纯粹外在的目的必然牺牲人自身的发展这一内在目的本

身,在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

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使人的普遍的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

异化”.(４)生态环境的失调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以生产剩余价值和赚钱

为绝对规律,也就必然要把一切财富的源泉(包括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都最

大限度地吸收到资本增值的经济体系中来.

三、财富的伦理审视

　　财富伦理是指人们创造、占有和使用财富的方式以及与此相关的生产、交
换、分配和消费观念的道德内涵和伦理意蕴.它是人类在认识、创造、支配和

使用财富过程中个体与个体、个体与自然、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概念性的

把握,是社会、经济行为的价值依据,也是人类根据财富的本质要求去创造财

富、积累财富和运用财富的认识和行动的精神动力.财富伦理要求人们从人

的主体性地位出发,通过创造财富来发展自身的个性和潜能,通过合理运用财

富来获得生存的地位和意义,以实现自身的价值.财富伦理的内涵分成三个

基本组成部分:财富价值的理解,财富创造价值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支配使用

财富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财富伦理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三个方面:一是创

造财富的冲动力,二是节约财富的抑制力,三是合理运用财富的智慧.在讨论

中,专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解析了财富的伦理内涵.

　　第一,以“取之有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财富伦理思想.(１)义利关系一直

贯穿于中国古代经济社会发展中,义利观是财富伦理的思想基础.(２)作为一

种以伦理为本位的价值模式,以伦理化的政治为其指挥棒,始终受到政治观的

约束.(３)富而不贵是社会的基本取向,“平均主义”“公利至上”是中国古代财

富伦理的基本取向.

　　第二,以财富创造为根据的财富分配体系的伦理内涵.财富哲学研究财

富分配之道的目的是,通过对财富性质、源泉及财富增长的规律性的探索,发
现和阐明财富分配的正确原则和正确途径.取财有道的“道”首先就是按劳分

配之道.其一,财富分配的根据不是财富本身,而是财富创造.其二,按劳分

配的个人所得,应该是此劳动创造的财富而不是被劳动创造的财富,而且此劳

动所创造的财富也并非全都拿来分配,其中个人所得有个权重问题.其三,劳
动不管如何,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感官等的耗费.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财富的伦理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为我们

选择正确的经济伦理留下了哪些有用的学术资源呢?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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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选择正确的经济伦理的立足点是经济现实,而不是抽象的伦理原则.其

二,当遇上财富增长即发展的紧迫性与财富分配公正性同样重要、面临两难选择

时,应该确立发展的优先性原则.科学发展观到底给我们选择正确的财富观提

供了哪些“管用”的理论指导呢? (１)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

务”的观点,是我们选择正确的财富观的根据.(２)依靠人民实现发展,发展成果

由人民共享是正确财富观的核心.(３)全面协调可持续既是发展的特征,也应该

是科学的财富观的特征.(４)正确的财富观应蕴含着统筹兼顾的方法论.

　　第四,财富的伦理内涵的真实含义.正如前文某学者指出的:在私有制社

会,财富的社会本质是不平等的.它内在地实存着几大矛盾:少数人富有与多

数人贫困的矛盾,作为资本的财富与作为权力的财富的矛盾;财富的私向化属

性与财富的社会化属性的矛盾.而导致这一切的根源性原因是:商品内在的

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同社会劳动的对立.而两个对立是财富(商
品)本身内含而又无法避免的.尤其作为国家的本性与贪欲的人性相贯通的

资本主义体系下,财富观有着强烈的道德否定意识.这直接导致的后果是:所
有公民逐渐被驯化为相互竞争、相互欺诈、相互倾轧的“丛林中的狼”.最终表

现为资本主义个人私欲的膨胀、资本疯狂逐利的秉性、国家实体意义的弱化、
财富被少数人垄断的社会种种规定性作了最完备的哲学诠释与祝福.

四、财富与金融危机的内在关联

　　对金融危机的多维思考,是这场研讨会的重点之一.与会学者从不同的

角度试图在金融海啸的现象紊流中揭示危机的根源性因素,并提出了许多很

有见地的对策.有学者认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当代世

界由于金融化而被抽空意义.从危机与财富的社会形式的勾连、财富扩张的

哲学教条与政治谱系的历史解构、财富幻想:金融危机的精神现象学解读等三

个方面作以探讨,揭示金融危机背后的深层历史进化论问题.

　　第一,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系统自身蕴含的内在矛盾性是危机爆发的根

本原因.有学者从两条路径的演进来分析财富体系及财富精神的诞生逻辑,
进而分析危机爆发的原因:从历史发展进程来说,资本主义发端于货币向资本

的发育,成熟于资本化抽象财富的诞生.从思想源流来说,从马基雅维里的

“政治向利益的让步”思想,到亚当斯密的“政府是市场守夜人”的思想,再到

黑格尔的“普遍永恒资本”的理念,西方财富扩张的哲学教条进入实质性、完备

化充盈阶段.华尔街正是这部大典的２１世纪的经验摹本,它以抽象的教条形

式暗示着人的行为,以人性恶的公理规范着企业与国家的制度条文,以承载疯

狂的个人自我意志的文化元素影响着人的当下生命价值观与审美观的取向.
这就是财富过溢的权利张力下所隐藏的不断积聚的危机爆发力.危机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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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积累过程的中断,或指由资本更新和扩张的过程被打断所引发的金融领

域重大崩溃的情形.作为质料因的财富与作为形式因的财富之间的严重背离

是危机发生的直接根源.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带来的社会关系的不平等,
以追求资本为唯一目标的社会制度,必然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这是西方多次

爆发金融危机的理论根源.

　　第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导致了财富危机.有学者认为,现代

社会财富分配有一个生物链,这个生物链不断发展.历史上,财富分配有三个

阶段、三种类型.第一个阶段直接分配使用价值,也就是用伦理的概念,或者

等级制的制度直接分配,也就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使用的分配方式.以帝王

为代表的官僚阶层占有了社会的全部剩余财富,使生活系统维持在紧张的状

态,所以这种使社会发展很慢.第二个阶段分配方式是资本的分配方式.不

再直接的分配作为物资资料的财富本身,而是分配一种瓜分财富的权益———
价值.价值是分配财富的一种市场权利,本身不是财富,但是用来分配财富.
这个价值能扩张人的欲望———占用全社会财富份额的欲望.欲望扩张的结果

就是产生了一种畸形的经济,一种不是为了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追逐价值的畸

形经济.第三个阶段分配方式是资产证券化这一特殊的财富分配方式.就是

把一切预期能够生产出社会权益的资产,统统进行证券化,证券化以后经过权

威机构的论证,达到信用级别,然后切成碎片向全社会发售.通过证券化资本

来吸收社会价值,在原有的进行实体经济生产的经济体的基础上逐渐产生了

一种新的经济体,这就是由证券化的金融资产的运行所构成的经济体———虚

拟经济体,它与实体经济相互并列与互动,成为当代经济的最显著特征.

　　第三,以资本为轴心的物质财富生成体系的脆弱性和畸形性.有学者认为,
经济大危机显露出人们在财富范畴理解和把握上的非批判性和抽象性.而这,导
致了人们难以从根本上消解意识深处所充斥的种种财富幻想.而财富幻想则以

一种巨大的魔力牵引人们走向疯狂追逐财富的歧途.财富幻想扭曲了人们对财

富的价值和意义的理解,并繁衍成一种充斥社会的意向性存在,把人变成盲目的、
失去对自身逐利行为进行德行反思的、纯粹追求工具和机器,造成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发展的失衡,带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严重对立.

　　第四,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背离是金融危机的结构性原因.有学者认

为,金融资本把社会上闲散资本都结合起来,最开始的时候非常有利于经济发

展.但随着金融资本越膨胀,它和产业资本的距离越大,这个矛盾是这次金融

危机的根本原因.马克思«经济哲学手稿»当中有一句话,矛盾不是生产过程

之间,而是出现在产业资本和借贷资本之间,生产过程之外,独立出现的货币

资本,金融资本的产生适应产业的需要,金融资本发展起来以后,由于财富的

效应,金融资本发展起来以后,反过来对经济社会起极大破坏作用.因为金融

资本有两个特征,一个虚拟性,一个投机性.马克思说银行资本最大部分是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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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虚拟的,但是有债权,国家证券,还有股票.这种证券市场价值部分具有投

机的性质,这是一种所有权证书的价值独立运动.为什么会形成如此巨大的

泡沫,答案两个:第一个资本追求财富的本性,第二个美国长期的美元霸权政

策.第一种强化资本,迫使资本主义发展战略.第二种把人的发展和社会公

平和谐放在主要地步,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强调计划经济把社会平等和谐

放第一位.第三种我们要追求的,把市场资本和社会公平和谐相结合,在与经

济的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

五、财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今天,财富的不同存在形式正设计着我们走向未来的生活方式,新的财富

体系也要求我们拥有更为崭新的、科学的、合乎人性的财富理念.在中国已然

成为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即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在全球化经济进

程中,如何运用工具化、智能化的手段,去体验并且创造获取财富的源泉;如何

确立合乎国情、合乎国民传统与心理的财富观,是非常必要的.

　　第一,中国财富观念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国人的财富观念发生了巨大

变化.由羞羞答答,羞于说钱到现在的蓬勃市场经济发展,变化是巨大的.这

６０年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１)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对财富的概念是缺失

的时代.那个时候中国传统当中对财富有谈富色变的状态,那个时候中国人

没有把财富上升到一个概念或者一个理念的角度上去.(２)１９７８改革开放之

后,一直到１９８９年,这１０年是中国人对财富认同的时代.通过改革,国人的

一个个欲望大门打开了,大家觉得财富并不是坏东西,可以通过合理框架去追

求.(３)１９８９年到２１世纪之交的１０多年时间内,是中国人对财富权力追求

的过程,就是人们对欲望合理的使用,达到一个比较高潮的阶段.提倡勤劳致

富,经营致富,智慧致富,博弈致富.(４)随着金融资产出现在中国市场当中,
人们财富可以说是进入到一个迷失和变异的阶段.金融资产出现以后,财富

虚拟化了,货币数字化了,进入这个阶段以后财富和现实资产的变化,产生了

很大的一种脱节,对中国人的心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冲击.

　　第二,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财富观.由财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必须以财

富、劳动,生产国家相互关系理解.从当前我国国情出发,构建正确的财富观,
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１)结合邓小平理论当前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我们不能退回去搞资本主义,特别是原始积累的资本主义.(２)在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我们绝不能搞单一的公有制,也不能全盘私有化.(３)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要完善汇率体系.(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财富的增长方式,建
设创新型国家,真正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结论落实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的

各项政策、各项举措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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