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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危机应对:新自由主义及其超越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６届论坛综述

【中】丁晓钦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７－８

　　作者简介:丁晓钦(１９７７－),男,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助理、副教授,哈佛大学亚洲

中心研究员,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秘书长.

　　由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学会、美国麻省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经济学系、社
会和行为科学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

６届论坛”于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７~２９日在美国麻省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隆重举

行,来自中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爱尔兰、奥地利、瑞典、比
利时、葡萄牙、土耳其、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印度、越
南和印度尼西亚等２２个国家的１５０多名学者出席了本次论坛.

　　世界政治经济学会副会长、美国麻省大学经济系教授大卫科茨(David
Kotz)主持开幕式,世界政治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

院院长程恩富教授致开幕词,麻省大学经济学系系主任兼政治经济学研究中

心主任杰拉德爱普斯坦(GeraldEpstein)致欢迎词.为了对应并超越西方

主流经济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次年会颁发了首届“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国光教授获此殊荣.在此次大会颁发了第３届

“２１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１０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获此嘉奖,
他们分别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员前研究部主任杰拉德杜梅尼尔(Gerard
Dumenil)教授、美国犹他大学艾尔坎贝尔(AlCampbell)教授、加拿大曼尼

托巴大学艾伦弗里曼(AlanFreeman)教授、爱尔兰国立大学特伦斯麦克

唐纳(TerrenceMcDonough)教授、中央财经大学李炳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杨

志教授、日本岛根大学张忠任教授、英国伍尔弗汉普顿大学罗杰塞夫特

(RogerSeifert)教授、日本一桥大学吉原直毅(NaokiYoshihara)教授、上海财

经大学马艳教授.

　　与会者围绕“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应对:新自由主义与超越”这一主题,在两

个主会场和１６个分会场,对资本主义危机史和凯恩斯主义的借鉴和评判、当
前资本主义危机与利润率变化、新自由主义和极右翼势力在各国的发展和影

响、后危机时代的应对和社会主义变革方案、货币财政危机与不平等问题,以
及生态与发展等专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另外,此次论坛还设置了一个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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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由俄罗斯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亚历山大布茨加林(Alexander
Buzgalin)教授以及另外４位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通过视屏会议就相

关议题和与会专家进行了远程交流.

一、资本主义危机史和凯恩斯主义的借鉴和评判

　　日本横滨国立大学萩原伸次郎(ShinjiroHagiwara)教授对大萧条与大衰

退进行了比较研究,大萧条时期一直都伴有严重的金融危机是因为金本位制

度下政府不能采取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而财政刺激计划是奥巴马政府避

免２００９年危机变成第二次经济大萧条的关键.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迈克尔佩雷尔曼(MichaelPerelman)
则试图说明,１９世纪晚期以来的资本主义危机史,使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经

济学都意识到,不变资本的相对较快增长引起了竞争性经济的不稳定性和危

机.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亨利赫本(HenriHouben)提出,凯
恩斯的理论可以促进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却不能找出危机的原因和药方;经
济衰退也并非主要来自投资不足,因为投资中止需要很长的过渡期;大萧条后

公共债务的急剧增加也没有避免GDP的下滑;其认为不道德的投机者由于刺

激消费恰恰是资本主义系统内所需要的,不能通过消除投机者来消除危机.

　　美国基恩州立大学玛丽克里斯汀杜根(MarieChristineDuggan)教授

认为,凯恩斯１９４１年的国际清算联盟(ICU)提议中对于金融体系最重要的规

定之一是减少证券投资,统一的全球货币也会稳定贬值以促进贸易,而现在美

元尽管相对欧元、日元等贬值,相对于非广场饭店会议国家的货币并没有贬

值.

　　土耳其奥坎大学(OkanUniversity)布伦特霍卡(BulentHoca)教授指

出,当前国家参与的增多并非凯恩斯主义的复兴.当前没有阶级意识和政治

化的工人阶级运动,要回到前新自由主义时期是不可能的.国有化并不意味

着资本主义国家会成为凯恩斯主义的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

　　此外,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研究院路易斯桑多夫拉姆雷兹(Luis
SandovalRamírez)教授在技术经济革命框架下对１９２９年股票崩溃和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年经济危机的历史进行了简要比较.郑州大学旅游管理学院院长杜书

云教授和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黄茂兴教授分别归纳了历次资本主义

经济危机的共同特点和深层次原因及其应对之策,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王岩教授指出总量分析和短期分析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应对危机的致命

弱点.

　　程恩富教授总结道,尽管各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针对当前危机的各种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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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但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复苏乏力,用凯恩斯主义政策对新自由主义政策进行

修补是无济于事的,资本主义危机的历史经验表明,凯恩斯主义不能解决根本

问题.

　　与会学者虽然对危机历史和凯恩斯主义功过的分析角度有所不同,但基

本一致认为,当前危机不能依赖凯恩斯主义的回归来解决,必须寻求更彻底的

方法.

二、当前资本主义危机与利润率变化

　　大卫科茨教授认为,２００８年的实体产业危机并不主要由银行倒闭所引

起的,而是和金融部门危机一起由同一个潜在原因引发的,这一原因可在新自

由资本主义的整个特征中找到.他通过实证分析,证实过度投资危机引发了

最新的实体产业危机,同时美国经济正经历更为广泛的结构危机,危机之后的

结构重组很可能需要１０~１５年.

　　巴西教皇圣保罗天主教大学(PontifíciaUniversidadeCatólicadeSão
Paulo)鲁宾斯萨瓦亚(RubensSawaya)教授和乌贝兰迪亚联邦大学经济研

究所 (InstitutodeEconomiadaUniversidadeFederaldeUberlândia)的乔

斯鲁宾斯大马士革雅立普(JoséRubensDamasGarlipp)副教授认为,当
前的金融危机是全球资本积累进程疲软的一个表现.资本本身的自由化解决

方案从１９７０年起就被强加来维持利润,同时也为虚拟资本带来了很多机会,
并最终在危机中爆发出来.

　　美国佩斯大学(PaceUniversity)安德鲁克里曼(AndrewKliman)教授采

用美国官方数据说明,当前经济危机的根源不在于“金融化”和逐渐增长的贷

款率,而是在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危机后利润率从没有复原过.积累率下降是

因为利润率的下降,而不是以生产性投资为代价的证券投资增加.因此,利润

率下降是经济缓慢增长、贷款不断增加以及经济大萧条的一个关键的、直接原

因.

　　杰拉德杜梅尼尔(GerardDumenil)教授对此有不同看法,他对利润率

的各种衡量方法进行了分析比较和测定并指出,人们通常看到了利润率波动

与后来衰退的关联性,但利润率波峰的幅度是“标准的”,利润的波谷比经常看

到的要浅一些,这些波动引起主要衰退的假设似乎是可疑的.在大多数衰退

情况下,产量收缩开始于住宅投资的下降.但是２００８年衰退期间正好相反,
是按揭冲击而不是利润率的先前下降打乱了宏观经济的秩序并且引起了信贷

危机.

　　墨西哥城市大学经济学教授伊斯基耶多塞尔吉奥卡马拉(Sergio
CamaraIzquierdo)也反驳了危机出现前总会有利润率的周期性下滑这一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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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认为这只是有可能而不是必然的,并且与利润率下滑相关的危机都有

“劳动力急剧增长”,这与凯恩斯时期的危机相比,新自由主义时期利润率的变

化不足以成为周期性危机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

　　此外,云南财经大学周文教授和杨先明教授采用财富权力的新视角来研

究当前经济危机和经济运行中的“人―人”关系,以从本质上解释当今全球经

济危机,并提供政策建议.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聂志红副教授和天津财

经大学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王晓林教授分别从不平等交换的世界经济体

系和市场经济的复杂性角度分析了此次危机的原因.日本独协大学山下裕步

(YuuhoYamashita)教授分析了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的关系对金融危机的影

响.

　　虽然在危机的直接原因上尤其是利润率的波动是否是直接诱因上有所分

歧,参会学者普遍认为,直接原因可以千差万别,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始终

是危机的根本原因.

三、新自由主义和极右翼势力在各国的发展和影响

　　印度安得拉邦阿嫩德布尔大学阿南达奈杜(B．AnandaNaidu)教授和

纳迦不萨那(M．Nagabhushana)教授对新自由主义给印度人民社会经济和政

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所带来的影响作出批判性的分析,指出自由化对农业和农

民造成了很大伤害,相关许可证改革使得政治管理阶层的腐败有机可乘,并加

剧了贫富差距问题.

　　印度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管理学院教授莫瑞迪乔埃莫汉蒂(Mritiunjoy
Mohanty)认为,印度的精英阶层已经被转变,乡村精英在减少,城市资产阶级

占支配地位,压制国会中的激进意图.印度比以往都要不平等和缺乏社会流

动性.全球化过程和印度与国际金融和产品市场的接轨在这一个转变中起了

关键作用.

　　英国伍尔弗汉普顿大学罗杰塞夫特(RogerSeifert)教授认为,经济危机

成为英国紧急服务(emergencyservice)部门(包括警察、消防和救护三部门)
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借口,改革使得紧急部门的性质和目的发生了不利于

工人阶级的偏离,损害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爱尔兰国立大学特伦斯麦克唐纳教授和托尼邓登(TonyDundon)认
为,危机前新自由主义当政时,爱尔兰工会为了避免类似英、美工会的遭遇,采
取了比较温和的“社会伙伴关系”(socialpartnership)形式,但危机后依然遭

到了政府基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骤然废弃.政府牺牲了其他人的利益来补贴

投机失败的银行,这种作法是对危机前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恢复,对解决危机是

毫无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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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地利社会论坛(AustrianSocialForum)创始人之一赫尔曼多扎克

(HermannDworczak)分析了危机后一些国家极右翼势力兴起的原因,一方面

右翼势力为了获取选票尔虞我诈无所不用其极,另一方面传统左翼分子在政

治上严重失败.

　　美国佛罗里达棕榈滩州立大学大卫佩纳(DavidS．Pena)教授认为,我
们必须利用一切有组织地打击早期法西斯主义的方法,在政治经济上加强各

国之间的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不能任其发展.我们还需要一个维护和促

进现有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进行绿色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

　　美国圣劳伦斯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印度教授加内什特里切(Ganesh
Trichur)认为,新自由主义作为一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复兴资本家阶级权

力的运动是成功的,但作为复兴美国世界霸权的运动是失败的.

　　印度尼西亚加札马达大学世界贸易研究中心(CentreforWorldTrade
Studies,GadjahMadaUniversity)研究员德迪帕玛迪(DedyPermadi)和加拿

大约克大学(YorkUniversity)政治科学系副教授沙巴阿纳萨利(Sabah
Alnasseri)也分别对新自由主义霸权及其对非洲中东的影响进行了简要分析.

　　与会者一致认为,各国工人阶级需要联合起来,不能被右翼势力分割分

化,成为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的牺牲品,社会主义是最终的解决道路.

四、后危机时代的应对和社会主义变革方案

　　程恩富教授首先指出,在资本主义危机下,可以预见未来世界格局将发生

三个“超越”:一是在经济发展上将超越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枷锁;
二是在政治发展上超越“一超”主导的世界政治力量版图;三是在文化发展上

将超越资本主义的单一价值观.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和越南、实行

“市场社会主义”的白俄罗斯以及实行“２１世纪社会主义”的委内瑞拉等国家

的成功经验表明,各种社会主义特征的新型经济体制模式,比美国等新自由主

义和北欧等凯恩斯主义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框架更加有效,但仍然面

对各种挑战.

　　艾尔坎贝尔教授首先介绍了“经济复苏和金融重建计划”和«危机内外»
阐述的过渡性的革命要求,然后指出,当前美国金融和经济危机下的经济政策

应在遵循健康人性化经济原则的基础上,推动发展下列几个大的目标:(１)充
足的食品,教育,医疗,住房和运输;(２)保护环境;(３)充分就业;(４)经济的民

主化.

　　美国霍山学院(MountHolyokeCollege)弗瑞德莫斯利(FredMoseley)
教授对已采取的政府经济政策进行了评估,长久解决方案的一个必要条件就

是大幅减小 GDP中债务的比例.“去杠杆化”的缓慢可能会导致另一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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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２２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和萧条.避免的唯一办法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从谋利的资本主义经济

转变为民主的社会主义经济.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大卫莱伯曼(DavidLaibman)教授通过一个图解来

阐明他对社会主义者道路的概念.这个图解展望了一个双议会(公众议会和

核心经济议会)制的立法机构.两议会的主要区别是:公众议会是由基于地域

和居民基础的代表的直接选举组成的,而核心经济议会(CEC)是仅由核心企

业的工作集体选举出来的.当然,这并不是为未来的机构开出处方,而是要为

远离资本主义和自然市场的早期社会主义发展界定好独特的原则.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部主任刘淑春

研究员指出,全球经济危机给社会主义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挑战,
如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力量整合和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赢得国际发展空间等.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费边巴拉迪尼(FabianBalardini)教授提出通过建立

永久的利润危机来改变石油产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并使其转变为非资本主义产

业的组成部分的策略.

　　巴西乌贝兰迪亚大学尼迈耶阿尔梅达菲罗(NiemeyerAlmeidaFilho)
教授及其研究生和蒂亚戈卡姆瑞那洛佩斯(TiagoCamarinhaLopes)博士

通过对比资本主义体系与社会主义体系中的经济计划的起源与发展来探讨经

济计划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起源与发展状况,指出了经济计划的目标是区别

计划经济中的各种不同生产方式的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赵智奎教授指出,危机后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一方面对中国寄以厚望,另一方面又试图压迫中国.中国必须清醒地

认识和把握基本形势,抓住战略机会,妥善处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
并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李炳炎教授指出,为化解中国后危机时期加大的“滞胀”风险,需要建立社

会主义分享经济制度,从调整微观经济机制入手,构建调节经济运行的“自动

稳定器”,建立反“滞胀”长效机制.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贾利军副教授指出立足于自

主、独立和创新的基础上确立的具有本国特色的制度,是后危机时代发展中国

家技术创新模式的基础.

　　 此 外,墨西哥都市自治大学 (UniversidadAutonoma Metropolitana
Xochimilco)马安东尼科雷亚塞拉诺(MaAntoniaCorreaSerrano)教授

分析了中国自金融危机以来采取的经济和国际政治政策,特别是危机后如何

协调日益复杂的中美双边关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经济学院艾伦海特

(AlanDayHaight)教授对政治自然失业率和内在偏执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日

本北海道教育大学(HokkaidoUniversityofEducation)一安宫田(Kazuyasu
Miyata)教授分析了苏联和东欧解体的原因及其对当前社会主义变革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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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福州大学人文学院舒展副教授认为后危机时代增加国家自主性,需要

处理好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关系,始终坚持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同时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东北师范大学的刘力臻和甄艳教授对中国外汇储备结构优化分

析进行了探讨.

　　与会者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危机下建立社会主义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并
迫切需要组织上和理论上的继续创新和突破.

五、货币财政危机与不平等问题

　　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科罗尔(R．Corell)和赫茨格(E．Herzog)认为,当前

货币危机表面削弱了欧元,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意图利用金融和经济危机

把压力和他们的主导地位转移到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欧洲小国中

去.这对统治阶级而言不是一个简单的游戏,但却是终结旧剥削体系的一个

契机,并且为工人阶级打开一扇通往新世界秩序的大门.

　　美国麻省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彼特斯科特(PeterSkott)教授认为,“权力

导向(powerbiased)的技术变化”可能是造成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

加剧的原因,而不平等加剧影响了宏观经济和金融动荡.穷人很少有金融类

资产,富人大部分的资产投在股票上,这样不平等的加剧将会导致股票需求的

增加,使资本增值,并激起泡沫.

　　英国金斯顿大学朱利安威尔斯(JulianWells)教授指出盖然马克思主

义(‘new’probabilisticMarxism)对重振政治经济学的潜在贡献.盖然马克

思主义学界有一个十分著名的假设,在对其进行的测试中证明了金融资产回

报的幂率拖尾是公司利润率分布形态的又一个特征.盖然马克思主义不是方

法上的创新,却是马克思提出的方法的复兴.

　　美国卡罗拉多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拉玛瓦(RamaaVasudevan)认为,国
债管理在帝国主义权力实践中起着关键作用.尽管当前美国失业率仍高达９．
６％,银行已重新获取了利润和政治权力,凯恩斯主义政策被中止.要想对金

融体系进行任何改革,真正的问题在于,事实上国债管理将国家作为金融家的

人质.如果国际金融体系是以某一个国的信用为基础,则该国的国债问题也

会和帝国主义政策纠结在一起.

　　东京一桥大学石仓正雄(MasaoIshikura)教授认为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

全球金融风暴与两种金融中介模式间的差异息息相关,他从贷款资产证券化

所产生的各部门机构入手,以部门机构间的资金流动转移为视角,考察了经济

体制演变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方式.

　　美国富兰克林皮尔斯大学塔玛拉斯坦因(TamaraStenn)博士考察了

公正这一公平贸易的理论基础,探讨了公平贸易的成果如何促进我们对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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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论的理解.

六、生态与发展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东亚研究系约瑟夫鲍姆(JosefBaum)教授认为,２１
世纪将会出现生态社会主义或非社会主义,在对根本性的资源和排放问题的

可靠的解决办法可能只能依赖“公平”分配和团结.联合生产对合适的社会—
生态转变是至关重要的,对投入方(资源)制约及对产出方制约需要一个改进

的民主的方案.

　　韩国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庆北国立大学教授金炯基(HyungkeeKim)提
出,连带主义(solidaristic)知识政策应该是２１世纪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元

素,一个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连带主义知识政策的设计应如下:R&D投资和人

力资源开发投资之间的平衡;增加对低工资工人的教育和培训的投资等;扩大

知识网络;重视由工会发起的知识谈判.

　　中国人民大学杨志教授则指出,一些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经常标榜绿色经

济,但一旦遭遇经济危机,就不顾原先减排计划和气候变化危机,而中国在科

学发展观指导下,在循环、低碳、绿色经济方面做得多,说得少,可以考虑发展

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相关话语权系统.

　　此外,日本京都大学经济研究部梶原士松(TaichiKajiwara)教授讲述了

记录保存对人类发展的重要作用.南京师范大学校长助理、中国经济研究中

心主任许崇正教授分析了马克思经济学在人的发展问题上对新自由经济学的

重大超越.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韩喜平教授比较分析了资本主义制

度和社会主义不同的价值追寻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除了上述六个主要议题外,论坛还讨论了工会问题、民族问题、转形问题

等其他议题.美共经济委员会委员瓦迪哈拉比(Wadi’hHalabi)对中国和

中国工会的关系进行了形象的概括,认为中国就像是上升到国家权力的工会

联盟,中国工会就像资本主义国家工会的小组委员会.世界政治经济学会副

会长、日本京都大学大西广(HiroshiOhnishi)教授、日本三重短期大学南有哲

(ArisatoMinami)教授、日本京都大学吾买尔江艾山博士对民族问题进行

了探讨,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艾伦弗里曼教授、日本岛根县立大学张忠任教

授、日本东京大学森本宗介(SousukeMorimoto)教授对价值和转形问题进行

了发言,日本一桥大学吉原直毅教授和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的罗伯特维

纳让尼(RobertoVeneziani)对马克思利润和剥削理论进行了数理分析.中国

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李成勋研究员概括了中国发展道路的内涵、特征、意义

和问题.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刘铮教授分析了中国的粮食安全问

题.福州大学经济管理研究所周小亮教授讨论了中国建立多维体制改革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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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首都经贸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周晔和朱超则分

别对贸易顺差条件下的垄断竞争企业最优定价和计划生育对人口结构变迁的

影响进行了分析.

　　经过两天的热烈研讨,与会专家对相关问题形成了普遍共识.闭幕式上,
大卫科茨教授宣读了世界政治经济学会第６届论坛共识宣言.宣言指出,
右翼学术和政治势力正试图将弱势群体和发展中国家作为经济危机的替罪

羊,以继续骗取公众支持.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这场斗争中应发挥如下

作用:(１)推动发展国家调控政策和经济计划.(２)批判右翼学术和政治势力

的阴谋.(３)推动发展非传统意义的２１世纪社会主义.(４)分析新自由资本

主义产生这场经济危机的路径和制度根源.(５)禁止将新帝国主义和战争作

为解救资本主义危机的手段.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和今后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理

论和政策,必须超越各种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建立全球的社会主义制

度.程恩富教授希望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能联合起来,为实现上述

价值目标而努力,并对明年的学会工作进行了展望,宣布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

第７届论坛将于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５~２７日在墨西哥都市自立大学举行,主题为

“国家、市场、大众与２１世纪人类发展”.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副秘书长、哈佛

大学亚洲中心研究员、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丁晓钦副教授宣读了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理事会新增成员名单,并对本次会议的组织者、志愿者和

其他贡献者表示感谢.最后,本届论坛在全体与会者振奋人心的国际歌歌声

中圆满地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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