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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世界经济危机何以导致大衰退?
———大萧条与大衰退的比较研究

【日】萩原伸次郎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８－５

　　作者简介:萩原伸次郎(ShinjiroHagiwara),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国际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教授.

　　内容提要　１９２９年股市崩溃危机爆发和大萧条开始,股市崩溃贬低了股

市虚拟资本的价值,从而降低了股票价格的价值.本文在讨论中强调虚拟货币

之间的资本数额和美国黄金标准值的矛盾,虚拟资本形成在金融危机中发挥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２００８年９月的大衰退特点为欺诈形成的次贷抵押贷款的虚

拟资本、雷曼兄弟破产和美国国际集团(AIG)的濒临崩溃.美国政府采取金融

救援和财政刺激措施.

　　关键词　大萧条　危机　次贷　虚拟资本

一、引　言

　　２００７年夏天在欧洲爆发的次贷危机于２００８年也在美国的金融机构爆

发.美国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的雷曼兄弟于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５日宣告破产.世

界证券市场自１９２９年的股市崩盘以后第一次陷入了严重混乱之中.金融危

机开始对全球的地产部门产生严重的影响.

　　在今天的陈述中,我想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释２００８年９月的美国经

济危机为什么会导致大衰退.首先,我将谈一谈马克思金融危机理论.我的

结论是虚拟资本的形成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同时

也造成了经济过度敏感,并最终导致了危机.其次,我将向大家展示美国从金

融危机发展为大萧条的过程.为什么大萧条时期一直都伴有严重的金融危

机? 那是因为当时的政府不能采取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联邦储备银行的

黄金储备不得低于货币负债的４０％.最后,我将根据马克思金融危机理论,
对大萧条和大衰退做出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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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９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二、马克思金融危机理论

(一)虚拟资本的形成

　　从马克思理论的视角来看,金融危机最本质的特征是什么? 从货币体系

到信用体系的急速转变是从资本运动定理来理解金融危机的关键.马克思对

这种转变有如下描写:

　　信用,作为一种类似社会财富的形式,代替了真实货币并篡夺了它的地

位.正是信任,这种生产中的社会性的品质,使得货币形式的产品成为了如同

观念一样转瞬即逝的、假想的东西.但是一旦这种信任动摇,所有的资产价值

都会被立刻转化成真正的货币,黄金和白银,造成疯狂的需求.而恰恰是信用

体系本身不可避免的造成了这种对金银货币的需求.这种信任动摇是现代工

业社会规律性的、必不可少的现象(Marx,１９８１:７０７－７０８).

　　信用体系带来了虚拟资本.它通过在大范围的交易中免去实体货币的参

与而加速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如果 A公司向B公司销售它的产品,那么前

者称为债权人,后者称为债务人.在这一过程中,A 公司获得 B公司的汇票

而不是实体的货币.如果这张汇票作为信用货币开始流通的话,那么真正流

通的其实是虚拟价值.因为纸币的价值是不以社会原始财富的真正形式即硬

通货如金、银为基础的.同时如果这种信用货币作为资本用于借贷,它则称为

了虚拟资本.

　　由商业信用带来的虚拟资本

　　下面将回顾在四个历史阶段中虚拟资本的形成过程.虚拟资本是由商业

信用创造的.理论上商业信用产生于简单的商品生产阶段.卖家销售一件实

体商品,买家以一张契约协议来购买.一张汇票、一张本票和一纸延期支付的

文件成为了整个商品流通的中介.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之下,信用加速了

资本主义增长的进程.卖家通过基于信用的商品销售扩大了市场,买家通过

基于信用的购买使他的资产超出了他实际拥有的资本.马克思解释道:最大

化的信用,在这里就等同于资本主义工业的完全就业,换言之,对不受消费极

限影响的再生产能力的最大税收.消费的极限会随着再生产的扩大而不断扩

大.一方面,这种扩大增加了工人和资本家的消费收入,另一方面,这种扩大

本身就等同于生产性消费的扩大(Marx,１９８１:６１３－６１４).

　　由银行行为产生的虚拟资本

　　虚拟资本由银行的信贷而产生.与商业信用不同,银行信用是银行的可

借贷货币资本的一种提升.银行作为中介,为企业家和商人提供贷款.银行

信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银行创造的信用和资本是没有金属贮备做保障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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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信用和资本体系倾向于在银行积累大量的可贷货币资本从而用于生产.与

此同时,它在商业周转的最后阶段将银行体系的金属储备价值减少到最小.
这就导致了很大一部分银行资本变成了虚拟资本.马克思说道:

　　所有以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国家都有着大量的所谓生息资本.而这种货

币资本的积累就意味着,很大部分的资本,除了积累生产债权、积累这些债权

的市场价值所包含的虚幻的资本价值之外,并没有什么.银行家的一部分资

本用于投资所谓的生息证券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包括票据交易,例如工

业资本家或商人签署的付款承诺(Marx,１９８１:５９９－６００).

　　由股份制体系产生的虚拟资本

　　虚拟资本也能由股份制体系产生.股份制体系为私人公司拓宽生产规模

集中了大量可贷资本在个体资本家手中,资本的扩张是有限的.如果他们不

依靠他人的可贷货币资本的话,则无法将工业规模高度扩大,使之成为所在工

业部门中强大的企业.为了能够保持经济高增长的模式,他们必须遵循合股

原则来筹集资金.通过向货币持有者出售股票、股份和债券来筹集资金.筹

集来的资金用于生产投资和扩大生产,例如铁路建设、采矿、造船等等.历史

上,这种股份制体系容易将竞争经济带入垄断经济的状态.恩格斯对此写道:

　　近年来的英国和美国“信用”早就在挣扎着为达到这个目标,通过垄断的

手法尝试着统一至少某一工业领域中的大规模的企业来形成单一一家大型的

股份制企业(Marx,１９７７:７７９).

　　股票交易所在１８６５年马克思出版«资本论»第１卷的时候还是资本体系

中的次要元素,然而,从那以后,股份制企业就在欧洲和美国的实体工业部门

大量创立了.

　　投资者,作为所有权的拥有者,并不对生产效率以及使股份制公司获得利

润负责.但他们对于这份所有权状的价值以及他们所能获得的利润却十分关

心.所有权状继而成为了股票交易所里的商品,它们有自己的价格变动,由一

些独特的原因来决定价格.所有权状出售和购买的股票交易所,成为了虚拟

资本的市场(Harvey,１９８２:２７６).

　　虚拟资本的形成,即资本化,是基于生息资本的.资本的价值就是资本的

产出,例如以虚拟资本在现有利率下的产出来计算,如果年收益为１００美元,
利率为５％,那么１００美元是２０００美元的年利息,而这２０００美元则被作为这

１００美元的合法所有权状的资本价值.如此这般,资本的价值完全就是虚拟

的概念.

　　资产证券化创造的虚拟资本

　　现在,虚拟资本同样是由资产证券化创造的.那什么是资产证券化呢?
以前,银行发放贷款,持有到期限日.但是今天的银行将它们的抵押贷款转换

为债券,有时称为SPVs(特殊目的载体),它合并各种抵押贷款,给投资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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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新的债券.在第一阶段,虚拟资本是由银行家们创造的,而在第二阶段则是

由SPVs创造.因此,在目前的资产证券化过程中,虚拟资本被创造了两次.

　　新的证券根据抵押贷款种类的不同来命名.如果集合资产包含住宅房屋

贷款,那它们被称为住宅不动产抵押贷款证券(RMBS),如果包含商业贷款,
那新的证券被称为贷款抵押证券(CLO),等等.这些证券不会在公共证券市

场以公司股票或公债的形式出售,而是在交易商市场卖出.在交易商市场中,
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发行的证券在柜台上直接交易.这些新发行的证券有多种

不同的形式.根据支付的优先顺序,一般有三种级别:优先级(AAA、AA、

A)、中央级(BBB、BB、B)和股权级.这些证券的质量并不是根据公共证券市

场分级的,而是根据主要的信用评级机构如穆迪公司、标准普尔国际债信评级

公司、惠誉国际评级公司等分级.

　　为什么银行要将资产证券化呢? 因为它们想将银行业务的流动性再提高

一个水平.如果它们把资产证券化,就会获得现钱,这样银行被贷款套牢的现

金就会提高一个水平.它们就可以给商业部门很多贷款,在这些部门里资本

家很乐意用贷款来扩大生产能力.因此在资本主义系统中,银行资产证券化

无疑会加快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进程,增强经济的过度敏感性.同时,银行资产

证券化可能产生一个委托—代理的问题,因为出售资产的银行家们并不会注

意到客户的信用度(Martin,２０１０:１９９－２０２).

(二)经济的过度敏感性和经济危机

　　这里我将讨论的是经济扩张下信贷制度的限度、经济危机的内在原因以

及金融危机对经济衰退的影响.

　　马克思时代,在投机热的经济周期中相比加速资本主义经济进程的虚拟

资本的积累量,银行体系的黄金储备的价值降低到最小.在再生产过程中资

本家们相互交换的商业信贷会在这一时期扩大,银行家和借出方会将凭借商

业信贷发行的期票贴现.多数这些期票代表着实际的购买和出售,但大多数

的交易都是欺诈和投机交易.银行家们集中大量货币资金来贷款,贷给工业

的、商业的和投机的资本家们.他们可以大量的借出货币资金,因为这些资金

不不是他们自己的(Marx,１９８１:５７２).

　　现在,银行发放的贷款通过资产证券化进行分配,现在所创造的虚拟资金

比马克思时代要多得多,而且也加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在股票市场上,
股票、公司债券和政府债券随着货币资金的积累不断增多.马克思将资本家

在经济危机前期的心思描写如下:

　　资产阶级,在繁荣的包围下极度自负,声称货币是纯粹的虚构的创造

(Marx,１９７７:２３６).

　　然而,真正的经济危机是由资本积累自相矛盾的本质导致的,它抑制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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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再生产过程,到处阻断信贷———支付链.在这场金融危机中,用赊款来支付

是绝对不可能的,货币匮乏持续.若是在一个体系下,延长的支付链和解决它

们的人工体系得到健全法制,那经济危机无疑会以支付方式的激烈争夺的形

式发生(Marx,１９８１:６２１).

　　在处理经济危机时,我强调的是金融方面的周期性不稳定还有在真正部

门动态中不稳定的根本或深层原因.因此,我反对消费不足理论,因为在经济

危机爆发前我们不能阐明消费下降的迹象.显而易见,消费不足并不能直接

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只是危机的根源.马克思争论到:一切危机都源于人民

大众的贫穷和消费的限制,纵然资本主义生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仿佛只有纯

粹的社会消费能力限制他们(Marx,１９８１:６１５).

　　在金融危机中,虚拟资本价值的降低对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首先,在商业信贷纷纷崩溃下,货币突然地也是必然地会成为支付

商品的唯一方式或者说货币是价值的真实存在体.商品不能转化为货币的面

值,而这就使得它们的价格大幅度下降.结果,商业上和工业上的失败就会增

多,主要是因为一些商业、工业企业不能够处理它们的汇票、本票和延期付款

的凭证.这就导致了银行体系中虚拟资本的贬值.

　　其次,财务危机下,证券市场上的股票、股份和债券的贬值有两大原因:第
一,利率的上涨;第二,这些证券被大量集中起来出售以待转化为货币(Marx,

１９８１:５９８).

　　最后,在现在的金融危机下,由资产证券化发行的住宅不动产抵押贷款证

券也贬值了,因为住宅地产价格开始下降,低质量的按揭贷款(那些很少或没

有头期款的贷款)也无力清偿(Martin,２０１０:２０４).这些证券市场价值的降低

也使得资产由这些证券组成的银行的流动资金情况出现恶化.

三、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萧条

(一)１９２９年股市崩溃

　　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２４日纽约证券交易所股市崩溃被广泛认为是危机爆发和

大萧条的开始.我认为此次崩溃可以看成核心部门金融危机的第一阶段.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尤其是在下半时期的投机热,是由于股市投资带来的巨

大的虚拟资本积累.在保证金交易中,投资者将保证金现金价值存入银行,从
投资银行借钱购买股票或债券,同时证券成为贷款抵押品(Sobel,１９６８:３５６).
这个系统完全按照牛市运行,因为如果抵押品的价值下降,投资者将被要求拿

出“更多的保证金”来保护贷款.如果投资者无法筹集资金,贷款人将可以按

照市场价格自由出售这些证券(Sobel,１９６８:３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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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股市崩溃贬低了股市虚拟资本的价值,从而降低了股票价格的价值.此

次崩溃需要大量额外的金钱来维持保证金交易.金钱的匮乏迫使银行出售抵

押品,从而进一步压低了市场,导致更多的保证金需求.除了获取更多保证金

的需求,贷款资金从证券交易所的货币市场流出加剧了资金短缺.股市崩溃

对货币市场贷款安全带来不稳定因素.

　　然而,货币稀缺或贷款货币资本的缺乏并没有导致１９２９年的股市崩溃或

大萧条爆发.即使在崩溃前夕,纽约市银行有足够的缓解财政紧缩状况的贷

款货币资本.我强调,实际部门的动态不稳定性是大萧条的原因.J．K．加尔

布雷斯(Galbraith)说:“经济原因和影响反映在股市上,从来没有扭转.１９２９
年经济走向困境.最终困境剧烈反应在华尔街.根据公认的看法,１９２９年秋

季之前经济已经陷入萧条.六月份的工业指数和工厂的生产指数都达到了一

个高峰,然后下降(Galbraith,１９５４:９３).”

　　股市暴跌之后货币严重匮乏现象在纽约市银行采取行动后有所减轻.它

们增加了信贷资金供应并全部抛在纽约货币市场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支持

它们的行为,并采取一项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可接受作担保的证券折扣率和

银行承兑汇票购买率下降.马克思认为,另一方面,很明显只要银行的信贷没

被破坏,它可以通过增加信贷资金减轻这种情况下的恐慌,收缩信贷资金会使

恐慌加剧(Marx,１９８１:６４９).

(二)１９３１年金融危机和复兴金融公司

　　接近１９３１年年底时,一场具有全球破坏性的金融危机爆发了.１９３１年

１０月,美国证券市场发生严重暴跌[FederalReserveBoard,Jan．,１９３２:１８;

Jan,１９３３:２１].不仅股票价格,甚至在１９２９年股市崩溃后都居高不下的高等

级债券价格都在这次证券市场崩溃中急剧下滑.这是１９２９年以来第一次在

证券市场出现所有虚拟货币资本贬值[TheBrookingsInstitution,１９３６:５１].

　　纽约货币市场同一时间出现紧缩的财政状况[BoardofGovernorsofthe
FederalReserveSystem,１９４３:４４１,４４５,４５１,４６４].１９２９年股市暴跌之后,纽
约联邦储备银行立即采取公开市场购买的政策,并且降低再贴现率,试图缓和

货币形势.然而在此期间,严重的财政状况在美国金融中心进一步恶化.我

认为,此次金融危机应该被看作核心部门金融危机的第二阶段.

　　因为银行的现金流甚至已经扩散到核心部门银行,纽约城市银行在市场

上倾销其债券,以充实自己的现金.这种向市场销售银行债券的做法造成了

１９３１年１０月的债券市场崩溃.

　　在１９２９年债券市场崩溃时期,与纽约市银行不同,联邦储备银行采取了

双重战略来应对金融危机.其提高了银行可接受作担保的证券折扣率和银行

承兑汇票购买率,但是另一方面,借出尽可能多的贷款货币来缓解紧缩的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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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这样做是因为连续发生的内部货币恐慌和外部金银需求导致现金需求

增加.早在１９世纪 W．Bagehot就已经指出,在内部恐慌和外部黄金需求同

时出现的时期,这是中央银行理想政策[Bagehot,１９２４:５６].

　　１９３１年底,即使是采取传统和可取政策反对抢购的联邦储备银行,也不

能用保守政策减缓金融危机的加速.危机侵袭了美国经济的上层建筑,包括

核心部门.

　　复兴金融公司(RFC)成立于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２日,１９３２年２月２７日颁布实

行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RFC旨在向银行、农业、商业以及工业提供

财政援助(FederalReserveBoardFeb．,１９３２:９４－９９).这个公司由联邦组织

和运作,获得了联邦政府５亿美元的资本,并且可以最高发行１５亿元的像债

券和公司债券的证券,其本金和利息完全由美国政府无条件担保.通过从政

府获取大量贷款货币资本和出售债券,FRC向很多已被日益加深的危机破坏

的经济部门提供直接贷款.新创造的货币资本从 RFC通过贷款货币资本的

新循环流入到其他经济部门,这是这段时期特有的.

　　１９３２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建立了一个金融制度,联邦储备银行

可以在金融危机时期应对新出现的货币和黄金购买的需求(Samuelsonand
Krooss,１９６９:２６７２－２６７４).联邦储备银行可以发行联邦储备纸币,以政府债

券而不是可接受作担保的证券为担保.即使是成员银行,虽然没有足够的可

接受作担保政权来由联邦储备银行贴现,也能够得到政府债券的贷款支持.

(三)１９３３年全国银行假日

　　大萧条经历了１９３２年７月的最低点,随后开始了恢复过程.然而,美国

经济很快就经历了１９３３年３月的货币危机,即美国暂停金本位制.

　　１９３３年３月的全国银行假日是１９３２年１０月以来不断升级的银行危机

的最后阶段.从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３１日至１９３３年２月４日暂停的大多数银行都

是国家银行.尽管银行放假,在路易斯安那州,一个东部主要银行说:“发生这

种情况是局部的,它迟早会平静下来.”１９３３年２月１４日的密歇根州银行假

期导致了１９３３年３月４日的美国全国银行假日.

　　货币囤积成为它的一个直接原因.１９３１年金融危机也是由于资金囤积.

１９３３年资金囤积在程度上更大,并采取了囤积黄金的形式.A．A．巴兰坦是这

样描述的:“此前的麻烦一直伴随着把银行存款变成现金的恐慌愿望,此时是

把现金变成黄金的更加灾难性的想法,他们相信同样的美元越早能买越多的

黄金(Ballantine,１９４８:１３５).”

　　彼得泰明(PeterTemin)在他的书中讨论了大萧条的原因.他坚持认为,
经济萧条的长度和深度是胡佛政府采取的政策的结果.他说:“胡佛政府对于

金本位制和现有美元黄金价值的维护并不亚于公司,甚至在英国放弃黄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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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也是这样.政府的这种决心在１９３１年秋季和１９３３年２月受到考验.每次

政府都严格遵守现有的黄金价值和正规的货币限制政策(Temin,１９８９:９４－
９６).

　　１９３３年２月制度变化更加明显,总统选举时期开始把认真讨论货币贬值

作为提高商品价格银行假期的一项努力.这次讨论导致美元下滑并引起了３
月的银行假期.”

　　我对银行假日原因的解读以金融危机的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的理论为指

导.我强调虚拟货币之间的资本数额和美国黄金标准值的矛盾,前者是美国

联邦储备局在１９３２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中创造的.我明白在«格拉

斯—斯蒂格尔法案»下的美元悄悄贬值,它最终导致新政策制度实施时美元贬

值.

　　我强调个事实,成员银行虽然没有足够的可接受作担保政权来由联邦储

备银行贴现,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下也能够从美联储得到政府债券的

贷款支持.１９３２~１９３３年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证券未偿信贷总额迅速增加.

１９３３年１月,它记录了联邦储备银行８５％的未偿还贷款.美联储不得不扣住

自己发行的纸币４０％的黄金储备.但是,正如彼得泰明坚持认为的,胡佛政

府从来没有放弃过金本位制.我明白这项胡佛政府采取的有矛盾的政策一定

被认为是１９３３年３月美元危机的根源.

　　随着信用体系发展,资本家生产在不断努力克服这种金属价值障碍,因为

这是对财富和生产实际的也是假想的障碍,但是却一次又一次碰壁(Marx,

１９８１:７０８).

四、２００８年９月大衰退

(一)欺诈形成的次贷抵押贷款的虚拟资本

　　正如我在第一部分讨论的,虚拟资本形成在金融危机中发挥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在马克思时代,商业信用和银行信贷加快经济增长过程,产生过度敏

感性,并最终导致危机.在大萧条时期,股份制创造的虚拟资本和银行的行为

在１９２９年、１９３１年和１９３３年的金融危机中都有重要的作用.研究最近美国

的次贷危机,我专注于２０００年后房地产市场繁荣创造的虚拟资本证券化的作

用.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５日雷曼兄弟破产,美国经济一度陷入了自由落体的严重

危机.不仅是美国,而且整个世界都因为美国关税急剧下滑而停滞不前.

２００９年７月美国经济走出大衰退的谷底,并且到现在已逐步恢复.

　　这里,我将回顾２０００年１月经济衰退后的经济发展过程,它导致了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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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金融危机.２００３年,由于布什政府采取减少税收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美
国经济转向了经济复苏阶段.美联储为走出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经济衰退,一直采

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也逐渐变为适当紧缩政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

住宅价格不断上升.然而,住房价格上涨率逐渐变缓和,这使得业主很难有房

屋净值贷款和抵押贷款再融资.

　　优等贷款稳定下来,主要金融机构倾向于放出次优等贷款,这些借款人很

少或没有收入历史,或者 FICO 信用评分历史低于某一阈值,一般低于６２０.
因为次优等贷款,金融机构已有抵押贷款,并出售给房利美、房地美和私人金

融机构.这些机构汇集抵押贷款并发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贝利

(Baily)、利坦(Litan)和约翰逊(Johnson)写道:“通过这种方式,华尔街投资者

为主要街道购房者提供信贷.银行、储蓄银行以及新的房贷经纪人产业都开

始放出贷款,但是不再保留;相反,他们把贷款卖给第三方,第三方集中贷款来

发放 MBS,他们会收取费用.因此,相比过去,现在更是如此,抵押贷款人为

次贷借款人提供信贷,很大诱因就是把收取的费用放大到最大限度,因为他们

在贷款的最终结果中不再有任何金融风险(Baily,LitanandJohnson,２０１０:

８０).”

　　与商业信用方式不同,银行信用和股份制是美国通过证券化形成的虚拟

资本,在规模上大得多.贷款人向购房者提供贷款,出售抵押贷款,并有很大

动机扩大信贷,然而,抵押贷款购买者试图产生像 MBS的新债券,并向全世

界投资者发行出售.金融机构的欺诈行为使得虚拟资本通过证券化扩大了两

到三倍.

　　次贷抵押贷款经济繁荣的限制条件是什么呢? 购房者收入就是限制.根

据合约,两到三年后他们应偿还的次级贷款会上涨.如果房价上涨,偿还还是

有可能的,因为购房者可以立即出售他们的房屋,很容易地偿还债务.但如果

房价没变或者下降,就不可能偿还了.取消抵押品赎回权数量上升,住房价格

２００６年底开始下降.２００６年,在总抵押贷款中次级抵押贷款的比重达到

２０％,而２００２年只占６％(Bardhan,２０１０:１８).

(二)雷曼兄弟破产和美国国际集团(AIG)濒临崩溃

　　金融机构借入越来越多的钱支持抵押贷款相关证券的购买.它们转向短

期抵押借贷,如资产支持的商业票据.一般来讲,投资银行在用一夜之间的贷

款来翻转每晚四分之一的资产负债表.但是,资产价格的不确定性造成的贷

款人突然拒绝偿还债务和过度杠杆化使银行发现自己面临资金很少和资产价

格下跌的问题.这突如其来的偿还债务的需求迫使银行除去杠杆作用,或出

售其资产以筹集资金.由于许多银行不得不在同一时间这样做,就压低了这

些资产价格,这带来更多的需求和贷款人保证金需求,形成恶性循环(B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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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anandJohnson,２０１０:８１).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陶醉于繁荣之中,傲慢

地自我肯定,刚刚宣称说钱是纯粹的想像创作.“商品本身就是钱”,他说.但

是现在相反的呼声回荡在全世界的市场:只有货币是商品.就像雄鹿喝过新

鲜的水后气喘吁吁一样,他的灵魂也在货币这个唯一的财富面前喘息.在危

机中,商品和其价值形式货币之间的对立被提升到了绝对矛盾的水平(Marx,

１９７７:２３６).

　　在次贷危机中,证券化商品和它们的货币价值之间的对立被提升到一个

绝对矛盾的水平.贝尔斯登(BearStearns),美国主要投资银行之一,于２００８
年３月破产,房利美和房地美失去了住宅按揭贷款的资产价值,受政府控制,
并在２００８年９月７日允许接收来自美联储的公共资金.美国第四大投资银

行雷曼兄弟公司在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５日宣告破产,但美国国际集团很难被美联

储解救.

(三)金融救援和财政刺激措施

　　与大萧条时期的金融体系不同,在美国１９３４年金本位制已经暂停.因

此,美联储和政府当局可实施积极的金融救援计划,并把因为许多没有价值的

金融资产而缺乏资金的金融机构解救出来.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２００７年采用积极的利率政策,原因是违约和取消

抵押品赎回权大幅增加,很多金融公司开始申请破产保护.但是在２００８年需

要另一项政策,因为美联储削减了基金利率目标到０至１/４个百分点.美国

联邦储备委员会开始进行大规模的资产采购,以降低长期利率.美联储购买

了房利美、房地美和联邦住房贷款银行的债务.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６日,美联储延

长了美国国际集团８５０亿美元的信贷线.美联储的这一非常规政策使其资产

负债表的资产数量大量扩张.在２００８年下半年,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的资产

增加 超 过 ２ 万 亿 美 元,这 个 水 平 已 持 续 到 现 在 (CouncilofEconomic
Advisers,２０１０:４７－４９).

　　２００８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由国会通过并且１０月３日由布什总统签

署,这个法案为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提供了７０００亿美元,以收购贬值

资产和向金融机构注资.这些资金为决策者提供了所需资源以确保财政稳

定.最终,这些资金被用于重组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两者分别于

２００９年６月１日和４月３０日申请破产(２０１０:４９－５１).

　　与大萧条时期的经济政策不同,财政刺激计划是奥巴马政府解决２００８年

９月经济危机的关键.如果没有有效的政策,在２００８年秋季和２００９年冬季

的经济低迷可能变成第二次大萧条.在大萧条期间,胡佛政府曾试图在加深

的危机中建立平衡预算.平衡预算被认为是经济复苏的非常管家所在

(Kimmel,９５９:１４８).寻求预算平衡是为了在金本位制下稳定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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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奥巴马总统刚刚上任后２８天,于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７日签署了«２００９
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这项法案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反周期财政措施.
该法案的费用估计为７８７０亿美元,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大约相当于２００９年

GDP的２％和２０１０年 GDP的２(１/４).经济顾问委员会写道:

　　由于私人需求崩溃和美联储无法进一步降低短期利率,财政刺激方案的

目的是填补两方面原因造成的总需求部分不足.它是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
其中包括稳定金融系统,帮助相关责任房主避免丧失抵押品赎回权,以及通过

税收减免和增加贷款来协助小企业.总统为财政刺激设定的目标是与之前相

比提高３(１/２)百万的就业(CouncilofEconomicAdvisors,２０１０:５２).

五、结论

　　在大萧条情况下,由于金本位制,公共资金注入导致了金融危机.FRC
和美联储注入的公共资金引起了美元价值的不稳定,导致１９３３年全国银行放

假.但是,在大衰退的情况下,资产救助计划(TARP)的资金注入是成功的,
主要金融机构恢复,其公共资金返还给政府.不过,对于对全国各地的许多小

规模银行在经济衰退期间的失败,我必须谨慎.

　　大萧条情况下,没有任何的财政政策以摆脱危机.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平
衡预算是恢复的关键.但是,现在很少有经济学家会认为,如果经济总需求暴

跌陷入不足,平衡预算是从危机中恢复的关键.

　　大萧条情况下,１９３０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theSmootHawley
TariffActof１９３０)把关税提到很高水平,保护了美国国内产业,其余国家也

这样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经济被分成若干块.然而,大衰退时期,２０
国集团宣布,自由贸易对我们的福祉很重要,绝不提高关税来加入世界贸易,
即使他们试图通过一些政策来保护本国产业.

　　在大萧条时期,美国是世界头号工业强国和世界经济最大的债权国.

１９３４年后,像电力、汽车、机械等新兴工业支持罗斯福政府的自由贸易政策.
然而,自１９８５年以来,美国每年都有庞大的经常赤字,一直是世界最大的债务

国.即使美国拥有最强大的财政实力,世界经济的动力已逐渐转移到像金砖

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新兴工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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