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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探讨了１９２９年股票崩溃和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０９年经济危机,

说明两次危机都发生在康德拉季耶夫下降B阶段,这是共有特点.危机在一段

时间紧张投机后发生,投机会推动虚伪的经济增长.当前的危机无疑是资本主

义文明的标志转折点,这场危机不仅是经济领域的危机,而且也是社会、政治和

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此外,它也是一场与自然环境和我们的粮食生产实践模

式有关的危机.

　　关键词　经济危机　投机　资本主义

　　自资本主义世界发生波及世界各地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最严重的经济危

机以来,将近８２年过去了.臭名昭著的市场崩溃摧毁了无数公司,产品没有

流通性市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农民的庄稼在田里腐烂.巴西的咖啡生产商

看到他们的农作物没有可行市场,更愿意把他们的庄稼扔到海中,试图支撑其

售价.失业已经延伸到无数城市街区,大资本家认为自己的帝国被荒废,一些

人觉得已无路可走,只能从他们的豪华高层办公室的窗户中跳下去自杀.在

政治方面,经济困境使许多国家政治风暴频繁发生,政府部门出现高离职率,
政权更迭频繁,出现了政党内讧和法西斯势力高涨的现象.同时,左派势力和

更多左倾国家的变化更为明显,某种程度上甚至导致政权颠覆,墨西哥即为

此.

　　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２４日,华尔街股市开始崩溃具有深远的影响,这场危机因

经济恐慌很快演变成为全球性的经济衰退,直到１９３３年危机才开始减轻,到

１９４０年,美国、拉丁美洲和其他国家的危机完全消失.大多数其他国家到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经济才出现复苏.

　　这场危机带来的后果对经济和政治变革,工人和中产阶级的激进化,以及

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都有深刻的影响.毫无疑问,这是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

制度结构本身的文明危机.

　　当时,社会科学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领域方面,凯恩斯主义和

新古典学派不得不匆忙退出.鉴于此,采用比较—对比的方法对大萧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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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在美国发生的经济衰退进行对比和比较显得尤为恰当.在我

看来,两者之间有一些显著相似之处,也有一些重要的区别.因此,我将自己

的观点假定为极有可能的假设.我的目的不是对每一场危机做详细研究,而
是要得出它们之间的一些相似之处,并强调它们之间的区别,特别是与其相关

的原因,这样能从合适的角度理解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的危机,以及任何接下来发

生的危机.

　　在我看来,１９２９年股市崩溃的首要特点表现了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本身的

深层次矛盾.也就是说,股市崩溃不是偶然的,而是制度结构的不平衡发展,
该制度已经恶化,进入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下降“B阶段”.为了充分理解

当前危机和大萧条,我们必须回顾过去,那时我们现行制度的根本基础建立于

大约１２０年前的１８９３年,那年标志着长时期经济扩张的开始,并最终结束于

１９１４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我们目前以石油为基础的技术经济体系的基础也是在那时候建立的.在

经济产出方面,该早期制度以内燃机、电动机和钢为特征.投资者被利润最大

化的想法驱使着.此外,跨国公司像福利国家的概念一样很快出现了.

　　在跨越某个国家许多部门创新的背景下,主要是在革命和基础领域内,资
本的定期积累和技术创新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我看来是用来解释技术经济体

制出现的原因、规律、发展、成熟和堕落的主要特征,而这一体制自１８世纪末

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出现,跨越了一系列的资本主义世界,其中包括今天讨论的

这两场危机.

　　这就是说,每隔１２０年技术、经济和社会本身都要经历革命.这一被称为

技术经济革命的过程开始于１９世纪上升的主导力量———英国,后来才延伸到

美国.

　　技术经济革命是经济上的重要里程碑,定性地提升了社会经济结构水平、
全球生产率和劳动分工、生产过程和经济效率.这其实创造两个新的时期或

变化描述了持续２３~３０年的长时间经济扩张(A 阶段).每一阶段都在每隔

两个１００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开始时循环.这些时期与对应的下降周期

交替进行,一般也持续２３~３０年(B阶段).

　　长期的扩张,经济增长率的加快,中期经济周期中经济增长时期较长,而
经济衰退时期较短,产生的影响也较小.与此相反,相对应的 B阶段周期以

慢速度增长、较短时间的急剧增长和较长时间的衰退为特征.在上述提到的

康德拉季耶夫 K－１期间,确定了世纪周期生产模式的主要特点.该模型的

主要特点是它两个层面上的能源思维转换:使用的能源来源和相应的发动机.
只有这些变化才能够把全球经济的总量提升到一个更高水平.

　　所有这些对新技术系统的形成产生影响,这个系统在生产和经济体制的

关系方面也是全新的,由新的超结构和政治机构组成.所有这些都涉及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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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变化与人类活动本身每１００~１２０年发生的深刻变化,即使历史上的技

术经济革命(或核心)本身的跨度只有２５~３０年的时间.

　　由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紧密联系,每一次技术经济革命都给社会关

系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而社会关系体系包括占主导地位的商业系统、阶级

关系、对外关系、全球劳动分工,以及我们的精神状态.

　　这些变化反过来对经济技术革命自身的演变也有影响.在这些革命之前

要经历矛盾和创新一段时期的特殊积累,这些往往使得上述技术经济范式时

机成熟.

　　从１８世纪最后一季度开始,出现了两场技术革命:１８世纪末由英国领导

的工业革命和１９世纪后期出现的技术革命.目前正酝酿着一场新的革命,它
可以在当今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结束时开始出现.每一场革命都形成了一个生

产模式,即主要是一个国家的自然发展在整个 K－１周期中经济上起着核心、
支配和不断上升的作用.后来,在 K－２周期,所有发达国家采用主导模式以

此加强基本部门的创新进程.在 K－２周期结束时,生产模式作为一个主导

模型或范式屈服,并被下一个 K 周期体系所替代.我强调的是,这一时期的

经济增长需要摧毁较早金融投机大厦的一些必要基础和监管框架,因为这些

阻碍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并发动了主要战争和释放每１００年为周期的霸权高

压攻势,这些新的统治国家以此开始强制实施新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并为另一

个阶段 A的开始奠定了基础.

　　两次危机都发生康德拉季耶夫下降 B阶段,这成为它们另一个共有特

点.但是,１９２９年这场危机处于新兴技术经济体系的第一个康德拉季耶夫周

期,这一经济以石油和电力系统为基础,而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的危机出现在技术

经济体系的第二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这一区别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第一

种情况下,新的技术经济体系能够从美国传播到欧洲、日本和一定程度上传播

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国家,而在当前情况下,整个体系必须随着新的技术经

济系统的开始而改变.一方面,１９２９年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体系造成的危机明

显表明英国不再能指导世界事务.另一方面,显然势力衰退的美国依然是未

来数十年来的主导力量.

　　根据这两场危机,人们争论了在不同国家所采取的经济政策能够处理这

种情况.事实上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期间,到处宣布在１９２９年股票崩溃时经济学

上所有累积足以让经济权威部门应付任何可能出现的不平衡现象.这一宣布

是徒劳的,经济大师们都无法阻止即将到来的危机.

　　这并不是表明大萧条危机可以因采取其他经济政策而避免,而表明释放

的力量,特别是在金融投机领域,不可能被任何当局遏制.一旦它们离开自己

的笼子,就会吞噬它们触手可及的任何东西,直至有用资源枯竭和崩溃接踵而

至.１９２９年就是这种情况,这些力量再次使得经济在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陷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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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衰退.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金融创新种类因为技术经济体系的耗尽已经发

展很多,该体系主要是推动利润最大化.这些力量吸收了来自现实生产力经

济和世界 GDP增长的下降趋势和构成当前经济现实基础的经济生产率放缓

等方面的大量资源.此外,金融力量即将达到极限,但是,主流经济理论家试

图向我们保证市场是完美的,他们的运行是无懈可击的,只有当政治和政策,
社会动荡和活动,如对双子塔的攻击妨碍他们的运行时市场机能才会失常.
这种情况可以从表１观察.

表１　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增长总值衰落过程中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年均百分比的变化

年份 １９６０~１９６９１９６９~１９７９１９７９~１９９０１９９０~１９９５１９９５~２０００１９９０~２０００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美国 ４．２ ３．２ ３．２ ２．５ ４．１ ３．３ ２．６

日本 １０．１ ４．４ ３．９ １．５ １．３ １．４ １．２

德国 ４．４ ２．８ ２．３ ２．１ ２．０ ２．１ ０．７

欧洲１２国 ５．３ ３．２ ２．４ １．６ ２．７ ２．２ １．４

西方７国 ５．１ ３．６ ３．０ ２．５ １．９ ３．１

表２　经济增长率下降、年平均值变化、整体经济中的劳动生产率

年份 １９６０~１９６９１９６９~１９７９１９７９~１９９０１９９０~１９９５１９９５~２０００１９９０~２０００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美国 ２．３ １．２ １．３ １．４ ２ １．７ ２．２

日本 ８．６ ３．７ ３ ０．８ １．３ １ １．５

德国 ４．２ ２．５ １．３ ２．８ ２．４ ２．５ １．５

欧洲１２国 ５．１ ２．９ １．８ ２．１ １．３ １．７ １．４

西方７国 ４．８
(６０~７３)

２．８
(７３~７７) ２．６ １．７

　　资料来源:罗伯特布伦纳,“世界经济的繁荣与危机:昨天、今天和明天”的统计附录.

IIEc,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４日.

　　１９２９年崩溃发生在康德拉季耶夫的下降阶段中和延伸在美国大部分地

区.但是,在之前欧洲的生产基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了严重破坏,由于

数百万年轻人在捍卫少数企业巨头利益时失去了生命,对企业巨头来说,战争

却给他们带来了利益.这场战争也减少了欧洲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事务上的影

响力.崛起的大国是美国,它于１９１７年加入了战争,并处在利用战后时期的

有利位置.在战争的随后年代,世界经济进入了衰退期,或康德拉季耶夫 B
阶段,这在１９２９年危机之后特别明显.由新兴力量主导的初期经济模式无法

对付或解决世界不平衡的划分带来的许多问题,这也导致了区域的不平衡、工
人的战斗性和少数人手中资本的过度积累,在美国尤其如此.当前的危机发

生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 B阶段,虽然不是在其中点,但是,像１９２９年一样

而是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 B阶段终点.因此,与早期危机相比,目前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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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在中途导致世界战争也不太可能,但是会导致长时期的经济恢复和提升,也
就是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 A阶段,虽然我们预料会看到这一阶段早期显著

的社会矛盾.伴随着保守派和正在崛起的竞争经济力量的主要对抗,主导力

量的下降很可能持续整个新的 K周期.

　　然而,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并不存在承担主导作用的条件.停战后许

多年来,英国继续保持其霸主地位,但它地位的下降是每一个人有目共睹的.
这是解释１９２９年危机严重程度的其中一个基本因素:美国不想要控制国际政

治和经济力量,英国已经不再具备这一能力.当然这种情况直到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才得到解决.此后,美国和其他国家建立了一系列经济政治机构,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其中美国占有主导作用,使其跨国公

司网络扩大到世界各地,并在许多大陆实施政治和军事统治.苏联和中国,因
由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支配,这是美国霸权主义无法实施的明显例外情况.
今天,美国发现自己在经济和政治上力量削弱并过度地发动军事战争,比如对

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发动的战争以及最近对利比亚的轰炸,尽管部署的

战略残忍,但是它不会获胜.

　　１９２９年危机的另一个教训是:现在,一些思想家们在谈论美国地位的逐

渐下降,中国逐步取而代之.帮助确保美国统治地位的那些机构是如此强大

以至于世界战争和１９２９年危机也不足以引起它们的灭亡.另一个更具破坏

性的是,这些机构需要战争———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被打倒,以及为美国服务

的机构将其取代.因此,美国将很可能在以后几十年的过程中继续挥舞其相

当大的势力,即使现在的金融危机可能带来很大破坏性后果.这种情况会继

续下去,直到更强大的前所未有的动乱(因为大国之间的核、化学或细菌战似

乎不大可能)出现,迫使旧秩序靠一边站,由一个尚未被命名的国家所取代.

　　应该提到的是在１９２９年崩溃时,许多观察家认为这是一个相当孤立的不

正常现象,因为繁荣似乎依然存在,特别是在美国.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被亲切地

称为“咆哮的二十年代”,暗示了一些部门人口享有的繁荣.国际贸易和国内

商业呈上升趋势,但泡沫破裂发生崩溃.类似于这种情况的事情现在正在发

生.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表面的繁荣之后是２０００年的“软”衰退.一些观察家说,
这会持续到２００３年.紧接着是强劲复苏,似乎会持续很长时间.突然,经济

遭遇了衰退.在这两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这两种情况下,危机在一段时间紧张投机后发生,投机会推动虚伪的经济

增长.１９２９年崩溃的最初迹象出现在１９２２年和１９２４年之间美国佛罗里达

州的房市繁荣,特点是对该州土地的疯狂投机,它已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旅游

和退休目的地.投机促使楼价上涨十或二十倍.然而,到１９２５年资金流的中

断,加上施工材料的供应困难和自然灾害等几乎一夜之间削弱其价值,摧毁了

许多房地产投资者.但投机热并没有就此消灭.它只是转移到华尔街,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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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辑　技术经济革命框架下对１９２９年股票崩溃和２００７至２００９年经济危机的历史比较 ９５　　　

房价依然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增长.全球股市的收入表现:１９２１~１９３０年令人

印象深刻,１９０１~１９１０年有三次发行记录,而１９２５~１９３０年的工业产值比

１９０１~１９１３年纪录的产值只高５７％.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的危机和１９２９年的股

票大崩盘都有共同的起源,那就是产生于金融投机的泡沫,前者由房地产泡沫

所引发,后者由股市投机引起.

　　１０月２４日———“黑色星期四”———华尔街的强劲涨势突然中断,如股票

和资产价格暴跌,来自社会各阶层投资人的资金的不断流入引起了通货膨胀.
尽管银行和市场交易者不断作出努力,联邦当局从胡佛总统到较低的权力机

构,似乎都戴着眼罩,无法把握危机的深度.他们也不能采取有效的经济政策

来应对危机.这似乎与目前的情况类似:当大量的资本流动走向破产时,当局

相对来说流动了少量数额的资本.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也许以后这段时期一定是相当漫长的,而且由结构性或

系统性危机控制,这包括数个经济衰退、适度的短期和中期恢复和大萧条.这

将是一个相当长时间的危机,曾在２０００年开始,可能持续长达１６~２０年之

久.这一时期很可能以暴力对抗结束,这将涉及主要大国的革命和内战.内

乱、饥饿、失业和贫困也可能恶化.目前,我们正处在这一进程中的第二阶段.
我们即将从经济衰退———萧条中走出来,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逐步深入发展.未来

会变得更糟: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企业、家庭和政府会面临衍生产品危机及

债务负担.你还记得１９８２年欠发达周边国家的债务危机吗? 在过去许多年

里,我们一直靠欺骗和谎言经济中借来的钱生存,银行和保险公司在最短的时

间里通过极大努力已经产生了大量的“不良资产”和“金融创新”,事实上却没

有产生任何有形资产.成千上万的投资者追求成为百万富翁的梦想,然而却

付出最少的努力.数以千计的人打着小投资的幌子通过洗钱和诈骗帮助自己

实现这一阴谋,这些小投资者们使得他们自己的积蓄和财产处于风险中.事

实上一些人实现资本主义的主要梦想是:无需工作就可变富,过上满足的美好

生活.然而,当泡沫破灭时,许多人失去了他们的衣食保证,因为他们的投资

已成为没有任何价值的纸张了.

　　当前的危机无疑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标志转折点,这场危机不仅是经济领

域的危机,而且也是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此外,它也是一场与

自然、环境和我们的粮食生产实践模式有关的危机.２００多年来在现行制度

主导这个地球的历程中,它带来了矛盾的后果.一方面它已提供给少数地球

居民可以接受的生活质量,同时促进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了对我

们地球上无尽天然资源的逐渐破坏,因全球变暖和臭氧层破坏威胁了它的可

持续性发展.它还导致了原始生产力,即人类的毁灭,而人类今天生活在各种

疾病的蹂躏下.这些疾病由破坏臭氧层、污染、食品中过度使用化学品、有毒

杀虫剂、除草剂、化肥和在许多与人体癌症相关的加工食品中包含的其他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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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品等引起的.这场可怕的危机是无法逃避的.在我看来,有很多理由相信它

会继续瓦解,这就是说,世界经济目前被纤细的丝线连在一起,并在不久的将

来,必然会出现比当前危机更大的一场危机.我认为这是由于下列基本因素

引起的,这些因素有助于解释当前的局势:

　　(１)资本主义中心的基本矛盾加剧,导致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联系,对生产

日益社会化和对生产成果的私人占有的影响;

　　(２)以石油为基础的生产体系的颓废和荒废,与石油相关或依赖石油的企

业和行业盈利能力的逐渐下降;

　　(３)金融投机机构的快速增长,以及这些部分企业高利润增长是不可能无

限期增长;

　　(４)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这一政策加剧金融罪行、破产、失业、消费者

支出压力和国家企业和家庭的债务膨胀;

　　(５)早在１９７１年,下降开始成为美国的主导力量.

　　１９７３~１９７５年以来,我们目睹了某些生产活动收益率和世界国内生产总

值增长率的普遍下降,虽然一些国家已经抵制了这种趋势.传统产品市场的

长期饱和是这一趋势的潜在驱动力.它也受到长期存留的资本懒散和过度资

本积累的青睐,这个市场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越来越向金融投机领域迁移.

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世界经济的灾难已经恶化,为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的国际衰退打下

基础,紧跟着到２００７年经历了平缓的复苏.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国家经济活力

开始减少,导致这些国家寻求更有利的贸易平衡,以抵消国内经济增长的下

滑.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丁晓钦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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