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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危机与社会主义的希冀

【澳】大卫麦特斯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７－２０

　　作者简介:大卫麦特斯(DavidMatters),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澳共中央委员.

　　①　全球广播电视网如美国的福克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美国广播电视的销售额、华尔街日

报等.

　　内容提要　本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危机和人性危机进行了探讨,许
多学者将这些系列性的危机归咎于新自由主义影响下资本主义政府的失败政

策.泡沫经济、通过房地产期货投机而积累起来的大量虚拟金融资本和赌博经

济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这些都加快了帝国内部的衰败.通过对

霸权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分析,得出结论,劳动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剥削者的

斗争必须得到发展,直到运动达到一个新的水平,那时将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人民的最终希冀.

　　关键词　资本主义制度　危机　资本　政权

一

　　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危机和一系列人性危机是２１世纪早期的特征.许

多大学老师和时事评论者将这些系列性的危机归咎于新自由主义影响下资本

主义政府的失败政策和一些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的各种策略.

　　在帝国主义力量驱使下,全球气候、食品、贫穷和战争危机四伏.每一天

都有超过１０亿的人挨饿受苦.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海洋上都有舰队在巡

逻,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与美国联手实施封锁.单是美国这一个国家的海军

最大军事装备力量就远远超过了许多国家海军的联合力量.这个四处捕杀的

海盗政权的运行是以将自由与民主传播到世界各地为借口的.它得到了一个

巨大的政府宣传机器的支持,这台机器的设计是为了统治全世界的思想和文

化① .美国的资本家们在其他国家里建立了它们的电视与电影王国,并利用

这一渠道打破了各国的阻隔.他们制造新闻和政治信息,从而影响全球数百

万人口的思想.

　　人们用互联网来创造和宣传“自由民主”和西方文化价值观,同时也用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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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来误导和歪曲革命运动.比尔盖茨是这个星球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正
是对电脑和网络技术的掌握给他带来了财富.

　　关于自由的概念和无政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鼓吹革命的思想成为了好莱

坞这个恶毒机器的踏板.美国在军事上和金融上统治着整个世界.

　　美国具有攻击和摧毁其他国家的能力,凭着这一点,它强制将美元作为一

种国际货币.美元取代了黄金成为交换媒介,却因为与真正的物质生产相背

而不断贬值.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黄金价格巨额上涨以来,美元对黄金的价值

比持续下跌.

　　军费开支巨大,帝国主义的金融资本主义使这个帝国中心日益衰败,美利

坚合众国因此破产了;只有借着劫夺和欺诈这个帝国才得以维持下去.无休

止的战争和备战直接导致了数百万人的忍饥挨饿和贫穷的蔓延.①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日,古巴外交部长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阐明了现在的情

况:“对于生命权的侵犯应该唤起大家的关注.根据来自多方面的消息,已经

有超过１．１１亿人在现代战争的武装冲突中丧生.现在坐在这个屋里的所有

人一定要牢记,在一战中平民死亡人数占总伤亡人数的５％,紧接着在１９９０
年之后爆发的侵略战争中,最具代表性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平民死亡

人数分别为１００万人和７０万人,这些无辜受害者占总伤亡人数的９０％.其

中儿童所占的比例之大前所未有,让人不寒而栗.正是因为这些战争,全球难

民人数增加了３４％,达到２６００万人.军费开支在过去十年中增加了４９％,达
到１．５万亿美元,比美国军费开支的一半还要多.而军事生产部门复合体还

在继续制造战争.每一天都有２．９万名儿童死于饥饿和可预防疾病.就在我

说话的这段时间里,已经至少有１２０名儿童丧命.４００万名儿童在他们生命

的第一个月便夭折.每一年死亡的儿童总数为１．１千万.每一天都有１０万

人因为营养不良而失去生命,一年累计起来就有３．５千万人.假设发展中国

家的母婴死亡率与古巴的母婴死亡率相近,那么每年就会有８４０万儿童和５０
万母亲得到救治.在霍乱传染病泛滥的海地,古巴医生正在为将近一半的病

人治疗,死亡率比在接受来自其他国家的医生治疗时低５倍.古巴国际医疗

合作团队使救治４个大洲几十个国家的超过４．４百万的生命成为可能.人类

的尊严是一种人权,今天,１４亿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其中１２亿人口忍饥

挨饿,另外２亿多人口则备受营养不良的折磨.文盲有７．５９亿.”

　　这段话摘自古巴外交部长于２０１１年３月１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

权理事会上所做的一次发言,指明了全人类正面临的现实状况.

　　人类社会的进程之所以会走到这一步,是因为资本主义仍然在人类舞台

① １９４５~１９６５年间,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在尼克松总统舍弃了增量为２０００％的标准供应之
后,美元的供应量增加了５５％,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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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上演着大游行.对资本主义的消灭延迟了,人类新的灾难将要来临.

　　在２０世纪的转折之际,资本主义时代到来了,金融资本控制了产业资本,
一些高级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军事生产部门复合体.２０世纪末,这个军事生

产部门复合体成为了美利坚合众国帝国主义的显著特征.正是这一复合体贪

婪的欲望造成了今天全球的现实局面.

　　许多研究者或支持或反对新自由主义,但没有更实际更深层次地挖掘资

本主义的发展,致使研究站不住脚.在一些国家像澳大利亚,该国的两党制度

的政策与发展之间形成了一个连续体.而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与政府间的

唯一不同则是它们选择轰炸的国家不同,美国政府的核心特点始终是它对于

世界的控制,这是由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制度决定的.

　　我们认识到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始终只是资本主义政府为了帝国主

义的商业利益而采取的政策和途径.法西斯主义是帝国资本主义银行在剥离

了任何民主面具掩饰下的一条规则;在危机情况下摘掉这个民主的面具,动乱

则时有发生.①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与他们的兄弟民主社会主义者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为

了混淆和误导劳动人民,他们是那个阶层的代表,代表着那些已经被收买或者

暂时被巨额利润贿赂的人.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后期出现的一个困难就是金融

资本如寄生虫般的大量增长.

　　泡沫经济、通过房地产期货投机而积累起来的大量虚拟金融资本和赌博

经济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

　　这样的发展导致了许多显著的特征,加快了帝国内部的衰败.如寄生虫

般增长的资本所输出的是金融资本而并非生产资料的价值,从而奴役资本出

口所到的国家.这样做是为了创造剩余价值,为金融巨头劳动.但是在此期

间被这一资本殖民统治的国家的生产力也会提高.

　　相应的,负责资本输出的殖民统治国家的生产力减弱,这就导致了殖民统

治者的衰败,寄生虫开始依赖寄主.正是这种依赖性和衰败使得寄生虫实施

更多的侵略行为,这样它才能紧紧抓住并且控制寄主,否则它就会灭亡.这便

是资本主义现今发展的本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掩盖的也正是这一本质,
部分原因就是他们需要寄生虫的喂养得以存活.他们为民主、选举自由和言

论自由争论不休,但实际上他们的真正标语应该是免费的午餐,例如强制性的

免费劳动力.

① 共同点始终是军费方面的开支.许多美跨国公司的生意经营中有部分都是军事合同.先前
的 OldHisMastersvoice现如今叫做SERCO公司,在公司经营活动的介绍中包含了军事基地和洲际
弹道导弹的经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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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自由主义者中,一些人谴责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独裁和专政.他们呼吁

修改马列主义思想,放弃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而引发的解放斗争,通过无产阶

级专政实施对大多数人的独裁统治.他们还攻击了独裁政权的野蛮性,认为

剥削者实际上就是资本寄生形式的仆人.

　　正是寄生状态的发展创造出了资本主义的怪兽,并且推动这些怪兽结合

在一起,于是一个由这些凶残力量组合起来的新的联盟诞生了.北约,一个新

的团体的形成是为了与共产主义和劳动人民的所得作斗争.如今,它成为一

副面具,掩盖了对全世界受压迫的贫苦人民所实施的恶行.这个联盟拉拢了

占统治地位的帝国权力成为它的有力资源,从而使联盟得到扩大,以重新建立

２１世纪的殖民主义.

　　这个联盟正对世界构成威胁,在一系列灾难事件中企图吞没世界.一些

国家已被列入名单,从伊朗、朝鲜、委内瑞拉,甚至到中国和俄罗斯依次延展开

来,一旦时机成熟,北约就会对它们实施攻击.是帝国精英们的利益之心在操

纵着这一切.帝国的衰落是人类得以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但它们不愿意接

受这一事实.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对控由港矿山和布干维

尔铜矿对伊里安查亚长达数十年的压迫,强占关岛作为其军事基地;沙特王室

侵占巴林;美军第七舰队在日本的驻军基地、冲绳岛以及美军强制出现在太平

洋上;对韩国的持续占领;菲律宾是美国最早的殖民地之一,美国对其人民进

行统治和勒杀,这也是美帝国主义制度的表现之一.日本帝国主义与它的征

服者美国享有同样的掠夺物,美帝国主义阻挠台湾回归中国,鼓吹台湾成为日

本帝国主义的支持者.

　　这就包括了美国同日本和韩国一起参与了多起在韩国和中国沿海爆发的

战争游戏,为的是将不屈从的日本和韩国拉回到一个更加合作的框架内以维

持它们在帝国主义链条中的地位,确保这些军事基地和占用地继续有效.

　　有句谚语说过:大英帝国的太阳永不落;如今,一轮明日也将永远照耀在美

国中央情报局与美国军事操作范围的上空,不管白宫内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

政,这一切都将持续.奥巴马现已被迫继续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发动侵略战争来

巩固他执政时期的帝国对全球的统治.这便是美国民主真实的一面,是服务于

帝国精英的民主,美国的争夺战争也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获得资金支持的.①

① 若要知道政府用于国家公共债务的净利息支付有多少是属于过去由债务资助的国防支出是一
个数量庞大的运算.我按照每年狭义国家安全支出———军事支出、退伍老兵养老金、国际事务支出———
与充分说明美元不变购买力的联邦开支总额的比例进行分配,将自１９１６年(那时国家债务基本为零)以
来的过去所有的赤字相加(减去盈余).这一总额相当于２００９年末国家公共债务值的６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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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英帝国,劳动人民被灌输了各种形式的社会沙文主义思想,认为自己

的国家要远远优越于被统治者征服的国家.与此同时,供养一台战争武器给

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城市贫困带有种族色彩地分布在黑人和西班牙裔

的人群中,这一点连同数百万的非法工人使得美国黑人占了美国的囚犯人口

中的大多数,比例十分不均匀.

　　在美国,帝国带来的只有穷人们日益加剧的苦难和军队越来越多的储备

劳动力.美国本土的劳动人民肩负着最困难的历史使命,他们必须打败来自

本国内部的野兽.他们为了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而做的斗争能给世界带来

和平.然而,这样的历史使命又是让人望而生畏的,因为文化毒瘤已经扩散,
成为美国极端个人主义的观念形态基础,倡导无政府主义的个人控制着这种

文化.为了消灭这种文化,饱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必须团结起来.①

　　只能拥有最低工资的工人们和那些非法工人们无权真正享有自己创造出

的财富.对于美国来说,他们的唯一贡献就是穿上制服,被派往世界各地抢劫

掠夺,最终只沦为付费劳动力的身份,被美国丢弃.若劳动人民团结一致集体

抗争,他们的每一个举动都将代表着离个人主义这一障碍又远了一些.

　　不久前涌现的茶运动将英雄个人主义作为它的文化基础,反对政府权威,
牺牲了人民自身的利益,借用人民的力量为少数人而不是大多数人服务.这

样一场法西斯运动是对寄生虫制全球和巨大利润的渴望.掌握着全球财富的

为数不多的小家庭隐藏在与寄生这个实际相连的社会表层之下.这些财富被

误认为是真正的财富.尽管它可能与庞化骗局联系在一起,每一个人都对处

于中心的财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那些位于边缘的不幸者却一无所得.②

　　为了使游戏继续下去,其他人的财富就需要被没收充公,这笔财富就成为

了战争激增的经济基础.如果帝国主义的道路不能被阻断,那么它仍会继续

将饥饿和战争带来的痛苦强加在数百万人身上,它仍会继续摧毁地球直至这

个星球上所有的生命殆尽.这场将人类卷入其中的危机给布尔什维克的口号

“国家、面包与和平”添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它将我们奋力结束这一制度的紧

迫性提高到一个新的程度.在这里我们谈及的不是新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民

主.它们只是掩盖寄生虫渴望更多鲜血这一事实的面具.我们谈及的是资本

主义的最终阶段,帝国主义的高度发展和荒淫颓废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寄生

状态也充分成熟发展,并设立了一个无意识但必要的目标,就是要征服全人类

①

②

Inequality．Ofthe１％,bythe１％,forthe１％ ．ByJosephE．StiglitzVanityFairTuesday,
Apr５,２０１１
　　“一些高压政权统治下的财富都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美国一直在旁观针对这些政权的抗议.但
是,其实在我们自己的民主政权中,将近国家收入的四分之一也只被１％的人占有———甚至连财富自
身都会哀叹这样一种不平等.”

破坏工人阶级占领的地区;废除社会保障和就业保护体制;回到贫困工资;将边缘国家拉回到
过时的地位上成为原料供应者同时又通过在那些相对工业化的国家的生产系统上强加入分包商来限
制它们的发展机遇;加速浪费这个星球上的资源.所有这些都列入现今统治力量的计划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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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满足自己贪婪的欲望.①

　　如果可以,它会将２０世纪所有利润收获保存起来,且引入世界一个黑暗

的时代,这便是美帝国主义隐藏在对人权、民主和自由要求之下的真实面目.
美国每年都会发动一场新的战争,将苦难提升到一个新的程度.伊拉克和阿

富汗已经开始成为美帝国主义统治下毁灭性结局的象征.在巴基斯坦境内发

动的秘密战争,对利比亚的突袭,象牙海岸的动荡,扰乱南美国家的数以百计

的中情局秘密行动,这些都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一部分.此外,还有为了自己的

帝国逐渐衰败的极端反应,它的破坏性之处在于这场运动可能会夺取战争机

器的控制权,利用核武器猛烈出击.这正应验了罗纳德威尔逊里根的悲

壮名言“赤化比死亡好”.

　　推翻资本主义独裁延期了,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开创工人阶级的时代

也搁置了,这一切造成了美国生活水平的下降和战争威胁程度的升级.②

三

　　一次社会运动的出现是必要的,阶级斗争需要升温到一定程度,从而无产

阶级获得政权.一个新的国家发展起来,待政权稳固了之后国力上升.无产

阶级专政不是现成的,而是阶级意识提高的结果,这种意识是一个阶级的人民

对他们在社会中所扮演角色的意识,也是对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一历史

转变的意识.这样的发展就像是任何生物体从出生到成长的过程.

　　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需要发展无产阶级来作为资本主义的掘墓者.列

宁丰富了这个概念,提出先锋队理论,也就是对作为政党组织的阶级的多数阶

级意识.随后他又有了许多新的发现.他指出生命被自己主宰.此外,无产

阶级事实上是在帝国主义处于低谷时夺取政权的,资本主义与随后的社会主

义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得以发展的.他论证了为了获得一个更好的目标地

位采取战略撤退的可行性,实质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为统治阶级.这一

地位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势都是积极正面的.

　　瓦解资产阶级手中的国家政权,由工人阶级掌握国家实权,是最重要的,
也是在某些情况下最难以达到的必要条件.随后,国家进入由资本主义向社

①

②

很显然正在上演的对希腊连同其他国家如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意大利等的投机攻击主
要不是对它们经济基本面的反映,也不是一场“市场”的自发运动,而是一次经济战的联合行动.从

２００９年的夏末开始到秋季结束,美元持续大幅度下跌.从一些经济较弱的地中海和南欧国家开始,欧
元遭受冲击.对于许多盎格鲁血统的美国金融家来说,为了减缓对已经遭受重创的美元的压力,对欧
元的冲击显然将会成为一种理想手段.这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货币战争.

破坏工人阶级占领的地区;废除社会保障和就业保护体制;回到贫困工资;将边缘国家拉回到
过时的地位上成为原料供应者同时又通过在那些相对工业化的国家的生产系统上强加入分包商来限
制它们的发展机遇;加速浪费这个星球上的资源.所有这些都列入现今统治力量的计划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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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开始发展生产力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贯穿

于这两个阶段,成为理解社会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力量.

　　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两大重要特征是中国出台了新的劳动法和工人阶级

就是统治阶级这一意识逐渐增强.若没有这样一种阶级意识,维持阶级规则

的必要力量将会瓦解无产阶级专政下具有新形式的阶级斗争.而这样的新的

阶级斗争形式对于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国家的真实目的就是无产阶级运

动形式对资产阶级存在模式的统治日益加深.

　　人类历史发展的现阶段中,斗争形式包括思想观念间的斗争(意识的阶级

形式或非阶级形式)和国家之家的真实的武装斗争.为了更清楚的理解人类

社会运动和存在形式而发起的斗争高举马克思主义为斗争的科学指导.马克

思主义因此也就成为生命的科学指导,成为阶级意识的一种重要形式.困惑

或者对社会理解不够清晰本质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理解.因此寄生虫

们在思想观念争斗中注入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扭曲.

　　寄生虫们在思想观念争斗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为的是用扭曲了的马克

思主义迷惑无产阶级队伍,陷其于观念混乱之中,从而使自己可以继续利用寄

主.

　　列宁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

重要阶段.但这一意见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被认为是个错误.他们提倡将旧

的社会主义理论重新包装,变成众人平等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为了误导工

人,镇压消灭革命运动,①他们抨击２０世纪社会主义的实际成果,用社会主义

原则说教工人,剥离了依据社会主义的真实存在和发展情况对社会主义进行

的实际研究.这些趋势标志着右派和左派机会主义新形式的出现,成为全世

界数百万劳苦大众培养阶级意识的绊脚石.这些手段被用来否定发生在中

国、古巴、朝鲜、越南和老挝的社会主义革命,从而减慢社会主义和多国社会主

义运动的前进速度.

　　这样一种阶级意识内涵就是: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不仅仅只是一种可能;
劳动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剥削者的日日斗争必须得到发展,直到运动达到一个

新的水平,那时将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人民的最终希冀;建

① ３８５第二种民主形式可以通过一种不同于传统的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政治体制得以实现.
　　参与性民主多样性也就是真正的实质社会民主;它的基本目的是找到一种给人们带来最大影响的
解决问题的方案:事物、土地、工作、教育和住房,所有这些使社会朝着平等方向迈进成为可能的事物.
　　但是,社会主义的可识别性一定要归结于参与性民主制度这一显著特征.国民是由所有人民共同
组成的,他们积极的建设新社会.这样的新社会鼓励和尊重各种受欢迎的自组织形式,因为这种形式
不带有任何使人民屈从于政党或国家的目的.作为一项事业,社会主义与民主是不可分的.社会主义
就是表达民主政治的最高形式.它与有限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不同,它必须要极大的发扬民主.民主
不是法律规定了就能够存在的,而是需要一步步建立起来的.
　　在经历了美国南部近年来的独裁统治和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多样的专制政府之后,左派马克思主
义———一种没有给予民主充分评价的思想,因为它将“民主”这个词与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联系在一
起———认识到它必须将民主事业从中间派和保守派力量手中解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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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个新的社会也不再只是一种可能,而是数十亿人民对于生活的愿望.

　　只有这场斗争才能让野兽平静下来,阻止人类的灭绝.可能会有这样的

情况出现:世界要驯服这只野兽直到人们可以打消它对战争的渴望.

　　共产党对人类做出的真正贡献是将理论转化成了物质力量去打败帝国主

义并且将国家的权力移交到劳动人民手中.试图重新将这些概念和非革命理

论作为新的理论来探讨构成了帝国主义对共产党威胁的一部分.事实上,拥
有权力才具备放手去做的能力,没有了权力什么都将功亏一篑.

参考文献

[１]Amin．Samir１９９９．SPECTRESOFCAPITALISM ACritiqueofCurrentIntellectual
FashionsTranslatedbyShaneHenryMage．MonthlyReviewPress．ISBN:０－８５３４５－
９３３－９．

[２]CommunistPartyofGreece(KKE)PolemicwithCPUSA．PostedonApril１３,２０１１by
TheMarxistLeninist．http://marxistleninist．wordpress．com/２０１１/０４/１３/communist

partyofgreecekkepolemicwithcpusa/＃more－６６１３．
[３]Granma EnglishlanguageCubanDaily．StatementbyCuba’s MinisterofForeign

Affairsto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Geneva,March１,２０１１．http://www．

granma．cu/ingles/newsi/２marzoCuba％２０categorically．html．
[４]Higgs．Robert(２０１０)DefenceSpendingIsMuchGreaterthanYouThink．History

NewsNetwork．GeorgeMasonsUniversity．http://hnn．us/blogs/entries/１２５６３７．html
PostedonSaturday,April１７,２０１０．

[５]Lenin．VladimirIllyich．CollectedWorksOfLenin(１９５２)Progresspublishersvolumes
２２－２６AND３１－３３．

[６]Harnecher．Marta．TranslationbyJanetDuckworth．(２００７)HowToRebuildTheLeft．
ZedBooksLondonand New York．http://www．scribd．com/doc/３８５２５３４５/Marta
HarneckerRebuildingtheLeft．

[７]Stiglitz．JosephE．(２０１１)Inequality．Ofthe１％ ,bythe１％ ,forthe１％ ．VanityFair．
http://www．vanityfair．com/society/features/２０１１/０５/toponepercent２０１１０５Viewed
Tuesday,Apr５,２０１１．

[８]WorldReviewofPoliticalEconomyVol１－４PlutoPressLondon．http://www．wrpe．
org/．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丁晓钦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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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