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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应对:
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改良性和革命性的要求

【美】艾尔坎贝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６－２５

　　作者简介:艾尔坎贝尔(AlCampbell),美国犹他大学教授.

　　内容提要　本文讨论改良性的改革和革命性的改革,无结果的(sterile)革

命性要求与过渡性的革命性要求,阐述了经济复苏和金融重建的一个渐进式计

划,说明健康经济的５个基本原则和５个目标.提出当前美国金融和经济危机

下的过渡性的革命要求,说明经济体系是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建立一个人性化

的经济体系,提供一定的商品和服务.组织与社会目标一致的生产过程,涉及

成员的发展,多维潜能的发展,向“更完整的人”的发展.

　　关键词　改良性　革命性　健康经济

导　言

　　本文由一篇同名的篇幅更长的作品缩写而成.原文把改良性和革命性阐

述得更为充分.在讨论改良性和革命性的要求与当今美国经济危机的关系之

前,文章先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例子,另一个是列宁的例

子.本文仅仅勾画出改良性和革命性之间要求的本质差异,然后联系到美国

当前的危机,进一步讨论此问题.

一、改革,改良性的改革和革命性的改革

　　由改革这个词的定义可知,要求任何改变,即改革的要求.有些人把“改
良(性)的(reformist)”这个词与“缓慢,渐进”联想到一起,而把“革命(性)的
(revolutionary)”与“快,突然”联想到一起.然而这些联想,实际上并不是“改
良(性)的”或“革命(性)的”的定义的一部分.一些政治“改革”基本上是瞬间

到位的,而“工业革命”却延伸了超过１００年了.在这里,我们真正担心的并不

是字典的释义这类学究们关心的问题,而是那些过去一直关注并致力于建立

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他们出现的严重错误.本文关注的是,在政治讨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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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改良性的改革”指的是发生在现有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总体框架内的改

变,而“改革性的改革”是指,那些为推翻或根本性地改变现有秩序出一部分

力,或支持和促进这种改变的变革.“改良性的”与“革命性的”之间的区别不

取决于变化的速度,而是在于其深度或广度.这是一个在现实世界的政治上

非常重要的区别,因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可能会需要,而且笔者

认为它很可能需要几个世代(甚至更长的时间过渡到共产主义).然后,还有

这样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即如果有人误解了“革命性的”这个词的意思,试图

过快地实行本需要更长的时间的改革,可能会导致转型失败.

二、无结果的(sterile)革命性要求与过渡性的革命性要求

　　任何需要放弃资本主义才能去实现的要求可被称为革命性要求.但如果

社会大多数不响应这种要求,即在政治上得不到认同,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说这

样的要求不是真正革命性的.

　　一个过渡性的革命性要求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方面:(１)它必须看起来是合

理的、现实的,以及对工人阶级来说是可行的(通过斗争);(２)它必须支持和促

进工人阶级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

必须是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３)必须有通过为之奋斗的过程提高工人阶级

意识的潜力.这后者也可以说,必须让他们了解其特定的经济社会问题植根

于资本主义,它必须帮助他们从其特殊斗争归纳出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的必

要性,它必须为他们的特殊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如要让他们的想法和行为超越

资本主义的逻辑.过渡性的革命性要求是真实的革命性要求.

　　确立了这个框架,我现在转而考虑,有关当前美国“大萧条”的两套要求的

本质,然后初步提出一套广泛的革命性要求,适用于现今这场危机的建议.

三、经济复苏和金融重建的一个渐进式计划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１日,金融危机发生,伴随着经济大萧条,进而演变成一个

真正的危机近一年后,一部分进步的经济学家聚集在纽约.该会议由施瓦兹

经济政策分析中心和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提供赞助.这是两个学术相关的经济

智囊团,左翼而进步.这次会议的时间是大选刚刚结束之后和奥巴马上任之

前.在此期间,他经常谈到防止金融危机再次发生需要强大的规章制度,以及

今后在经济上需要进一步改变,特别是改变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以解决３０
年的新自由主义产生的许多现实.大多数与会者希望会议文件的许多部分能

得到新政府和国会中一些进步人士的慎重考虑,而且从进步人士关于明年的

讨论表明,他们的某些想法与会议中提出的相同.本次会议的许多费用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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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福特基金会支付①.要了解这些要求可能带来的进步作用,当时大概确实

有这样的作用,这段历史必须记住.因为在我２０１１年的春天写这篇文章时,
奥巴马政府以及在国会中的民主党的立场已彻底改变②.

　　对于接下来的一些要求,这里我将首先对这些要求进行描述.其后,我将

转向这篇文章感兴趣的问题———这些要求的本质是什么? 具体来说,即这些

要求是过渡性的革命性要求吗? 如果不是,需要哪些变化使其成为过渡性的

革命性要求?

　　不包括第一页的导言,会议的声明③包括１８页正文以及２页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是上面提到的那些进步的说明不可持续结构的文献,加上较早提到

的在危机中的进步方面的参考材料.由于这是一篇写作严密的文章,这里的

分析不可能简单“总结”出来,但鉴于这里只需要考虑要求的本质,只列出五个

“原则”来支持本论文讨论的危机的整体方法即可,然后呈现这个计划旨在实

现的５个大目标和１２个具体目标.

　　健康经济的５个基本原则:

　　１．由于没有外部监管时,资本主义呈现不稳定状态.它的稳定需要政府

监管,包括政府设立的自动的稳定措施.

　　２．为了使市场有利于社会,它们必须“嵌入社会”,受政府和其他社会机构

的管理,而且反过来,它们必须真正做到受公众约束(否则甚至政府的监督也

会被拍卖给出价最高者).

　　３．除了市场的所有监督和控制之外,政府需要在经济领域显示领导力,通
过主要外溢效应(“外部效应”).这即使在理论上(现在更多的是在实践中)无
法操作,更不用说给人类提供福祉.这方面重要的例子有卫生保健、气候变化

和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

　　４．家庭是最重要的(虽然不是唯一)可以提供照顾服务的社会结构(给青

少年、老人,以及两者之间的那些需要此类服务的人们).鉴于美国经济体制

在实践中表明,市场对许多家庭的支持并没有使其实行必要的看护服务,物质

层面没有达到人们可接受的范围,政府应在资金上支持那些需要的家庭.

①

②

③

福特基金会愿意为这类进步的经济学家的集会提供资助反应了在目前经济危机情况下的一
个重要现实,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利益处于统治地位,反映了一部分有影响力的资本家对此次危机的态
度.他们认为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在经济和金融领域,大幅度进步性的改变将对拯救,或者至少恢复美
国资本主义经济是必要的.看来,他们当时的观点是这种可能性将意义重大,这也成为了他们支持这
个计划的基础.如果对这些资本家的利益来说,这些改变是必要的或者有益处的,他们即支持这个计
划形成一系列明确的原则,以此建立这样的改变.

奥巴马政府现在已经在对金融业进行大规模的紧急援助,迄今为止并没有伴随着重新管制,
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要打算改变这一方向.奥巴马政府目前正计划大量削减社会开支,支持这项资助
和美国战争的延续,将伤害实体经济,尤其是穷人.

会议原来的声明发表于１２月２２日,“经济复苏与金融重建的要点,给渐进经济学家”.这里
讨论的另一份经济定位相同,篇幅更长的文件发表于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经济复苏与金融重建的一个
渐进式计划”.在以下网址可见http://www．peri．umass．edu/fileadmin/pdf/other_publication_types/
PERI_SCEPA_full_state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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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５．需要建立一个法律结构,使劳动人民能够自我组织以保护和促进自身

利益的需要,例如创建雇员自由选择法案.我国现行的法律框架彻底的不足

由许多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出来,超过５０％的无组织的工人想加入工会,而
在私营部门只有７％的工人加入工会,因为雇主阻止工人成立工会是很容易

的.

　　５个大的目标:

　　１．通过财政政策来恢复经济.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支持,将大规模公

共投资和财政支持用于就业、住房、国家和地方服务、绿色投资和基础设施投

资.

　　２．使金融部门的救助更公平,成本更低,通过提高机构的监督提高效率,
并进一步利用政府杠杆作用,大大改变这个体制的工作方式.

　　３．重新调控和重组金融部门,同时提升公共部门对此类的监督和管理能

力.

　　４．扭转社会日益增加的极端不平等状况,繁荣和提升家庭和社区的力量.

　　５．改革国际经济治理向一个更为平衡、公正和繁荣的世界经济发展.

　　１２个具体目标:

　　１．在美国有针对性的支出计划.该计划应能结束全球经济下滑的趋势,
促进恢复.

　　２．扩张性的措施应该是与国际协调,就像反贫困计划在面临市场低迷时

已变得更为必要.

　　３．让人们留在家里———暂停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建立抵押贷款新的筹资

机制和为出租提供更多的机会.

　　４．让人们工作得到合理的报酬,通过公共投资、财政扩张,以及雇主作为

最后手段.

　　５．为州和地方政府融资,使它们能够维持家庭福利必不可少的就业和服

务,如教育、警察和消防保护,以及当地基础设施的维护.

　　６．负担得起的全民医疗衔接,既有利于家庭幸福,又有利于恢复国际业务

竞争力.

　　７．为所有人提供标准的生活保障.

　　８．促进向绿色经济过渡,通过公共投资、税收优惠和贷款担保.

　　９．替换当前的金融体系,建立一个稳定、高效的金融体制满足人民、社区

和企业的需要.当前的金融体系是一个赌博和诈骗避风港,使一些人富有,然
而同时在摧毁经济.

　　１０．支持工人的权利组织,作为底层８０％的人们恢复收入、经济力量和安

全的关键.

　　１１．重建国家的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的公共投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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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经济合作和援助.在经济危机中贫困国家所遭受的危害是最大的.
相对而言,贫困国家在世界经济恢复长期平稳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这一套进步的建议的各项优点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提出深层的原则,这
些建议是“去教条化的”.也就是说,这些建议欢迎进一步讨论,不论是谁均可

对此提出意见.而不是仅仅根据最后的结论,一个简单的赞同或拒绝,甚至构

想这样细微的方面相同也可.其次,尽管清单包括了财务部门中许多需要重

新调整和重新设计的要求,然而这个计划传达给读者的信息是,在２１世纪前

１０年美国的根本的结构性的经济问题远远超过了金融的问题.它说明了整

个系统需要返回到以人为本的目标,而不是依靠金融或实体经济中童话般的

涓滴理论①.

　　但是,我们这篇文章关注的是:在今天美国的背景下,特别是工人阶级并

没有被调动起来,他们的觉悟还处在极低的水平,这一系列要求是革命性的

吗?

　　首先考虑的是,如果这些要求有可能有利于动员工人阶级去争取他们的

利益,即使是最简单的,促进回击对他们发动的不断深入的攻击,在“解决危机

的必要措施”这样的幌子下.要回答这个问题,人们需要不仅仅提出自己的要

求(这很重要),同时要考虑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什么将支持和促进工人主动

为自己(集体)谋利益.这些要求达到一定水平,有这样的本质,即如果有一个

强有力的工人运动或其他社会组织致力于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奋斗,那么就

将形成大动员的基础,尽管美国工人的意识不高.在美国,这些要求可以很容

易地引起广泛的民粹主义的反应,如果被那些有地位的进步的社会组织采纳

和推广.鉴于并没有如此强大的社会组织,街上的大规模的运动无法由此形

成.但是,他们仍然可以从工人阶级自己的利益出发,支持和促进较小一些活

动,尽力使这一方案得到考虑并接受,像一些更进步的工会,对政治感兴趣的自

由团体,即使他们在国内没有什么太大的权力,自由教会团体,捍卫穷人、妇女、
少数民族和其他弱势社会群体利益的团体,以及美国其他此类社会进步团体.
这样“小规模”的结果将与美国工人阶级的社会组织的大小和意识水平相称.

　　作为一个群体,创造这些要求的意图并不是仅仅在于小规模的劳动人民,
促进和支持他们的动员.如上所述,这些要求形成的时刻,有这样一种可能

性,即其中的某些要求将被新政府和国会接受,可能在形式上有所缓和和淡

化.事实上,这些原本旨在支持这些团体中的进步势力,但是,统治阶级内部,

① 一些进步的要求只谨慎地用以处理财务问题.几个特别好的例子有克罗蒂(Crotty)和爱普
斯坦(Epstein)(２００８),德 阿 里 斯 塔(D’Arista)和 格 里 菲 斯 琼 斯(GriffithJones)(２００８年)和 波 林
(Pollin)(２００９年).非常详细具体的个人建议补充名单上可以在 www．peri．umass．edu/safer．找到.
即使只是渐进的要求,这些不应该仅仅根据它们本身来评估,因为它们本身对工人们有些价值,但价值
有限.它们更应被视为对金融部门提出的综合详细的建议,即必须将经济改革的、进步的或革命的要
求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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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何解决危机这一斗争中,进步势力到最后几乎完全失败.然而,这里关注

的是要求的本质.出于这样的考虑,这些要求的创造者的意图并不重要.他

们当然是适合被用来支持和促进工人阶级,以自己的名义采取行动.目前在

美国,这样的活动只能达到较低水平.尽管有这种潜力,但这些绝对不是过渡

性的革命要求,下一部分将会继续讨论.

　　此外,革命性的要求,支持和促进工人阶级的认识(意识)、对资本主义制

度的性质以及不公平的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虽然他们早就意识到了.这项

要求往往在激进的文学作品中以其他方式表达出来,但是本质上是一样的.
在一篇讨论新工会主义出现的可能性的短文中,温莱特(Wainwright)(２０１１)
表示要“阐明公众利益和社会的需要的价值和目标”①.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

社会局限性,在它的反对者们需要进行直接的公共供给的斗争中清楚地显示

出来 .同样地,对本文将要讨论的另一组要求,作者指的是发展有助于人们

“把眼光放远,不仅以利润为动机”的要求(阿尔伯等人,２０１０:１０７).这只是许

多例证中的两个例子,用于强调这第二个基本要求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表达方

式,需要了解的是这个问题的实质,而不是一些特定用语.

　　至此,我已经把这个进步计划的要求详细地呈现出来,力求把它们在系统

内部的本质说清楚.可以肯定的是,鉴于这样一组广泛的要求和它们的先进

本质,没有人能确定地说,没有可以超越系统的要求.如果回头看看那些基本

原则,例如,人们可以讨论这样一句话:“鉴于美国经济体制在实践中,市场在

物质层面对许多家庭提供的支持不足以使他们给予必要的照顾服务,政府应

在资金上支持有需要家庭.这显然抛弃了新古典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

态(这与新自由主义的做法又是不一致的,例如银行救助、通常的货币政策、法
律以财产权利的名义对组织工会的限制等),即市场总是比政府的活动更好.”
或“为所有人提供了生活保障标准”这样明显的非市场性的目的.但即使这两

种观点都清楚地表明,市场并不总是有效的,它们本质上不同于温莱特和阿尔

伯等人给出的例子.在这里,市场都失败了,所以就简单地把资源转移给有需

要的人士.在另外两个例子当中,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市场不能生产商品提

供服务,就需要运用其他非市场手段来组织生产,政府组织的以满足共同决定

目标的生产.在第一种情况下,转移的商品来自市场,所以,对整个系统的基

础仍然是市场,仅有一些慈善性的转移强加在系统的边缘.在后一种情况下,
人们根据他们的经验,认为非市场性的组织生产成为可能,甚至在某些情况下

足以提供必要的商品和服务.经济复苏和金融重建的进步计划,作为一个整

体,显然仍在资本主义框架内,主要部分并没有揭露该体系对解决工人阶级问

① 文章主要关注公共工会,并讨论了两个斗争的具体例子,为满足人类需要的公共供给而斗争,
反对市场的逻辑和与这些革命实践相关的变革的“参与性政治化”,为争取公共供水系统的斗争和反对
(本地)政府将传统的政府服务私有化外包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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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无力性.因此,它是一套改良主义的要求①.

四、«危机内外»②(InandOutofCrisis)一书中的建议

　　阿尔伯、根定(Gindin)和潘尼奇(Panitch)明确表示,他们完全接受支持,
甚至促进劳动人民争取自己的利益的需要,即使要求的本身并没有特定的潜

力,来提高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压迫性质的认识.他们肯定工人阶级代表自

己采取行动的重要性.正如４个例子,他们认为,“劳动人民保卫家园和财产,
保卫工作和社会程序③的直接需要和行动,应始终得到积极鼓励和支持”(阿
尔伯等人,２０１０:１０６).但是,这里的逻辑适用于许多其他事情,不超越资本主

义范围的工人的利益都适用.具体而言,前面提到的一系列需要的所有１７个

大的和特殊的目标和宗旨,正是这种性质的(可以想到更多).斗争性的社会

运动可以利用这些要求来支持和促进工人转变成为自己的利益的积极斗士.
然而,就像前面对要求的讨论一样,不管数量多少,这种要求仍然是改良性的

要求,尽管它们本质上有着完全的进步性.

　　阿尔伯、根定和潘尼奇然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超过这种的要求的

呢?”他们继而讨论把工人阶级注意力从切身问题中移开,提高工人阶级对资

本主义本质的认识的要求.他们提供和讨论了４点建议,并认为在目前经济

危机的状况下,人们会认真考虑建议的可能性和可取性,从而使建议更容易得

到支持和推广.这些建议属于公共供给和经济民主化这两类,对资本主义的

逻辑形成明显挑战.

　　他们考虑三个具体的公共供给问题———全民公共医疗、公共养老金,以及

各类公共基础设施,诸如交通和公共住房④.他们特别指出,为什么这些问题

会使人们在寻找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时,会超越资本主义的几个原因.而且

在这样做时,提高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资本主义正是这些问题的根

源⑤.

①

②

③
④
⑤

必须重申并再次强调,尤其是在美国目前情况下,有着深厚的渐进的要求.因此,笔者,不论
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这些要求的坚实的拥护者.然而,这不会改变它们改良性的性质,而不是革命性
的要求.

阿尔伯等人(２０１０),第七章.一个背景相同的积极的建议的简要陈述可以在潘尼奇和根定
(２０１０)中发现.请注意,本书的大部分内容论述危机的产生原因和本质(“在危机”这一部分),只有结
束时,继续第一部分的讨论,讨论在政治上适合这次危机的、激进的革命性的另一选择(“走出危机”这
一部分).

“社会程序”将在下面详细讨论,以区分两种类型.
他们在１０６~１０９页简要给出了这些逻辑,作为第八个观点扼要重述在１２７~１２８页.
他们还强调,不只这个变化在意识上,而且在改变工人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依赖,通过对他们

工作的个别公司的依赖,如此多福利的来源.对于革命,这里认为意识是关键,当然实际对资本直接依
赖的降低(通过由斗争赢得的让步)都将扩大争取自己利益的空间,直接有助于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非
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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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以这种方式寻找其他的解决途径,促使人们超越以利润为动机以普

遍权利和集体需要为重点的解决途径,有利于克服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促进

阶级统一和团结(同上:１０７).

　　这场危机中引发工人阶级广泛辩论的另外一个主要问题,除公众服务的

恶化和崩溃之外,就是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角色.它们作为金融危机触发

点,然后演变为持续不断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上同时产生两个重要结果.一方

面,引起公众对它们的极端愤怒.另一方面,它使美国统治阶级的一些重要部

门了解到,如本文开头提到的,美国资本主义长期的利益,甚至其长期的可持

续性需要,把金融资本的利益纳入资本利益的整体中,特别是生产性资本的利

益.

　　在管制金融部门的讨论当中,涉及两个相关联的问题,但必须明确两者又

是不同的:管制和国有化.

　　到２００９年春天,当金融部门的危机仍然在演变①的时候,少数在美国有

影响力的资本主义维护者,开始提倡将陷入困境的(不是所有)银行国有化(莫
斯利,２００９:１４４)②.他 们 的 模 型 是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 代 初 瑞 典 银 行 的 国 有

化政府接管它们,投入巨大的资源,掌握控制权,直到重新建立一个健康

的银行,然后再将它们私有化.这与大规模的银行救助计划相反,而当时大规

模的银行救助计划已经展开,美国政府明确宣布它不会涉及银行的管理工作.
这使得银行可以自由地继续追求自己的利润利益(这直接促使它们对资产价

格进行投机交易,特别在处理政府的债务问题时,赚取必然的利润),而不是为

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而实行(奥巴马呼吁,银行用政府的钱贷款给多产的企

业,以刺激经济).

　　正如阿尔伯等人认为(论文９:１２８),这里要超越资本主义思维,重要的过

①

②

在那个时候,对金融机构最大的担忧是,不论他们自己,还是其他人,实际上都不知道他们处
于多大的麻烦中,因为没有人知道资产负债表上复杂的资产的实际价值.人们担心的是,如果他们被
迫出售这些以解决流动资金问题,数百或上千的金融机构可能会破产.除了为了机构不必出售这些资
产,政府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到体系中去,而且很大程度上取消了逐日盯市的要求,使银行进一步膨胀
资产负债表上的其资产的价值,从而恢复人们对金融体系的信心.许多保守的投资顾问把这个看做政
府“缓兵之计”的一部分,“踢可以在道路上,”采取仅仅隐藏今天的问题的行动,存有它们能够奇迹般地
自行解决的希望,他们断言这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只会导致未来更巨大的经济危机.这些保守派要求
政府回归到逐日盯市和其他透明的程序,这样资本将通过这些信息来决定移动到最佳利益之处,拥有
在问题银行的股票的资本家应该承担由于以往的经营造成的损失,像失败的其他企业一样,这是资本
主义理论所要求的.

对倡导革命性转变的人们来说,一个政治上重要的问题是,如果支持的一系列渐进改革要求
发生不一致,如这里讨论的第一种,如果有人认为需要一个过渡性的革命要求.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
答案是基于政治现实.如果深刻的激进化发生时,提出了一个改良性的方案,以阻止一个有真正的政
治革命牵引力的过渡性革命要求,那么它是不一致的.如果没有这样重大的政治激进运动,那么它就
不是不一致的.就像作者弗雷德莫斯利是上述渐进改革要求的支持者,并推动这一超过渐进改革要
求的过渡的革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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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性问题是经济民主化需要.金融部门①的民主化可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国

有化不仅涉及对金融部门正式的社会管理,而且包括转变其运作目标,从利润

最大化转变为社会福利最大化.例如,上述三个公共供给建议将需要金融部

门提供资金.因此,公共财政部门的资本管理将不仅用于外国交流,增进国民

福利,而且也会对国内活动进行资本管理,这将使资本不只用于符合最大利

润,而是用于民主化决定的公众要求.这样的转变甚至超出机构本身,机构运

行目标超越资本主义的转变将支持和促进工人自己的转换(即他们的意识):
他们需要不仅把自己看成工人,而且是集体项目的一部分,使人人共享可持续

的、理智平等、民主富裕的生活(１１４).

　　银行国有化是一个有效的过渡性的革命要求,但必须弄清楚这意味着什

么.将银行交由政府管理以支持和促进资本主义,特别是作为一个在危机时

期的临时措施,甚至作为一个长期命题,由定义可知,对支持和促进人民寻找

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案,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是没有帮助的.国有化

必须首先,像莫斯利强调的那样,是长久的.但除此之外,如上讨论的列宁的

要求,关键的问题是控制②.必须明确控制是社会的、民主的,并包括转变行

业,使其服务于社会决定的目标.金融部门的转型还必须涉及工人自己相应

的转变.

五、当前美国金融和经济危机下的过渡性的革命要求

　　我将简单描述这个框架的一些部分,以此来结束本文.这些部分可能是

适合当前美国金融和经济危机一系列要求的起点.它的形式将与前面简洁呈

现的“经济复苏和金融重建计划”类似,但是,其内容将与«危机内外»阐述的这

类过渡性的革命要求有所不同.这将给北美左翼组织许多分部的众多讨论和

会议提供一个切入点,让他们针对当前危机做出一个宽泛的解释.这些能吸

引那些被它直接负面影响的人们,同时不仅减轻他们的困难,而且支持和促进

他们在运动中为自己争取权益,提高他们对于经济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

主义制度的理解.为此,建设健康人性化的经济的两条原则:

　　１．经济体系是某些较大的社会制度的一部分,或者说嵌在其中.经济体

①

②

他们还指出,这场危机显示出了国有化的许多其他要求(１１４).他们简要讨论用公共资金摆
脱困境的汽车行业,同样地,并没有交给公众监管.与将对金融业的讨论一致,它们表明真正的国有化
不仅涉及正式的所有权,而且涉及企业转型,转型为为社会的需要而生产.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汽
车工业被转变为使用工人的现有生产技能,制造飞机机身,一个国有化的汽车行业可以被转换,并保留
工作岗位,通过使用工人的现有技能生产生态所需产品,如机翼涡轮一样.

不同于列宁的要求,危机的性质和金融机构的救助,使包括对公有制的要求,显得很自然.鉴
于公共资金为了他们的生存投入到哪,因此对于民主社会控制的核心问题,争辩无所有权的控制也就
没有教学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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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对其成员的目标应该是符合较大的社会制度的目标.例如,如果较大的社

会制度渴望受到其成员的民主控制,经济应该追求受其成员的民主控制,而事

实上,如果更大的社会的所有组成部分无法实现这样的目标,经济为组成部分

之一,更大的社会便不能实现.

　　２．建立一个人性化的经济体系的目标有两个相关但不同的组成部分.首

先是为其成员提供一定水平的商品和服务,确保其成员有尊严高质量地生活

(包括提供养老金给较早的成员),其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与大社会

的目标,这是有关公平性一部分.这就要求,公共供给不能破坏或降低人类生

存的自然环境,因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为了成员有尊严高质量地生活而进行

的供给将无法继续.二是组织与社会目标一致的生产过程,涉及成员的发展,
多维潜能的发展,向“更完整的人”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过程不

同,生产过程是基于人们之间的合作而非竞争,这将有助于在社会中人们表现

和享有更多的团结和同情.一个健康和人性化的生产过程的第二个方面是,
在符合整体民主的社会目标下,即人民控制的所有机构,他们是生产组成员,
与社会其他部分受生产影响的部分一起,共同控制他们的工作过程.这加上

增强的团结性,将消除隔阂的主要来源,与工作的隔阂,和其他社会成员之间

的隔阂,这些是资本主义的消极产物.对于第二个经济体制的目标,与现今经

济理论主导的消费主义的理解不同,经济生产过程中必须始终理解为生成一

个联合产品:货物和人.人在其生产活动中发展成形,与生产活动的性质相

符.

　　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经济政策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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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社会成员有尊严高质量地生

存,包括退休的老年成员.

　　２．在进行经济活动时,保护我们生存的环境.

　　３．充分就业.

　　４．经济的民主化,即参与社会生产以及受社会生产的影响的每个人,越来

越多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并最终集体管理社会生产过程.在美国,这个方向的

第一步是立即需要一个新的劳动法,保护工人组织工会的努力,实现集体保卫

自己的权利,免受资本家的报复,并防止资本家阻碍他们的反抗活动.这是工

人民主权利的问题,最近多次民意调查反映,超过５０％的无组织的工人想要

加入工会,而私营部门只有７％的工人加入工会,因为雇主很容易阻止工人成

立工会,包括开除那些努力组织工会的工人.

　　下列经济政策的具体目标对解决当前危机的最严重的负面影响,是有必

要的,与上述的原则和大的目标相一致:

　　１．社会应该保证只要人们想要工作,人们就可以获得就业岗位,并有体面

工资.让想要工作的人们被迫闲置是社会的一种浪费,显然是不合理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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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不能提供工作给所有希望工作的人们,政府,作为人民的

集体代表,应雇用人民生产对社会有用,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未能充分提供的

商品和服务(“最后的雇主”).其中,有些人讨论了接下来的措施,当前被许多

人讨论的例子是更新美国摇摇欲坠的基础设施———饮用水、污水、垃圾和废物

处理、公共建筑、道路等.更具体有关“救助”的,如最近的金融和汽车业救助,
如果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破产,政府应该决定接管公司,并重组它使之可行,是
否有利于社会.如果是,政府应该将它作为一个公营企业来运作(尤其不能用

公共资金救助私人利益,没有接过企业的控制权,不能用公共资金救济资本

家,就像当前的救助计划那样).政府决定是否应该救市和接管企业的考虑之

一,但肯定不是唯一的,是保护工作.

　　２．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类的工作效率以不同程度和不同的速度在降低.
作为社会的一员,就应保证不能生产(不再高效)的社会成员得到物质上和人

道上的保障,让他们有尊严的生存,就像社会应该为那些还没有劳动能力的儿

童提供物质上和人道上的保障,让他们有尊严的生存.人类团结意味着,目前

有生产力的工人应该集体地为他们的前辈有尊严的存在而做出贡献.他们的

前辈在他们多产的时候一直支持非生产性的老年人,现在他们年老了,对社会

来说不具有生产力了.社会的结构应允许那些在社会上仍然有能力并且希望

工作的老年人,继续为社会提供生产,尽管他们往往速度减慢了,时间减少了,
或参与体力要求不重的工作,因为这些人在他们的工作期间积累的经验往往

有特别宝贵的贡献.当前的危机清楚地说明,养老金不应该与一个资本主义

企业的财政活力联系在一起,而是一种每个社会成员都拥有的社会权利.

　　３．任何公营企业,如政府的所有方面,必须是人民的代表,必须是民主管

理.这意味着,政府的管理是民主性的平衡,一个企业工人的利益,所有其他

直接受影响(消费者、相关企业等),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再加上公开透明的运

作,这些方面的平衡.国有化必须意味着一个社会其成员民主管理的扩大,而
不是由一个不负责任,与人民对立的技术官僚或政治官僚机构来管理.

　　４．许多国家的多年经验表明,医疗保健可以以较低的社会成本提供(即使

用衡量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这样简单的方法),通过公共医疗保健系统,这可

以提供医疗保健给所有社会成员(医疗保健作为一项人权),到目前为止没有

私人资本主义的医疗保健系统可以做到(特别当医疗与一个人的工作息息相

关时),社会效率以及社会为所有成员谋福祉的承诺,要求一个公共的全民医

疗制度.同样,由于它的一部分是公营企业,公共医疗系统必须由医护人员、
医疗服务和整个社会民主管理.

　　５．由于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未能成功(甚至更严重)解决由其运作产生的生

态灾难,政府作为人民的集体代表,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首

先,它必须改变过去把巨大政府补助用以煤炭、石油和核能的生产,而应该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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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用于清洁可再生能源的生产(提高能源效率,启动大规模的家居隔热计

划).这包括庞大的补贴用于清理生产的污染,以及处理对人口健康的负面影

响,这在过去人们很少提及.如果资本主义企业不开始用生产补贴从事清洁

可再生能源的生产,那么政府应该成立公营企业去做这些.像所有公营企业,
这些将由工人、其他直接受影响的客户和整个社会共同运行.除了减少未来

的环境破坏之外①,促进人类福祉这一核心原因,对这种“绿色就业”的所有严

肃的生产研究表明,增加的就业机会比减少我们目前的污染能源生产而相应

减少的工作多得多.

　　６．住房应当以合理的价格提供给所有想要的人,无论是长期的购买或租

用.上文曾提到社会将保证所有想要工作的人以工作并得到像样的工资,因
此,所有想要像样的住房的人们必须能够赚取负担得起这样房子的收入.关

于当前的危机,不能因为人们无力支付住房而被驱逐.在许多情况下,保障的

工作而带来的得体的收入将解决他们的问题.对于那些不能以像样薪水的工

作支付住房的人,政府机构(而不是目前的债权金融机构)将制定一个较长远

的可行的付款计划,让有工作有像样薪水的人有能力保住房子.如果人们不

愿意承担这项长期义务或更大的成本,可能他们将转向更便宜的可承受范围

之内的房子,或者改为租房子.

　　７．应建立全面优质的公共交通系统,保证所有社会成员的地理性流动,包
括去工作地点,不论他们是否付得起,或选择不花大部分钱去买辆车.除了提

供与人类福祉息息相关的、自由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的社会服务这一主要目

的,它的建设将创造大量对社会有用的就业机会,运行它将会大大改善环境.

　　８．国有化金融机构(而不是仅仅“再管制”).在过去３０年的资本主义市

场体系已多次显示,在世界多个国家,它的运行必然伴随着经常性的危机,这
伤害了实体经济和工人阶级的福祉.在其繁荣时期,它产生(和富人的工资)
高利润,然后在它困难的时候得到公共资金,以避免这些富人的损失.公共财

政的支出并没有取得控制权,或在其他情况下暂时控制,而在返回到私有制的

机构之前,用公共资金补偿损失,再次赚取高额利润,支付给富人以高薪水.
国有化,除了社会通过其政治代表和政府取得的对金融机构的所有权之外,还
必须包括两个基本方面.首先,像所有其他公共机构,它必须由工人,任何利

用其金融服务的人的代表以及整个社会共同民主(透明)运行.具体对这个行

业来说,一个全国性的金融体系必须改变运作目标,从资本回报最大化转变为

促进经济生产活动.这尤其包括,但不以任何方式只包括,一般而言地使公共

企业更便利地提供商品和服务,以及这里所讨论的特别的目标:更新基础设

① 由国际专家组成大型团队的所以科学研究支持,人类截止到目前的活动(特别是在不远的过
去)已确定将有大规模的环境破坏.历史还没有确切的答案的两个问题,是将造成多大的损害,我们可
以如何减少因当前和不远的将来活动而造成的额外的环境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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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医疗卫生、清洁可再生能源、住房和交通.具体来说,这将意味着将民主决

定的资本,无论金额大小,投入到这些部门,以改善人类福祉为目标,不论其货

币市场的投资回报.

参考文献

[１]Albo,Greg,Sam GindinandLeoPanitch．(２０１０)InandOutofCrisis．TheGlobal
FinancialMeltdownandLeftAlternatives(Oakland:PMPress)．

[２]Crotty,JamesandGeraldEpstein．(２００８)“ProposalsforEffectivelyRegulatingtheUS
FinancialSystemtoAvoidYetAnotherMeltdown,”PERIWorkingPaper１８１,www．

peri．umass．edu/２３６/hash/e５２f８d７２ffc０３a３fd８ad７５２de５９７９０２４/publication/３２１/．
[３]D’Arista,JaneandStephanieGriffithJones．(２００８)“AgendaandCriteriaforFinancial

RegulatoryReform,”FONDAD,www．fondad．org/uploaded/D AristaGriffithJones/

DAristaGriffithJonesonFinancialregulatoryreform．pdf．
[４]Moseley,Fred．(２００９)．“TimeforPermanentNationalization!”inTheEconomicCrisis

Reader(Boston:EconomicAffairsBureau)．ThisisappearedoriginallyinDollars&
Sense,March/April２００９．

[５]Panitch,LeoandSam Gindin．(２０１０)“CapitalistCrisesandtheCrisisthisTime,”in
LeoPanitch,Greg Alboand VivekChibber (eds)TheCrisisThisTime．Socialist
Register２０１１(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２０１０)．

[６]Pollin,Robert．(２００９)“ToolsforaNewEconomy,”BostonReviewJanuary/February,

availableatbostonreview．net/BR３４．１/pollin．php．
[７]Wainwright,Hillary．(２０１１)“A New TradeUnionisminherMaking?”TheBullet,

SocialistProjectEBulletinNo．４８８,availableatwww．socialistproject．ca/bullet/４８８．php
＃conti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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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