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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凯恩斯经济危机分析
的马克思主义批评

【比】亨利赫本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７－５

　　作者简介:亨利赫本(HenriHouben),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内容提要　分析经济危机的学者经常用到凯恩斯理论,凯恩斯认为用收

入来消费和增加消费,有必要利用恰当的货币政策组织投资流入,国家政府应

该调节金融市场.关于投资不足的问题,凯恩斯认为商人继续投资就不会有任

何危机.凯恩斯主义政策对于经济衰退问题只能起到短期效果.因为并没有

击中危机的要害,因此这种解决方法会导致比问题本身更严重的后果.

　　关键词　凯恩斯　投资　消费　货币政策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于目前经济思想仍然占据主要影响.即使新自

由主义运动在过去几十年占据主导地位,凯恩斯的思想还是在流行,尤其是在

经济衰退时期.

　　次贷危机开始的时候,关于自由的响应并不积极.国家的介入很有必要,
还应该用凯恩斯理论来证明其合理性.就像一个法国经济学家所说:“危机期

间,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事实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比,英国经济理论是分析经济危机的更主要

方法.以这种观点来看,如果凯恩斯理论经得起现实的考验,最后比较两个伟

大的解决方法: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一、一个“开明”的资本阶级理论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１８８３年出生于剑桥,正好是卡尔马克思去世的

那年.他的父亲是一位经济学家,并且是剑桥大学的老师,这个家庭毫无疑问

是维多利亚时期的精英家庭.这决定了以后凯恩斯的生活和选择.凯恩斯先

被英国最古老、最昂贵的私立大学之一的伊顿学院录取,后又进入到剑桥大学

学习,并参加了精英团队.

　　１９１１年开始,凯恩斯就一直做«经济日报»的编辑.«经济日报»是很有影

响力的期刊,它在１８９１年出版并且推动了经济理论的发展.直到１９３７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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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放下这份工作.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在财政部工作,这使他有机会参

与凡尔赛合约会议.他对此次会议很厌恶,并发表了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
«和平的经济后果».之后他便辞职并开始从商.当他还是学生的时候,他写

过一封信:“我想要经营一家铁路公司或受托基金机构.对这类东西感兴趣是

那么令人兴奋.”①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尝试后,他马上变得有钱了,但他又重新

返回经济和政治事务.

　　１９２４~１９２９年,凯恩斯试着去复苏濒死的自由党.他拒绝了劳动党的成

员资格.他解释说:“首先,这是个阶级党,并且这个阶级又不是我的阶级.如

果我去追求部分利益,我会去追寻自己的利益.一旦涉及阶级斗争,我的地区

的和个人的爱国主义,就像其他每个人一样,除了一些特别激进的人之外,都
会受到周围的环境的影响.我会被一些看似合法和理性的东西所影响,但是

阶级之间的战争将会发现我站在受过良好教育的资产阶级这边.”②

　　当他１９２５年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时,他写道:“我怎么能够采用

一个信条呢? 这个信条偏爱泥淖甚于鱼,把粗野的无产阶级提升到资产阶级

和知识分子之上,它们尽管有错误,但代表了生活的品质,也肯定携带人类前

进的种子.”③

　　同时,１９２９年他成了一些著名的俱乐部的会员.他被推荐为麦克米伦委

员会的顾问.他负责为拉姆齐麦克唐纳工党政府提供建议.接着开始对

１９２９年１０月的由华尔街崩溃开始的危机感兴趣.他对这个话题发表了两部

主要作品:«论货币»和１９３１年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凯恩斯进入了财政部工作.期间他代表英国参

与议定布雷顿时令协议.非常遗憾会议期间凯恩斯生病了,他不能在会议上

清晰地为自己的理论辩护.１９３７年他遭遇了第一次轻微的心脏病发作.

１９４６年４月２１日的第二次发作对他来说是致命的.

　　凯恩斯的背景、事业和生活表明他是资产阶级的一员,就像他自己所说的

那样.他想要的是持续的资本主义,排除在其运行中的过度的东西.

　　凯恩斯关于危机的理论反映了他的思想.他采用宏观的方法分析,国家

的商品由消费和投资组成.第一个因素是稳定的而第二个因素是无法预测

的.贮存和投机阻止了发展和产生财富的经济活动.

　　他写道:“存款是个人消费者的行为,它是个消极的行为,它在于阻止了将

①

②

③

RobertHeilbroner,The WorldlyPhilosophers:TheLives,TimesandIdeasofthe Great
EconomicThinkers,Simon&Schuster,１９５３．Translator’snote:ThisisatranslationfromtheFrench
version．

JohnMaynardKeynes,«AmIaLiberal?»,１９２５:http://es．paperblog．com/johnmaynard
keynesamialiberal１９２５３５７９３１/．

JohnMaynardKeynes,«AShortViewofRussia»,１９２５,quotedbyEdgarHardcastle,Keynes
andtheRussianRevolution,SocialistStandard,May１９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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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每天的收入用于消费.至于投资,这是商人的行为,它们的作用在于决定

不能利用的商品的数量,它的积极在于建立或保持生产流程或固定存货.它

由财富净增长用固定的、循环的和流动的资产衡量判断.”①以下是他关于危

机的结论:“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概括为经济繁荣来自投资超过存款,危机来自

存款超过投资.”②

　　他的分析可以用这个小图标来说明,在这个图标中,与他的介绍和分析相

反,工人(付给他们的工资使他们能消费)和资本家(他们的收入来自利益,他
们有能力消费也有能力存款)不同的情况可以看得出来.

　　因此,贮藏需要变得无价值,且投入在金融市场的钱需要以这样或那样的

方式回到有利可图的系统中去,否则平衡将被打破.

　　凯恩斯建议四种宏观解决方法,虽然表达得不是如此,但是可以从他的作

品里发现.第一,有必要用收入来消费和增加消费.第二,有必要利用恰当的

货币政策组织投资流入.第三,如果缺少私人投资,国家政府应该担此责任.
第四,国家政府应该调节金融市场,防止它惹祸.

二、投资不足或过度投资

　　对于凯恩斯,危机主要的因素在于投资层次.如果资本家采用长期的理

性的商品生产增长计划,也因此经济停滞一段时间,那么也许就不会有任何问

题了.但是根据凯恩斯的观点,正是要阻止这个过程的决定才造成了经济衰

退.如果商人继续投资就不会有任何危机.结果,问题来自相对私人的投资

不足.

　　危机毫无疑问伴随着投资决定对经济过程的不利影响而出现.因此,商

①

②

JohnMaynardKeynes,Treatiseon Money,chapter１２,１９３０．Translator’snote:thisisa
translationfromtheFrenchversion．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危机的理论分析[M]．哈里斯纪念基金会,芝加哥,１９３１．６．２６.翻译家
的笔记:这是个来自法国的翻译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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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停止生产,多余的那部分凭工资干活的雇佣劳动者就被开除了.但是,所有

这些不是经济失调的具体原因.凯恩斯要么诉诸于市场的不稳定,要么过度

的金融投资导致过高的期望的收益.

　　问题是要用实践来验证凯恩斯的主张非常困难.数据主要显示了投资非

常不稳定,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变化很大.① 但是投资和 GDP同步增

长,GDP变化得不是很明显,因为占据了 GDP５０％~７０％的消费并没有太大

的波动.所以要显示生产过程因为资本家决定停止投资而受阻,投资停止的

原因凯恩斯只提到过并没有建立系统地阐明.难道是他找不到其他原因来有

效地说明资本家停止投资的原因.

　　图１比较了美国自１９６０年以来的每年②真实的 GDP增长情况(所以没

有价格增长的影响)和真实的固定资产净存量.这些资产的年度变化代表了

真实的在国家内生产基础的投资,这真正允许增长整个的国家生产.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部分析局,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http://www．bea．gov/national/nipaweb/SelectTable．asp? Selected＝N,andNet
StockofPrivateFixedAssets:http://www．bea．gov/national/FA２００４/SelectTable．asp．

图１　美国自１９６０年以来的每年真实的GDP增长情况

和真实的固定资产净存量(以百分比表示)

　　在GDP层次经历了重要的波动,投资倒是显得相对稳定.可以看出投资

是跟随活动变化而不是在变化之前发生的.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GDP增长仅

仅随着固定资产的增长速率向前推进.在７０年代,尽管生产结果不乐观,但
贮藏达到了(１９６４~１９８１年平均４．３％)标准水平.它在８０年代经济复苏后

下降了.

　　之后的变化就更相似了.但是在投资复苏之前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变

①
②

在美国及其他地区,具体的计算是以一个季度为单位.
关于净固定资产贮存不可能有更精确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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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这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情况.在２０００年,GDP开始收缩,这发生在固定

资产贮存收缩之前.２００２年又开始复苏,而投资要到２００４年才开始.次贷

危机的发生,投资只在２００８年下降了,而生产在２００７年就开始有这种迹象.

　　在这种情况下,认为经济衰退主要来自投资的不足的想法似乎很危险.
很明显,在经济危机时期,资本家之所以放慢了他们的活动或停止了固定资产

的投入,可能是因为他们卖不出去了.不过这都有一个过渡期,因为一些需要

大量固定资产投入的项目很难立即停下来.如果你打算在某处建立一个汽车

厂,当第一辆车从生产线下来,往往要经历两到三年的时间.这个过程如果要

终止或缓下来只有在真正迫不得已的时候.所以当经济危机出现之前,它要

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生产总是在收入间分配,比如,用于消费的工资和收益还有投资.如今在

存款和投资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投资用于增加生产,因此保证了经济的持

续增长,凯恩斯认为这个表格非常正确完美,但是因为贮藏或投机而破坏了.

　　我们认为,这个机制在资本家环境下完全被破坏了.为什么? 因为生产

由资本家掌握,他们的目标是增加他们的收益并且为未来获得更多而存贮.

　　因此,业务经理与拿工资的工人收入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这是个阶级

之战.他们不可能总是达到他们的目的,但是他们的目标只有这一个.同样

的,随着收益的增长(或者甚至没有),他们往往会增加投资的比例,因为这是

他们成长或强大的方式,如果他们不这么做,竞争会刺激他们去这样做.

　　一方面,增加生产的力量产生出商业效益,股东和经理的收入越来越重

要.但是另一方面,他们造成了相对的消费降低.它产生于两个阶段:首先通

过尽可能地缩减用于消费的工资,第二个我们经常忽视,它是通过减少资本家

用于消费的收入.潜在的消费被抑制了,而生产却一直继续增长.一个大缺

口不可避免地发生:过度生产.

　　汽车厂的例子,尤其是美国的例子使这个结果清晰地展现出来.图２是

自１９６０年以来的汽车销售量的增长与生产能力的对比.

　　你可以发现自１９８９年以来两个曲线开始平行且相异.生产能力持续上

升,甚至比过去的任何时候速度都快.而销售量却下降了.这很合逻辑,因为

汽车拥有率接近了７５％(美国四个人中有三个人有小汽车①).但是首先日本

厂商,接着韩国的,最后欧洲的都一股劲想要冲进市场,并且建立新的分

厂即使结果是工厂的完全破产,尤其在美国方面,是投资太多而不是太

少.

　　回到凯恩斯理论,资本家可能贮存或投机,投入到金融市场的钱可能回到

通常的积极循环系统.这会给系统带来更多的问题.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正

① 事实上,一些人拥有的更多,这解释了这些高数量.次贷情况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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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联邦储备系统,工业生产力,机动车辆及零件.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g１７/ipdisk/utl_sa．txt．BureauofEconomic
Analysis,MotorVehiclesData:http://www．bea．gov/national/xls/gap_hist．xls．

图２　美国１９６１年至２００８年汽车部门汽车销售量

的增长与生产能力的对比(１９６１年为基准点１００)

如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发现的一样,它位于经济危机发生的系统和机制的核

心部位.

　　同样很明显,这个系统不会持续进入衰退状况,我们有最简单的例子可以

证明.事实上,缺口或故障可以由抵押轻而易举地解决:如果消费者没有足够

的钱去买商品,他们可以通过银行贷款获得知道他们无力偿还债务.

三、国家政府欠债的边缘趋势

　　凯恩斯的分析是基于短期的考虑.根据一个著名的说法,他写下(但是在

其他情况下,评判传统的经济理论太专注于抽象的东西):“从长远来说,我们

都死了.”①那么我们为什么又要对它感兴趣呢?

　　问题是制作出这样的图表是为了说明他的经济危机分析.凯恩斯估计了

个人投资的影响和必要性.某些程度上,它可以代替国家投资.其他人(如朱

格拉、熊彼特、马克思等)也很重视这个问题,并从经济周期角度对其进行了研

究.据他说来,延长的经济衰退是个令人痛心的大错误,由于过度的资本主义

所导致,但是这可以由当局通过反周期政策来驱散.根据凯恩斯的理论,短期的

投资不足可以由国家政府来弥补,这可以打破僵局,开启经济发动的引擎.

　　然而,如果危机很严重,不能在短期内解决,如果问题不在于简单的暂时

的投资不足,当局投入的资金因为收入的减少而缩减(由于危机),他们坚持扩

① JohnMaynardKeynes,ATractonMonetaryReform,１９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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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赤字预算,然后扩大国债规模,这种现象在每次危机的时候都可见到.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它是由不同的政府举出的决定和措施,首先胡佛政府

就远非不干涉的政府,然后是罗斯福政府.图３是１９２０年到１９４０年时国家

政府支出的增长与国民生产总值①的关系.

　　资料来源:行政管理与预算局,表格１．１－收入总计,支出和剩余或赤字,１７８９－
２０１５年.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omb/budget/fy２０１１/assets/hist０１z１．xls．
图３　１９２０年到１９４０年时国家政府支出的增长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

　　自１９２０年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政府从１４－１８期间调整战争经济,政府

支出又下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３％.由胡佛总统采取的第一次措施使得政府

支出比例达到８％,罗斯福新政方案使之达到了１０％.这还不算多,如果你看

一看最近的情况(在次贷危机开始之前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４５％).然而,
这个数据与国民生产总值相比翻了三倍,绝对值也翻了三倍(１９４９年的国民

生产总值也与１９２９年基本一样).

　　因此,公共贷款增加了.这正是图４显示出来的.我们就把它与国民生

产总值来做个对比.

　　公共债务从１９２９年到１９３３年大大增加.事实上,这是两个因素的结合:
首先国民生产总值在两个日期间降低了一半;其次,公共债务增加了１/３.

１９２９~１９４０年,公共债务的绝对值增加了一倍.

　　之后发生了什么? 我们不能精确地知道.大部分经济学家承认使得美国

从危急中抽身而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然而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问题再次出现.到了１９７３年,生产周期性地停

止了.政府趋向于凯恩斯主义:当局制定的意在诱导自力发展经济的政策.
毫无疑问这减弱了新出现的经济危机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但是支付很快变

① 从１９２９年以来的国内生产总值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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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历史统计殖民时期到１９７０年.

　　http://www２．census．gov/prod２/statcomp/documents/CT１９７０p１－０７．pdfand
NetPublicandPrivateDebtby MajorSectors１９１６－１９７０,p．９８９(http://www２．
census．gov/prod２/statcomp/documents/CT１９７０p２－１１．pdf)．
图４　美国自１９１６年到１９４０年公共贷款增长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以百分比表示)

得难以控制.

　　图５显示了欧洲和美国公共贷款增长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

　　注:缺少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７６年法国、荷兰和葡萄牙的数据.

　　资料来源:欧洲经济和金融事务委员会.http://ec．europa．eu/economy_finance/

ameco/user/serie/SelectSerie．cfm? CFID＝１６９３３５９&CFTOKEN＝６fcc００６７b３０５２１b７－
８０FBBD００－BC８０－３０３０－３９CC１１２４EEBD６６８B&jsessionid＝２４０６５e９９f２６５３３５２４e７f．
图５　１９７０~２００９年欧洲和美国公共贷款增长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以百分比表示)

　　欧洲及美国公共开支分别自１９７７年和１９７９年以来还在继续增长,尽管

当时里根和撒切尔在位.这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才结束,美国的克林顿

和欧洲的稳定和增长公约(或者说１９１１年的马斯赫里斯特条约),目标是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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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债务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６０％.但是自２００７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将公共

债务推向一个新高.

　　图５中没有显示日本的数据,它更具有代表性.１９７０年极低,仅占了国

内生产总值的１１％,１９８３年日本公共债务上升到国内生产总值的７２．５％.这

个数据一直保持到１９９１年.随着地产市场和银行危机影响到日本,国家政府

实行了很多意在诱导自力发展经济的政策,但结果却只是使得国家债务飙升

到历史的新高:２００８年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２３５％.

　　凯恩斯主义者们可以辩驳说政府措施没有到位.这可能是正确的,尤其

在现如今①.然而,凯恩斯措施的影响在经济衰退时期对公共支出是立即到

位的,因此对于债务同样如此,但是它对经济活动完全是不确定的,因为这些

措施只起到了推动经济的作用,而不能解决社会基础的问题.这就像是给病

人一些大麻告诉他会把他从地狱拉回来.

　　但是,正如所有掺杂的东西都会带来副作用.政府债务是个货币创造的

过程:它将从前没有出现过的钱投入到市场.然而,如果你持续生产(或者伴

随衰退只提高了一点点),你把更多的钱投入到流通中,这意味着价格水平的

提高,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通货膨胀.这是７０年代发生的情况.同时,当局

的货币需求(就是债务)吸收一部分这些钱,代价是牺牲了商业用钱.但是,在
市场上,如果需求超过供给,价格就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这就是利率了.换

句话说,一系列原因导致了资本家的不满意.

　　１９７９ 年,美国银行请求联邦储备局、中央银行系统和其新董事长保

罗沃尔克来抑制通货膨胀.沃尔克将利率提高得太高了,这导致了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初期严重的经济衰退,它停止了价格增长,但是,代价是拿工资的雇佣

劳动者们的下岗或工资急剧下降.今天是金融公司对公共债务的购买的影响

破坏了国家利率,害怕不付钱,逼着大家以更低的利率去借钱.

　　因此,凯恩斯主义政策对于经济衰退问题只能起到短期效果.但是,如果

他们坚持,这种解决方法会导致比问题本身更严重的后果,因为它没有直击问

题要害.这样,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采取措施来对付大多数人都因债务而导

致的需求不足和收入下降的问题.结果需求的提高推动了经济的增长.

　　然而,家庭个人信用借贷已经发展得难以驾驭了.它已经达到了美国国内

生产总值的１００％:换句话说,人们已经消费了应该是下一年才消费的东西.银

行承受不下去了所以要求还款,因此导致了大规模强制购买,也带来了贫困的恶

化和不温不火的经济形势.经济危机冷酷地卷土重来,而且势必更凶猛.

①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凯恩斯也曾说政府措施不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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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本主义的教化

　　凯恩斯在他的袖子里还藏了最后一张王牌:资本主义的教化.成长在精

英和新旧交替的环境之下,他结合了一般利益的观点.对他的观点我们无可

厚非.这使他形成了诚实、正直、有责任心的观念,这比有些作者大吹特吹资

本主义的贪婪要好.

　　然而,他的一般利益的观念还是资本主义模式的.因此它能很好地运行,
在追寻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与别人的利益和存款的动机相和谐,同时不会损害

雇佣劳动个人和竞争者的利益.他在１９２３年写道:“人们一知半解的标准利

益的经济学说对与资本主义辩护至关重要.商人的活动只有在他的存款被认

为与社会有利才会被接纳.”①

　　这使得凯恩斯区分出两种不同的资本家,就像很多凯恩斯主义者分析的

那样: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前者投资工业,关心他们行为的合法性,也传播

道德准则.后者是投机者,贪婪的商人,他们不获得利益绝不罢手,他们无视

法律和道德.因此前者该推崇.这是国家运作的方式之一,它本身就由正直

的人组成,由一般利益推动.用凯恩斯没说但其他人所写的话:支持工业资本

家,反对金融资本家.这样才能保证持续的经济增长.

　　这种说法的合理性值得怀疑.首先,道德观念通常是完善的体系的特权.
的确,当你身处高位你自然可以慷慨了.这甚至是个合理的战略,因为这可以

使消费者忠实于你,他们有时很有用处(例如在反对势力上).另一方面,想要

增加社会规模的人应该忘了他们的顾虑和可能的道德,因为他们可能要踩着

别人的“尸体”获得成功.

　　因此,主要是社会经济学立场决定了积极的或消极的工作,不是个人的观

点(即使它占据了一定的地位).但是,资本主义这个系统首先是基于“可能的

便是正确的”这个格言,正如奴隶制、封建制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权利就是

制度,这样的情况下,不是取决于个人力量、家庭名誉或公然的奢侈,而是积累

财富的能力(或资本).这样的系统本质上不可能是道德的、伦理的或慷慨的.

　　常态不可能存在.积累得越多的人将他们的力量强加到社会上,无论他

们是以何种方式来获得他们的财富(除非一个竞争者可以运用法律系统争得

他的合法性).如果有规定正式工转变为临时工,大规模地解除劳动合同或将

劳动力重新安置到墨西哥、东欧或东亚,提防没有遵守规定的资本家.如果股

票交易超过了工业资本投资,那么要当心那些没有金融部门却利用金钱来利

① JohnMaynardKeynes,A Tracton MonetaryReform,１９２３．Translator’snote:Thisisa
translationfromtheFrench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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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用投机机会的商业行为.是怎样的公司在过去几年里,没有补偿自己的行动,
首先是为了增加存货量,其次那代表了最短期的有利可图的投资? 在最大的

生意上,他们很少见,通常他们没有资源,原因是他们首先有其他问题需要解

决或者他们的情况是这样的行动并不常见 (例如在日本).

　　凯恩斯主义者们可以识别在资本主义下的这些因素和贪婪无情的一面.
但是,他们恰恰诉求国家来控制、调节和阻止贪婪主导这个世界.问题是要避

免这个情况是不可能的,看着金融公司的是银行业者,检查警察的行为是警

官.政治领袖同样被提供资源反过来养活资本家.他们接受同样的教育.他

们得到同样的意识形态,如今他们发现他们拥有共同的智囊团,他们为对未来

社会的想法进行讨论和发展.凯恩斯是多个私人俱乐部的会员,他与社会高

层人士和最有影响力的人在俱乐部里碰面.

　　另外,很多政府成员打着“为国家服务”的旗帜担任着大公司或其他集团

的理事会职务.当然,所有这些人可以对一般利益有高论,甚至可以使之不引

起任何怀疑.因此,这种观点最多是稳固资本主义的立场.他们也以这种方

式行事.

　　最后,我们可以说邪恶的或贪婪的资本家对这次危机负有主要责任.凯

恩斯主义者们并没有将他们称作犯人.相反,他们认为是系统有错.２０世纪

有个疯狂的投机导致了１９２９年的经济崩溃.这是个财产的疯狂所导致的次

贷危机.

　　问题是很明显投机或财产增加在危机时期和经济衰退开始的时候马上显

现出来,很难理解为什么有利可图的活动要被终止.如果这个现象只是股票交

易上的事,关闭金融市场和由公共银行来为商业筹措资金就够了.如果仅仅是

一个财产灾难,要限制它,阻止它祸害其他经济活动是可能的.它可能需要面对

反对这种特殊利益的措施.但是如果它是为了资本主义的一般利益服务

　　正如马克思所说:“通常情况是繁荣鼓励了投机.投机出现在生产过度很

严重的时期.它提供给过度生产以暂时的市场出路,而正是这样才使得危机

的猛烈爆发并增加强度.危机最先在投机领域爆发,过后才冲击生产领域.
在肤浅的观察者看来貌似是过度生产导致了危机,事实上是过度投机所致,但
是这也是过度生产的一个症状.随后的生产瓦解不是之前生产过多的结果而

是投机崩溃的反应.”①

　　现在正是我们转变观念的时候了.金融和投机并不是使得正常的资本主

义经济下滑的罪魁祸首,它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系统的需要.可以发

现美国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开始就进行信用赊贷活动,私人债务使得金融

① KarlMarx&FriedrichEngels,“Review:AyOctober１８５０”,inCollectedWorks,volume１０: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１８５０/１１/０１．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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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第３辑 关于凯恩斯经济危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批评 ６７　　　

系统变得尤为复杂,但是这对于国家资本和流动资产的产生是必要的.如果

信用赊贷不存在,美国消费就不会那么乐观,因此消费增长在那个时期会很缓

慢甚至负增长.

　　没错,经济危机爆发在最重要的投机领域.这是必然的,因为投机领域风

险最大.然而,危机在其他领域也有所反应,因为投机在系统里有着特殊功

能:保证家庭能借贷来进行消费.因此,危机爆发并不是单个领域的一些投资

者惨遭不幸,它是整个系统以及目前资本主义运行情况使得经济呈螺旋下降.

　　这使得我们又想起在第二部分中解释过的图表.如果危机真是由两个趋

势所产生,也就是说降低雇佣劳动工人的工资以增加资本家的利益的趋势和

投资而不是消费的趋势.这同样显示了资本主义控制情形,阻止危机的发生

和使自己完全从危机的泥淖中出来的能力的不足.我们能影响资本主义的自

然趋势吗? 这正是我们要怀疑的问题.

　　第一个趋势关于阶级战争.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这往往有利于资本家.
他们有更多的手段,包括国家机器(政府、司法、警力、军队等)来达到他们的目

的.然而,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工人可能会赢.

　　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情况.在那个时候的许多国家资本家们采

取了先进的社会保障体系,高度发展的累进税率机制,商业国有化和计划经济

措施,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结果,在雇佣劳动工人和资本家的收入分配

上得到了相当长时期的稳定,这在大部分国家都得到了运用和发展,尤其是在

欧洲、亚洲和美国.

　　因此这个试验证明了控制这个因素除了在特殊情况下并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就像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的情况一样,一旦力量再一次向管理层倾斜,这
个不安全的妥协很快失去稳定,分歧自然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对第二个趋势作个定论非常难,但也不是说不可能,这就是说,
持续增加投资的趋势,或者说商品生产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远远超出人

们的购买能力.

　　例如,比利时经济周刊动态的记者指出,每个汽车生产商都希望增加他的

市场份额,结果调整了他的生产.他写道:“但是,今天你需要适当地增加产

量,生产出目前产量的１１５％~１２０％来满足所有人.”他询问要如何面对当时

的比利时福特主任,他之前说过这样的话:“生产过度的问题可以以不同的方

式解决.如果你保持着国际能力水平,你可以估计是厂商将要停止生产.但

是这个工厂,这也相当于一个大公司的规模了.事情不会这样发生.生产过

度观念是不可避免的.未来会告诉我们,首先消费者在购买最适合他们的产

品的时候会告诉我们.如果你有一件很吸引人的产品,这正是挑战所在,你不

能再谈论生产过度了,你甚至要计划加快生产.”如何理解全球生产过度对个

人生产越来越多的产品挑战的宏观观念是很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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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处于资本主义无政府理由的核心:生产只有被个人(每个生意)利益

的调查认可;过度生产和经济衰退对于社会的影响和失业等因素是没有关系

的.这是不能被控制、规范和阻止的,这也是为什么危机不可避免,会周期性

地发生.

五、结　论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毫无疑问值得我们信任.他的分析是最非凡的分

析之一,也是经济理论中最丰富的.如果要推动一个在目前资本主义框架内

的瞬间经济繁荣计划,他的作品中就包括了很多合适的也通常合理的方案.
这是灵感的起源,也是批评的来源.

　　事实上,这也是他分析的兴趣止步的地方.如果你想进一步分析危机的

原因,找出真正治愈疾病的药方,凯恩斯主义就显得很局限了.２０世纪３０年

代的危机似乎是我们看近期危机的参照物.

　　如果这个系统停止运行,一个基于公平和团结社会会出现;如果经济是由

保证大部分人利益的国家所运行,我们才能说解决危机的真正方法存在.换

句话说就是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人道主义,那么结果将会是半吊子的,尽管

有力的政策可能会使得追随它的人生活好起来,但是却要以牺牲其他人为代

价,这只会使得局势更紧张,矛盾更突出,最后很可能导致冲突.

　　这样看来,凯恩斯为了避免混乱,没有求助于社会主义.但是所有的一切

都显示了他的理论甚至比自由运动理论更复杂,没有带来他所希望的结果.
即使我们有凯恩斯理论,资本主义还是走在了混乱和战争的路上.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丁晓钦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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