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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见«共产主义工人报»－KAZ２８８期,１９９８年５月.

　　内容提要　金融和经济危机导致欧盟帝国主义国家被迫把危机的压力转

嫁到经济和政治上都比较弱势的小国.强权国家不仅试图把威胁到本国银行

的损失转嫁给别人,而且利用欧盟成员国理事会提高了在欧盟附属小国中的资

本和更高利率的投资,来支持基于欧盟帝国主义国家的国际公司.文中列举了

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家在危机中“被迫”接受救济,分析强权国家

的真实目的.

　　关键词　危机　转嫁　虚拟资本　政府债务

　　１９１５年,列宁曾写了一句关于“欧洲的美国”的座右铭:“从帝国主义经济

状态,比如资本出口的角度来看,以及‘更先进和文明’的殖民地国家间的权利

瓜分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一个欧洲中的美国是不可能和反动

的.”

　　列宁在和托洛茨基的争论中所作的评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一个欧洲

中的美国是不可能和反动的———成为了现实.如今我们应该说:创造“欧洲的

美国”的实现可能性越高,他也将变得更反动.”

　　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煤钢共同体成立,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盟

成立之后,作为欧盟一员的货币联盟也于１９９８年成立了.欧元的引进是基于

对统治阶级,以及法国和德国垄断资产阶级之间所做的暂时妥协.

　　●　巩固两国的地位以应对美国和日本

　　●　能在苏联解体后共同享有欧洲的东部

　　●　压制西欧小型资本主义国家

　　●　共同压制工人阶级和欧洲人民的反抗

　　●　与社会主义中国对抗

　　我们把这叫做联盟反动派,这是倒行逆施的做法,对任何意在保持、保护和

加强资本主义社会进步而言都是一种威胁.① 这是一种明显过时的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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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东欧国家以及小型资本主义国家在１９８９年后才加入欧盟,由于受国家自

身的大小以及不充分发展的国家工业和银行系统所限,它们在经济上依赖欧

盟中的帝国主义国家.然而,法国和德国试图通过欧盟加强它们的主导地位,
为欧洲国家建立一个“经济政府”,因此那些国家在政治上就变得越来越有依

赖性.它们的国家主权变得日益垂危.在此意义上,区分欺压他国的国家和

被欺压的国家就很有意义.

　　但是,欧盟既不是一个新民族也不是一个新国家,而是欧洲知名的帝国主

义国家的代理处———是一个矛盾不断的暂时联盟.以下几点可以证明这点:

　　２０１０年欧盟支出联合预算中显示,所有欧盟成员国的国民总收入(GNI)
达到了１．２％———即１４１５亿欧元.现实可能会更多,但是德国２００９年的 GNI
是２４３１０亿欧元.德国政府(州、区、社区)２００９年的支出总共为７２３０亿欧元,
是GNI的２９％.其中包括社保(２００９年５０６０亿欧元)支出,５０％的GNI用于

公共开支.

　　欧盟资源是德国资源的１/９,而德国只是欧盟的成员之一(即使是最大的

成员国);换句话说,德国的预算是欧盟预算的９倍多.这并没有给人们产生

一种“欧洲的美国”的印象;它更像是一个酬劳丰厚的专家组,协调最强国之间

的利益.这个专家组的影响力依靠资本和权力:２０１０年最大的支出国是德

国,达到了２３７亿欧元,法国２０３亿欧元,英国１３２亿欧元.从某种程度上看,
与这些支出相对应的是德国通过垄断得到的好处,比如向所有欧盟成员国出

口无限制的免税商品和资本.大国和被欺压的小国之间的矛盾通过金融和经

济危机中的欧盟成员国希腊和爱尔兰所受的待遇就可以看出来.

一、希腊的从属地位

　　希腊在答应接受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严厉制裁后被“拯救”
了.实际上是被法国、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通过向希腊放贷来“拯救”的.就

希腊的预算来看,这些制裁侵害了希腊的国家主权.对预算的主导权对每一

个民族资产阶级议会来说都极其重要,并且是政治独立的基础.希腊又被施

与额外的制裁,这促进了国际垄断通过过度剥削希腊来增加它们的短期利益

(减薪、削减社会福利、提高退休年龄等等).这一做法并不能解决希腊问题,
相反希腊的预算赤字将会随之上升,而且增加了投机买卖希腊金融地位的反

复发生.２０１１年的前几个月,希腊再次被 Moody降级.希腊首相被迫向欧

盟和德国银行的CEO默克尔阿克曼报告,默克尔被“任命”为希腊政府的

顾问.一些德国议员直接要求希腊应该抵押其岛屿.希腊完全被德国和法国

银行以及军火工业所控制(希腊是德国第二大军火出口国,土耳其是第一大),
它还没被称为保护区或授权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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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爱尔兰的从属地位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末,爱尔兰被迫接受欧盟和IMF的“拯救基金”(EFSF).

２０１１年２月,爱尔兰共和党这个通过政策使这一步变得可能的政党被明白无

误地惩罚了.在大选中,爱尔兰政府许诺的担保起着很大的作用.这一担保

由爱尔兰财政部长布莱恩勒尼汉和爱尔兰政府一起,在２０１０年９月３０日

一夜之间被推向顶点,这仅仅是发生在美国的雷曼兄弟银行瓦解两周后,这一

举措震惊了(也许只是假装震惊了)其他欧盟国家.这一担保意在拯救已经破

产的爱尔兰银行,无限制的涵盖爱尔兰银行的存款(直到那时只有２００００欧元

到１０００００欧元被涵盖).因此,不仅是像储蓄账户的存款被涵盖了,而且百万

富翁的存款也通过爱尔兰政府得到了保障,其中包括所有欧洲和美国银行以

及其他投资家的投资.接着这一步下来,其他的欧洲国家也颁布了国家担保

政策.关于如何通过这些手段把金融危机拖入帝国主义国家的手中这一问题

稍后会提及.

　　但是,在希腊一案中,不仅是德国,法国和英国垄断银行也通过爱尔兰政

府担保政策被保护不受大量信贷损失侵袭.政府担保也大大增加了政府债

务,因此,爱尔兰政府被迫接受欧盟帝国主义国家的“救济金”,并受欧盟和

IMF的独裁.

　　同时,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到,芬安妮失败政府通过颁布这项政府担保政

策给爱尔兰人民带来了伤害.早在十几年前这个政党就把爱尔兰大量的资源

(油、气、锌、铅、铜)以几乎零利润的价格贩卖给国际公司.现在这个执政党想

把金融危机产生的损失通过担保政策转嫁到爱尔兰政府预算中去,来防止欧

盟和美国的垄断银行遭受巨额损失,因此,就如一些人所说的,这是为了使欧

盟继续存活下去.这一举措使原来较低的爱尔兰政府债务(２００６年少于GDP
的２５％)在４年内增加了４倍,超过了欧盟限制(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即 GDP
的３％)的１０倍.

　　主要来自德国政府的煽动,爱尔兰政府被迫接受欧盟和IMF的所谓“救
济金”.作为欧盟成员国中最强大的一员,德国占了这笔“救济金”的２８％.
德国虽然没有达到马斯特里赫特债务标准(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１０年),但却严正拒

绝欧盟的任何制裁,其以爱尔兰日益增长的债务为借口,向广大“赤字罪魁祸

首”推行更为严峻的制裁.德国希望欧盟所有其他成员国同意修改里斯本条

约.它们认为德国联邦立宪法院会产生疑问,因为可能会涉及德国议会主权

所关注的预算和民主生活这一中心议题.对它们而言,至于像爱尔兰这样的

其他国家的这些权利是否被涉及不是他们的问题.在这一问题的协商上,默
克尔夫人还没成功推行她的要求,即通过剥夺它们在欧盟机构里的投票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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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赤字罪魁祸首”.“赤字罪魁祸首”爱尔兰现在不得不定期报告它在布鲁

塞尔的数据,不得不接受支出缩减(４年内缩减１５０亿欧元),不得不支付极高

的利率,并且在其预算方面或多或少失去了主权.

　　“救济金”向爱尔兰提供了８５０亿欧元的贷款.关键在于爱尔兰要利用这

笔钱来振兴本国银行,使其能偿还向欧盟和美国银行借来的贷款.爱尔兰不

得不支付高达６％的贷款利率的同时,这些放贷的银行在货币市场以２．８９％
的利率重新放贷.这些放贷联营银行有美国的花旗银行、法国的兴业银行和

英国的汇丰银行.由德国金融机构行使管理权.①

　　目前为止,新爱尔兰政府意图协商降低贷款利率的努力均告失败了.只

有当爱尔兰改变其现有的税制德国才会同意降低贷款率,因为这将提高德国

公司的利润这看起来纯粹就是敲诈.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

说:“当一个人想改变他刚才同意的合同,那么他不得不考虑合同另一方将怎

么改变,而且也要考虑到他能为自身改变做出的建议.”(«爱尔兰独立报»,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２日)

　　２０１１年３月,德国和法国敦促欧盟实行“竞争条约”.这一条约将会进一

步限制小国的主权.所谓的“经济政府”正在筹备中,他将是一个拙劣伪装下

的欧盟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独裁,其中德国将很快获得优势,另一个从属国是

葡萄牙.

三、中期结果

　　金融和经济危机导致欧盟帝国主义国家被迫把危机的压力转嫁到经济和

政治上都比较弱势的小国.在此过程中,它们不仅试图把威胁到本国银行的

损失转嫁给别人,同时,这些银行通过要求极高的贷款率、佣金费等来创收巨

额的短期利润.另外,这些强权国家进一步剥削那些小国,使它们的政治能力

越来越弱.它们利用欧盟成员国理事会提高了在欧盟附属小国中的资本和更

高利率的投资,来支持基于欧盟帝国主义国家的国际公司.德国和法国提出

的“竞争条约”,如减薪(最低工资)、提高退休年龄、削减社会福利和教育经费

等给整个欧元区的工资带来了压力,而且有助于资本家增加短期利润.

　　金融危机带来的大问题,比如相比生产而言快速膨胀的金融部门,是不能

用以上列出的方式来解决的.在这之后是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以货币资

本的方式———越来越不可能在生产和分配剩余价值的那部分经济中找到有利

可图的投资.谁是投资人?

① 这家有限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０年,负责德国联邦政府的“借贷和债务管理”工作.这家公司的所
有人不是一个“超国家”组织,而是德国财政部长的代表.说爱尔兰在德国财政部长的托管制度之下且
受命于柏林是否太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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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食利为生的国家———它们还存在吗?

　　列宁在１９１６年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级”中提出了“食利国家”或
“高利贷国家”这个术语.“帝国主义在一些国家不断积累大量货币资本
因此一个阶级或者食利阶层就蓬勃发展起来,比如以‘剪票’为生的人,没有在

任何企业就职的人,没有正当职业只会游手好闲的人.”帝国主义国家渐渐成

为食利国家,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靠放贷、投资,以及买卖债券和股份为生,靠
吃利息、分红过活,因此整个世界“被瓜分成许多高利贷国和许多债务国.”
“食利国是一个以寄生过活的腐朽资本主义国.”原因是:

　　●　所有生产所需部分、所有原材料所需资源以及所有市场被垄断国控

制

　　●　这些国家所有的货币收入被银行和金融机构所控制

　　●　世界被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了

　　●　除了压迫自己的无产阶级,帝国主义剥削越来越多的弱小国家,在不

同阶段压迫它们,使它们不得不依赖大国

　　自１９８９年和１９９２年以来这一发展就在加速,自从打败了欧洲的社会主

义以及苏联解体,现在在它们面前唯一受限的就是中国和古巴这两个社会主

义国家.

　　但是几乎无限制的帝国主义也导致不断延伸其“正常”特性.然而,帝国

主义依旧感觉得到俄罗斯革命带来的刺痛,使帝国主义行使其所有的力量(包
括世界大战以及对抗世界人民的持久军事行动),其暂时不受威胁的全能力量

同时也展现了作为食利国家的丑恶嘴脸———更确切地说,我们能更清楚地看

到高利贷国家的腐朽与寄生的资本主义特性.此次危机的高潮即２００８年雷

曼兄弟银行的破产(以及德国的工业银行)也指出,目前帝国主义最大的敌人

是其本身,即使帝国主义可以相对不受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国家的影响而发

展,并试图逃脱危机,它还是会陷入沼泽,卷入更大的灾难中.这是对总体帝

国主义,尤其像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实

例.

　　关于事态的假象

　　乍一看美帝国主义像一个债务国.它的债务达到了１３．３万亿美元.除

了国债(５６％)之外,期票主要持有在中国、日本和英国三大债权国手中.再看

日本,它的相关(经济输出)债务比美国债务要高得多.德国的债务也不小.
现在德国的债务已经达到了１８０００亿欧元,其中超过５０％是来自“国外”的贷

款(美国４４％).一眼望去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似乎都是债务国.

　　这种情况下,区分高利贷国和债务国就没多大意义了,因为一个国家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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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负债,或者就算它满世界负债也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互

相大量负债.

　　食利国的债权人

　　它们都有一种主要的债权人———银行和保险业寡头.事实是,真正大型

的银行和保险公司不是恰好在帝国主义国家设立总部.它们借钱给这些国家

的政府并从中获益.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应该使用“国家高利贷者”而不是

“高利贷国”.①

　　德国大约１４％(４０４０亿欧元)的中央政府支出以利息的形式支付给债权

国,并从银行和保险公司流到本国少数几千个真正富有的人手中.相比这个

数字,４５％(１４７０亿欧元)用于“工作和社会事务”(社会保险、养老金、社会福

利等等)的政府支出显得非常局促,只会让上百万人继续生活在贫困中!

　　帝国主义的“有价证券”

　　虽然自从雷曼兄弟银行破产和世界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名声狼藉,但是所

有的投资者都愿意借钱给它.因为直到现在美国都是持有有价债券的一等债

务人.首先,它依旧有执照印刷被普遍承认的货币.帝国主义还有一种不确

定的“证券”:美帝国主义依旧是最大的武器持有国,来保护其获得贷款和印刷

货币的特权.

　　作为虚拟资本的政府债务

　　食利国以不同的方式投资后(股票、债券、多种风险的后保债券等)就开始

投资虚拟资本.虚拟资本并不代表,比如为一个机器命名的所有权,而是有权

享受未来的剩余价值.一旦未来剩余价值不能实现,授权的证书就会贬值,投
资就会受到威胁.富人很有可能成为穷人.问题是———此次危机也给了马克

思主义的敌人们一次教训———只有在物质生产,工业和农业中剥削工人才能

产生剩余价值.贸易、服务、银行、保险业和政府债券都不能产生剩余价值.
这些只是榨取剩余价值的预先过程.马克思这样评论道:“那些交易(买卖政

府债券)可能会尽可能多的增值,政府债券资本纯粹是虚拟资本,一旦这些债

券证书卖不出去,这个资本就会消失.尽管如此这个虚拟资本有它自己的活

动方式.”(K．马克思,«资本论»,卷Ⅲ,MEW 卷．２５,p．４８３－德语版)

　　危机粉碎了“假象”

　　十几年来物质生产因为过度积累和停滞而濒临灭绝.工业垄断积累流动

资产作为“竞争基金”,资本以货币的形式,更多地为竞争对手的收购使用,来
投资新的生产基地.为了准备合并,“竞争基金”中的钱被投资到其他形式中

① 德国民法中的高利贷是指:过分要求过高的借贷率.用德国本国语来说就是鲨鱼或高利贷.
当天结束时,整个银行业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们向央行支付１％的利息,客户向他们的银行账户支付高
达２０％的透支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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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德国跨国企业西门子长久以来被看成是拥有电子行业的银行①.

　　长久以来,越来越少的货币资本能在物质生产中获益,因此越来越多的资

本在金融部门流通.金融部门、证券交易所和其“产品”似乎独立于物质生产

而有其自己的运动(在危机中突然被重新发现为“实体经济”).

　　本来应该控制停滞的措施首先导致了金融部门的发展,但却不可避免地

把危机的潜在因素拖到这个部门中去.投资资本的大量涌入给予有利投资率

和利率机会,使分红处于压力之下,最终股价和债券也将处于压力之下.银行

试图采取措施控制这一趋势:它们保证资本的高回报率来吸引客户.但这实

现起来风险很大.正如金融危机显示的,不平衡不但没被消除反而增加了.
这一诈骗行为演变成如此事件以致贬值难以避免.危机撕碎了钱生钱的无限

循环假象.银行和保险公司纷纷出来解决这一问题.

　　由于像审计公司这些垄断资本主义偶像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度企业联合诈

骗危机中败露,在最近的危机中最后的幸福表象的私人保证人被揭晓,即评级

机构.

　　谁能把我们从拯救者中拯救出来?

　　拯救在哪里? 食利国会问:如何避免资本贬值,如何避免资产损失?

　　长久以来它们一直被愚弄和嘲笑,并被作为一顶旧帽子而从永久的“全球

化”中禁止———民族国家.在持续发生的危机中,它成为富人最后的希望和支

柱.那些呼声最高,要求“自由市场”,解除国有化,控诉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

的人突然全都要求国家援助.首先它们要求支持银行和保险公司,接着保证

它们的支付能力.余下来的损失理所当然的就落到纳税人肩上,像希腊这样

的国家不得不采取托管制度来提醒希腊资本主义去利用本国的工人阶级.然

后,希腊就会获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担保,再次有权发放债券,利息也可以翻三

倍.这里帝国主义终于展示了其作为高利贷国家的真面目,即敲诈不公平的

利息.因此,投资者和食利国又一次得到满足.因为在文件上(证书),它们将

拿回获取未来剩余价值的权利.

　　这样一来,危机将不可避免地渗入国家自身,而当初人们认为国家是可以

控制危机的.用来保护银行的措施现在成了人民的负担.保护富人的措施必

须来自于穷人和那些还有点财产的人.重建帝国主义的措施将意味着要让附

属国掏出一大笔钱.最终,帝国主义的最后“证券”浮出水面———暴力.资产

阶级专政将被揭露,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又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

　　让我们试着分析一下以上提到的趋势是如何威胁到成功的.

① 与此同时,西门子和通用电气成立了一个银行.西门子金融管理经理指出:“三年前我根本不
会去担心怎样投资我们的流动资产或和谁对冲货币和利息.但是考虑到前两年的经历,我看到了采取
行动的必要性.”«德国金融时报»,２０１０．７．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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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食利国如何对抗它们的“贫困”?

　　我们应该更准确地去检验银行采取的措施和产生的结果.在“自由市场”
的“新”自由口号下,银行垄断通过直接收购,使之附属或破坏将影响力延伸到

新的领域———国家和它们现有的国家机构中去.首先国有银行私有化并被垄

断银行收购.这在之前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过,但和南美、亚洲、非洲

和欧洲的许多国家还是有细微差别.许多国家在“全球化”的借口下,让按揭

抵押贷款体系通过新立法重新实施.因此,这些国家中很大一部分通过发放

大量的抵押贷款被垄断银行专政所征服.银行利用这些抵押贷款来发放抵押

担保和信用债券,然后通过国家政权交易来出售.这一发展增加了投资食利

国货币的可能性.其中最好的一部分被垄断银行和它们在货币危机中的对冲

基金所牟取,比如１９９７年和之后几年的东南亚,暴利都被食利国牟取了.如

此一来,这些国家的许多商业和贸易企业被迫破产和停业———这就是垄断资

产阶级的“附带损害”.

　　在国内,垄断银行通过大量发行所谓的消费者贷款来大大提高投资的可

能性.比如,花旗银行花费了１０多亿美元来做广告(广告口号为“每个人头上

都该有屋顶”)以出售其贷款.按揭贷款通过字面力量被施加到消费者身上.
一方面房地产的价值被提升了,另一方面,贷款以超出房地产价值１００％的价

格发放了.这些活动导致房地产价格稳步上升———尤其在英美国家———贷款

额度越来越大,人们可以用信用卡进行高额度透支.

　　哪怕这些贷款被用作是发行信用债券的担保证明.最终这将被视为下一

层面的虚拟资本,也就是虚拟资本的假象.垄断银行再次通过收取额外费用

和贸易费用来从这些贷款中获益.之后由于经理奖金制度的驱动,这将导致

银行和其基金的过高利润.因为这种方式下产生的债券被认为是最安全(按
揭)和没有高风险的.

　　食利国的同谋

　　在垄断银行拉出的“新”自由主义旗帜下,许多规章、限制和监管机构中的

部分在１９２９~１９３２年的大危机中和危机后限制了银行的行动范围,但是自

１９８７年以来就被废除了.这些不受控制的金融垄断机构参与了破坏欧洲社

会主义国家的行动,参与金融征服,参与这些作为附属国重新整合到帝国主义

世界体系的行动中去.金融垄断的同谋从以前到现在一直是除了政府以外的

银行监管部门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中央银行,它们现在正是拯救者.它们都同

意发行更多的抵押贷款债券和信用债券来和那些债券做交易,向对冲基金和

信用违约保险公司打开大门,进行投机或赌注.

　　国际清算银行(BIS)建立于１９３０年,总部设在巴塞尔,从事德国向协约国

的赔款工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立于１９４４年,从事担保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的国际收支交易.像这样的重要国际机构都是帝国主义国家企业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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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以保护食利国和高利贷.它们现在应该实行新的金融制度.

　　国有化对谁有用?

　　目前证明:雷曼兄弟银行的破产是不可避免的.美国财政部长和前任高

盛投资银行CEO汉克保尔森当时备受关注,因为他把自己银行的竞争对

手踢出了市场.这就像开启了防洪闸:即便排名都是一等的,银行之间也不再

相互信任.银行一个接一个承认在原则上它们都处于暂时破产的状态.突然

之间没人嚷嚷着要求“自由市场”,相反,不仅在美国,其他国家也纷纷呼吁国

家援助.没人想买抵押贷款债券而是都想卖掉它们.不久事态就明朗了,当
房地产降价后,抵押贷款债券获利很少或几乎不获利.当许多房地产项目被

拍卖的时候,只能卖到之前价格的一小部分.许多与那些债券绑定并虚假估

值的骗子机构和交易变得显而易见.对于一个建立在剥削和掠夺广大人民的

体系而言,诈骗是与生俱来的.

　　在德国,德国银行CEOJ．阿克曼(此银行是德国最大的投资银行,从食

利国处获益,２０１０年第一季度通过投资获得了９３％的利润)首先亲自联系政

府官员 A．默克尔,通过政府援助拯救德国银行系统防止其破产.在拯救IK
银行与破产之际,阿克曼提出了一项政策变革,从“全国银行不受限制”到“通
过政府担保银行系统,并把损失转嫁到纳税人头上.”

　　随着救市计划和国有化措施(比如 HYPO 房地产———HRE)或者部分国

有化措施(比如德国商业银行从安联保险公司手里收购了德雷斯登银行)一起

进行的这项行动使许多人相信这是国家控制德国银行的举措,并会带来这个

地区的和平.这一观点的可取之处只在于:这些举措将暂时拖延新一轮的更

大危机的爆发.但决定性的一点是,这些措施使超级富人和食利者享受服务

和保护,却让国家承担破产的风险.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家真正该服

务的是谁,是谁征服了国家,国家又是谁的保护者.

　　关于知名垃圾场的“系统”①有毒废物

　　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揭露,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１日,欧洲委员会的内部报道

显示整个欧盟银行系统里的“有毒资产”②达到了２５万亿欧元.③ 把这一数字

考虑在内,欧洲国家发行的担保,无论是德国政府发行的保护德国银行的担

保,还是欧盟和IMF于２０１０年５月发行的对希腊的担保(７．５亿欧元)———这

个总数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并受欧盟内部许多分歧影响———这看起来就像

是沧海一粟.危机似乎开启了一个无底洞.但我们知道钱去了哪里.我们的

①

②

③

“系统”是资产阶级媒体引用的处理危机的委婉语,用来赞扬作为世界主要支柱的银行.我们
注意到:社会主义也需要银行,银行权利超越人民,不再需要为了食利者和高利贷者的利润而存在的银
行.

这个术语部分来看也是给实物一个比较美好的表象.它应该使人相信,与那些债券对立的是
健全的债券.当人们被迫相信只要有了“健全”债券,钱就会为你“工作”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混淆.

程恩富,２０１０年第五届 WAPE论坛开幕式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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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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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相识,高利贷国家的食利者们正在洞底等着.

　　由按揭贷款复制成的抵押贷款所产生的虚拟资本并没有贬值,而是作为

资产搁置在欧洲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里.只要国家有担保,每个审计员都会认

为这些债券１００％有价值或者只是轻微贬值.然而当那些债券很明显的只值

比如８０％的价值时,那么必不可免的贬值将不仅会超越所有银行的公司资

本,而且会超出国家通过政府预算偿还这些损失的能力,不管有没有担保.

　　另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除了官方银行部门之外,还有某些黑色或灰色银

行经济体系.比如与金融衍生物进行贸易———对从原材料到政府债券的一切

东西进行赌注;还有对冲基金———最先用来避免像货币走势这样的风险.市

场据说有６８０００００亿美元的规模(是德国 GNI的３００倍),它们同样希望得到

担保,因为它们也是“体系内的”.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是体系内的,因为它们

的建立是为了富有的食利者更富有而不是更穷.在德国,国有化的 HRE就

是一个例子:国家担保达到了１０００亿欧元之多,以“平静市场”.

　　寄生行为长年不衰

　　从这一观点来看,更好规划金融市场的表象背后,是垄断企业和帝国主义

重新瓜分世界的冲突,却被伪装成为如何拯救世界的争论.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圆圈的起点:很明显,国家用于拯救银行的担保会

导致政府债务增加,银行再次成为受益者.政府会试图将危机的重担压到工

人阶级身上.更多的工资和薪水将被扔到洞底,把食利者和银行从“系统”损
失中解救出来,使它们活得更久.但是金融和经济危机却不会因此而解决.

五、结论

　　帝国主义国家意图利用金融和经济危机把压力和它们的主导地位转移到

小国中去: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都将被迫接受“救济金”.这些国家

被迫通过发行国家担保帮助其面临困难的银行.使用欧元的国家不能通过印

刷货币来解决问题了,因为现在的政府债务不像以前是德拉克马(古希腊货币

单位)或埃斯库多(葡萄牙货币单位)了.它们不得不从欧洲央行或者货币市

场获得资金.货币是统一的,但是不同的国家经济、不同的预算以及不同的税

收制度是不统一的.在“拯救”的预备阶段,帝国主义国家犹豫了,关于“违法”
国家破产程度的大量投机买卖发生了.主要来自美国的大型评估机构不支持

用欧元刺激投机买卖,因此评估很低.一旦国家软化,帝国主义国家就提出它

们的条件.表面来看是为了拯救欧元.实际上它们是在盘算谁有权使用这个

能与美元抗衡的货币来改变权利平衡,在它们能获益的情况下,让垄断和帝国

主义国家重新瓜分世界.

　　最后,关键在于是否有可能安抚工人,或使他们与“他们的”帝国主义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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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力,是否有可能压制人民,让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齐心协力,而不是与

自己的人民抗争.

　　这对统治阶级而言不是一个简单的游戏,但却是终结旧剥削体系的一个

契机,并且为工人阶级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秩序的大门.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丁晓钦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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