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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航运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恩
格斯认为航运促进了封建经济的解体、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促进了大

工业的形成、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危机的全球化、促进了资本

主义制度的最终灭亡,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应该把包括航运在内的运输部

门集中到国家手里。马克思主义关于航运的经济学思想对于中国发展商品经

济、参与经济全球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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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日益走向全球化。海洋面积占到地球表面积的

70.8%,航运是经济全球化时代连接生产和市场的纽带。马克思、恩格斯生活

在新航线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而形成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资
本主义的矛盾逐渐暴露,马克思系统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而航运在资

本主义产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不可能不引起他们的注意。据不完全统计,马
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海军》、《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

识形态》、《英国工人阶级现状》、《英国状况:十八世纪》等著作中数百次提到了

航运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航运促进商品

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促进了封建经济的解体、促进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促进

了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资本主义危机全球化,必将在未来共产主义发展过程中

起到重要作用。梳理马克思、恩格斯的航运与资本主义发展关系的思想,对于

理解航运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发展航运和商品经济以及积极参与

经济全球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具体来说,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从以下方面

论述了航运的性质及其在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及消亡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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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航运与封建经济解体

  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以农业、手工业

为主的生产力水平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的落后,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有限。
生产出来的产品在自身消费后,剩余不多。自然经济的特点是生产的目的是

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进行交换。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导致了封建

经济的长期低水平徘徊。“在公元1000~1820年间,人均收入的增长是缓慢

的。从世界平均水平来看,人均收入提高了50%……1820年后要活跃得多。
人均收入提高了8倍以上。”(安格斯·麦迪森,2003:1)。资本主义经济是一

种商品经济,生产产品的目的是为了换回交换价值,赚取利润,赚取剩余价值,
并进一步进行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生产的扩大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

展,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加。在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以前,由于航运技术的发

展、对黄金的渴求等原因而带来的新航线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促使了市场的

扩大,市场突破国内的界限,商品贸易在国与国、大陆与大陆之间进行。同时,
新航线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也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对外贸易的发展,
使产品能够顺利地换回货币,重新购买生产资料以循环生产,经过一段时间

后,甚至可以扩大再生产。这样由于商品不缺乏销路,进一步促进了资本主义

生产的发展。
  航运业的发展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从而打破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的循环,创造出了巨额的社会财富,加速了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的解体。航运

是物质运输部门,运输的是进行贸易的商品,因此航运从产生开始就是与自给

自足的自然经济相对立的。“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

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
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

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随着航运业的发展,商品经济得到了

发展,资本家通过社会再生产,获得剩余价值,并进一步把剩余价值进行资本

积累,投入再生产,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

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发展起来,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

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
  航运业和对外贸易是一对对立统一的关系,航运业的发展促进了对外贸

易的发展,而对外贸易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航运业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

高度评价航运业的作用,他们把航运业当作资产阶级的产业,因为航运业通过

发展商品经济,打破了自然经济的低水平循环,促进了封建经济的解体。“航
运业确确实实是资产阶级的行业,这一行业也在所有的现代舰队上打上了自

己的反封建性质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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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航运与资本原始积累

  与农业生产相比,工业生产需要大量的资本,是一种相对“资本密集”型的

产业。因为社会化的生产需要雇佣工人、需要购买机器设备、需要购买原材

料、需要修建厂房。所以,资本主义经济与封建经济相比,需要更多的资本积

累。资本主义生产有一个资金的门槛,达不到积累的最低要求,则无法从事资

本主义的工业生产。“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

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
因此,这整个运动好像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要脱出这个循环,就只有

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所以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需要一个资本迅速集中

的过程,即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资本积累是西方国家通过两种途径完成的:
一是对内的圈地运动,剥夺了农民的土地,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二是

通过掠夺殖民地,获得大量黄金,促进资本的积累。由于新航线的开辟而带来

的殖民地贵金属的输入,大大促进了资本积累的过程。“形成工场手工业的最

必要的条件之一,就是由于美洲的发现和美洲贵金属的输入而形成的资本积

累。”(马克思,2009:624)西班牙、英国等国通过在海外建立殖民地,通过国家

入股的公司形式,在海外掠夺,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殖民制度大大促进

了贸易和航运的发展。垄断公司是资本积聚的强有力的手段。殖民地为迅速

发展的工场手工业提供了销售市场以及由市场垄断所引起的成倍的积累。”
  随着航运业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贵族开辟了殖民地,他们把殖民地当作

掠夺原料的产地及产品的倾销地。而这个过程中,航运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指南针促进了航运业的发展,航运的发展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

殖民地。航运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马克思把促

进航运技术迅速发展的指南针当作预示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之一,
高度评价航运的作用。“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

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

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

三、航运与社会化大生产

  分工是生产活动的独立化和专业化,分工与市场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一项分工的存在,需要有相应的市场。“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

生专务一业。”(亚当·斯密,1981:8)而相应市场的存在,促进了产品的销售,
保障了生产者的利润,从而使生产者有资本进一步扩大再生产,进一步进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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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创造,反过来促进了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新航线的开

辟,促进了市场的扩大,也促进了分工的发展。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

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新航线的

开辟和生产力的发展之间相互作用,促进了手工业向工厂手工业的转化。正

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指出的那样:“伟大的地理

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地的开拓使销售市场扩大了许多倍,并且加速了手

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化”。
  生产社会化是由农业和手工业小生产者转变为社会化生产的过程,社会

化大生产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社会化大生产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突破了家庭的界限,而转化为社会化的生产的过程。在社会化生产的形

成过程中,航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航运运用风力、水力等自然力的帮助,大
大减小了运输的成本,促进了市场的拓展。通过航运,可以打破由于大山的阻

隔等造成的陆路交通的不便。亚当·斯密指出:“水运开拓了比陆运开拓的广

大得多的市场,所以从来各种产业的分工改良,自然而然地都开始于沿海沿河

一带。”
  生产的社会化大大提高了生产能力,通过工业革命引起了动力技术的革

命。运用自然力作为动力,代替了传统的人力和畜力作为动力的方式,使人类

社会的生产力大大提升。而生产力的提高又生产出来大量的产品,这些产品

需要相应的市场的存在,这样便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航运的发展促进

了生产力的进步,促进了社会化生产的形成。“撇开已经完全发生变革的帆船

制造业不说,交通运输业是逐渐地靠内河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的体系

而适应了大工业的生产方式。”而工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航运和市场的扩

展。“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
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

四、航运与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商品在全球配置的过程。
分工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发展。
工业革命的进步,要求开辟越来越远的市场:一方面进口廉价的原材料,满足

生产对原料的需求;另一方面出口商品,扩大产品的销路。因为单纯的国内市

场已经日益饱和。“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

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由于地球上绝大部分面积被海洋包围,要实现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航空

运输成本高昂,航运是远距离大宗商品运输的最佳选择。新航线开辟和地理

大发现后,航运开辟了市场,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的发展要求更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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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所以随着生产的进步,需要开辟越来越远的市场,而远处的市场需要交

通运输业的发展。生产规模越大需要的市场就越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

进步,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会缩短一定量商品的流通时间,那么反过来说,这
种进步以及由于交通运输工具发展而提供的可能性,又引起了开拓越来越远

的市场,简言之,开拓世界市场具有其必要性。”
  资本的本性是逐利,只有不断地追求剩余价值,资本才不致被优胜劣汰。
“开拓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

为必须克服的限制。”这样,在资本的力量下慢慢形成了世界市场。“随着美洲

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

大的发展……冒险者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

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而在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中,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

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
  世界市场的形成加速了经济的全球化。不同的国家参与到分工体系,各
个国家根据自身的优势从事分工的不同生产,从而形成了经济的全球化。“资
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及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

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

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经完成了。”虽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世界分工经历

了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产品间分工、产品内分工等阶段,但是航运在经济

全球化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目前,全球贸易量的90%、中国出口量的

84%是由海运完成的。

五、航运与国家海上力量

  随着经济全球化,一国的经济实力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该国的海上力量上。
美国海军战略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T.马汉,1998:1~2)提出了海

权理论,他在1890年所著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中提出

“sea
 

power”一词,来表达一国在海上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国内在翻译时

一般翻译为“海权”。“中国学人广泛地将英文‘sea
 

power’的概念转译为汉语

‘海权’”,而更多的人,把海权理解为狭义的海上军事力量。而马汉在该书中

指出:“海权即凭借海洋或者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

西。”马汉(1998:37~38)提出生产、航运、殖民地是海权的三环节。一个国家

只有具备了强大的工业基础,才会有海运的需要,而发展海运,则需要海军的

保护。殖民地是用来给海军补给的地方。“生产是交换产品所必需的;海运,
是用来进行不断交换的;殖民地是促进和扩大海运活动的,并通过不断增加安

全的据点来保护海运。”同时,强大的海军也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作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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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一般把马汉视为海权论的创始人,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早就看到了

一国海上力量对于一国兴衰的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航运业的发展

与海军、殖民地的关系。随着航运业的发展,由于在海上存在着海盗等外力的

威胁,需要海军保护船队的安全;在海上有大风大浪,需要停泊休息的地方;轮
船需要能源作动力,需要补给能源,这需要有自己国家管辖的港口,而殖民地

便是最好的选择。殖民地和海军起着保护海上交通运输的作用。“16世纪和

17世纪创造了社会革命的一切前提,结束了中世纪,树立了社会的、政治的、
宗教上的新教原则,建立了英国的殖民地、海军和贸易。”因为航运的商船需要

海军的保护,而殖民地也提供了市场并为海军提供停泊、补给和避风的港口,
从而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就欧洲的海外扩张来说,最重大的技术进步表

现在造船、航海设备、航海术和海军装备方面。与这些进步紧密相连的是航海

术的进步。”(斯塔夫里阿诺斯,2005:391)

六、航运与危机全球化

  资本家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进一步扩大再生产,而工人的消费能力没

有进一步增长,所以当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生产出来的产品越来越多,超
过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以后,就会产生出相对过剩的危机。“自从1825年第

一次普遍危机爆发以来,整个工商业世界,一切文明民族及其多少尚未开化的

附属地中的生产和交换,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轨一次。”
  资本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会突破一国的范围,开辟世界市场。“生产方式和

生产资料总是在不断变更,不断革命化;分工必然要引起更进一步的分工;机
器的采用必然要引起机器的更广泛的采用;大规模的生产必然要引起更大规

模的生产。这是一个规律,这个规律一次又一次地把资产阶级的生产甩出原

先的轨道,并迫使资本加强劳动的生产力,因为它以前就加强过劳动的生产

力;这个规律不让资本有片刻的停息,老是在它耳边催促说:前进,前进。”
  资本主义要求对外贸易,利用价格更低的原料市场,抢占价格更高的商品

市场,这样资本主义需要进行对外贸易。“对外贸易是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

的,因为这种生产是按照本身的生产资料的规模行事的,而不管某一具体需要

的满足的情况如何……因此,再生产过程并不取决于同一国家内相互适应的

等价物的生产,而是取决于这些等价物在别国市场上的生产,取决于世界市场

吸收这些等价物的力量,也取决于世界市场的扩大。这样,就产生了越来越大

的失调的可能性,从而也就是危机的可能性。”
  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经济逐渐全球化,各国加入世界分工体系之中,从
事分工体系中的一项生产。“各国人民日益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

度日益具有国际性质。”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经济危机突破了国与国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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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世界市场的形成和随之而来的无法控制的竞争

导致具有日趋严重的破坏性和普遍的商业危机,这种危机现在已经完全成了

世界市场的危机。”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用之间的矛

盾,就突破了国与国的界限,在世界范围内爆发了。“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

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场危机中集中暴露了出来。”航运通过商品的运输促进了

危机在全球的传递,导致任何国家在危机过程中都难以幸免。

七、航运与资本主义灭亡

  在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了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

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导致的经济危机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工人是

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航运等交通业发展促进了工人之间的联系。“工
人之间越来越大的联合,由于大工业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
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航运促进了

各地工人的联系。由于共同受资产阶级的压迫,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只有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才能共同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航运等交通运输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这就需要把一切运

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包括航运在内的运输业的公

有制。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指出:“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

业、全部运输业和全部交换都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国家手里……最后,当全部资

本、全部生产和全部交换都集中在国家手里的时候,私有制将自行灭亡,金钱

将变成无用之物,生产将大大增长。”他们还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出:“最先进

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通过公有制,实现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方面的平等关系,实现人的自由而

全面的发展。“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

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八、结 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系列著作中,深刻分析了航运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

程中的作用。航运属于交通运输部门,虽然不改变商品的使用价值,但是会增

加商品的交换价值,属于物质生产部门;航运促进了贸易,打破了自然经济的

循环,促进了封建经济的解体;航运的发展,促使新航线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
帮助西方国家开辟了殖民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而对外贸易的扩展,
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形成;新航线的开辟,则促进了

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各国之间的分工,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由于航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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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的进行,导致了危机的全球化,而航运在实体经济的全球危机过程中

起到了传导作用;经济危机有助于加速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航运促进了世界

无产阶级的联合。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要把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

里”。所以,马克思主义的航运经济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是发展航运经济,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航运是因为贸易而出现的,航
运在促进商品经济的解体过程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大力发展航运经济,有
利于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说,加强内河航运经济的发展,
有利于加强国内经济的往来,促进农村地区自然经济的解体。
  二是发展航运经济,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航运经济的发展以工业的发

展为前提,因为,只有生产出商品才会有航运的需要。西方国家在崛起的历史

过程中,正是因为抓住了工业革命的机遇,才成长为世界性强国。而一些国家

不重视实体经济发展的国家,则很快走下了大国的舞台。“海上贸易的繁荣、
银行业的繁荣,都依赖于工业的繁荣”。因此,要促进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维
持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合理比例。“荷兰作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商业国家

走向衰落的历史,就是一部商业资本从属工业资本的历史。
  三是发展航运经济参与经济全球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确

立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对内逐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参与全球市场。中

国逐步打破了传统的自然经济,发展商品经济。而发展商品经济,就需要开辟

越来越远的市场,参与到全球市场竞争之中。这就需要航运业的发展。
  四是参与经济全球化,防范经济风险。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带来了经济

的全球化,而由于航运的传导,导致了实体经济危机的全球化。在参与经济全

球化过程中,必须防范经济风险。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说,对外依赖度高,经济

发展严重依赖于出口。要正确处理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之间的关系,通过拉

动内需,降低对外贸易的依赖度,防范和化解危机风险。
  五是加强海上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时代,中国依靠国内生产,而成为世界性大国,可以采取海禁的措施,封闭对外

交往,可是在商品经济时代,商品需要不断扩展市场,否则就会被淘汰。因此,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必须积极参与全球市场的经济,必须不断扩展国外

市场,必须发展远洋运输。远洋运输要求有强大的海军保护海上的安全。因

此,随着经济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型,只有加强海权建设,建立强大的

海军,提高海上力量,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加强海权建设是中

国经济由自然经济转型为商品经济的需要,是由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走向

经济全球化的需要。海上力量不仅包括强大的海军还包括国内的生产及国内

实体经济的发展。只有实现工业生产、航运、海军的同时发展,才能真正壮大

海上力量,成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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