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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2015-06-30
  作者简介:丁晓钦(1977-),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哈佛大学亚洲中心研究员,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尹兴(1984-),上海海事大学

文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2015年6月19-21日,由南非克里斯·哈尼研究所(Chris
 

Hani
 

Institu-
te)和夸祖鲁-纳塔尔大学(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共同承办的“资本

主义的不均衡发展与危机———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十届论坛”在南非约翰

内斯堡隆重举行,来自中国、南非、津巴布韦、美国、英国、德国、爱尔兰、奥地

利、日本、印度、巴西、澳大利亚12个国家的百余名学者出席。
  学会颁发了2015年度(第五届)“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

项启源研究员获此殊荣。学会还颁发了2015年度(第七届)“21世纪世界政

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来自英国、日本、南非、津巴布韦、印度和中国的10位

学者获此嘉奖。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

学部主任程恩富教授与南非克里斯·哈尼研究所所长、金山大学爱德华·韦

伯斯特(Edward
 

Webster)教授一同为本届论坛特制的卡尔·马克思铜像揭

幕,并进行了学会每年一度的植树纪念活动。本次论坛期间共举行了三次全

体会议、十三次分会研讨,以及一次理事会议。

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

  美国麻省大学大卫·科茨(David
 

Kotz)教授认为,资本主义的每一次严

重危机后都需要重大制度重构,2008年危机也不例外,尽管新自由主义非常

顽固。用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框架分析当前的危机,可以揭示未来制度

重构的可能方向,从而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战略。新自由主义的

制度结构产生了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巨大的资产泡沫和高度投机的金融业,
最终导致了2008年的危机。危机后三种可能的制度重构方向是:(1)右翼极

端民族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2)民主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3)过渡到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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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这样分析可以为倾向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力量提供有利于改变这一方向

的论据。
  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普瑞坦·辛格(Pritam

 

Singh)教授认为,资本主

义发展向来是不平衡的,危机后老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缓慢,金砖五

国发展速度较快,这一世界经济重心转移的生态影响有三点:其一,金砖国家

的人口规模加上其高经济增长率考验世界资源的对经济增长的支撑能力;其
二,由于生态约束,发达国家中惯常采用的消费主义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不能在

金砖国家复制;其三,由于金砖国家经济崛起给全球生态带来的压力,未考虑

生态因素的发达国家的传统资本主义模式也不再可行。通过对全球资本主义

生态危机的三个维度的结合分析,只有生态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才是走出这一

生态危机的唯一途径。
  来自美国阿勒格尼学院(Allegheny

 

College)的唐·戈德斯坦(Don
 

Gold-
stein)教授谈论了区域适应气候变化的政治经济学。他认为,世界各地将有

越来越多的社区面对气候变化的深远挑战。根据其区位和经济特征,小区域

可能面临对现有产业、能源资源利用、交通系统和已有环境的威胁。这些挑战

将直接或间接来自于气候变化,同时气候变化也会带来机遇。在小区域层面,
可能的适应路径受到气候变化及特定地区经济资产和能力的直接、间接影响,
但不同的阶级利益和权力也会影响途径选择。他利用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

(SSA)和组织能力理论(OC),以美国两个地区的案例来分析这些机会和冲

突。由于作为当地的就业和收入来源的经济活动受到来自气候变化的压力,
企业决策者会使用由他们公司自己的组织能力路径和共享的制度设施的手段

来应对。借助SSA下进化出的能力,区域资本将很少依赖当地经济;全球一

体化削弱了当地企业和社区之间的联系。但是,适应气候变化的区域经济变

化和公共投资可以支撑为工人提供有价值的技能和养家糊口的工作的社区复

兴。为了这一领域和其他领域的适应性资源具有再生性、可持续地区适应性,
当地工人阶级和环保组织将有必要建立联盟,为保卫必要的私人和公共部门

利益而斗争。
  印度旁遮普包文德尔·辛格·提瓦纳(Balwinder

 

Singh
 

Tiwana)和帕拉

玛基特·辛格(Paramjit
 

Singh)认为,历史表明,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从一开

始就取决于国家对市场外部关系和内部运作的干预。资本主义的稳定性取决

于资本积累的稳定性,而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稳定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

干预经济的能力。政府在资本积累中的作用,随着社会阶级演变而发展,并开

始根据统治阶级的需要主导经济和社会事务。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长期结

构性变化下,政府的作用也在不断改变。随着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和剩余价值

剥削方式的变化,资本主义政府从自由主义转向福利主义,再到新自由主义。
  来自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的菲奥纳·特雷格纳(Fiona

 

Tregenna)教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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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角度分析了去工业化。他认为,去工业化是最近数十年最突出且

显著影响资本主义未来的部门间转移。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去工业化理

论,将去工业化的概念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从生产剩余价值的部门转到不生产

剩余价值或仅仅转移剩余价值的部门,另一种是转移到其他生产剩余价值的

部门。这样区分有助于拓展分析,从而更加明确地估计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制造业比重的相对下降会不利于经济增长,但是如果转移到其他生

产剩余价值的部门,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去工业化———即使是长期的去工

业化———也可能伴随迅速的经济增长。但是,最终结果到底如何,需要取决于

相互抵消的两种因素哪个影响更大一些。

二、不平衡的原因: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压制

  程恩富教授认为,随着20世纪90年代美国独霸世界地位的确立,以及不

公正的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加快,不仅许多国家内部的经济社会发展不

均衡,而且全球各国间的经济政治发展极不均衡。全球经济政治问题的成因

是多元的,但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及其控制下的有关国际组织应负主要责

任,因为其控制了国际生产、贸易和金融领域的游戏规则,并占有了绝大部分

剩余价值。当前的危机也不再简单是市场自发力量作用的结果,而是美国金

融寡头通过有意识操控政府和中央银行,影响财政、货币、市场规则、舆论导向

等政策杠杆的金融战争武器,用以大规模掠夺社会各个阶层财富,并打击国际

竞争对手,这就意味着金融财团及其在政府和中央银行的代理人,其实并不完

全试图通过制定有效的政策彻底克服经济危机,而是包含以治理危机为借口,
推行维护金融等领域垄断寡头狭隘利益的政策,向世界各国民众转嫁危机损

失,并掠夺更多全球财富和资源,加剧了世界经济不平衡。因此,应通过改革

加强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的良性协调作

用,使之能够在国际经济关系民主化的进程中有效发挥作用,并积极发挥金砖

五国、金砖银行、亚投行、东盟、非盟和20国集团等的正能量。
  津巴布韦的非洲农业研究所(African

 

Institute
 

for
 

Agrarian
 

Studies)所
长萨姆·莫佑(Sam

 

Moyo)教授认为,新自由主义通过两个核心策略,仍然让

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附属于发达国家的利益:移除曾经保护农民面对国外

廉价农产品进口的价格补贴机制,以及打着“发展”的名义持续攻击农民所有

或占有的土地制度。对2007-2008年粮食危机的反应是争抢非洲的土地,来
满足粮食和生物燃料价格泡沫的需要。新自由主义和粮食危机还在土地价格

上制造了投机泡沫,以进一步使更多的农民穷困并驱使他们离开土地。替代

选择是什么呢? 国家补贴经济和提供改革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对冲战略。最

关键的是新的地区一体化战略,它建立在整体土地改革基础上,以一起反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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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粮食生产和消费下降趋势为目标,保护农民对抗外部冲击和依附。这需要

建立能系统反转当前地区开放趋势的地区工业政策体系,来反击当前市场导

向的功能性地区化。
  南部和东部非洲贸易研究所(Southern

 

and
 

East
 

African
 

Trade
 

Institu-
te)的利亚兹·泰约伯(Riaz

 

Tayob)教授提出了“第三世界通往国际法的途

径”,辩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利用了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的“货币的去领土化”来强调货币主权的重要性。他认为,在迈克尔·
赫德森(Michael

 

Hudson)的“超级帝国主义”背景下,货币主权应该包括国家

为发展融资,满足经常账户需要和适当的资本账户管制。海曼·明斯基(Hy-
man

 

P.
 

Minsky)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设、卡塔琳娜·皮斯托(Katharina
 

Pistor)
的法律和金融在危机时期明显为权力服务的悖论、缺乏可信的主权债务重建

机制、特里芬悖论强化美国例外性的特点等支持了这一思路。超级帝国主义

解释了美国霸权在危机后仍有的持久性,也使得货币主权改革更为迫切,当前

的希腊货币危机也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教训。
  前南非情报部长罗尼·科瑞斯(Ronnie

 

Kasrils)认为,1991-1996年争

夺非洲国民大会的努力败给了大公司势力,最终陷入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圈套,
出卖了自己的人民。在第一轮民主选举前夕获取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贷款时,就是向魔鬼出卖了自己的灵魂。这一阻止了激进经济议程的贷款附

加条件,被认为是必要的罪恶和谈判中必要的让步,收走了本来承诺给人民的

土地。现在质疑占了上风:因为1991年时曾经强大的盟友苏联解体,我们曾

经错误地相信没有其他选择。我们曾经无法原谅地失去了对自己革命群众克

服所有障碍的信仰。如果我们曾经鼓起勇气,也许可以继续前进而不必如此

让步。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的萨利姆·威利(Salim

 

Vally)教授分析了南非的

新自由主义和教育的关系。他认为,南非公共教育系统没能为大多数学生提

供素质教育,已经催生出一系列危险的“解决方案”,包括粗鲁地诉诸于类似种

族隔离的纪律制度、私有化教育系统、不断地鼓吹技能不匹配,以及人力资源

理论的流行版本。他批判了新自由主义关于教育的论述并提出解决当前公共

教育面临问题的具体替代方案。他试图揭开最近20年社会阶级和教育改革

之间的关系,并指出南非教育改革过程是如何被特定社会结构条件限制及其

光荣的反抗历史。
  来自广东财经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的黄晓凤和王廷惠认为,当前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己从环境保护问题上升为国与国之间贸易利益博弈的新领域,
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实施超出了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技术能力的碳减排标准、碳
标签和碳关税等,对发展中国家构成气候环境壁垒,从而使碳排放较高的发展

中国家面临不利局面,进一步扩大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利益。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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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环境壁垒将对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造成较大冲击,出口需求减少,出口利

润下降。因此,需要制定互利双赢国际贸易新规则、推进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

低碳化发展及建立气候环境壁垒预警和消除机制等应对策略。
  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余江和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

化产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叶林用马克思的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理论分析了两种

不同的殖民政策对自然资源诅咒的影响。由于早期殖民地的环境差异,导致

殖民者根据当地的定居环境建立了定居型和掠夺型制度两种完全不同的殖民

制度,前者可以完成双重使命而后者仅完成破坏性使命,而这种差异性殖民制

度对其后殖民地制度的发展演变具有长期影响。利用2000年世界各国的大

样本截面数据检验支持了上述理论分析的结论,作为殖民地制度的残余,掠夺

型殖民制度仍然通过自然资源诅咒对这些前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

影响。

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

  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的珍妮·克莱格(Jenny
 

Clegg)教授认为,随着2008
年的金融危机和新兴国家的发展,美国的单极霸权地位一直处于危机之中,但
2012年和2014年奥巴马仍然宣称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不会改变,会采取一

系列措施加强其领导地位。中国则提出连接欧亚的倡议以应对美国的“美亚

轴心”政策。在金砖国家崛起的背景下,国际关系将在单极和多极的翘翘板上

更加频繁地摇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欧佩克和第三世界国家反霸权的挑战

被美国用胁迫和经济激励手段破坏,并重建了其在西方世界的霸权。那么,当
前美国的胁迫和经济激励的手段在重建当前的世界霸权方面还有多大的有用

性呢? 中国的新欧亚连接倡议多大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第三世界反

霸权的延续或后退呢? 这需要考虑中国的海外扩张和生产方式。不同于“不
对称力量”(asymmetric

 

power)和“微妙灵活力量”(subtle
 

power),中国以“战
略力量”(power

 

of
 

stratagem)为指导来应对单极多极的斗争,从而在利用美

国霸权链条上关键环节的杠杆作用的同时,更好地避免冲突。
  美国霸权的军事化与中国以经济激励和文化“软实力”(亚洲是亚洲人的

亚洲)为主并伴随“以牙还牙”的有限克制,形成鲜明对比。当前的世界格局不

单纯是强制和建立共识的霸权之间的竞争,而是建立新霸权共识和利用强制

方式之间的竞争。
  当前,美国和中国在硬实力和软实力上都存在较大差距,似乎美国的领导

地位难以挑战。但是,这没有公平看待中国等金砖国家利用国际力量动态变

化的能力。霸权和反霸权的当前动态需要重新定义,与其说是两种对立力量

之间的对抗,就像国际象棋游戏,不如说更像一种更具流动性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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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经济影响力弱化,多维度影响缩小,对国际机构的操纵力减弱后,美国

霸权进入了新的军事化阶段。反霸权的挑战在于利用非对称和微妙灵活的力

量避免冲突。当前国际关系格局的重构不仅取决于对强制和达成共识的霸权

机制的竞争,还取决于对构建便于强制的新型霸权共识的竞争。
  南非夸祖鲁-纳塔尔大学的帕特里克·邦德(Patrick

 

Bond)教授认为,
南非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有其特别的传统。从长远观点来看,南非的经济社会

关系,南非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传统都充满了对种族、地理以及越来越多的

性别和环境的关注,最终汇集在对以种族隔离制度为基础的超级剥削的劳资

关系的研究上。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者之间激烈的争论在推进了20世纪六

七十年代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超级剥削的理论的运用也

使这些问题的研究向前大大拓展。正式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

合,作为不平衡发展下的一种运动,在当前发展阶段也有着重要相关性。
  来自南非西开普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estern
 

Cape)的葛瑞格·鲁特

斯(Greg
 

Ruiters)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私有化的替代选择,以及如何使之成功。
基于对超过40个国家公共服务项目的实证数据分析,他建立了一个评估不同

替代方案和跨区域与部门比较的分析平台。其目的在于发展一个识别和分析

私有化替代方案的概念和方法框架,并用亚非拉现存替代方案来检验模型。
  程恩富教授认为,中国进入的“经济新常态”,应以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
中低端产业转向中高端、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粗放发展转向集约发展、数
量扩张型开放转向质量效益型、先富型惠民生转向共富型、优先做强非公经济

转向同时做强公有经济。为此,应处理好国家调节的主导性作用与市场在一

般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按劳分配主体与按资分配辅体、公有制主体与非公制

辅体、自力自主开放与依赖依附被控等重大关系。在经济发展规律、科技发展

规律、生态发展规律和民生发展规律等规律系统的作用与政策掌控作用的双

重作用下,“中国模式”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将确保今后20年内经济增长速度

7%左右,绝不会出现所谓“硬着陆”和“直线下滑”等情况,将仍然是世界经济

发展的“火车头”,并推动全球经济的良性均衡发展和民生的改善。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白永秀和吴航分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

路径与建设起点,丝绸之路经济带是连通亚欧大陆的带状经济合作区域,是全

球经济一体化的平台以及中国经济向西走向世界的战略走廊。建设丝绸之路

经济带,对中国及全球的发展意义重大。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应重视三条战

略路径及五个建设起点。三条战略路径:一是建设模式上循序渐进,沿“点—
轴—面”路径逐步推进世界经济一体化;二是建设范围上由近及远,起步阶段

以中亚五国及俄罗斯为重点;三是建设内容上由易到难,按“考察了解→民间

交流→语言文化→旅游商贸→生产技术→资源开发”的路径逐步推进。五个

建设起点:一是制定国家层面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规划;二是建立国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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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平台;三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及民间往来夯实发展基础;四是构建中国西

北地区产业发展联动机制;五是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自由贸易区建设。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简新华教授认为,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已成

为世界普遍的问题。所有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都渴望调节资本和减少贫富

差距。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提出的著名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观点

在当今中国仍有现实意义。现在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仍然突出,因此,应该在

不牺牲资本积极作用的情况下尽可能节制资本,减少贫富差距。
  云南财经大学周文教授探讨了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

为,目前中国和印度在很多领域有竞争,在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存在竞争也

是不争之实,但竞争不代表对抗或冲突。中印两国亟须理性看待和妥善应对,
回归务实理性状态,携手放眼未来。中印两国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关键的动力,
在经贸领域有很多共同利益和双赢合作的机会。世界有足够空间供中印共同

发展,有足够宽的领域容纳两个新兴大国的共同崛起。中印合作不仅有利于

两国本身,也有利于世界发展。可以通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促进中印发展,加
强开放性对话、互补性合作,互信式合作和全方位合作。

四、阶级、种族和性别

  来自南非金山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的威星沃斯·塞特

格(Vishwas
 

Satgar)教授探讨了南非和世界的阶级斗争问题。他认为,世界

经济危机是一个多元的危机,马克思主义需要解释世界资本主义内在的系统

的危机动态,需要具体地、历史地评估资本主义危机,避免灾难主义或失败主

义的结果,同时让左翼力量聚焦于实际的抵抗和阶级斗争模式,清楚变革的潜

力。被世界社会论坛和跨国行动助推的抵抗周期,现在不时被阿拉伯之春、反
全球化运动、左翼智库、占领华尔街运动、工会运动,以及欧洲左翼政党如希腊

左翼激进联盟党(Syriza)和西班牙左翼政党(如Podemos)、印度喀拉拉邦的

人民预算运动所打断。以上是有利的方面,在不利方面有巴西工人党的逐渐

减少,以及南非曾经强大的工人运动和还未成形的社会正义行动面临严峻挑

战。
  来自南非社会融合转型(公正)服务组织(Ecumenical

 

Service
 

for
 

Socio
Economic

 

Transformation)的大卫·玛伦吉萨(Davie
 

Malungisa)分析了南非

的非正式部门。他认为,南非非正式部门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其运作的人群是

妇女、跨境移民和街头小贩,而他们几乎不受社会的待见。虽然非正式部门劳

动者的组织在发展,但很缓慢,缺乏组织领导力和技巧。非正式部门劳工的机

构和网络之间的组织的脆弱性尤其令人担忧。虽然他们的经济重要性不断增

加,已占到内部经济比重的30%~40%,但是却几乎没有话语权。除非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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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得到团结经济运动支持的有力的社会运动,否则这一问题无法解决。
  来自南非大学的威瑟·古姆德(Vusi

 

Gumede)探讨了后种族隔离时代南

非的包容性发展问题。他认为,应在独立后南非发展的背景下研究后种族隔

离时代的发展。在南非讨论发展问题,必须考虑经济和社会的包容性。他认

为当前南非的包容性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在取消种族隔离后甚至还没有开始

发展起来。全球新自由主义帝国主义秩序施加的限制、不恰当的政策以及糟

糕的改革顺序,严重制约了南非1994年以后的发展。
  来自南非金山大学的瑞蒙德·雅朴柯腾(Raymond

 

Nyapokoto)分析了封

闭社区的问题。他认为,南非的殖民史和种族分离史是封闭社区的根源,约翰

内斯堡的社区封闭不只是为了排外和安全。约翰内斯堡可见的空间及社会和

经济方面起源于1994年前政府治理下系统而根深蒂固的“无形”的空间及社

会和经济体系。殖民主义的逻辑将巧妙地塑造和决定约翰内斯堡将要遵循的

城市化发展轨迹。
  来自南非诺姆萨研究和政策研究所(Numsa

 

Research
 

and
 

Policy
 

Institu-
te)的艾薇尔·班达(Azwell

 

Banda)从马列主义视角探讨了南非的非洲工人

阶级排外问题。他认为,排外问题在南非所有社会阶级、种族、性别和年龄群

体中都存在,但是暴力排外问题在非洲工人阶级中最普遍。周期性大规模爆

发的暴力排外问题必须被理解为殖民主义下原住民群体的一种奇怪的、惯例

的公共展示。马列主义指出,只有通过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打破非洲工人

阶级的殖民心态,才能解决问题。经验证据也有力地说明了非洲工人阶级的

暴力殖民心态。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动员、组织和联合南非的工人阶级建立社

会主义。
  来自南非夸祖鲁·纳塔尔大学的恰纳·诺伯(China

 

Ngubane)也对工人

阶级排外现象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分析。他用地理编码和阶级分类来分析排外

的动态和结构原因。虽然南非祖鲁国王孜维尼提里(Zwelethini)让移民工人

“收拾包裹走人”的鼓动是排外行动的催化剂,但是在对付排外问题时,还需要

考虑更为强大的结构性力量,并发展阶级意识来抵制排外。
  来自南非共产党的杰里米·科尼和亚历克斯·马希洛(Jeremy

 

Cronin
 

&
 

Alex
 

Mashilo)认为,种族问题尤其是种族歧视,以及相关的种族对抗和排外

问题在当前南非确实是很重要的现实问题,值得各界重点关注,但是过于强调

“种族”问题,并将其与民族问题结合在一起,可能意味着我们基本上正在这里

处理一个棘手的困境,而这一困境可能是由于落后的偏见、有问题的民族认同

造成的,种族关系需要更加微妙地管理。
  来自南非金山大学的杰克琳·寇科(Jacklyn

 

Cock)认为,南非正面临着

社会再生产的危机,南非黑人妇女工人阶级向来是其减震器,但是现在却动员

起来,发展出各种形式的力量、新型组织来直面危机,反对能源和食品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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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体制。然而,她们还并没有借助女权主义的名义。变革型的女权运动可

能将崛起并赋予这些斗争更大的力量和连贯性。
  来自南非西开普大学的达琳·米勒(Darlene

 

Miller)认为,世界政治经济

学的动态变化将南非的土地置于21世纪“非洲崛起”经济背景下的中心地位。
非洲女性和城乡土地关系的媒介是由她们对子女的代际关注。从这一视角,
她提出对改革和革命问题进行本体论的反思。她批判非洲的父权制和力量的

积累,并提出让非洲妇女和女权主义者来引领21世纪非洲的革命性变革。
  来自南非“矿业妇女”(Womenin

 

Mining)组织的萨曼莎·哈格里夫斯

(Samantha
 

Hargreaves)从主要受影响群体
 

(非洲妇女农民)的视角,用社会

再生的理论框架检视了开采主义(extractivism)。对社会再生产的威胁引发

了妇女、原住民和农民对开采主义的反抗,需要有能将自然和社会再生产放在

中心地位的替代发展方案,肯定妇女、原住民和农民的再生工作,并宣告新的

解放政治连接战略。

五、社会主义和民主面临的挑战

  来自日本专修大学的松井聪(Satoshi
 

Matsui)认为,社会主义是对自由主

义的发展,因为它继承了自由主义的长处并克服了它的缺陷。然而,很难区分

这些长处和缺陷,因为它们会随着不同的时代或情况而改变。因此,通往“社
会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发展”的道路将是一个渐进而漫长的过程。在当代全

球社会,每个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目
前自由主义的正义正扮演一个进步的作用,但随着自由主义的深入和成熟,其
矛盾和局限将变得清晰起来,最终有必要实现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作

为自由主义的发展”将是具有全球意义的议题。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将经历“社
会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发展”这一必然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规范理论并不

是只能被用在某些具有特殊历史国家中,而是普遍适用于并可实践于每一个

始于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国家。
  来自澳大利亚的大卫·麦特斯(David

 

Matters)分析了生产方式和生产

关系之间的危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责任。从机器时代到自动化时代,再到机

器人时代,活劳动的减少持续影响了资本的再生产,它增加了必须再生产出来

的资本,同时减少了单位生产中个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凝结在单位产品中

的(加工环节的)活劳动也随之趋向于零。在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
这一危机会导致极端的反应,通过压榨无产阶级来试图保持利润率。活劳动

趋向于零也具有革命特征。如果工人阶级没有夺取政权,这种模式将会与生

产关系相冲突,使工人失业,产生更多的贫困和危机。马克思主义有责任帮助

革命阶级理解,需要通过共产党夺取并控制政权。马克思主义者有责任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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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理解阶级斗争的必要性。目前未能成功说服工人通过自己的政党夺取政

权,一个显著后果就是战争的自动化、机器人化和无人机化。
  来自西开普大学的马丁·莱格斯科(Martin

 

Legassick)探讨了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之路。他认为,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下行正义之事,需要探讨

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如何在世界各地出现。这就需要回顾20世纪争取社会

主义的斗争史,并借鉴苏联、中国、古巴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需要

列出当今世界经济财富和贫困的情况,并考虑最近在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运

动;评估南非政治经济的历史也是至关重要的。社会主义仍然是必要的,并只

能通过国际范围的工人掌控和管理下的经济国有化来实现。这就需要一个大

规模的工人政党在南非采取斗争,争取国内和国际的社会公正与社会正义。
  来自爱尔兰INSYTE跨学科组(INSYTE

 

Interdisciplinary
 

Group)的罗

斯琳·富勒(Roslyn
 

Fuller)博士分析了资本主义竞选的潜在缺陷,它会加剧

不平等并催生解决这一问题的替代方案。民主选举就其本性而言,是竞争性

很强的。每次选举后,胜利者将赢取所有的政治权力,包括控制国民经济甚至

全球经济的能力。这些“赢家”将经济重构成过度竞争化、高度商品化,将政治

体制新自由主义化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为了真正解决经济不平等问题,有
必要改变基本的政治制度,尤其有必要将竞争激烈的代议制竞选政治体系替

换为不那么正式竞争、没有长期“赢家”或“输家”的决策过程。这只能通过将

民主选举替换为直接、大众参与型民主,并对公民参与政治决策过程进行补

偿。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现在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非竞争性的决策系统,即
使是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这样的改变也是必要的。
  程恩富教授认为,应认清美国式民主制度损害世界经济和民生的事实。
美国式政治制度的表象是选民民主和程序民主,而实质是金钱民主、家族民主

和寡头民主。这种政治制度是基于私人垄断利益基础上的畸型民主政治,是
以追求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各种霸权与军事入侵为特征的。这种美国式

政治制度及其输出,给全球的物质生产、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带来了极大的弊

端和损害:一是损害物质生产和交换,周期爆发经济危机;二是损害金融秩序

和行为,时常爆发金融危机;三是损害国家财政和税收,甚至爆发财政危机;四
是损害生态文明和环境,导致全球环境危机;五是损害物质生活和福利,固化

贫富严重对立。美国等西式民主制度亟需根本改革,以顺应广大人民的本质

要求和世界经济政治民主演化的大趋势。

六、共识宣言:加强南南合作,超越资本主义限制

  为了促进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使国家、区域和产业之间的发展

鸿沟最小,提高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水平,学会发表的第十届论坛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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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中提出以下建议:
  进一步强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合作,为不同地区的发展中国

家之间的合作创造更多可能性,降低合作的成本,缓解发展中国家在融资和贸

易方面对发达国家的依赖。
  增强发展中国家、欧洲发达国家和东亚新兴国家之间的贸易伙伴和投资

关系,从而减少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技术、贸易方面对个别发达国家的依附。
  增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劳工组织之间的联合,从而避免发达国家政

府所推动的极端民族主义导致的工人阶级在世界范围内的分离和瓦解。
  加强对国际金融资本的管制,使世界范围内金融市场中投机的效应最小

化,尤其是要约束发展中国家金融投机的投机效应,从而避免金融垄断资本掠

夺剩余价值,从而缩小各国工业发展之间的鸿沟,以促进经济发展。
  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组织、联合国及有关组织,以及非盟、东盟、金
砖五国、二十国集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的领导权和决策权。
  不过,与此同时,我们应当支持全球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并为

之斗争,这些替代方案为克服不均衡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唯一的基础。我们

的最终目标是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限制,从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11届论坛将于2016年6月在印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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