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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788年,澳大利亚成了英国的监禁地(penalcolony)。在这不久前,美国

独立战争使英国资本家失去了其在美洲的殖民地;一年以后,法国大革命又爆

发了。

  当时,英国的无产者们由于贫困和圈地运动被逐出家园,在工业中心出卖

自己的劳动力。臭名昭著的简易罪(summaryoffences)和反流浪法(vagran-
cyacts)使工人阶级遭受迫害。工业中心的剩余劳力被统治阶层当囚犯关押

起来,作为免费劳动力被运往新的殖民地。他们遭受了残酷的剥削。

  艾 德 加 · 罗 斯 (EdgarRoss)在 他 的 《矿 工 联 盟 史》(Historyofthe
Miner’sFederation)中引用了一段早期文献,文献记载了当年纽卡素(New-
castle)囚犯矿工的状况:“(他们)全周都呆在地下室里,每周只有一天可以出

来在海里洗个澡;他们惨遭毒打,靠定量配给的口粮维持生命”;“每个矿工一

天要把两三吨重的煤切好,装在煤车里推到井底……工时其实是无限长的,这
些囚犯就一直艰辛地劳作着,受尽鞭打。”(第11-13页)

  随着监禁地的转移,英国殖民者将其法律及殖民统治体制也都带到了澳

大利亚。于是,一套对英国王室负责的总督体制建立了起来。土地归王室掌

管,其所有权通过终身保有权进行转让。囚犯被当作奴隶使用。

  后来,为了扩大耕地面积,殖民政府将终身保有权授予那些愿意开拓土地

的人。于是,一个被称作“牧场主”(Squattocracy)的地主阶级形成发展起来

了,这些人通过付钱给其他土地拥有者从而获得更多的土地。这使得这些牧

场主得以征用大片大片的土地。羊毛成了这片殖民地的主要出口商品。羊毛

交易又带动了铁路的发展和澳大利亚内陆广袤土地的公开交易。大型的明轮

把羊毛从内陆托运出来。

  于是,将澳大利亚生产的商品和原材料取出运往“祖国”英国就成了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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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新殖民地经济生活的主要特征。

  汉娜·密德尔顿(HannahMiddleton)博士在她的著作《今天我们要土地

回来》(NowWeWanttheLandBack)中阐述了殖民者对这片土地上财富的

剥夺以及他们对土著人日趋残暴的态度是怎么和羊毛交易的扩大发生联系

的。绵羊对本土动物的取代以及“金羊毛”(theGoldenFleece)的说法为澳大

利亚的发展对羊的依赖埋下了伏笔。旱地农业本质上是一种粗放型土地经

营,这就保证了大片土地得到清理从而用来养羊和种麦。

  要管理这些大片的土地,就要求在澳洲大陆上建立许多机构中心,并和航

运业保持联系。于是,悉尼(Sydney)、侯巴特(Hobart)、墨尔本(Melbourne)、
阿得莱德(Adelaide)、布里斯班(Brisbane),后来还有柏斯(Perth)等地纷纷建

立了殖民政府。悉尼和侯巴属于早期监禁地;而墨尔本和阿得莱德是后来为

开辟更多的土地而成为殖民地的。19世纪40年代,英国逐渐停止把犯人流

放到澳大利亚,于是自由民开始占据新增人口的绝大多数。澳大利亚殖民地

作为监禁地的这一早期特征给后来造成了很大的阴影;“强迫性劳动”(forced
labour)的要素一直左右着统治精英们对劳动问题的思考。

  澳大利亚是一个城市化程度很高的国家,超过85%的居民属于城市人

口。农村人口很少,且绝大多数人口实际上都生活在这片大陆的东海岸,其中

近一半居民生活在三个主要城市(墨尔本、悉尼和布里斯班)中或周围。

  澳大利亚从事农业的人很少,而直接从事工业生产和采矿业的人大约占

总人口的15%。农业的集中化程度很高,80%的农业产品仅由9000家机构

企业产出;另一方面,农业生产高度集中于资产阶级的手中。术语“亨特街上

的农民”(HunterStreetFarmers)就是用来形容当时城市金融业对农田的控

制。在养牛业,像詹姆斯·帕克(JamesPacker)这样的媒体大亨对牛牧场有

着广泛的兴趣。据报道,他当时力图通过筹集更多的资金再买上25万头牛。

  农业资本主义垄断是通过产品流通实现的。因此,农民就和伍尔沃斯

(Woolworths)等主要的连锁超市建立了合同关系以销售他们所有的产品。
这样,对于农民来说,市场的确定性提高了;然而种什么卖什么却是由连锁超

市来控制的。有报道说,农民不得不销毁那些不符合市场标准的农产品;且这

些标准并不是按照产品的可食用性来设定的,而是根据储藏要求和市场表现

来确定的。连锁超市的垄断定价导致产品价格的上扬。

  就糖业来说,制糖厂能够控制糖的生产商,因为他们对压碎量有定额,这
制约了生产商的反抗。同样的,粮食生产也受到现在是私营性质的澳大利亚

小麦局以及“单桌交易”(singledesk)概念的控制。另一方面,对羊毛、牛奶等

产品市场销售的管制已被解除。20世纪80年代,由于羊毛价格的压力,许多

中小农场主都被迫退出行业。

  在由政府控制约束的奶业,经销公司迫使政府解除对牛奶经销的限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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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打破了国有牛奶生产商受到的保护。于是,一个开放的市场形成了,许多生

产商被挤出了这个行业。生产商获得的利润少了,而经销公司和超市却以生

产者为牺牲品增加了他们的垄断利润。

  如前所述,澳大利亚最初是英帝国主义的一个殖民基地,后来南威尔士

(NewSouthWales)、昆士兰(Queensland)、维多利亚(Victoria)、南澳(South
Australia)和西澳(WesternAustralia)等殖民地纷纷实现了自治。它们觉得

参与“祖国”英国的战争并没有什么错,还派遣殖民军参加了南非的布尔战争

(BoerWar)和早期的克里米亚战争(CrimeaWar)。1901年,英国议会同意澳

大利亚从英国分离出去,成为受英国王室保护的一个独立的联邦国家。其最

高司法机关仍然是英国枢密院,直到1970年枢密院改革以后才脱离其管制。

  澳大利亚在诞生之初就努力成为英国在亚太地区的一个小基地,其人民

效忠于英国皇室,其市场受英国的管制,直到1965年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

(commonmarket)后澳才从中分离出来。而当时的感觉并不像是澳大利亚脱

离了英国,而像是英国丢弃了澳大利亚,因为澳大利亚生产商们在英国市场中

曾经的优势地位不复存在了。

  澳大利亚的统治者对不能保护自己的人采取孩子似地试图模仿“祖国妈

妈”的殖民行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澳新军团(NewAustralian
Army)就从德国人手中夺取了巴布亚(Papua),之后英国把新几内亚(New
Guinea)也赏给了它,这样它又多了一块殖民领地。另一件被澳大利亚人称为

“全国时刻”的事是其在英国的命令下,作为盟军的一部分参与了进攻土耳其

的战争,最后在加里波利(Gallipoli)海岸惨遭屠杀。这些事件给这个国家的

历史蒙上了一层阴影。然而这种欺侮、占领邻国并剥夺其资源的行为继续着。
澳长期参与了在斐济(Fiji)和新几内亚的殖民活动;20世纪60年代又参与了

发生在马来亚(Malaya)的那场肮脏的战争;在反苏加诺总统(Sukarno)的政

变之后,它又参与了印度尼西亚政府军(TNI)的武装和培训。

  采矿业是澳大利亚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部分,著名的矿产集团断山公司

(BHP)形成了“澳大利亚资本”。澳大利亚之所以多次干涉他国,目的就在于

发展其采矿业。它在斐济的殖民活动,实际是为了飞利浦公司(Burns’Phil-
ips)和一些大的糖生产商的利益。目前它对小国东蒂汶(EastTimor)的占领

也是出于获得蒂汶海(TimorGap)油气资源的动机。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来由美国主导的英美帝国链(Anglo-AmericanImperialChain)中的一环,澳
大利亚总是派遣军队参加由这条帝国链摆布的战争。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

早期在保守党政府的命令下,澳大利亚军队作为英国分遣队的一部分参与了

对抗中东殖民地的战争。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珊瑚岛海战(theBattleoftheCoral
Sea)之后,澳大利亚转而投靠了美国。这一方面反映了美国作为一个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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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国的崛起,另一方面也说明澳军开始成为美国军备的一部分。麦克阿

瑟将军(GeneralMacarthur)就将其在太平洋的总部设在了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工业是在保护主义政策以及由战争导致的孤立状况中发展起来

的。汽车制造业及其他金属工业、服装制造业、食品加工业和银行业等都受到

政府的严格管制,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受到关税壁垒的严格保护。20世纪70
年代从惠特拉姆(Whitlam)开始,以后的政府解除了保护关税,导致了这些行

业的关闭以及对日市场的开放———那段时期日本是原材料的主要购买国。

  后来历届政府转变政策,努力实现本国经济的对外开放。这种政策转变,
实际是为了增强美国经济对澳大利亚经济的影响。

  这之后,澳大利亚又在美国领导下卷入了越南战争。此外,它还开放了松

树谷(PineGap),作为引导美军作战的主要的卫星导航系统。

  1966年,澳大利亚的货币从澳镑变成了澳元。之后,对货币的管制也撤

销了,澳元得以在国际货币市场上浮动。这使得70年代1澳元兑换2美元的

状况,到了世纪之交,变成了1澳元兑换55美分。浮动汇率导致了澳元贬值,
结果造成通货膨胀,迫使资本家削减工人的工资。这就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

对澳大利亚经济渗透的成本。70年代对澳元管制的解除也为麦当劳、肯德基

和必胜客等快餐业巨头打入澳洲市场提供了便利。随着霍克(Hawke)政府、
基挺(Keating)政府和霍华德(Howard)政府对货币管制的解除,其他美国跨

国公司也相继加入了胜利者大军。

  信用卡和电子资金转账(EFT)的引入使得美国的信用卡机构万事达和维

萨公司在澳洲市场上占据了垄断地位。

  实际工资的降低增强了人们对贷款的依赖,也使大银行获得了更多的利

润。历届政府打着改革的旗号所做的改变都是为跨国公司的利益,而非为国

家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的。

  在这些改革中,为给大型公司和投资银行提供进入澳洲市场最大的便利,
原来全国任何地方居民都可以低价享用的国有电信系统,被解体和私有化

了。阶段性买卖中股价的浮动使大资本家通过少量的股票就能控制澳大利亚

的那些公司。另一种方式是在英特网和移动电话的引入给澳大利亚带来重大

变化的时候,以更便宜的价格把电信系统提供给外国公司,从国有资产中榨取

利润。

二

  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腐败清楚地表现在这些私有化事件中:某些经

济部门掌握在国家手中会更好,这样能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服务,成为经济生

活中一个稳定的集体。问题在于,对于最大利润(用他们的话来说即“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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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限制追求驱使资本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你死我活的竞争中陷入癫狂。为

使投资资本获取利润,电话网络、邮政业务、公共交通、城市服务、公路和铁路

服务等都实现了私有化。通过土地和物业炒卖刺激经济发展的做法反而使经

济飞快地陷入危机。所有这些改革都增加了生产成本,减少了人们获得这些

服务的途径。这些地区资本主义私人垄断的发展以及随后的垄断定价阻碍了

该国经济生产部门的发展,削弱了其生产能力,于是迫使政府采取风险措施以

恢复稳定。这些措施被称为“优值政策”(bestvaluepolicy),包括政府部门对

这些私有化了的实体以某种形式重新恢复管制。

  澳大利亚花在军备以及伊拉克和阿富汗冲突上的开销稀释了货币价值。
生活成本的不断上涨迫使人们工作更长的时间以满足普通家庭的需求或需

要。随着信用卡透支现象的日益增多,负债成了一个日趋普遍的现象。房地

产炒卖导致住房成本的飞涨,于是城市中无家可归的人越来越多,这在“穷忙

族”(theworkingpoor)这一新兴阶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许多年轻人不离开

父母单独居住,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钱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工作对他们来说

意味着打“麦工”(Macjobs),也就是干那些低收入的工作。

  高等教育也商品化了,这种商品通过把地盘卖给留学生实现出口。本地

的学生要修课程也许付费,且工作后必须偿还贷款。这种把培训成本转嫁给

工人的做法是资本家增加利润的又一种途径。而培训成本的负担使越来越少

的人有能力参加培训,于是导致医药、工程和其他领域从业人员专业技能的缺

乏。此外,教育商品化还使得大学教师对其终身任职权能否持续感到担心。

  对劳动力进行控制和利用成了资产阶级的一项职能。实施这种控制的资

本家强烈要求撤销对劳动力的管制,建立自由劳动力市场,包括脱离集体制的

若干措施,以及争取对企业和个人契约的奖励条例。他们还呼吁更灵活的劳

动合同,企图减少已支付的劳动,增加未支付的劳动。

  “临时雇佣”(casualemployment)和“正式雇佣”(contractemployment)
这对概念的引入实际是将劳动力价格降低至再生产所需成本以下的一种方

式。作为减少已支付劳动的部分措施,资本家对旷工实行严厉打击,并用劳工

保险,有时是用自我保险取代了原来的工伤赔偿。因为这样,那批狡诈的医生

就能帮助公司抵赖掉劳工应得的保险补偿,公司也能随意解雇那些受伤的员

工。

  澳大利亚商界人士呼吁的另一方面是减少政府垄断。这是要实现政府企

业的公司化和商业化。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个时期,一些相对较激进的工业部门的工会领导层

内出现了思想上的退化。工会开始吸收阶级合作(classcollaborationist)的思

想观念;同时出现了一股统合主义思潮,这种思潮反映了公司资本加强对澳大

利亚政治生活渗透的趋势。1984年工会和即将上任的工党政府建立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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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关系,双方达成了协议,由此产生了“社会工资”(SocialWage)这一概念。
对这一概念以及协议中改良主义观念的接受导致整个革命的激进派领导层退

化为一群资本主义的辩护者(apologists)。

  工人阶级联盟否认了上述协议,但其领导的退化了的阶级斗争分裂、迷惑

并削弱了这个阶级。这个阶段的共产主义运动仍然面临着分裂,而托洛茨基

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重新抬头进一步阻碍了它的发展。像劳工联合会

(BuildersLabourersFederation)这样的工会被分裂进而消灭了。于是,那些

发现自己其实是高工资水平的飞行员和有组织的工会运动搞起了分裂,还骂

他们是“无赖工会”。而工会本身则摇身一变成了公司。他们彼此合并成超级

工会,这受到政府资助的不记名投票的帮助。

  这些合并常常把一些政治关系上分离的工会联系在一起,并在一段时间

内扰乱了一些组织的正常运转。

  阶级合作的概念从那时起就在工作场所扎根了,今天它仍以为员工、业务

通讯人员和咨询委员会传授“团队概念”的管理论坛的形式存在着。

  这种方法造成了工人为引进统合主义文化而进行合作,也导致了资本家

在牺牲工资增长的基础上实现利润最大化。“涓滴效应”(thetrickledown
effect)和“我们”、“他们”的概念都在演讲中被极力吹捧着。

  这段时期的一个特征是出现了如兼职、临时工等更个性化的雇佣方式。
非工会协议以及企业议价的出现是为了取代原来让澳大利亚工会运动受益良

多的产业方案。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沉寂以后,参与工会运动的成员越来越少,
经济的重组也远离工会化的工作场所和行业。与此相反的是,服务业和以合

同为基础的正式工作(contractwork)开始兴起,寄生虫似的雇佣劳动的出现

(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抵制。

  当成千上万家企业都需要协议的时候,工会有限的资源却跟不上会员和

协议的需要。一些激进的工会以模式谈判作为回应,并开始重建一些产业条

件;但仍有些部门不可避免地落后了。这些落后的部门形成了一群低薪族,与
工资较高的人群进行斗争。

  如今,即便是那些激进的工会也差不多陷入了统合主义制度,并受到工资

制度的制约。

  保守派的霍华德政府在选举中的胜利使得统合主义在法律上的地位得以

巩固,引发了1996年禁止对临时工和兼职实施限制、将模式谈判定性为非法

行为的最初尝试(而工会希望通过模式谈判获取全行业协议)以及将个体合同

视为所有形式的集体合同之上的合同形式。

  工会隐藏了参议院对法律和州立法的修正。

  2004年霍华德政府获得了对两院的控制,开始着手于消除州政府对联邦

法律的限制。这包括对受限的产品进行征税,使工会脱离劳资关系,通过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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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破坏最合法的斗争手段,以及加强打击那些坚持激进斗争的工会的措

施。

  这导致了推翻政府、废除法律的运动。这个阶段的工会运动和过去相比

显得十分有效,且发动了更多的工人参与了政治斗争。这一如今被称作“工作

中的权利”(YRAW)的运动使得工会运动又恢复了几分生气。

  美中不足的是,这个时期搞工会运动惟一可能的结果是选举出一个将考

验该运动能否继续进行的劳工党政府。劳工党已经答应商界人士保留法律中

的某些章节。但他们同时还要顺应新的统合主义体制,符合英国的新型劳动

关系。因此发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

  总之,澳大利亚工人阶级的运动曾有向大规模斗争转化的趋势。然而,其
本身机会主义的倾向还未消除。

  随着澳中经贸关系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急速增长。资本家正处心积

虑地分裂和削弱工人阶级运动。为了在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体系中牢牢掌握

其权力,资产阶级必须这样做。

  “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仍是最最响亮的号召。如果这个号召能

得到响应,我们就能从世界历史中这段危险的时刻胜利走出去。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丁晓钦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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