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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为一个由诸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CP)组
成的庞大的相似矩阵,MIG、CA和 MCF均为CP的特征向量。CP会产生一个

雪崩模型并使作为生产方式基础的生态极值为零。还可证明未有环境污染扣

除量的GDP约等于社会成本最大化。西方主流经济学“标准理论”学理解释使

其对可持续发展而言具有危险性结论,并存在CP的目标函数与现代消费主义

的对称原理,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导致GGDP不可能性原理。

  关键词 CP 特征向量 雪崩模型 生态极值为零 标准理论 GGDP

一、导 论

  詹姆斯·奥康纳(JamesO’Connor)在1997年出版的《自然的理由》中,
提出了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同时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双重危机理论。奥康

纳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概括为第一类矛盾,而把资本主义

生产的无限性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称为第二类矛盾,亦
即,第一类矛盾主要是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第二类矛盾

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第一类矛

盾和第二类矛盾相互作用,共同存在于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形成了资本

主义的双重危机———即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奥康纳通过资本积累以及资本

积累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开发,解释了在全球性不平衡发展的二元对立结构

中,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和能源剥夺,揭示了全球性生

态危机的内在原因。为了获取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和提高本国的经济水平,
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得不承受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交易,向发达

国家出售廉价的生产资料和能源等自然资源。而廉价的生产资料和能源则降

低了资本积累的成本,使资本积累加快,资本积累的加快反过来又加快了对生

产资料和能源等自然资源的开采速度,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全球性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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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和生态环境灾难。克沃尔进一步认为,市场和利润是支撑资本主义运行

的核心内容,也正是市场和利润的扩展与增长破坏了生态系统。任何资本主

义合作社的经营者都清楚,自由联合的劳动受制于市场和利润,无论这种受制

方式是通过何种形式体现出来。资本主义的任何经济活动都是建立在商品化

的人类劳动的基础之上,并且通过实现生产者和劳动资料的分离而实现的。
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是一切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包括绿色经济活动的基础,资
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决定着资本主义市场规则,而绿色经济必须遵循这些规则。

二、CP定义域和相似矩阵

(向量的内积、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在《资本论》理论框架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商品为自然资源、人力

(劳动力)资源及一切资源之载体,以货币为一切资源之价值尺度,以市场为资

源配置方式和运行机制,以资本为资源配置主体以及生产、交换、分配等活动

之主体,以资本的价值增殖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惟一目的或目标,以购

买、支配雇佣劳动和以占有其中的剩余劳动为资本增殖之基础的生产方式(杨
志,200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度基础

和技术基础、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分配体系和利益驱动方式,以及

发生在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总过程之中的极其复杂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
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而且还阐释了这种极其复杂的生产方式和关系体系是

如何产生、生存、成长、成熟和发展的,以及深藏于这个过程之内的机制、机理

和条件(同上)。生产集(productionfair,缩写为PF),是指以自由竞争加政府

干预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资本雇佣劳动的,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内的生产

组织生产方法生产方式,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双重再生产的性质一种特殊财

富生产的集合。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范畴的内涵与外延是灵活的,会因生产

的具体方式及社会性质变化而变化。即使是同一生产的具体方式或同一社会

性质的生产,其内涵与外延也会在形式上与实质上有很大的差异。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CP)是指,所特有的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内的生产组织与生产

方法交换方法与分配消费方法。其定义域包括:现代私有产权(modernpri-
vatelyownedpropertyright),对他人劳动的支配权,即把活劳动当作保存并

增加自身条件(工具、材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马克思,1868~1870年)抑或

表现为占有别人无酬劳动或产品的权利(马克思,1867年);私人盈利的动机

(themotivationofprivateprofit);资本积累或者剩余价值的再资本化(cap-
italaccumulation);资 本 雇 佣 劳 动 集 (capitalwagelaborgathers,缩 写 为

CWLG)是,{商品价值,劳动力商品,生产资料成为资本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

件,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存在是资本的必要前提,雇佣工人与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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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利益的不一致性,产业资本的强势场无产阶级的弱势场。商品价值是由生

产它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一过程是通过市场竞争、价格波动来实现

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马克思当时用的是“劳动”这一概念)也是商

品,其价值是由它的生产费用决定的。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马克思当时用的

是“劳动的价格”)它的高低直接受“劳动商品”的供求关系的影响;劳动分工的

过分专业化(theexcessivespecializationoflabourdivisionoflabour)或者是

对人的分割化;由市场机制所导致的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marketmecha-
nismtheenvironmentalpollutioncausednegativeexternalness);以占有剩余

价值形式出现的对劳动力的剥削。剥削(explottaton)在现代私有产权和经济

强制之下,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占有或者对他人无酬劳动的占有再或者是他人

的剩余劳动大于必要劳动;商品束B的劳动价值为1.v.(B),定义为 :minα0
其中,φ(B)={α∈P∣α≥B}(罗默,1981年);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现代

消费主义特征(themodernconsumerismfeatureofconsumerwayandwayof
life)}。首先,可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由诸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组成

的庞大的相似矩阵。本文的一个拓展在于其也包含对大自然的剥削;其中,私
人盈利动机和资本积累、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现代消费主义特征是其两个

向量的内积,即CP=(1.MPOPR,2.MIG,3.CA,4.CWIG,5ESIDI,6.M 和

UE7.Exploit,8MCF)。其中,1至8点均为CP的特征值 ,而 MIG、CA和

MCF均为CP的特征向量。

三、一个类似金融崩溃的生态危机模型

  Znamenski利用雪崩自相似的机理,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种作用机制推广

到其他系统中.比如,Yamano和 Marcel等学者成功地将Bs模型的动力学应

用到经济社会系统的各个分支系统。根据Bak-Sneppen模型(自组织临界性

模型)的特点,从五个方面分析了它的研究进展,尤其是对各种情况下模型表

现出的自组织临界性给出了详细的论述;分析了该模型在复杂性理论研究中

的地位。参考一阶方向导数的数值来排除一些非边缘点(一阶方向的数值为

数者,零也为常数),实验证明该方法检测边缘有准确度高,而且不选取门限值

(阈值)。本文的结论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的生态极值最终将为零。
人类的发展正在处于十字路口。这一切都是由于过去许多年资本主义粗暴对

待大自然的结果。人类人工释出到大气的碳,在份量上已经等于自然所产生

的碳的7%。结果,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在过去200年增加了1/3,而有一半是

20世纪50年代起产生的。现在人类已经消耗了全部陆地及海洋的植物的

1/4;而陆地上植物,则已消耗了四成。主要由于使用合成化肥,人类所生产的

氮气同自然界的一样多。鉴于人类生产能力之巨可与自然相比,过去只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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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地区,现在已变成污染全球,危害自然生态。臭氧层之破坏,温室效应,物
种被消灭,充满辐射的废料,水资源污染,土壤地力下降,重要原料之消耗,沙
漠化广泛,贫穷,等等,都代表人类正陷于空前危机。现在,鉴于臭气层的洞已

大如一个洲,气温又变暖,那么可以说,由此而引起的旱灾、水灾、热浪等,不能

再说是自然现象,而是人类短视行为所无意造成的。要使今后世代能够生存

下去,文明能够继续,不仅要减缓目前的污染速度,而且要完全加以逆转。但

资本主义的全部历史说明它根本不会这样做。相反,它只会加快污染地球。
幸运的是,反对力量总会不时崛起。不论是工人运动还是环保运动,都起而阻

止资本主义的种种最坏趋势发展下去,迫使它作出某种改良。然而,改良是远

不足够的。因为任何改良只要稍为大胆侵犯一下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的规

律,它就会作出剧烈反击。何况,今天所有环境污染危机,最后都还原为资本

主义的生产方式。除非在全球范围内根本改造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方式,改
造它的技术和经济增长模式,那么,世界环境危机的根源便不会得到解决。而

越深入研究环保问题,便越发觉,资本主义一定要被超越,不然,不论是环境还

是人类的生存都大成疑问。当前提到世界日程上的最高优先权,应是消灭污

染和发展科学,以保持地球作为人类健全、卫生的生物圈。当一切冲突到来之

际,人类的生存权必须代替少数人的谋求利润权。保护环境安全权就是不可

须臾离开的。当生产手段为共同所有,当一切财产财富受共同控制和共同保

护时,科学以及社会将会与生态系统和人类前途相协调了。有了这些目标,我
们便可开展建立一个更有效的环境运动,当我们为反对资本主义及其破坏性

的方针路线而继续组织起来时,我们能够而且必会改造这个世界。

四、西方主流经济学“标准理论”危险性

  这里涉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标准理论”包括市场范式、增长范式和自

由贸易范式。与理论形态相对应的现实形态却是债务与赤字、增长几乎肯定

会停滞、紧缩和通货膨胀以及公共政策的缩水和质量下降,本文将其称之为现

实和理论形态的双重危机。在市场范式里最美妙的信念并深信不疑的莫过于

所谓的“看不见的手”通过价格信号自动终止不可持续的经济行为。但是,因
为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性、和不能假设技术进步来拯救公共领域的共同财富,所
以,由市场驱动资源的标准经济模型是不可能用来为环境服务的。市场价格

永远只能调节眼前的货币上的供求关系。为利润而生产这种机制必然是短视

的,其一切经济行为也必然是短期行为。事实上,市场对于调节生产周期较长

的生产事业往往表现最差:不是严重求过于供便是供过于求。环保先驱Ber-
ryCommoner曾经提出过生态学四大原理:(1)万物互相关连;(2)万物皆有

其去处;(3)最了解自然界的是它自己;(4)万物皆有代价。美国环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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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BellamyFoster则指出,资本主义全部违反上述四条原理:(1)万物之间

的连系只有通过金钱关系;(2)万物有何去处,与资本无关,只要它们不干扰到

资本自身的循环;(3)自行调节的市场才全知全能;(4)自然界的丰盛万物是给

予有产者的无偿礼物(所以可以任意掠夺及污染)。(Foster:120)主流经济

学认为,目前许多环境的问题,都是由产权界定不清而引起的。这导致人们无

节制地滥用共享的自然资源。解决办法就是产权清楚界定与执行,可引发人

们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如果制度安排能将资源控制权交到个人而非集体手

中,反而会令人们对海陆空或其他资源的看管方式更具责任感。如果处理自

然资源跟处理其他物品一样,可以买卖或交换,那么人们自然愿意看到自己的

财产得到适当的照顾。问题在于,自己财产负责与对自然资源更具责任感是

一个东西吗? 在增长范式中,因为西方大多数国家的补贴计划的失控性与研

发支出和教育的萎缩,20世纪增长均源于制造业的规模经济,而这一切又要

资本折旧而导致资本密集度降低,信息技术的进步倾向会通过知识退化来固

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折旧率,因石化能源采用自然资本形式而很容易代替人

类的劳动,最终环境阻力与反弹会限制其在增长的贡献度。这就意味自然环

境提供的基本服务功能并不能被资本与技术所替代,还意味着环境保护和增

长路径之间是高度对立的。最后,放任的市场力量不可能创造保护环境问题。
因为在资本眼中,万物皆商品,环保技术也不能例外。在自由贸易范式中,自
由贸易宗教般的信仰与环境保护的迫切性是格格不入的;对工业化国家及其

公民而言,受益者主要有大公司与上层管理者以及金融界,其他阶层可以归纳

为受损者;通过自由贸易而实现的对环境和能源的双重剥削在发达国家盛行

的过度消费又反过来加重了全球的生态危机。因此,标准的经济模型和假设

在上述三个方面是错误的和误导的,将其应用到增长的范围内势必受到挑战,
被重新思考或者被新的理论范式所取代。

五、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导致GGDP的哥德尔定理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存在利润第一还是需要第一、金钱挂帅还是自然

生态挂帅、无限商品化与普遍的损人利己、市场环保主义还是人民共有共享资

源和洪水滔天,但生意照做等几组对立性范畴。所谓哥德尔定理是说:一个无

矛盾的逻辑体系不可能是完备的。这就是“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的主要内

容。投资乘数理论是一种阐述中短期投资需求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重要投资理

论,它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一块重要基石,是凯恩斯学派关于投资是

如何决定国民收入的均衡水平的理论,是“收入决定理论”的核心内容。马克

思经济学在明确地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性质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社会关

系为基础、而完全不依赖于技术关系的价值总量的计量、分配和各个总量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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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理论,并用以表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特有的有效需求和经济波动问题。
寻找微观基础问题可归结为微观加总到宏观总量的问题。自己的利息率和名

义量值的总量生产函数。国民收入分配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是有关各种分配

所得的理论,实质上是各种生产要素所有权通过一定形式的经济上得到实现。
不同性质的要素所有者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分别获得相应的利润、利息、工资

等。在联合国的推动下,世界各国普遍采用国民账户核算体系(SNA),把国

内生产由于再生产增长理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它还能科学解释现代增长

理论无法解释的国民收入“人均增长”问题。总值(GDP)作为衡量一个国家

发展水平的统一标准。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工具,SNA对各国经济

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SNA对GDP的核算存在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在

没有扣除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而资源和环境是

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和财富创造的源泉,如果它们在质和量上都持续下降,必
将降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恶化人们的生存环境。三个支出趋势,即无法

回避的交通费、孩子的托管抚养费和其他伴随外出就业而来的费用、城镇化、
拥挤、社会病和其他人类活动的负作用威胁生命、健康和财富并使免除这种损

害的需求以及修复与补偿这种该损害的需求不断上升,“靠资本生活”意味着

自然资源储存量的损耗、而物体待遇补偿,在GDP或者GNP中所占份额日

趋扩大。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与世界银行共同设计了环境与经济综合核

算体系(SEEA),作为SNA体系的一个卫星系统推荐各国试用。目前全球已

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始按照SEEA核算体系试算GGDP。在SEEA核算

体系中,提出的生态国内产出(EDP),就是GGDP的概念,即从现行GDP中

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

效应越高,负面效应越低,反之亦然。因此扣除GDP中不属于真正财富积累

的虚假及不合理部分,便构成了真实GDP,也就是我们所说的“GGDP”(GG-
DP,第一个G指green)。1995年,世界银行首次向全球公布了用“扩展的财

富”指标作为衡量全球或区域发展的新指标。“扩展的财富”由“自然资本”、
“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四大要素构成。1996年,Wackernagel
等人提出了“生态印迹”度量指标。1997年,Constanza等人首次系统地设计

了测算全球自然环境为人类所提供服务的价值“生态服务指标体系”。因此计

算了“生态服务、价值与全球国民生产总值(GDP)之间的比例关系(1︰
1.8)”。

六、结 论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写道,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的资本家所

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不仅如此,甚至就连这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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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效果本身———只就所制造的或交换来的商品的效用而言———也完全退居次

要地位了;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也认为,
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

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
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

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

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

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因此,资
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

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面对全球化的两极分化,今天,世界上最富有的

225个富豪的全部财富,就已经相等于全球一半人口(25亿)的总收入了。这

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是两极分化,而不是什么中产化。进一步扩大市

场与商品的统治范围,只会进一步恶化贫富悬殊,从而恶化环境问题,而不会

有助其解决。要真正保护生态与人类社会,越来越需要把人类社会从资本统

治桎库中解放出来,需要废除它的统治,并代之以一个由全体劳动人民共有共

享自然资源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下,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对抗及竞争将被合作

互助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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