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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指出#财富的主体本质就是劳动#财富的主体本质实现就在于再生产人并实现为劳动% 而人的

&对象化了的劳动'(((即物质财富成为主体!人"消费的对象#是人重新获得活动!劳动"的机体能力的基本前提%

也就是说#财富只有作为人的消费的对象才成其为自身#财富的消费就是其本质的实现% 而以资本积累为基础的

扩大再生产#使财富不断远离自己的本质%财富的自我否定又直接导致货币贬值#进而出现危机%资本主义金融创

新虽然借金融手段解决产品的过剩危机#让经济危机得以暂时缓解#但是同时积累了更多的资本结余问题#其突

出表现就是把&产品过剩'直接表现为&资本过剩'% 而当代金融危机的&过度消费'#是建立在&借贷消费'基础上

的#究其实质是非主体本质实现的财富生产%因此#危机是不能避免的#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中

&资本过剩危机'的一个佐证而已#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才能看到危机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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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

危机!是近年来经济学界的研究热点" 有人提出此

次经济危机与马克思所描述的传统经济危机#有着

本质的不同$!

*'+即不是#生产过剩$危机!而是#消费

过度$危机!认为这已跳出马克思的理论视野!故不

赞同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去分析% 事实果真如此

吗& 本文将根据马克思的财富本质论对此试作解

析%

一$关于财富的主体本质的理论

诚然!对现实问题的把握需要科学的理论作为

坐标!只有有了科学理论的示度!问题才会得到真

正的揭示% 资本主义社会是特殊社会形式的财富生

产!关于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的经济危机!关涉财富

本质及其规律的正确理解和把握% 马克思在'

'",,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称'手稿(*中明确地指出+

,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

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 $

*-+./0#

*这

里!马克思从#主体本质$的层面把#劳动$规定为财

富的本质!这不是对古典经济学的简单重复!而是

历史辩证法的新的设定% 在'手稿(中!马克思展开

异化劳动的批判就包含了对作为其尺度的人的本

质的正确理解作为前提!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自

由的有意识的活动$

*-+

)

/)0

*

!即自由自觉的活动% 关于

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从历史辩证法去把握!即

从人的内在矛盾关系去分析!就是把人既作为目的

又作为手段并置于历史进程中去揭示由其内部展

现的#现实关系$% 诚然!人这个对象性存在物!当把

自己作为目的来生产)发展*时!它又必须依赖自己

的劳动作为目的实现的手段!这就产生了人的存在

的二重性% 人作为自我实现的手段!在现实上就是

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实现自己的生成!恩格斯把它概

括为#劳动创造了人$的论点% 劳动是人的存在方

财富的主体本质及其实现问题
...从马克思的财富观看全球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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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也是人的发展方式" 只是在辩证法上!目的通过

手段来实现自己! 从而目的又必须表现为手段!这

样作为历史范畴的劳动#$$它作为手段就以否定

性的形式把%人的自我发展&这一目的包含于内了"

当然!作为中介$$$劳动是积极的否定!即以否定

来实现肯定" 劳动消耗人的本质力量!但劳动创造

着人需要的物质产品从而恢复人的活动机能!使目

的通过中介而得以实现即回到自身! 这就是辩证

法" 因此!马克思在'手稿(中扬弃黑格尔哲学时指

出)%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的消逝* 舍弃和丧失!即

绝不是人们采取对象形式的本质力量的消逝*舍弃

和丧失!绝不是返回到自然的*不发达的简单状态

去的贫困" 恰恰相反!它们倒是人的本质的或作为

某种现实东西的人的本质的现实生成!对人来说是

真正的实现" &

!"#

+

$%%"&%%'

,因此!马克思强调)%黑格尔的

'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

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

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

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

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

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 &

!"#

+

(%)%

,显然!人是通

过劳动改变自然物质世界来生产人需要的客体并

以此作为中介来再生产自己的" 这样!人通过自然

客体的对象化而使%劳动&获得外化!劳动就以外化

的形式凝结在对象化的物品之中!但这个外化了的

劳动+产品,又在人对它的使用或消费中再生产着

人自身" 这样!对象化产品需要在消费中回归于对

%劳动& 的再生产才现实地使客体构成为财富并体

现主体本质的规定"

不可否认!财富的主体本质就是劳动!财富的

本质实现就在于再生产人并实现为劳动" 在'手稿(

中!马克思批判私有制作为一种%异化劳动&的生产

关系!就在于私有制下的财富并没有真正地体现财

富的主体本质!即不真正成为主体消费的对象" 但

是!资本主义的财富生产是以%资本&形态出现的!

即是主体化了的客体形式存在" 这种财富的生产又

有它的特殊性!即主体化了的财富!它把人的劳动

作为生产自己的中介!并在这一形态上有限地实现

着财富的本质" 我们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还必须深入分析其财富形式的特殊性及其主体本

质实现的方式!这涉及到财富形式的不同规定及其

运动的历史性问题"

二!资本的财富形式及其主体本质的实现问题

按主体本质的外化形态!马克思把财富形式划

分为三种" 一指劳动对象化的物质产品!即凝结了

人的劳动的自然物质产品" 关于它的内涵规定!马

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商品的二重性分析中称之

为由具体劳动构成的使用价值" 这种形式是财富的

直接物质形式和初级形式 ! 这时财富的主体本

质$$$劳动+即对象化了的劳动,没有从对象中分

离出来!而是与对象同构成为财富的客体形式" 二

指交换媒介的中介性价值形式" 它以充当等价物的

方式表达为货币形式的外在形态!按照职能又分为

两个阶段的不同情况!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它仅仅

是交换手段!从属于物质性的客体财富-市场经济

条件下! 它则转化为资本并主体化地进行自我生

产!使用价值则变为其生产的物质中介!这时的这

种财富形式已人格化了并成为人的异化的统治力

量" 三指%个人作为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的形式!即

%人作为生产力规定&的主体形式" 马克思在'资本

论(中明确指出)%真正的财富是所有个人发达的生

产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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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这一财富形式!马克思是从

%主体本质&的规定直接去指称的" 按照辩证法!人

既作为目的又作为手段存在!因而人作为自我生产

的手段才会表现为生产力规定和变为主体形式的

财富" 这种主体形式的财富是历史完成了对交换价

值财富形式扬弃的结果!这时财富本质的规定不再

是劳动时间!而是自由时间+即自由活动时间,!这

是历史发展到劳动成为了人的第一需要的时候才

发生的" 马克思在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本质的全面

性, 的共产主义转变中明确指出)%在这个转变中!

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础的!既不是人本身完

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

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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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 财富在主体本质上的规定就是人的劳

动!但是财富又基于劳动的历史关系而具有不同的

历史形式" 同时!任何财富形式都不是自然的结果!

而是历史的结果! 它们之间包含着一种历史关系!

这种关系有着否定性的扬弃过程" 在财富形式的历

史关系中!财富的主体形式+生产力,作为目的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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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蕴含于物质客体形式和交换价值的媒介形式的

辩证运动中!物质客体形式和交换价值的媒介形式

则是获得主体形式实现的手段和环节!它们由此构

成了对立统一的关系以及否定性的推动力量" 每一

个联系和过渡都是否定性的扬弃!如物质客体财富

形式的生产就是对主体本身的否定!即当进行对象

化的劳动时它就消耗着人的体力和脑力!但是这个

劳动的结果却是创造了人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物

质基础!即通过它才能再生产人及其活动" 而交换

价值的财富形式!它又是从对使用价值这种物质客

体形式的扬弃中产生的" 交换性的生产!它是把劳

动过程中#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表现为#人与人

之间的交换$来实现的实践过程% 诚然!人的实践包

含双重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即人的

自然关系'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主要是劳

动互换)!即人的社会关系!二者是互为媒介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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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和交换的社会生产就是把人的自然关系表现

为人的社会关系的生产过程!货币*价值和资本就

是这种关系的经济范畴! 是劳动的社会关系规定!

即劳动的抽象化并成为资产阶级的#一般财富的物

质代表$% 资本形式的财富生产是主客体颠倒的生

产! 它在本质上不以财富的主体本质实现为目的!

而是资本自我积累为目的!即财富发生内在的自我

分裂!出现形式(现象)与内容(本质)的割裂% 但是!

资本财富的这种内在断裂中!它的#否定$包含着一

定的#肯定$!这就是在以交换作为财富实现的环节

中!它把他人对劳动产品的消费综合为生产自己的

中介!从而在#中介$的意义包含了对人及其劳动的

再生产% 只是这种再生产劳动的形式是 #抽象劳

动$! 使得抽象财富生产中其主体本质的实现仍然

采取否定的形式!即异化劳动的途径!这时不是财

富(资本)服从于人及其劳动的需要!而是人及其劳

动服从于财富(资本)自我生产的需要% 这样!所谓

生产是财富以否定性的形式来实现自己本质的!以

致一方面当资本来于主体对产品的消费时!在这个

环节上!财富的运动体现了对主体及其劳动的再生

产'另一方面资本的生产所依赖的消费的形式是一

种外在性的!即以满足他人的需要为机制% 由此!资

本主义生产通常地在企业内部强调低成本的追求

(压制工资*裁员等)!而在企业外部则采取倾销!鼓

励消费!开辟市场和追求最大化市场份额!这是一

种矛盾结构生产状态% 当所有的企业都压低成本

时!整个社会的工资分配比值下降!从而购买力降

低! 进而必然形成生产投入过大和消费萎缩的状

态% 但是!工人才是真正的劳动主体!他们的劳动才

是财富的真正来源% 如果财富的分配不是为了再生

产劳动者!不能实现财富的主体本质!那么积累起

来而不发生真正消费的财富就是自我否定!它的贬

值就自然地发生% 资本主义是以资本的自我生产

(积累)为目的的!而不是把主体的消费当作直接的

目的!从而实质上颠倒了财富的本质% 对此!马克思

说过&#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

多!根据古代人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

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

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

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 $

!)#

(

$*+)

)

只要财富的生产(积累) 游离于自己的主体本

质!不表现为主体本质的实现!它就是一种自我否

定的生产% 资本主义的生产!它的财富形式是抽象

劳动!作为价值规定+++它是综合了主客体而独立

起来的范畴! 这时它作为财富是主体化了的客体!

具有了能动性!即以人们对#产品的消费$作为自己

完成(增值)的环节来生产自己% 但客观上!资本在

自我生产中以消费作为中介时!这个消费表达的财

富主体本质实现是外部机制的!因为它在来源上追

逐劳动!但在分配上排斥劳动!从而生产不以主体

及其劳动机能的恢复为目的% 当然!它的生产以#消

费$作为完成的机制!因而客观上又有生产与消费

相统一的要求!这使财富的主体本质得到曲折地反

映和实现% 当然!由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资本#单

级增长$!劳动不断萎缩% 而劳动的减少则使资本增

长(利润)递减!不同资本的竞争就会更加激烈!推

动社会生产的无计划性!进而产生生产过剩!导致

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是财富游离自己本质的结果!

是生产与消费的断裂% 只要财富不是实现为它的主

体本质!财富作为财富的规定就会自然消解!这个

过程中就会发生资本缩水和商品价格急速下降!直

到社会恢复购买力为止!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这个

现象称之为#自由落体$% 从马克思的财富理论看!

这就是财富回归自己本质规定的使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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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马克思指出!资本生产的极端形式表现为金融

资本的疯狂投机!具体形式就是资本的直接的自我

生产! 投资银行进行金融资产的买卖就是典型例

子" 这种生产的结果在于使资本规模迅速扩大!形

成资本过剩!使财富不断游离于自己的本质而发生

自我否定!从而出现经济泡沫"

#二战$后!资本主义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繁荣和

增长! 但到
!"

世纪
#"

年代就开始出现过剩危机!

这种危机从产品过剩演变为资本过剩!基本特征就

是#滞胀$% 人们为了寻找出路!开始从金融本身来

寻找解决的办法!这就是所谓金融产品创新" 国际

上各种金融产品创新伴随&滞胀$主要产生于
!"

世

纪
#"

年代% 首先是企业通过股票融资的渠道扩大

向市民转让资本所有权!这一方面通过股市买卖增

加了市民的收入!适当增加了社会的消费'另一方

面大面积地扩大了资本的分布空间和规模!形成更

大的资本过剩% 尤其是&零利息贷款$和&借贷消费$

等金融手段的发明和启用!把人们未来劳动的收入

提前消费!它创造了一些新的需求!暂时缓解了资

本增长的张力!但是进一步扩大了资本规模及其结

余% 具体地看!从&二战$结束到
#"

年代之间是资本

主义繁荣的黄金时期!但是经过
!"

余年的发展!资

本主义到
#"

年代后就开始出现&滞胀$现象% &滞

胀$发生表明资本主义出现了双重危机!即在产品

过剩的同时又兼有资本过剩%产品过剩可以根据
!"

世纪
#"

年代以来西方制造业利润下降的变化事实

加以说明% 根据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

授罗伯特(布伦纳的研究!制造业的利润从
#"

年代

之后就开始下降!在
$%#&'(%#)

)

(%*+'(%*!

年是最

严重的衰退时期!

(%%"

年利润率平均下降
!,

!到

!++#

年利润率的顶峰也比
$%%#

年低
$+,

"

-#.同样!

约翰*贝拉米*福特斯和弗雷德*马格夫在 +金融内

幕与停滞趋势,一文中以美国为例分析!从
!"

世纪

/"

年代到
%"

年代美国的
012

增长率分别是

(3/,

)

)4%,

)

&4$,

)

&4&,

)

/4/,

)

/4$,

)

/4$,

! 经济增

长率从
#+

年代开始下降%

-*.-%.资本过剩的初级形式

一般是通货膨胀!

!+

世纪
#+

年代后物价的上涨和

波动已说明了这一点%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

史系教授罗伯特*布伦纳在以美国房价为例分析金

融危机的原因时指出-&从
!+

世纪
%+

年代中期开

始!房价突然超过总体价格水平和房租水平!

$%%#'

$%%*

年以后房价增长速度相对加快%$

-#.

&

!+++'!++)

年间!房价非同寻常的增长了
)$,

% $

-#.实际上!资本

主义经济危机在
!+

世纪
#+

年代就蓄势待发!从
!+

世纪的
#+

年代到
!$

世纪初就一直处于慢长的经

济危机状态% 但是!资本并不因为危机就自动放弃

自我生产!于是化解危机成为资本主义本身的任务!

各种金融手段.产品/创新应运而生!这些手段通过

资本的社会循环和自我放大来解决#滞胀$问题!让

经济危机得以暂时缓解!但是同时积累了更多的资

本结余! 为
!++#

年金融危机爆发打下了基础0 总

之! 从
!+

世纪
#+

年代开始的股市大规模发展!证

券) 外币买卖和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和大量产生!就

是资本主义在新阶段解决过剩危机的渠道% 但是!

用金融手段解决过剩危机!实际上是把经济矛盾从

产品为中介的循环环节转化到金融内在循环的环

节上!它的恶果就是更大规模的&资本过剩$!资本

主义世界发展到
!++#

年末! 国际金融衍生品的规

模就到达
5++

兆亿美元%

-$+.

&资本过剩$使资本主义

的经济危机表现为金融危机% 全球资本主义从
!+

世纪
#+

年代后所发生的经济危机都是金融危机!

如
$%*#

年的 &黑色星期五$)

$%%#

年的亚洲金融危

机)

!+++

年前后的
67

泡沫破灭)

!""#

年由美国次贷

危机引起并影响至今的全球金融危机% 显然!当代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资本过剩的金融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的金融危机是&过度消费$

的危机% &过度消费$是建立在&借贷消费$基础上

的!这是提前消费!也是消费萎缩而导致消费创造

从空间向时间的扩展!在政策上与此相连的是西方

盛行的新自由主义% 对此!有的人仅仅理解为是西

方政府某些政治人物的偶然选择和由之导致的一

种歧途% 这种判断是因果倒置了!实质上它是资本

主义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是经济基础对

上层建筑的要求!是资本对政治的捆绑% 资本主义

政府是执行资本职能的上层建筑!必然出现&强资

本!弱政府$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管理模式!后果当然

是资本的泛滥!这也是所谓&华盛顿共识$的实质%

美国政府和西方国家放松金融管制!执行长期低利

息制度!大量售出国债都是资本的政治行为!政府

*



管理在执行资本职能!参与了"剩余资本#的再生产

活动$ 显然!西方政府是经济危机的助推器$

经济活动的铁律在于财富的来源是劳动!劳动

是财富的主体本质!财富职能在于再生产主体及其

劳动$ 如果财富的运动不能实现为自己的主体本

质!财富就在自我否定!经济就停止运行$ 这是马克

思财富主体本质理论所蕴含的科学论断$ 这个观点

起于%手稿&!但在之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中进一步得到深入的阐述!这后一部著作的第一节

就直接以阐述"生产(为开始$ 著述中)生产(是核心

概念!它的含义是双重的!即主体的生产和客体的

生产!必须从主体生产去理解客体生产和由此引起

的全部历史活动$ 根据辩证法!马克思表述道*)个

人生产出一个对象和通过消费这个对象返回自

己(!

!""#

+

$%&

,只是由于)他是作为生产的个人和自我再生

产的个人- 所以!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 (

!%%#

+

'%&

,实质

上!生产和消费具有同一性的!)归结为斯宾洛莎的

命题*.规定即否定/- (

!%%#

+

'(

,这样!马克思明确地指

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 每一方直

接是它的对方- 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中

介运动- 生产中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

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 但是!消费也中介着生

产! 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 产品对这

个主体才是产品- (

!%%

+

')

,

"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

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 消

费是在把产品消灭的时候才使产品最后完成!因为

产品之所以是产品! 不在于它是物化了的活动!而

只是在于它是活动着的主体的对象- (

!%%#

+

')

,这是马克

思对经济问题理解和阐述的最深刻地方之一!是劳

动价值论的真正内核!也是本质地抓住了财富生产

活动的规定- 一切财富必须最终表现为消费000即

主体的生产!使主体能以活动+劳动,的方式存在

着- 从再生产的角度说!财富必须返回到主体的消

费来形成劳动机能和表达为新的劳动!否则财富就

失去作为财富的来源- 诚然!财富无论以什么形式

出现和与劳动分离有多远! 它都是来于劳动的创

造!同时又要转化为对劳动机能的创造!即客体的

生产要实现为主体的生产- 因此!在历史活动中!财

富必须要被消费的!否则就会发生生产与消费循环

的断裂!出现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就是这种经济危

机- 资本竞争的积累必然形成财富空间分布的不平

衡!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广大劳动人民没有积

蓄! 如
*++,

年美国的平均积蓄率为
-+.,/

!

!0# 但比

尔'盖茨等富人的财富高达几百个亿! 使社会两大

部类生产的严重失衡- 总之!资本生产是辩证的!在

资本与劳动的对抗性循环中!它会产生出否定自己

的关系!这个关系一旦上升为财富的生产与消费的

断裂!经济危机就必然发生-

以上分析表明!马克思理论仍然是分析资本主

义经济危机的锐利武器!而不存在所谓的"马克思

主义过时(- 关于马克思主义!正如法国著名哲学家

萨特所说的!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马克思就不可

超越1

注 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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