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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没落阶段 ( 二 )

———兼谈新冠肺炎全球流行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

张文木

［摘 要］ 体现美国建国精神的“五月花号公约”的本质是，国家必须是由遵守社团契约的商人绝对控制

并为资本服务的工具。从独立之日起，美国政府就设立了由国家特许、私人投资者所有的公司制的中央银行，

失去了独立的财政能力; 美联储成立后，美国政府失去发币权，留下的只有发债权，由于美国信用转入华尔街

资本集团手中，美国已堕落为华尔街操控的半殖民地国家。到 20 世纪，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发

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一旦控制实体经济，就会进化为高利贷资本从而支配整个社会，造成社会生产的

萎缩，国家的上升势头就会被打断并转入衰落，当然这种上升和衰落都不是直线而是螺旋式显现的。

［关键词］ 美帝国 资本主义 犹太人 高利贷帝国主义

“重大的历史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①。美国学者拉塞尔·柯克 ( Ｒussell Kirk) 在 《美

国秩序的根基》一书中单列“旧约与新美国”一节，柯克这里说的“新美国”，是指清教教义与

犹太教义融合后形成的与欧洲资产阶级新教各国不同的美国。这个美国因清教教义与犹太教义融

合而强大: 在它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②; 同样，当其他神退位后，在两教教义中埋得很深的

矛盾即货币与商品从而高利贷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矛盾③逐渐升级，并最终又以工业资本屈服、高

利贷资本的权杖肆虐美国并最终毁掉美国而告终。

四、新美国: 在资本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

马克思说: “货币对不动的、不可分割的财产起瓦解作用。”④ 只要世界陷入货币依赖，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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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241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6 年，第 448 页。

高利贷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矛盾，可以用马克思的这句话——— “货币对不动的、不可分割的财产起瓦解作用 ”来解释。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332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3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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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持有人就成为世界的主人，世界上用的货币量越大，这些人的权力就越大，地位就越高。可以

说，是罗马人用灭族灭国的暴行将一个本不愿靠与货币为伍的犹太民族①在后来的历史中逼成了

有名的“高利贷民族”②，又是货币将犹太人送到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因此，不研究货币，就

读不懂犹太人，而读不懂犹太人，就读不懂美国。

确切地说，犹太人以民族的身份与高利贷活动发生联系是从 12 世纪末开始的，此后各国对

四处流亡的犹太人的经济活动范围越来越多地加以限制。比如，有许多国家就规定 “犹太人作

为外民，不能拥有土地……犹太人又被排斥在行会之外，各种手工业经营被有效地阻止。因此，

犹太人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极少。而犹太人作为一个主要定居在城市的民族，从事商业的比较

多; 加上早期基督教禁止其教徒放贷取息……于是，犹太人充当放贷者的就相对较多”③。这样

就在欧洲普遍产生了对犹太人的偏见。比如莎士比亚笔下的放贷人 “夏洛克”的形象就是这种

偏见的文学表现。在这里，“犹太人”几乎被丑化为“贪婪者”的同义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

不能否认犹太民族为人类的历史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至于其中少数人在后来的历史上参与帝

国主义寡头垄断集团瓜分世界的活动，并成为世界历史的反动力量，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那只

是犹太民族中的上层剥削阶级的行为，这笔账不能算在整个犹太民族的劳苦大众身上。

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面临的美元紧缺的经历相似，15 世纪至 18 世纪，欧洲

自由贸易广泛开展，一时间金银货币紧缺，这刺激了欧洲盛行 “重商主义”经济理论，重商主

义将金银货币存量的增长当作财富增长的标志④。重商主义的提出和金银货币短缺的现实提升了

手持大量货币并具有娴熟货币经营能力的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在这个过程中犹太人站在新兴资产

阶级一边，帮助欧洲新兴资产阶级打败了天主教，消除了欧洲“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⑤ 的政

教二元冲突的历史难题。当然在这个历史性的资产阶级大借款的过程中，犹太货币商们也名利双

收，赚得盆满钵满。

罗马天主教会在与欧洲世俗政权的斗争中败北并随后隐退，是欧洲资产阶级对历史进步的一

大贡献，也无疑为欧洲资产阶级伴随着民族国家登上历史舞台扫清了道路⑥。但是，当欧洲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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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旧约》的记载，上帝通过摩西将禁止借贷的律法给了以色列人，禁令最早出现在摩西的第二部书《出埃及记》

中，“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旧约·出埃及记·二十二章》，转引自周一良、

吴于廑: 《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2 年，第 171 页。

张力升: 《重回耶路撒冷: 犹太人的三千年》，北京: 金城出版社，2009 年，第 36 页。

石竞琳: 《美国历史上反犹主义的宗教文化根源》，转引自潘光、汪舒明、罗爱玲主编: 《犹太人在美国———一个成功

族群的发展和影响》，北京: 时事出版社，2010 年，第 74 页。

18 世纪意大利经济学家彼得罗·维里 ( 1728 ～1797 年) 认为: “尽量增加每一种商品的卖者的人数，尽量减少买者的人

数，这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措施的枢纽。”转引自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 154 页，注释 94。

《管子·轻重甲篇》，转引自黎翔凤: 《管子校注》 ( 下) ，北京: 中华书局，2004 年，第 1425 页。

“欧洲因政教二元矛盾导致的地缘政治破碎化也使欧洲因祸得福，这就是欧洲城市商品经济 ( 市场经济的前身) 和市

民阶级 ( 资产阶级的前身) 比东方中国以更快的速度登上历史舞台。”参见张文木: 《基督教佛教兴起对欧亚地区竞争力的影

响》，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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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走到前台之后，那里的资产阶级与这些曾经支持过他们的犹太货币商们的矛盾也就随之上

升，后者要在新国家中有自己的统治权力。1805 年，拿破仑政变成功———这当然少不了这些货

币商的帮助，次年他便邀请法国知名犹太人召开会议。拿破仑借用古代犹太法庭的称呼将这次会

议命名为“伟大的公会”①，其目的就是要确保这些曾在推翻旧政权的大革命中帮助过他的犹太

商人对法国新政权的忠诚。俄国在打败拿破仑后随即 “卸磨杀驴”，加入排犹行列———排犹在欧

洲一直延续到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其目的与拿破仑一样，就是遏制这些货币商的政治

欲望。

这些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中作出巨大贡献的犹太货币商们的 “从政”欲望最先在英国遭到

了清算。英国王权要将宗教置于国家的监督之下，伊丽莎白一世 ( Elizabeth I) 期间，英国完成

了脱离罗马教廷的新教改革，确立了教廷必须服务于英王即国家的宗教属性。但这遭到新教中失

意的清教徒 ( 实则是新兴的工商资产阶级) 的反对，后者只承认 《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权威，

强调所有信徒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

事实上，同一“上帝”在清教徒眼里与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的认识是有区别的，前者的

“上帝”就是新兴的工商资本主义———正如犹太人的“上帝”就是手中的货币一样，后者的 “上

帝”则是欧洲王朝国家。清教徒们不甘心在资本的起步阶段就受制于国家，相反，他们要让世

俗王权为资本让位，国家要根据“上帝选民”② 的原则，以资本的多少来确定国家的统治者。一

句话，资本面前无国家。马克思说:

“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 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钱蔑视人所崇拜的一切神并

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

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 这

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③

马克思这段论述也道出了犹太教从而清教的本质，即在资本面前，包括国家在内的 “一切

神都要退位”④。

也正因此，清教徒为英国王室所不容并于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遭到英王室的驱逐，其中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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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林赛·波特: 《光明会: 阴谋论的前世今生》，韦民、王春燕译，海口: 海南出版社，2010 年，第 100 页。

在 17 世纪初的英国，最早源起于加尔文的清教徒们发起宗教改革运动，试图在基督教内部进行“纯洁”工作。自称

为“上帝的选民”的新教各教派自认为“出污泥而不染”，竭力通过自己在尘世的行为来证明上帝对自己的“恩宠”，在虔诚

的清教徒身上，这一点表现得尤为强烈。清教徒们本想在英国推进宗教改革，实现梦寐以求的神圣理想。但是由于他们的主张

反映的是新兴阶级的要求和利益，很难为守旧的以王权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所容忍。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6 年，第 448 页。

黑格尔说: “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这就是国家。”参见〔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 商

务印书馆，2009 年，第 2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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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人迁往北美①。这些人来到北美的同时也就确立了今天的美国的立国精神即 “五月花号”② 原

则，这个原则的核心是契约精神。历史上对契约精神贡献最大的是没有国家的犹太人，契约是平

权的人之间的一种私法约定，它是社会团体组建和管理的基础，其间排除了纵向的国家权力及其管

理体系。由于没有国家，社团就成了犹太人所依赖的命运共同体。犹太人靠社团在世界各国生

存③，也靠社团向世界扩张④。可以说，社团及其必需的契约精神是犹太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

献，这也是犹太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得以“合乎理性”地长期存在的前提。身为犹太人的马克思

汲取犹太社团及其契约文明并将其改造为未来国家消亡后人类的组织形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

言》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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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但是，与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本质不同的是，犹太人带给美国的契约社团是私有制下没有祖

国的人群在其他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联合方式。在这里，人的横向契约打破了国家的垂直权力，取而

代之的是确立了资本的垂直权力。这样，人对物 ( 资本) 的管理就假以“自由”“民主”的名义，变

成了物对人的管理，人的尺度异化为物的尺度。为了防止在未来的新国家中重演在欧洲刚刚经历过的

“卸磨杀驴”⑥ 的恶梦，在刚登陆美国的清教先驱及后来美国的开国领袖心目中，新国家必须是由

遵守契约的商人绝对控制并为资本服务的工具，这样的共识形成了《五月花号公约》的本质。

《五月花号公约》精神使从犹太教分离出来的基督教在美国以清教的名义再次向犹太教 “还

原”⑦。这使得建国以后的美国人在清教精神中不自觉地成了犹太化了的美国人; 这时的犹太人

也脱离了他们在欧洲大陆的社团闭合的特性，转变为美国化了的犹太人。马克思概括得很深刻，

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写道: “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又还原为犹太教。基督徒起初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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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发表《独立宣言》时，美国人中有 80% 是清教徒，天主教徒占总人口的 0. 8% ，信仰基督教的人口占美国总人

口的绝对多数，而犹太教徒仅占总人口的 0. 1%。”参见潘光、汪舒明、罗爱玲主编: 《犹太人在美国———一个成功族群的发展

和影响》，北京: 时事出版社，2010 年，第 76 页。

1620 年 7 月，102 名英国清教徒满怀希望的登上“五月花”号邮船，离开南安普敦港，驶向梦想之地———新大陆。历

经风浪、饥饿、疾病等磨难，5 个月后，疲惫不堪的旅客们在普利茅斯登陆，踏上了充满希望但又荒凉野蛮的新大陆。途中，

他们在船长、清教改革家威廉·布雷福德 ( William Bradford) 的主持下，订立了被认为是美国民主基石的《五月花号公约》，

宣誓以上帝的名义在新大陆进行清教改革试验，“宏扬上帝的荣耀，推进基督的信仰，同舟共济，以契约的形式组成政府……

并且要随时制订，拟定和设计那种公认最为适合殖民地全体人民利益的公平法律条例法令法规、以及设立治理机构……以求自

我完善，把北美大陆建成新的耶路撒冷。”参见王帅等编著: 《驴象之争 200 年》，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 年，第 215 页。

从 12 世纪开始，英国各主要城镇开始出现较为固定的犹太人聚居地，中世纪英国的犹太社团已初具规模。参见杨鹏飞、

李家莉主编: 《欧亚文明研究: 历史与交流》，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 年，第 108 页。

“以色列经济发展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上世纪末，在大规模犹太移民基础上形成的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社团经济。”参见

杨光主编: 《中东的小龙: 以色列经济发展研究》，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1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422 页。

意指欧洲皇室利用新兴的资产阶级打败天主教后又要控制资本的后果。

1630 年 3 月 29 日，英国国王下令将 1500 名离经叛道的清教徒以押解的方式强行迁居北美。他们在领袖约翰·温斯罗

普 ( John Winthrop) 的带领下，建立了马萨诸塞殖民地，严格按照清教戒律管理。他在布道时自豪地宣称将建立照亮世界的

“山巅之城”。参见王帅等编著: 《驴象之争 200 年》，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 年，第 2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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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化的犹太人，因此，犹太人是实际的基督徒，而实际的基督徒又成了犹太人。”①

来自欧洲大陆的清教徒到北美大陆后，皈依于资本和商人的契约精神使犹太裔与非犹裔族群

的价值分野———与欧洲相比———变得模糊多了。美国社会精英阶层对犹太人也不像欧洲那样排

斥，而是广泛接纳。他们在“民主”“自由” ( 本质是资本不受节制和自由放任) 的旗帜下统一

了起来。在这种文化中，“反犹主义在美国主流社会中逐渐变成一种在政治和道德上都是不正确

的行为而难以获得支持”②。历史上犹太人第一次可以不受任何制度性排斥，靠自己的奋斗可以

挤入国家权力中枢和社会上层。据统计，美国的犹太人只占全国人口 2%，但美国资产排名前

400 名的人中，23%是犹太人。美国资产排名前 40 名的人中，40% 是犹太人。世界亿万富翁排

名前 400 位的人中，15%为犹太人③。不仅如此，犹太人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目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 以下简称美联储) 更是犹太人云集。包括历任美联储主席在

内美联储最高委员会的成员几乎都是犹太人 ［直到 2018 年杰罗姆·鲍威尔 ( Jerome Powell) 就任

美联储主席才打破了这个惯例］，比例接近 100%。而美联储下属的 12 家地区储备银行的行长也多

是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中，曾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蒂莫西·盖特纳 ( Timothy F. Geithner)

后来成为奥巴马政府第一任财政部部长，曾任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珍妮特·耶伦 ( Janet L.

Yellen) 女士则在 2014 ～2018 年任美联储主席④。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犹太人已经全面融入主流社

会，成为对美国政治有着重要影响力因而不能忽视的群体。“从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等方面来

看，美国犹太人都已经爬到美国各社会群体的顶端。”⑤

2006 年 3 月，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网站上发表约翰·米尔斯海默 ( John J. Mearsheimer) 和

斯蒂芬·沃尔特 ( Stephen M. Walt) 的研究报告认为，在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以美国犹太人为核

心的“以色列游说集团”，这个集团“在美国中东政策制定中拥有无与伦比的力量，操控着美国

的政治体系，它们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任何关于美国对以政策的公开辩论都难以在国会发

生; 只要涉及以色列，任何潜在的批评者也会沉默寡言”⑥。

米尔斯海默等将犹太民族整体划入 “精英阶层”也是不对的。马克思说的 “一切神都要退

位”，当然也要包括犹太人中的那些不利于资本增殖或者说被资本淘汰的人群。犹太人来到美国

后很快出现贫富两极分化，与犹太族群相对立的是阶级的划分。清教徒的绝对资本主义实践使犹

太人很快分化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 少数犹太美国人进入美国统治者阶层，大多数犹太美国

人却被抛入被压迫的无产阶级行列。完整的 “被压迫民族”意义上的 “犹太人”在美国已不存

在，取而代之的是进入压迫阶级的犹太人———他们已归入美国垄断资本家阶层，而落入被压迫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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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行列的犹太人则与贫困美国人划为一体。

调查显示，在近 590 万美国犹太人中，约有 60 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有人认为这还是相当保

守的统计; 1969 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调查也表明，犹太人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高于爱尔

兰人、英格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俄国人和波兰人①。对犹太人贫富分化问题有专门研究的美

国学者杰拉尔德·克雷夫茨 ( Gerald Krefetz) 在《犹太人和钱———神话与现实》 ( 1982 年) 一书中

写道: “衡量犹太人贫困的另一种方式是考察纽约市，这里有着世界上最多的犹太人口。纽约的犹

太人构成全市人口的 18%，占全国犹太人的 21%。在 120 万个纽约犹太人中，15%或 18. 42 万个犹

太人是穷人或濒临贫困的人，而另有 5%的人其收入处于贫困和劳动统计局规定的低收入水平之间:

在这个城市中，总数为 24. 56 万的犹太人，或者说五分之一的犹太人是潜在的福利救济对象。”②

克雷夫茨根据对美国犹太人的经济状况研究发现: “犹太人在美国社会中既是最富的群体，

同时又差不多是最穷的群体。”③ 克雷夫茨的研究也告诉我们，将 “犹太人”归入民族学中的

“负面清单”显然是不合适的; 同样将犹太民族整体性归入精英阶层也是不合适的。

五、美国的蜕变: 美国从军工帝国向高利贷帝国转变

在进入下面的讨论之前，需要说明的是，鉴于前述犹太人到美国后其血统种族的意义已大为

模糊，在后面的讨论中，笔者笔下的 “犹太人”的概念已脱离了种族或血统语境，它更多的是

一种“美国犹太人”或“犹太美国人”语境下的表述。

( 一) 银行私有化改革，站起来的美国人又跪倒在资本的权杖之下

犹太人在美国政治地位的迅速上升不仅仅是犹太人凭其聪明才智个人奋斗的结果，更是一种

制度设计的结果———其直接目的是要确保这些已经在美国事业有成的大货币商们不能重蹈在欧洲

被“卸磨杀驴”的前辙，而制度设计的突破口恰恰就是从控制新国家的经济血脉即银行入手:

在国库空虚、社会需要货币支持时及时推进所谓 “金融改革”以推动货币商们对国家银行的控

制，并通过这种控制实现对国家的政治控制。

1791 年美国政府在费城建立的合众国银行 ( Bank of United States，也译美国银行) 可以说是

美国中央银行的原型，它集中体现了 《五月花号公约》的社团契约原则。时任财政部长亚历山

大·汉密尔顿 ( Alexander Hamilton) 希望按照英格兰银行的模式建立中央银行，代替政府管理

财政并监督国家的货币发行，设立公司制中央银行———由国家特许、私人投资者所有，合众国银

行在这种理念下诞生了。财政部账户设在该银行，对于未按规定保持一定数量黄金或白银的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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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合众国银行拒绝接受它们的票据，以此来维持货币存量和贵金属供应之间的关系。意想不到

的是，汉密尔顿设计的金融制度带动了华尔街的发展。当时汉密尔顿的官邸就在华尔街上，而纽

约银行就在汉密尔顿官邸的对面，汉密尔顿去世后一直被安葬在华尔街上的三一教堂侧面，以致

后来有人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华尔街之父”①。

当时美国也有一些人担心汉密尔顿的设计会导致寡头控制美国金融，而州银行也纷纷表示该

行的设立影响了它们的银行券发行。因此，20 年经营许可期限过后，合众国银行的经营并没有

获得延续。这样，州银行开始没有约束地发行银行券，造成市场纸币泛滥、通胀高涨。美国国会

不得已于 1816 年决定在费城再设立一家合众国银行，这样，第二合众国银行诞生了，许可期限

仍为 20 年。20 年期限到期后，国会同意该行换发许可证继续经营，但被时任总统安德鲁·杰克

逊 ( Andrew Jackson) 否决，否决的主要理由是可能会形成一个由银行家和工业家组成的精英圈

子，这会影响个人自由，造成政府集权。这就是美国建国后两次设立中央银行都失败的原因。

在没有中央银行后，美国政府 ( 财政部) 也曾试图发展各种替代机构来取代中央银行的功

能和地位，其中之一就是通过一些统称票据交换所的机构，如成立于 1853 年的纽约清算所、成

立于 1858 年的费城清算所来清算票据，行使中央银行的部分职能，但这些机构都无法像第一合

众国银行和第二合众国银行那样能够保持美国的金融稳定。20 世纪美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

体，但其银行业危机发生的频率远远高过拥有中央银行的欧洲国家。金融风险已成为美国社会一

个很大的问题，特别是 1907 年 10 月 14 日的那场金融危机，恐慌使得几乎所有储户都涌到了纽

约各银行门前。不幸的是，此时美国缺乏一个最后贷款人———中央银行来应付这场危机。最终，

政府、银行家们，特别是纽约票据清算所发挥了关键作用，才平息了这场金融危机。为了保持金

融稳定，1913 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 Woodrow Wilson) 签署了 《联邦储备法》，依据该

法案，1914 年成立了美国联邦储备系统 ( the Federal Ｒeserve System，the Fed) ，以履行各项中央

银行职能，包括银行业监管，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支付清算。为了防止国家集权，该系统

只是在华盛顿设立了联邦储备委员会 ( 也称为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 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后者是货币政策的执行机构。此外，在全美选择了 12 个储备区，每个区设立一个独立的联邦储

备银行，主要负责银行业监管 (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还被授权负责货币政策的公开市场操作) 和

管理 25 家分支机构。这 12 家联邦储备银行的股东都是成员银行 ( 国民银行) 和合格的州注册

银行，但股份不能转让。联邦储备银行由独立的董事会管理，所有权属于私营性质，但联邦储备

银行执行的却是中央银行职能②。《美联储法案》的始作俑者参议员尼尔森·奥利奇 ( Nelson

Aldrich) 在 1914 年 7 月《独立》杂志对他的采访中透露: “在这个法案之前，纽约的银行家只能控

制纽约地区的资金。现在，他们可以主宰整个国家的银行储备金。”③ 当时对 《美联储法案》持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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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反对意见的议员查尔斯·林德伯格 ( Charles A. Lindbergh) 在众议院发表的演讲中说道: “这

个法案 ( 《美联储法案》) 授权了地球上最大的信用。当总统签署这个法案后，金钱权力这个看

不见的政府将被合法化。人民在短期内不会知道这一点，但几年以后他们会看到这一切的。到时

候，人民需要再次宣告《独立宣言》才能将自己从金钱权力之下解放出来①。这个金钱权力将能

够最终控制国会。如果我们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不欺骗国会，华尔街是无法欺骗我们的。如果我们

拥有一个人民的国会，人民将会有稳定的生活。国会最大的犯罪就是它的 《货币系统法案》

( 《美联储法案》) 。这个银行法案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立法犯罪。两党的头头和秘密会议再

一次剥夺了人民从自己的政府得到益处的机会。”②

亲自签署了《美联储法案》的美国第 28 任总统伍罗德·威尔逊事后非常后悔地说: “美国

这个国家的发展和我们所有的经济活动完全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我们已经陷入最糟糕的统治之

下，一种世界上最完全最彻底的控制。政府不再有自由的意见，不再拥有司法定罪权，不再是那

个多数选民选择的政府，而是在极少数拥有支配权的人的意见和强迫之下的政府。这个国家的很

多工商业人士都畏惧着某种东西，他们知道这种看不见的权力是如此地有组织、如此地悄然无

形、如此地互锁在一起、如此彻底和全面，以致于他们不敢公开谴责这种权力。”③

“经过与美国政府一百多年的激烈较量，国际银行家终于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彻底控制了国

家货币发行权，英格兰银行的模式终于在美国被复制成功了。这个系统是私有的，它运作的全部

目的就是利用别人的金钱来获得最大可能的利润。”④ 威尔逊临终时无限悔恨地承认: “我在无意

之中摧毁了我的国家!”⑤ 美联储成立后，美国政府失去发币权，留下的只有发债权，用国债到

私有的中央银行美联储那里做抵押，才能通过美联储及商业银行系统发行货币。“1963 年肯尼迪

总统遇刺后，美国政府最终丧失了仅剩的 ‘白银美元’的发行权。美国政府要想得到美元，就

必须将美国人民的未来税收 ( 国债) ，抵押给私有的美联储，由美联储来发行 ‘美联储券’，这

就是‘美元’。”⑥ 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劳工部长、经济学家罗伯特·赖克 ( Ｒobert Ｒeich) 说:

“这些核心公司宏伟的总部大厦就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神殿，代表着国家的权力和信心。”⑦ 而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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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也看出这一点。1965 年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与毛泽东谈话结束时说: “希望在我走之前，请主席向美国人民

说几句话，美国人民对中国是有好感的。”毛泽东一针见血地回答说: “祝他们进步。如果我祝他们获得解放，他们有些人可能

不大赞成。我就祝那些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获得解放……美国人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

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8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411、412 页。———笔者注

转引自刘汉太: 《第四资本》，北京: 中国铁道出版社，2012 年，第 136 － 137 页。

转引自杜连功: 《合作，还是对抗: 解读国际石油大棋局》，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 年，第 82 页。

刘汉太: 《第四资本》，北京: 中国铁道出版社，2012 年，第 137 页。

杜连功: 《合作，还是对抗: 解读国际石油大棋局》，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 年，第 82 页。

刘汉太: 《第四资本》，北京: 中国铁道出版社，2012 年，第 133 页。

转引自杜文君: 《美国战争经济论》，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 年，第 153 页。



美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没落阶段 ( 二)

的美国政府，用马克思的话说，“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①。

至此，美国主权的独立已沦为形式，由于国家信用转入华尔街资本集团手中，美国事实上已

堕落为华尔街的债奴，美国———类似于 1949 年前的近代中国———已堕落为华尔街操控的半殖民

地国家。中国学者杜文君写道: “垄断财团既是美国经济的核心，更是美国政治生活浪潮中一支

潜伏的暗流，有时甚至根本就是滋生美国战略决策的河床。垄断财团犹如一个首席乐师，只要弹

出一串音符，国防部乃至总统就会随乐起舞。”②

19 世纪前半叶美国的银行改革，很可能引起马克思恩格斯的注意。他们曾对美国走上社会

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寄予很大希望③。为此，他们在 1848 年发表的 《共产党宣言》中提醒未来的

社会主义国家在完成所有制的改造、实现公有制后，还要特别注意 “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

家支出”“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④。1871 年巴

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不将法兰西银行收为国有是巴黎公社失败的重要原因。

1891 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的著作 《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中表达了这样

的观点: “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到的事情。最令人难

解的，自然是公社对法兰西银行所表示的那种不敢触犯的敬畏心情。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

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

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⑤

“制度决定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⑥。2011 年 9 月，美国出现 “占领华尔街”运动，此后，

美国民众的各式抗议活动层出不穷。如果九泉之下的汉密尔顿看到这一幕，不知对自己当年建立

“中央银行”的制度设计会有何感想?

( 二) 银行的私有化迫使美国政府蜕化为华尔街的买办

同样的道理，美利坚民族在建立新国家的时刻没有及时建立由国家独控的国有银行既是美国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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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253 页。

杜文君: 《美国战争经济论》，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 年，第 153 页。

1864 年 11 月马克思起草了第一国际中央委员会《致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的信，在信中马克思给林肯以高度的

赞扬，说“从美国的大搏斗开始之时起，欧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他们阶级的命运同星条旗息息相关” “欧洲的工人坚信，

正如美国独立战争开创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新纪元一样，美国的反奴隶制战争将开创工人阶级统治的新纪元。他们认为，由工人

阶级忠诚的儿子阿伯拉罕·林肯来领导他的国家进行解放被奴役种族和改造社会制度的史无先例的战斗，是即将到来的时代的

先声”。1865 年 4 月 14 日，林肯遇刺，当天安德鲁·约翰逊继任总统。5 月，马克思代表第一国际中央委员会起草《致美国总

统安德鲁·约翰逊》，告诫这位新总统不忘林肯“解放劳动”的伟大使命继续前进。马克思写道: “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阁

下，落在您肩上的任务就是用法律去根除那些已被刀剑砍倒的东西，领导政治改革和社会复兴的艰巨工作。深刻地意识到您的

伟大使命，将使您在严峻的职责面前不作任何妥协。您将永远不会忘记，为开创劳动解放的新纪元，美国人民把领导的责任付

托给了两位劳动伟人: 一位是阿伯拉罕·林肯，另一位是安德鲁·约翰逊。”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北京: 人民

出版社，2003 年，第 24、25、151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421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333 页。

《毛泽东年谱 ( 1949 － 1976) 》第 4 卷，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3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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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崛起并打败欧洲的重要原因，也是美国步入世界大国后迅速衰落的主要原因。我们看到，从独立

之日起，美国政府就失去了独立的财政能力，而银行的私有化政策又导致政府力量先天不足，重大

内政外交政策的实施如果没有财团同意借款，政府就随时面临“财政悬崖”。这导致政府对私人财

团的依赖越来越深。从本系列文章第一篇引用的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在 《经济学基础》中提供的

《美国政府债务》图表①，可以看出，从独立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政府的债务与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例一直保持在30% ～40%之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比例迅速突破 100%②。这说明，

在美国面临着欧洲压迫的时候，摆脱这种压迫会得到全美各阶级的支持，这时的美国政府会有比单纯

的国有银行更强大的融资能力，这种能力又是美国迅速打败欧洲霸权的前提。但是，当美国打败欧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霸主之后，美国的借债水平就成为政府对金融财团依赖程度的标尺。

比如说为了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政府大举借债可以理解，可在 2016 年的和平条件下美国

政府的总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再次突破 100%③，接近或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债务水

平，这说明，此间美国政府从对华尔街财团相对依赖蜕变为绝对依赖。国家的财政一旦被资本财团

控制，国家政治就失去了自主性，政府就会异化为财团的傀儡或曰买办。这个苗头从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间的借款高峰中———这时欧洲败局已定———已经显现。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赢

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但战争借款尚未偿还，美国政府必须考虑将堆积如山的军火库存消化掉以

清偿所借债务。从 1945 －1953 －1972 年的债务偿还进度的节点分析④，这些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借的

债务恰恰是通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消化美国的军工库存而解决的。1960 年美国国家安全各部门雇

用的人员达 3700 万人，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项主要开支共为 457 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的 58%，占

国民生产总值的 9%。1950 年至 1959 年，美国全国企业 ( 应指数量———笔者注) 扩大了 76. 5%，

而国防部开支则增加了 246. 2%。美国最大的 50 家公司获得了全部主要军事合同的 65%⑤。1960

年 6 月 8 日，毛泽东在看到这份材料后批示: “此件印发各同志。值得研究。美国为什么不愿意裁

军呢? 答案就在这里。这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庞大的军力和一个庞大的武

器库。”⑥ 1973 年 6 月 5 日，他告诉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说，越南战争“花了一千二百亿美元，

打了十一年。一个不能讲越南话的美国兵，离开美国多少公里，跑到越南送死，那个能持久啊? 其

所以能打十一年，就是军火商人拼命要消耗那些 B －52 之类”⑦。现在回头看，当时美国政府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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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参见张文木: 《美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没落阶段 ( 一) ———兼谈新冠肺炎全球流行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世

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 年第 4 期。

参见〔美〕曼昆: 《经济学基础》第 2 版，梁小民、梁砾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年，第 422 页。

参见张文木: 《美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没落阶段 ( 一) ———兼谈新冠肺炎全球流行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世

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 年第 4 期。

参见张文木: 《美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没落阶段 ( 一) ———兼谈新冠肺炎全球流行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世

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 年第 4 期。

《毛泽东年谱 ( 1949 － 1976) 》第 4 卷，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411 页。

《毛泽东年谱 ( 1949 － 1976) 》第 4 卷，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411 页。

《毛泽东年谱 ( 1949 － 1976) 》第 6 卷，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4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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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朝鲜和越南的侵略战争，是通过战争消化“庞大的武器库”以偿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债务。

直到 1972 年尼克松访华之前，美国政府才偿清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借款。还了钱，尼克松

才能选择结束越南战争，才能与中国和解。此后直至特朗普政府之前，美国政府的财政来源才能从

军工美元转向石油美元，从以前的通过“杀羊”的方式获利转为通过“割羊毛”的方式获利。美国

铁路经办商詹姆斯·哈里逊·威尔逊 ( James Harrison Wilson) 提出并得到西奥多·罗斯福 ( Theodore

Ｒoosevelt) 高度赞赏的“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① 的名言，道出了美国外交的买办本质。

( 三) 美国从军工帝国主义向高利贷帝国主义蜕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取得胜利的意义在于美国彻底摆脱了欧洲霸权，作为美国争霸对手的欧

洲 ( 大国) 整体性地消失了，这时的美国与苏联双双步入了世界帝国的舞台。与此同时，美国

也被华尔街的债务缠身并为华尔街军工债权人控制。20 世纪 90 年代苏联解体，美国成了世界唯

一的超级大国: 不同的只是从美苏争霸时的军工帝国主义转变为独家剥削世界的金融 － 高利贷帝

国主义。这时的美国政府的债权人又从军工财团转为华尔街金融集团。没有外敌的美国此后的外

交就脱离了它的国家政治的本意: 原本是为主义的外交，现在只是变成了一种生意②; 美国外交

的敌人这时已不是冷战中的对手，而是世界和平!

但是，客观地说，在美国没有摆脱欧洲压迫继而霸权之前，美国政府与美国财团们的目标还是

一致的，他们都在为打倒欧洲霸权而团结奋斗，这时美国政府得益于军工集团的强大生产力和金融

集团的强大融资力。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时美国已打败欧洲并取得世界霸权，美国白宫

才迅速倒在华尔街债权人脚下并成为财团谋利的政治工具。必须说明的是，打倒美国的并不是犹太人，

而是美国人与犹太人共同接受的清教理念———它在政治上集中表现为 400 多年前的《五月花号公约》

( 1620 年) 原则。这个理念在建立了新美国的同时，置留于其中的矛盾胚胎也就逐渐展开: 至 20 世纪

这个共同体面临的反欧洲压迫的主要矛盾解决后，统一体中美利坚民族与资本的统一性成分就下降，

对立性矛盾就上升。美国也就从一个正常国家转变为帝国，先是军工帝国 ( 1945 ～1981 年) ，后又转

向金融 －高利贷帝国 ( 1980 ～2016 年) ③，经过二者的短暂辉煌后，在 21 世纪初，美国快速衰落。

六、从进步到反动: 美国高利贷帝国主义的形成———理论描述

( 一) 高利贷的本性: “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共同体凌驾于它之上”

金融对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如前所述，它曾在短期内筹集巨大资金帮助

资产阶级打败封建贵族并由此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它也在人类历史上———比如中国战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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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转引自〔美〕孔华润主编: 《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 ( 上) ，王琛等译，北京: 新华出版社，2004 年，第 416 页。

“由于进入虚拟经济生存状态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没有能力用经济增长和投资回报率等因素吸引国际资本流向本国，

( 美国) 就只能通过战争手段来改变世界各主要资本市场的安全环境，打出一个在世界哪儿放钱都不安全，只能把钱借给本国

的国际安全环境格局。”参见王建: 《货币霸权战争: 虚拟资本主义世界大变局》，北京: 新华出版社，2008 年，第 111 页。

经过尼克松时期的准备和过渡，里根时期是美国军工帝国经过短暂的金融时期向高利贷帝国转轨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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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吕不韦高利贷货币商和今天的华尔街金融集团———对现成的生产力造成巨大的破坏。各国都是

在实践中汲取着经验和教训。一个民族所得到的教训越沉重，它所获得的经验也就越深刻，其控

制风险的措施也就越实用，而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

马克思对金融的两面性有过深刻阐述。马克思说: “如果考察流通的形式本身，那么在流通

中生成，产生，被生产的东西，是货币本身，此外再没有别的东西。”① 造成流通的主要原因是

分工，而分工是造成现代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分工越是丰富，社会就越需要流通; 流通的形式

越丰富，社会生产力就越发达。反之，“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所起的作用越是不重要，高利贷就

越是兴盛”②。因此，只要私有制下的分工仍然存在，货币及其作用就不会消失。马克思说: “只

要交换价值仍然是产品的社会形式，废除货币本身也是不可能的。”③

但是，流通从而货币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它只有被价值所创造。如果离开流通的商品，那货

币就是一堆废铁或废纸。马克思说: “从货币和商品这两个点上开始的过程，它的反复并不是从

流通本身的条件中产生的。这一行为不能由它自己重新发动起来。因此，流通本身不包含自我更

新的原动力。它是从预先存在的要素出发，而不是从它本身创造的要素出发。商品必须不断地从

外面重新投入流通，就像燃料被投入火中一样。否则，流通就会失去作用而消失。流通会在货币

这个失去作用的结果上消失; 货币只要不再和商品、价格、流通发生关系，就不再是货币，不再

表现生产关系; 货币所留下来的，只有它的金属存在，而它的经济存在则消灭了。”④

是有了商品即用于交换的产品才有货币，货币只有在流通中快速否定自己才能快速肯定自

己。马克思说: “货币作为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只有当它重新投入流通，和特殊形式的财富相

交换而消失的时候，才能够实现。在流通中，货币只有被支付出去，才会实现。如果我把货币保

留下来，它就会在我的手里蒸发为财富的纯粹的幻影。使货币消失，这正是保证货币成为财富的

唯一可能的方式。花费积蓄来满足短暂的享受，这就是货币的实现。这样，货币又会被别的个人

积蓄起来，不过那时同一过程又重新开始。货币对流通的独立性只是一种假象。因此，货币在它

作为完成的交换价值的规定上扬弃了它自己。”⑤

货币不是商品，只是商品交换即流通才使某种金属或纸质的媒介成为货币商品。“商品的生成

过程，从而商品的最初占有过程，发生在流通之外”⑥，而 “货币是流通的产物”⑦。在货币短缺

时，货币就给人造成它就是“财富”的假象，这时“货币是商品中的上帝”⑧。马克思说: “货币

本来是一切价值的代表; 在实践中情况却颠倒过来，一切实在的产品和劳动竟成为货币的代表。”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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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73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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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将具有价值尺度功能的货币假想成财富本身并由此产生了货币拜物教。马克思

说: “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① 比如欧洲资本主义早

期的重商主义就把货币储备的增长误认为是财富的增长，这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也有人将美元外汇

储备误解为国力强弱的标志一样②。在重商主义盛行时，欧洲社会脱实向虚，“货币硬化为贮藏货

币，商品出售者成为货币贮藏者”③，在 “货币拜物教”中财富增殖的手段就从囤积货物转为囤

积货币④，人们的活动都集中到不产生价值的流通领域，这样社会物质生产“共同体”之外便形成

了货币生产的“共同体”，后者是一群不创造任何价值并不停吸吮社会物质生产机能以货币生息货币

的高利贷者。下面的话似乎说出了今天华尔街财团凌驾于美国政府权力之上的原因所在，马克思说:

“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它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共同体凌驾于它之上。但是，这要以交换

价值的充分发展，从而以相应的社会组织的充分发展为前提。⑤

“货币是商品中的上帝。”⑥

这里马克思指出了货币对实体经济的排斥和不服从本质，在条件不成熟时，即国家掌控银行

时，货币会 “委屈”自己成为商品的 “仆人”，一旦银行控制了国家，那它就会撕下 “金融”

“信用”等现代为生产服务的“仆人”外衣而直接显露出其 “洪水期前”⑦ 的高利贷野蛮本性:

以其虚幻的力量主宰真实的力量，用符号的世界主宰实体的世界。而要消除货币这个 “恶习”

的前提，马克思在 1843 年写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已有论述，1848 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

言》中将其概括为: “消灭私有制。”⑧

( 二) 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帝国主义

“金融资本竭力追求的是统治，而不是自由”⑨，美国就是被绝对自由主义成就后又被其打倒

·17·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113 页。

“从经济因素来说，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增长，为东北亚区域意识的形成，提供了强大动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当今世

界区域意识的萌生与成长，说到底，是个经济问题。经济成就的大小、财力的强弱、科技水平的高低、美元储备量的多寡、知识经

济进展的快慢等显示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的各种指标，不仅是只承认实力的国际社会评判的依据，也是本地区各国自信心、自豪感、连

带意识赖以形成的重要源泉。”参见宋成有、汤重南主编: 《东亚区域意识与和平发展》，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186 页。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 150 页。

“范德林特以为商品价格决定于一个国家现有的金银量，他自问: 为什么印度的商品这样便宜? 他回答说: 因为印度

人埋藏货币。他指出，从 1602 年到 1734 年，他们埋藏的银值 15000 万镑，这些银最先是从美洲运到欧洲去的。从 1856 年到

1866 年这 10 年间，英国输往印度和中国的银 ( 输到中国的银大部分又流入印度) 值 12000 万镑，这些银原先是用澳大利亚的

金换来的。”参见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153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75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73 页。

“为什么我们在分析资本的基本形式，分析决定现代社会的经济组织的资本形式时，开始根本不提资本的常见的、所

谓洪水期前的形态，即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参见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 186 页。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 消灭私有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第 414 页。

转引自《列宁选集》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7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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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它由主张资本绝对自由的清教精神催生，资本放任的天性在刚刚诞生不久的美国广袤的

土地上得到几乎是无限制的自由扩张并造成巨大的生产力，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 “资产阶级在

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

大。”① 这一点，在独立后不久的美国各地得到最充分的张扬，其间出现了饱含激情地 “为一个

新世界开始歌唱”② 的诗人沃尔特·惠特曼 ( Walt Whitman) 。他在《对各个州》一诗中写道:

“对各个州，或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或者各州的任一城市，我说，多抵制，少服从，

一旦无条件地服从，就彻底被奴役喽，

一旦被彻底奴役，这个地球上就再没有哪个民族、国家、城市，还能恢复它的自由。”③

可是，惠特曼写这首诗的时间是在美国建国后的近半个世纪，反抗、不服从、自由等几乎成

了美国人无条件的信念和 “法律”，惠特曼在《我为他歌唱》一诗中写道:

“我为他歌唱，

我在过去的基础上把现今举起，

( 如多年生树木从它的根上长出，现今也扎根于过去)

我以时间和空间将他扩展，并将永久的法则融合，

让他凭它们来使自己变成自己的法律。”④

资本在美国早期的那任性的扩张，确实在美国呼唤出巨大的生产力，给美利坚带来完全不同于

旧大陆欧洲的激情燃烧的岁月。惠特曼用饱浸感情的笔墨在《我听见美利坚在歌唱》一诗中写道:

“我听见美利坚在歌唱，我听见种种不同的颂歌，

机械工的颂歌，每人以自己的心情歌唱，健壮而快乐，

木匠歌唱着，当他量着他的木板或横梁的时候，

泥瓦匠在准备上工或歇工时唱他的歌，

船夫唱着他船上所有的一切，水手在汽船的甲板上歌唱着，

鞋匠坐在他的板凳上歌唱，帽匠站立着歌唱，

伐木工人唱的歌，犁田的小伙子早晨出工或中午休息或日落时唱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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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405 页。

〔美〕惠特曼: 《草叶集》，李野光译，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 年，第 13 页。

〔美〕惠特曼: 《草叶集》，李野光译，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 年，第 9 页。

〔美〕惠特曼: 《草叶集》，李野光译，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 年，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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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美妙的歌声，或者年轻妻子工作时或姑娘缝洗时的美妙的歌声，

每人都唱属于他或她而不是属于别人的事情，

白天歌唱属于白天的事情———夜里是强健而友好的年轻小伙子们在晚会上，

张开嘴放声高唱，那歌声雄壮而悠扬。”①

尽管他后来对美国资本主义有了更深刻的反思②，但在早期，惠特曼在他的诗中还是坚信美

国清教信条，将 “反抗” “抵制” “自由”等当作绝对原则。但是，真理多走一步就会变成谬

误。令那些坚守“五月花”自由信念而签署 《独立宣言》的国父们怎么也想不到的，是他们坚

持并为此而与宗主国决裂的自由资本主义精神经过 “否定之否定”式的运动，最终蜕变为 “五

月花”精神的对立物———垄断。真是历史的讽刺: 自由战士为自由所打倒。

资本主义产生于欧洲，到美国后在没有任何旧制度的羁绊下得到充分发展，时至 20 世纪，西方

各国，特别是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对这一时期的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揭示最为

深刻的是列宁，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认为: 20 世纪的帝国主义已经从原

来的“旧的资本主义”即自由资本主义进入“新的资本主义”③ 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列宁写道:

“旧的资本主义，即绝对需要交易所作为自己的调节器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正在成

为过去。代替它的是新的资本主义，这种新的资本主义带有某种过渡性事件、某种自由竞争

和垄断的混合物的鲜明特征。④

“对于欧洲，可以相当精确地确定新资本主义最终代替旧资本主义的时间，那是在二十

世纪初。⑤

“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这是资本主义的垄断，也就是说，这种垄断是

从资本主义成长起来并且处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竞争的一般环境里，同这种一般环境始

终有无法解决的矛盾。⑥

“帝国主义已经从萌芽状态生长为统治的体系，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在国民经济和政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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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美〕惠特曼: 《草叶集》，李野光译，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 年，第 11 页。

1871 年，惠特曼在《民主的远景》一书中写道: “历史是漫长悠远的。不管我们如何变换句式的组合，美国未来的问题

在某些方面是无边的黑暗。骄傲、竞争、种族隔离、邪恶意志以及史无前例地放纵已经初见端倪。谁能驾驭这庞然大物呢? 谁能

给这庞然大物勒上缰绳呢? 当我们选择炫耀未来时，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却隐约出现巨大的不确定性以及可怕的致命黑暗。否认下面

的事实是徒劳的: 民主繁茂地成长为所有果实中最厚实的，有毒的，最致命的果实――并且带来了越来越坏的入侵者――它需要更新、

更大、更强和更好的补偿和刺激。”转引自〔美〕罗伯特·贝拉: 《背弃圣约》，郑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6 年，第159 页。

在同文的其他地方，列宁还用“最新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来概括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

主义即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参见《列宁选集》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639、595 页。

《列宁选集》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606 页。

《列宁选集》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743 页。

《列宁选集》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6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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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于首要地位，世界已经瓜分完毕;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作为整个 20 世纪初期特征的已经

不是英国独占垄断权，而是少数帝国主义大国为分占垄断权而斗争。”①

垄断是自由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对自由的否定。20 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

段，列宁说，“这种从竞争到垄断的转变，不说是最新资本主义经济中最重要的现象，也是最重

要的现象之一”②，“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

主义的垄断阶段”③。列宁总结这个“最新资本主义”有五个特征:

“( 1) 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

垄断组织; ( 2) 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 ‘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

金融寡头; ( 3) 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4) 瓜分世界的资本家

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 ( 5) 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④

在论述了这五个特征之后，列宁进一步给出的定义是: “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

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

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分割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⑤

列宁注意并强调了在这个历史从 “旧资本主义”即自由资本主义转变为 “新资本主义”即

帝国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在另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北美合众国，生产集中发

展得更加迅猛”⑥。据统计，在 1904 年，产值在 100 万美元以上的最大的企业有 1900 个，它们

拥有 140 万工人，它们的产值有 56 亿美元。5 年过后，在 1909 年，相应的数字为 3060 个企业，

200 万工人，产值 90 亿美元⑦。“美国所有企业的全部产值，差不多有一半掌握在仅占企业总数

百分之一的企业手里!”⑧

( 三) 从金融帝国主义快进到高利贷帝国主义

即使如此，我们也要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是由欧洲主宰的”⑨。列宁虽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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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选集》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669 页。

《列宁选集》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585 页。

《列宁选集》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650 页。

《列宁选集》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651 页。

《列宁选集》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808 页。

《列宁选集》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585 页。

参见《列宁选集》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585 页。

《列宁选集》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585 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是由欧洲主宰的。在我们追溯 1913 年至 1945 年间的美国对外关系史时，重要的一点是

应当认识到美国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参见〔美〕孔华润主编:

《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 ( 下) ，王琛等译，北京: 新华出版社，2004 年，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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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美国，但他研究的帝国主义的重点案例还主要是欧洲列强。列宁发现，这一时期造成资本主义企

业快速进入垄断的重要推手是金融的力量，银行在推动工业资本集中的过程中，也要主宰工业资本

力量，也就是说，在“新资本主义时代”，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关系发生了主客置换。列宁写道:

“银行基本的和原来的业务是在支付中起中介作用。这样，银行就把不活动的货币资本

变为活动的即生利的资本，把各种各样的货币收入汇集起来交给资本家阶级支配。

“随着银行业的发展及其集中于少数机构，银行就由中介人的普通角色发展成为势力极

大的垄断者，它们支配着所有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几乎全部的货币资本，以及本国和许多国家

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和原料来源。①

“生产的集中; 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 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

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②

“垄断是从银行生长起来的。”③

与工业集中同步的还有银行业的发展和集中，本来是工业发展带动并支配着银行发展，但行

业间的竞争导致投资规模的竞争，为了获得竞争优势就必须获得更多的融资，这样工业资本家在

竞争中便有了对银行的依赖，这种依赖使本来只有贮存货币功能的银行发展出融资的功能，这种

功能使银行在激烈竞争并急需注资的企业面前有了生死予夺的权杖。让当年追求自由的 “五月

花”合众国开国元勋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是，这种主客异位的变化迫使工业资本屈服于金

融资本，而“20 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

点”④。列宁对这一点特别看重，他写道:

“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

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

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

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

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⑤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结论，本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资本，一旦反客为主，金融从而信用就

失去了它的“合乎理性”即积极的意义，取而代之的就是金融向高利贷 “返祖”，金融统治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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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高利贷统治。高利贷资本一旦支配工业从而整个社会，高利贷资本瓦解生产的本性就会使生产

发生萎缩，社会出现寄生性腐朽，失去实体经济增长的支持，国家的上升势头就会被打断并转入

衰落，当然这种上升和衰落都不是直线而是螺旋式显现的。列宁说: “帝国主义就是货币资本大

量聚集于少数国家，其数额，如我们看到的，分别达到 1000 亿—1500 亿法郎 ( 有价证券) 。于

是，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参与任何企业经营、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确切些说，

食利者阶层，就大大地增长起来。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资本输出，更加使食利者

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国家打上了寄生性

的烙印。”①

列宁这是在说法国，还说“法国帝国主义与英国殖民帝国主义不同，可以叫做高利贷帝国

主义”②，这话放到今天再读，怎么看都像是在说美国。列宁继续写道:

“在世界上‘贸易’最发达的国家，食利者的收入竟比对外贸易的收入高 4 倍! 这就是

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寄生性的实质。

“因此，‘食利国’ ( Ｒentnerstaat) 或高利贷国这一概念，就成了论述帝国主义的经济著

作中通用的概念。世界分为极少数高利贷国和极大多数债务国。”③

列宁在论述帝国主义的腐朽性时所选取的样板是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那时的美国还处于欧

洲国家的“跟班”地位，在世界利益分割中，“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和瑞士这五个工业国

家，是‘名副其实的债权国’……而美国仅仅是美洲的债权人”④。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

洲整体性地在战争中衰落，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超级霸权国，20 世纪 90 年代苏联解体后，

“美国对手的垮台使美国处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地位。它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全球性

大国”⑤。与此同时，列宁曾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论断便更为典型地体现在美国身上。( 待续)

( 张文木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航空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宋丽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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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ies o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

The US Imperialism Is the Declining Stage of Capitalism: The Impact of the COVID －19 Pandemic on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Pattern ( PartⅡ) Zhang Wenmu ( 59)…………………………………………………………………………

The essence of the Mayflower Compact，which embodies the founding spirit of the United States，is that the state must

be a tool of capital which is absolutely controlled by businessmen who abide by corporate contracts． Since the Independence

Day，the US government has set up a corporate central bank chartered by the state but owned by private investors，and thus

has lost financial autonomy; since the Federal Ｒeserve was set up，the US government has lost the right to issue currency，

and only possessed that of issuing bonds． With its credit transferred to the Wall Street，the United States has degenerated

into a semi-colonial country controlled by the Wall Street． By the 20th century，Western countries，especially the United

States，had developed from liberal capitalism to monopoly capitalism． Once financial capital controls the real economy，it will

evolve into usury capital and dominate the entire society，which will cause shrinking in social production，interruption of the

country's growth and its decline，though such growth and decline both take place in a spiral rather than linear manner．

Criticism of Neoliberal Privatiza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Privatization of Ｒailways in Foreign Countries

Cui Yun ( 77)……………………………………………………………………………………………………………

The advocates of railway privatization believe that privatization improves operating efficiency and service quality，and

reduces financial burden． However，the practice of railway privatization in foreign countries shows that railway privatiza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improve operating efficiency and service quality; instead of reducing financial burden，the privatization

of railways increases it，and greatly reduces social benefits and enlarges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Ｒailway

privatization is essentially a manifestation of Western neoliberalism and its practice in the railway industry． The failure of

foreign railway privatization proves that neoliberal privatization will not work． As a contrast，China's railway，with state

ownership as the main body，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fully demonstrating the superiority of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The failure of foreign railway privatization and the great achievements of China's railway with state ownership as the main

body constitute the most powerful criticism of neoliberal privatization with indisputable facts． China should remain vigilant

against neoliberal privatization and the idea of railway privatization，and should insist on state ownership as the main body

in its railway development．

● Academic Ｒeview ●

COVID － 19 Pandemic Accelerates Major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A Ｒeview of Academic Symposium

“COVID －19 Epidem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Zhang Bo (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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