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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研究國際金融危機現狀及趨勢 

進一步堅定信念﹑解放思想﹑與時俱進 

 

 
2008 年 9 月由美國次貸危機蔓延至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已經

給世界各國人民造成鉅大災難﹐這是沒有疑義的。但是﹐這場危

機的直接和根本的原因是什麼﹖答案依然呈眾說紛紜之勢。 
我個人認為﹐這場危機的直接和根本的原因﹐決不僅僅是金

融家的貪婪﹑銀行監管制度的缺失和公眾消費信心不足等﹐更不

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

所說的美國消費方式和中國匯率與外貿政策的聯姻。 

這場國際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是 20 世紀 80 年代末 90 年代

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為主導的以新

自由主義為主要推力的新一輪經濟全球化。江澤民同志在 2000 年

11 月就明確指出﹐這一輪經濟全球化是“發達國家的主導”。以



發達國家為主導的這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無疑是一柄“雙刃劍”。

它的正面效應是有力地推動了發展中國家 GDP 的高速增長等。但

也要看到﹐冷戰結束後﹐美國一家獨大﹐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強國

才能夠和敢於利用其在全球的經濟﹑政治﹑文化以及軍事﹑科技

等強權﹐特別是其中的金融霸權﹐放手﹑放肆地掠奪他國﹐張著

大嘴“巧吃”﹑“白吃”世界。正因如是﹐美國國內生活必需品

的價格才長期出奇地低廉﹐加上美國文化霸權的大肆渲染﹐其所

謂“民主制度”才能夠在美國國內得到較多數民眾的認可並得到

較為穩定地維繫﹐在國際上才能得到更多人的追捧。這反過來又

進一步助長新自由主義價值觀念和一系列政策在全球範圍內的氾

濫和推行。從一定意義上說﹐目前這場正在深化的國際金融危機﹐

不僅是對美國這種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特別是其中金融霸權肆意

氾濫的絕地“報復”﹐是對新自由主義政策﹑理論的有力清算﹐

更是對美國所謂“民主制度”的根本挑戰。 
這場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呢﹖馬克思在《資本論》

中說﹕“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

和他們的有限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

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消費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也

正如列寧所說﹕“不是生產食物更加困難﹐而是工人群眾取得食

物更為困難。”這也就是說﹐這場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是生

產社會化甚至生產全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生產

無限擴張與社會有限需求之間的矛盾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深入發

展的必然結果。 
如果說 20 世紀 30 年代的那場大危機和大蕭條﹐迫使西方國

家由自由放任的理論政策轉向凱恩斯主義﹐推動國家壟斷資本主

義的興起﹐並由此顯現了以前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制度及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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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優越性﹐促進了社會主義由一國到多國的發展﹔那麼﹐這次國

際金融危機也必然對西方國家的思想理論產生鉅大的衝擊﹐對資

本主義社會的生存發展產生深刻的影響。如果我們對新的挑戰應

對得當﹐同時也必然會顯現以中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制度及體制

的優越性﹐給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提供新的機遇。在國際金融危機

仍未見底之時﹐我們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從宏觀﹑戰略﹑

全局﹑前瞻的高度﹐進一步加強對國際金融危機現狀﹑發展趨勢

以及危機對西方思想理論的衝擊與資本主義走向等問題的研究﹐

探討正確應對的戰略﹑策略和相關政策﹐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意

義和現實意義。 
目前這場國際金融危機﹐已經給西方的經濟社會生活造成鉅

大的困難﹐並對西方思想理論界以及資本主義走向和世界社會主

義及左翼思潮都已經並正在產生著深刻的影響。可以說﹐從這次

金融危機爆發開始直到 21 世紀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個世紀的世

界格局﹐都可能處於一種激烈動蕩﹑變動甚至跳躍的狀態。從這

種意義上講﹐無論在國際還是在國內﹐我們都有著前所未有的機

遇與世所罕見的挑戰。抓住機遇﹑應對挑戰﹐是時代賦予我們黨﹑

國家﹑民族的光榮而又艱鉅的任務。 
目前﹐我們可以著重從以下五個方面進行研究。 

 

 
這是我們研究的重中之重。因為﹐存在決定意識。我們只有

首先把國際金融危機的現狀及其發展趨勢研究清楚﹐這才可能對

客觀存在的種種派生物 — 各種思潮研究清楚﹐並對可能出現的

各種思潮及應對的舉措做出科學正確的預見與規劃。關於國際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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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危機的發展趨勢﹐現在國際國內的看法很不一致﹐甚至相左。

國內外很多政要與學者認為﹐世界經濟已開始出現復甦跡象﹔儘

管復甦的步履緩慢﹐但其前景看好﹐不會出現第二次探底。也有

人認為﹐目前國際金融危機已大體得到控制﹐受其涉及和拖累的

世界經濟也已顯露各種復甦的跡象﹔但斷言世界經濟全面擺脫衰

退﹑進入週期性復甦還為時過早。我個人認為﹐經濟全球化正在

深入發展﹐當前世界性的金融危機仍未見底﹐世界經濟看似走出

低谷﹐但新一輪更大的金融乃至經濟危機極有可能就在這看似走

出低谷中醞釀與積聚。這主要因為﹐世界各資本主義大國都在急

遽降息﹑惡性增發貨幣﹐試圖增加新的產能﹔而世界範圍內的窮

國窮人愈來愈窮﹑富國富人愈來愈富的兩極分化局面非但沒有縮

小﹐反呈日趨加大之勢﹔窮國窮人的相對需求仍在急劇下降。因

此﹐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生產無限擴張

與社會有限需求之間的矛盾非但沒有緩解﹐反而在加劇。從根本

上說﹐這正是在為下一輪更大的金融乃至經濟危機積蓄能量。2008
年 12 月 16 日﹐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將聯邦基金利率

降到 0~0.25％的區間。至此﹐美聯儲的這一目標利率已降至歷史

最低水平。現在世界各大國甚至各個國家仍都不敢輕言低利率退

出政策﹐僅憑這一點﹐就足以證明當前世界經濟復甦的脆弱性。

因此﹐從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更廣闊的時空來看﹐從歷

史學和政治經濟學的更廣闊的視野來看﹐這場災難還沒有完﹐還

在演進中﹐甚至極可能是剛剛開始﹐在世界範圍內的更深刻更全

面的經濟社會危機極可能還在後頭。正因為由“發達國家的主

導”的經濟全球化的災難還沒有“終結”﹐甚至是剛剛開始﹐所

以﹐我們現在才面臨著進一步說明科學社會主義其中包括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有著無比光輝燦爛的希望和前景的絕佳機遇。這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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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有了公元 33 年猶太曆尼散月十四日耶穌殉難日﹐也才有了其後

第三天耶穌的復活節一樣。列寧所說的革命死了﹐革命才能萬歲﹐

也是同樣的辯證法。 
我們說﹐世界經濟目前的這輪復甦是脆弱的﹐再看看以下兩組

數據與兩則報道有助於加深對此問題的認識。兩組數據﹕一是美國

高財政赤字﹑高額債務﹑高外貿逆差愈演愈烈。據清華大學中美關

係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周世儉提供的數據﹐2010 年美國前三個月

的財政赤字達 3886億美元﹐全年可達 1.55萬億美元﹐將佔當年GDP
的 11％。從 2007 年 9 月底以來﹐美國國債以每天 40 億美元速度

增加﹐2010 年將達到 15.67 萬億美元﹐將佔 GDP 的 101％。現在

美國國民人均財政赤字與國債均分別多達四萬美元左右。而按照

20 世紀 90 年代歐共體成員國加入歐洲經濟貨幣聯盟的標準歐共體

馬約即《歐洲聯盟條約》規定﹐成員國財政不應有“過度赤字”﹐

當年政府財政赤字不應超過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 3％﹐政府債務總

額不應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 60％。這就是經常被有關人士稱為政

府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總額的“國際安全線”或“國際警戒

線”。而美國 2010 年的財政赤字可能超出國際安全線的近四倍﹔

政府債務總額可能超出國際安全線的近一倍。美國這兩年的貿易赤

字雖有所下降﹐但 2009 年仍為 3807 億美元﹔現在的累計貿易赤字

總額已達近十萬億美元。這是歷史上任何時期任何國家從來沒有過

的。二是現在全球共有黃金儲備約 2.4 萬噸﹐美﹑德﹑法﹑意﹑英

五國的儲備即佔 72％﹐而其他國家才佔 20％多。國際大宗商品的

資源與價格也被西方大國和強國所控制。 
2007 年﹐全球貨幣外匯儲備約為 6.5 萬億美元﹐而日本﹑歐

美發達國家的貨幣外匯儲備僅佔 8.7％﹐發展中國家卻佔 76.6％。

兩則報道﹕一則是 2010 年 1 月﹐美國銳聯資產管理公司主席羅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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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阿諾德對我國《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現在美國政府認

為政府減少支出才是應對危機的辦法。我非常擔心的是政府通過

過多地借債來應對經濟的狀況。如果我們要還﹐這需要數十年﹔

如果我們違約﹐那可能造成鉅大的地緣政治動蕩。”他又說﹕“我

認為從政治上可行的選擇是通貨再膨脹﹐這意味著那些借給我們

錢的人只能得到部分的償還﹐這實際上是一種盜竊的行為﹐而這

可能成為事實。”另一則是《文匯報》駐巴黎首席記者鄭若麟在

2010 年 3 月 6 日的報道中稱﹕曾成功預警次貸危機的位於法國南

部城市尼斯的“歐洲政治預測實驗室”的智庫提出警告﹐2010 年

西方發達國家從家庭到企業﹐一直到國家﹐都面臨鉅額債務的償

還問題。而其中最主要的問題是主權國家債務違約現象的上昇﹕

目前西方發達國家正面臨歸還 2005~2007 年債務的高峰期﹐當時

世界各國認為存在著“免費的午餐”而大幅舉債﹐到今天因利潤

不足（僅 2~5％﹑遠非當年估計的 10％）﹐要歸還本金的時候卻

資不抵債。美國國債已達到天文數字的 14.3 萬億美元。該報告在

分析了美國目前房地產狀況和經濟現狀後認為﹐美國很有可能在

未來八個月中出現高達五百家中等規模的銀行倒閉（而 2009 年危

機最嚴重的時候也只有 140 家倒閉）。當然﹐我們也應看到﹐在

微觀經濟運行層面﹐美國經濟也正在傳來今後仍會傳來經濟復甦

的好消息﹔但是﹐美國這些微觀經濟運行層面的好消息根本上無

助於宏觀經濟層面窘境的改善。全球經濟在近三兩年內稍有反彈

之後有可能步入更大的低谷。此類情況在歷史上並不鮮見。1920
年﹐美國經濟負增長達負 8.7％﹐出現嚴重衰退﹐1921 年 7 月曾出

現復甦﹐但在 1923 年的 6 月即 23 個月之後﹐又再次步入新的衰

退。美國在 1980~1982 年間又曾經歷復發性衰退﹐日本亦在 1990
年代有同一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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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格局中﹐一般來說﹐在兩種情況下最危險﹕一是世界

大國力量過分懸殊時﹐“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講的是此時

情勢。二是超級大國處境極端困難時﹐“困獸猶鬥”的“垂死掙

扎”講的是這種情況。我個人認為﹐當前仍未見底的自 20 世紀 30
年代以來的最為嚴重的國際金融危機﹐是被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

義強國推遲多年和推遲多次不得不爆發的經濟危機。美國這個超

級大國正面臨著 20 世紀 30 年代以來最為困難的時期。正因如此﹐

在今後一些年內﹐各種國際力量特別是世界上一些大國和強國﹐

將會圍繞金融﹑能源﹑糧食與主權等根本性問題﹐既有合作與競

爭﹐更有博弈和較量。世界的經濟格局﹑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正

處在波詭雲譎的劇烈變動的前夜。實踐已經並將繼續證明﹐黨的

十七大報告關於“當今世界正處在大變革大調整之中”的判斷是

完全正確的。 
對資本主義發展的總趨勢﹐從戰略上看﹐我們要堅定這樣的

信心﹕資本主義社會和其他社會形態一樣﹐必然有一個從產生﹑

發展到衰亡的歷史過程﹐社會主義必然要取得最終的勝利。對目

前這場仍未見底的國際金融危機﹐我們要從戰術上認真審慎研究

對策。我們要充分認識到﹕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情況下﹐資

本主義為了延緩其滅亡的命運﹐總要不斷調整其對內對外政策﹐

從而使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剝削和統治形式發生不同程度的變

化﹐進而緩解其週期性的經濟危機和社會衝突。這次金融危機﹐

是不是美國式的資本主義模式的總危機呢﹖我還是原來的看法﹐

有兩種可能﹕一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必將利用其在經濟﹑政

治﹑文化和科技﹑軍事等方面的優勢﹐設法在其國內生產關係的

範疇中進行各種最大的改良與調節﹐在世界經濟﹑政治秩序和各

大國之間作文章﹐以謀取最大的經濟﹑政治利益。而廣大發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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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在各方面還都處於相當的弱勢地位﹐特別是由於這些年來新

自由主義在全球的氾濫﹐世界各國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人民

在理論上的準備還遠遠不足﹐人們認識真理還有相當一個過程。

因此﹐決不能排除美國式的資本主義模式經過成功調整﹐獲得新

的生機與活力。若如是﹐美國經濟就會有新的強勁反彈﹐霸權主

義和強權政治將會在世界範圍內得到進一步鞏固和加強﹐世界社

會主義思潮和運動也可能會陷入新的更大的低潮。二是如果世界

上其他大國強國應對正確﹐美國的經濟危機就會進一步深化﹐從

而使美國式資本主義模式和美國世界霸主地位從根本上得到動

搖﹐也必然會引發全球經濟秩序的深刻變化和全球政治格局的深

刻變動。若如是﹐21 世紀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個世紀﹐政治多極

化和國際關係民主化將會得到真正的展示和彰顯。 
 

 
對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資本主義可能發生的變化及其未來

走向﹐我們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應及時作跟蹤研究和科學分

析。這場金融危機首先引起西方國家的政治動蕩和思想震動﹐促

使不同階級階層和不同政治派別的人們在認識金融危機的原因﹑

性質和後果的過程中﹐對西方的各種社會思潮進行反思和批判。

西方國家一些左翼學者批判了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策﹐認為新自

由主義是導致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金融危機給新自由主義特別

是其集中體現的“華盛頓共識”以沉重打擊﹐暴露了新自由主義

意識形態和體制模式的局限﹐使其“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合法

性”（美學者大衛‧科茨語）。在此情勢下﹐西方思想界和西方

 8



政要分別提出用凱恩斯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拯救自由資本主義的

口號﹐試圖通過一些改良資本主義的理論和政策﹐實現凱恩斯主

義或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實踐已經並將繼續證明﹐不論是資產

階級右翼奉行的新自由主義或是凱恩斯主義﹐還是資產階級中左

翼所奉行的社會民主主義﹐都不能從根本上消除資本主義社會所

固有的矛盾和危機﹐都不能改變資本主義衰頹的歷史大趨勢。及

時瞭解國際金融危機對新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等西方思潮的

影響和衝擊﹐有助於我們把握西方思想理論的最新動向﹐劃清馬

克思主義與西方各種社會思潮的界限﹐更好地堅持以馬克思主義

中國化的理論成果武裝頭腦﹑指導實踐。 
 

 
馬克思主義是指導人們批判資本主義舊世界﹐實現人類解放

和每個人自由全面發展的科學理論。“它給人們提供了決不同任

何迷信﹑任何反動勢力﹑任何為資產階級壓迫所作的辯護相妥協

的完整的世界觀”﹐“它把偉大的認識工具給了人類﹐特別是給

了工人階級”。金融危機爆發後﹐馬克思的《資本論》在西方國

家熱銷﹐馬克思主義成為西方學術界研究的熱點﹐越來越多的人

希望通過馬克思主義認識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尋找克服這場危

機乃至消除資本主義罪惡的現實途徑和辦法。例如﹐地處歐洲金

融中心法蘭克福的卡爾‧馬克思書店的顧客及銷量大增﹐2009 年

《資本論》第一冊的銷量比 2008 年多五倍以上﹐該書店還將《馬

克思選集》等錄成 CD 大量出售。據德國柏林專門出版馬克思著

作的卡爾迪次出版社總經理施特隆普夫介紹﹐2004 年以前該社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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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售出馬克思全集一百餘套﹐但 2009 年的一天就銷售馬克思

全集 89 套﹐而且徵訂數量直線上昇。這位總經理談到﹐馬克思的

《資本論》等著作重新熱起來﹐反映了德國社會當前所面臨的狀

況﹐“社會遇到的問題越多﹐就會有更多的人試圖從馬克思的著

作中尋找答案”。英國的《泰晤士報》還以“馬克思重新回到了

歐洲”為標題發表評論說﹐金融危機使西方人突然重視馬克思的

《資本論》了。法國前總統密特朗的經濟顧問雅克‧阿塔利對馬

克思撰寫《資本論》的情況作了詳細的介紹﹐並指出﹕“馬克思

預見到了全球化的到來﹐預見到了世界金融危機的實質。”一些

歐洲學者還認為﹐“今天馬克思又成時尚了﹐比 30 年前的馬克思

熱還熱”。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不僅在他生活和流亡的歐

洲大陸再次“熱”起來﹐而且他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也成了不少

媒體關注的焦點。2009 年 4 月﹐美國《大西洋月報》發表了一篇

題為〈卡爾‧馬克思的復仇〉的文章﹐明確提出現在的危機是由

資本主義固有的缺陷造成的。2009 年 5 月﹐美國《外交政策》雜

誌刊登了印有馬克思生前畫像的封面文章﹐加拿大約克大學政治

學教授利奧‧帕尼奇在〈十分時髦的馬克思〉一文中說﹐當美國

的房地產泡沫崩潰時﹐對世界的影響是如此深遠和慘烈﹔馬克思

會以此作為“資本主義像一個魔法師﹐無力控制自己召喚出來的

魔鬼”的生動例證。 
僅從技術經濟學或經濟管理學或公眾心理學的角度﹐只能認

識金融危機的某些現象﹐但都無法講清它的實質和根源。只有從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才能解釋清楚這件大事的本質特

徵和根本原因。這也是《資本論》和馬克思主義學說在西方重新

獲得青睞的主要緣由。我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應該從中得

到啟示和鼓舞﹐增強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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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的自覺性和堅定性。 
有同志認為﹐現在西方的“馬克思熱”僅僅局限在學術界與

學術層面﹐鮮有政治與社會層面。我認為﹐這種看法﹐不無道理。

但是﹐我們也應看到﹐事物的發展和人們的認識都有一個必要﹑

必須的過程。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運動。而正確的理

論是正確行動的先導。先進的理論一旦被人們所認識和掌握﹐正

確的行動是或早或晚的事。現在﹐一些西方的主要國家﹐工人動

輒進行上百萬人的大罷工﹐強烈譴責資本主義特別是新自由主義﹐

呼喚公平與公正﹐這也是過去鮮見的現象。從一定意義上講﹐西

方國家的社會主義和左翼思想及其運動﹐決定於這次國際金融危

機發展的廣度與深度。如果廣大發展中國家能正確應對﹐使以美

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無法大規模地從根本上向國外特別是發展中國

家轉嫁其危機﹐那麼﹐這必將有助於世界社會主義和左翼思潮的

復興。世界社會主義和左翼思潮的復興﹐必將有助於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進一步發展壯大。 
 

 
人們常常說﹐迄今為止﹐在我們這個地球上的人類社會中﹐

已經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20 世紀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蘇東劇

變後﹐也有不少人說﹐實質上﹐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經發生過。這

次世界大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取得勝利﹐以蘇聯為首的蘇

東社會主義國家以失敗而告終。現在﹐有人說﹐第四次世界大戰

正在進行。主要對手是美國與中東的伊斯蘭世界﹐目的是爭奪對

石油的控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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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3 月 10 日的美國《時代》週刊刊登的一篇文章中說﹕

“儘管尋求得到中東石油以及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事耗費華盛

頓外交政策機構大部分精力﹐但在未來十年裡﹐美國關注的重點

將更多轉移到‘新中東’— 中國身上。”文章還列舉了美國如此

關注中國的原因﹕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最大的商品製造國﹑最大

的汽車市場﹑最大的水泥生產國和最大的環境污染國。中國的軍

事實力和海上作戰能力正在迅速提昇。諾貝爾經濟學獲獎者羅伯

特‧福格爾甚至預言﹐2040 年中國的 GDP 將佔全球的 40％。由

於生產規模的擴張﹐其自身對自然資源特別是能源與木材的需求

會急遽上昇。因此﹐《當中國統治世界》的作者馬丁‧雅克認為

中國的崛起會動搖西方的價值觀念體系。西方不少政要與學者﹐

堅持把正在崛起的中國看作是當年的蘇聯﹐並堅持把美中之間的

合作﹑競爭與博弈看成是“新冷戰”。 
因此﹐能否可以說﹐蘇東劇變前﹐美國關注的著重點在歐洲

即大西洋﹔蘇東劇變後﹐美國關注的著重點將逐漸轉移到亞洲即

太平洋地區呢﹖奧巴馬就自稱要作美國的首位太平洋總統。 
美國自詡自己是全球各國的有能力的領導者。那麼﹐什麼是

領導能力呢﹖美國總統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曾說﹕領導能力是指

讓人做事﹐“不僅因為你讓他們這樣做﹐你在強制推行你的命令﹐

而且還因為他們本能地想要為你做事”。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

府學院院長約瑟夫‧S. 奈認為﹐一個國家軟實力的主要因素包括

文化（如果令人愉悅）﹑價值觀（如果有吸引力和始終如一地遵

循）和政策（如果人們認為它是包容和合理的）。他還明確而堅

定地批評了“美國的軍費開支大約是廣播和交流項目開支的五百

倍”的現象﹐主張“通過向軟實力投入更多資本來補充軍事和經

濟力量﹐美國可以重建它應對一些全球嚴峻挑戰所需的框架。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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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真正的巧實力”。 
可以說﹐美國現在有點像《紅樓夢》中的賈府﹐表面上繁華

似錦﹐但內囊已經空虛起來。在 20 世紀 30 年代以來最為嚴重的

國際金融危機面前﹐美國當局深知“不戰而屈人之兵”之奧妙﹐

它要擺脫自己的危機並生存﹑發展﹐當然首要的是要運用自己的

“軟實力”和“巧實力”。這“軟實力”和“巧實力”表現在什

麼方面呢﹖我們可以試列舉如下﹕ 
一是運用金融手段企圖使我國大量失業。金融是現代經濟的

命脈和血液。美國仍然是當今世界上惟一的金融霸權國家。美國

運用金融對發展中國家其中包括我國展開“進攻”的手段很多。

它最近逼迫我們進行人民幣匯率昇值﹐僅僅是其手法的一種。讓

人民幣昇值﹐至少可以造成我們出口銳減﹑使我們的外匯儲備大

幅縮水﹐從而使我國企業倒閉﹐工人失業﹐進而企圖引發我國的

社會動亂。二是利用互聯網企圖改變我們的價值觀念。美國國務

卿希拉里 2010 年 1 月 21 日在華盛頓發表的一次演講中多次談論

所謂的“網絡自由”﹐對中國依法進行的網絡信息管理說三道四﹐

聲稱“限制自由獲取信息或侵犯互聯網用戶基本權利的國家面臨

著自己與下一個世紀的進步隔絕的風險”﹐並說這“最終還關係

到我們希望有一個什麼樣的世界以及我們將會生活於一個什麼樣

的世界”。但誰都知道﹐互聯網僅僅是各種信息甚至是意識形態

的載體。據統計﹐在國際互聯網的信息流量中﹐有超過三分之二

來自美國﹐而網民人數達三億多的中國﹐在整個互聯網的信息輸

入流量中僅佔 0.1％﹐輸出流量更只佔 0.05％。負責控制互聯網流

量的世界 13 臺根域名服務器中有十臺都在美國。美國利用自己的

技術和市場優勢﹐實質上充當著全球互聯網信息高速公路的警察﹐

企圖只讓符合美國價值觀的東西上路。正因如此﹐時任美國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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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的奧爾布賴特當年曾說﹕“中國不會拒絕互聯網這種技術﹐因

為它要現代化。這是我們的可乘之機。我們要利用互聯網把美國

的價值觀送到中國去。”三是組建網絡戰司令部企圖對我展開網

絡戰。美國約有 8.8 萬名 IT 專家﹐其中包括多達五千名電子戰專

家﹐在五角大樓網絡戰司令部下屬機構工作。儘管奧巴馬政府減

少了在 F~22 戰鬥機等尖端武器上的開支﹐卻大幅度提高了網絡戰

的預算。在必要時﹐他們不僅可以通過網絡直接攻擊我軍的武器

裝備﹐而且可以攻擊我們的銀行﹑民航﹑發電等國民經濟的核心

部門。四是在我國策劃製造動亂。西藏的“3‧14 事件”與新疆的

“7‧5 事件”的背後﹐不都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為背景嗎﹖

五是運用基因和轉基因武器。六是培植持不同政見者。七是對臺

軍售。八是利用我國的東海﹑釣魚群島﹑南沙群島﹑中印邊界等

我國主權問題牽制我國並從中謀利。 
毫無疑問﹐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條件下﹐美國求其生存和發展﹐

首推的是其“軟實力”和“巧實力”﹐但決不會放棄其“硬實

力”。 
歷史的經驗值得重視﹐帝國主義不僅依靠戰爭直接掠奪財富﹐

在特定條件下﹐它還會企圖通過戰爭擺脫其無法轉嫁的經濟危機。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經濟危機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是由資本主義

深刻的經濟危機引起的。從 1929 年 10 月下旬開始﹐西方發達國家

發生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這次持續五年之久的經濟

危機﹐使資本主義世界遭受 2600 多億美元的損失（第一次世界大

戰造成的損失也只有 1700 多億美元）。這次經濟危機中﹐資本主

義世界的工業生產下降了 37.2％﹐其中美國下降了 46.2％﹐居各帝

國主義國家之冠﹔大批企業破產﹐美國有 14 萬家以上﹐德國為六

萬家﹔國際貿易急劇萎縮﹐1933 年資本主義世界的貿易額比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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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縮小了三分之二﹐其中德國下降了 76％﹐美國為 70％﹐成千上

萬工人失業﹐處於飢寒交迫之中。美國採用“羅斯福新政”﹐清理﹑

整頓銀行﹐防止擠兌風潮﹔停止金幣流通﹐防止黃金大量外流﹐並

宣佈美元大幅貶值﹔興建“公共工程”﹐調節勞資關係﹔對七種主

要農產品生產實行控制﹐“消滅”農產品過剩﹐其中 2300 多萬頭

牛羊被宰殺﹐而成千上萬的普通百姓卻掙扎在死亡線上。除此外﹐

還出臺了一系列城市政策和社會政策等等。“羅斯福新政”先後共

支出了約 350 億美元的鉅額款項﹐這使聯邦政府的預算赤字每年都

新增數十億美元。但是“新政”中得到好處的是大壟斷資本﹐國內

貧富差距卻進一步擴大﹐二百家美國的工業大公司﹐在全部資產中

所佔的比重﹐1930 年為 47.9％﹐到 1939 年已提高到 55％。美國的

公共工程﹐每年臨時吸收就業者不過為 200~360 萬人﹐但其工資每

個月卻僅有 70~80 美元﹐略高於失業救濟金。餘下的一千多萬失業

人員只能靠政府的微薄救濟。1934~1937 年﹐美國開工率僅為

50.5~73.8％。1936 年資本主義世界的生產才勉強恢復到 1928 年的

水平。1937 年﹐美國﹑英國﹑法國又陷入經濟危機之中。“羅斯

福新政”並未能消除美國的經濟危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給美國提

供了絕佳的發展機遇。1941~1945 年﹐美國軍工生產平均佔工業總

產值的 60.6％。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除兩面大做軍火生意直

接賺錢外﹐還憑藉“租借法案”﹐擴大軍火銷路﹐為其過剩的農產

品打開市場。美國的出口在戰時非但未減少﹐反而增加了近兩倍﹔

其工業生產﹐在戰爭高潮的 1943~1944 年期間﹐比戰前增長了兩倍

以上。二戰後﹐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生產已有一半以上被掌握在美

國一國手中﹐當時的美國還控制了國際貿易的三分之一﹐並把世界

黃金儲備的四分之三搜刮到了自己的金庫之中。 
美國前總統特迪‧羅斯福曾說﹐美國必須一邊外交“說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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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一邊揮舞著“大棒”。集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多邊主義

與單邊主義於一身的奧巴馬﹐早在當選總統之前的 2006 年發表的

《無畏的希望》一書說﹕“即使遭到反對﹐美國必須一再充當世

界警長”﹐“美國有權利對那些準備破壞其目標的國家採取單方

面行動”。美國傳統基金會負責外交與國防政策研究的副會長

金‧R.霍姆斯 2009 年 6 月在其發表的文章中明確指出了美國“軟

實力”的局限性和維護軍事實力的重要性﹐他說﹕“硬實力萎縮

症的後果將是美國外交影響力的明顯減退”﹐“美國安撫朋友﹑

遏制對手﹑壓制好戰國﹑擊敗敵人的能力並不取決於我們政治領

導人的外交承諾﹔而是取決於強大的軍事基礎。只有保住‘大

棒’﹐美國才能成功實現外交目標。只有建立一支具有綜合能力

的軍隊﹐美國才能讓許多朋友和盟友放心﹐才能指望這些朋友和

盟友在未來給予美國支持”。因此﹐可以斷言﹐美國在其經濟危

機向其他國家轉嫁不順利時﹐軍事霸權主義就可能會明顯抬頭﹐

決不能排除其首先策動代理人的戰爭。比如﹐在伊朗﹑在朝鮮以

及其他可能的地方。 
 

 
1﹑一定要有堅定堅強的信心同時又要有強烈的憂患意識。我

們這個國家﹐我們這個民族﹐我們這個黨﹐經歷了多少坎坷﹑曲

折與苦難﹐但從中國共產黨誕生後﹐我們黨相信人民﹑依靠人民﹑

為著人民﹐領導人民群眾一次又一次度過難關﹐取得了輝煌的勝

利。這正應了《荀子‧儒效》中所說的﹕“天不能死﹐地不能埋。”

現在﹐我們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即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理論體系為指導﹐有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 30 多年來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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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強大的物質基礎﹐有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正確領

導﹐我們就一定能夠抓住前所未有的機遇﹑應對世所罕見的挑戰。

與此同時﹐我們一定也要有強烈的憂患意識。毛澤東同志說﹕“世

界上的事情就是這樣﹐要走彎路﹐就是 S 形。”胡錦濤同志曾在

一次講話中指出﹐寧可把風險﹑困難估計得足一些﹐也千萬不要

因為估計不足而在風險發生時手足無措﹐陷於被動。憂患興國﹐

多難興邦。我個人認為﹐現在有“四大安全問題”擺在我們面前﹕

經濟安全特別是金融安全﹑社會安全特別是就業與分配問題﹑周

邊安全和意識形態安全。在未來三至五年乃至十年左右﹐應對這

“四個安全問題”十分重要。假若我們及時抓住了機遇﹐正確應

對了挑戰﹐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必然出現一

個嶄新的局面。 
2﹑高度重視黨的理論工作。理論十分重要。理論正確﹐黨就

堅強﹐政策就正確﹐思想就統一﹐經濟就發展﹐社會就穩定。反

之﹐黨便渙散﹐政策便失誤﹐思想便混亂﹐經濟便停滯甚至倒退﹐

社會便動蕩。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運動。從另一角度

來說﹐錯誤的理論必然產生錯誤的行動。2011 年是蘇共亡黨﹑蘇

聯解體 20 週年。從一定意義上講﹐蘇共亡黨﹑蘇聯解體肇始於蘇

共的理論出了問題。以上所講的“四個安全問題”中﹐其中最重

要的是意識形態亦即理論安全最重要。堅持和創新了正確的理論﹐

經濟﹑社會和周邊安全就有了可靠的前提與保證。我們應充分看

到﹐改革開放以來﹐由於各種所有制的共同發展和我國收入分配

差距的拉大﹐人們思想之間的認知差距也在急遽拉大。我們應當

充分肯定我國宣傳思想戰線這些年所取得的十分重要的鉅大成

就﹐同時我們也要正視近年來出現的各種雜音﹑噪音。這種雜音﹑

噪音也往往不是僅憑宣傳思想戰線所能解決的﹐如同社會穩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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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僅憑宣傳教育與政法戰線所能解決的一樣。實踐已經並將繼續

證明﹐各級領導幹部僅忙於 GDP 及社會穩定不行﹐必須同時注重

提高自己的理論素養。這就是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要把我們黨建

設成為學習型政黨的深意所在。 
3﹑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

經濟制度。我認為﹐鄧小平同志和鄧小平理論的最大貢獻﹐就是

確立當代中國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

情﹐並依據對這一國情的準確判定﹐制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的基本路線。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

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在社會主義初級

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

制度”。我國這種經濟基礎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了我國堅持中

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走

社會主義道路的根本體現和實質標誌﹐就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

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否則決不是社會主義

道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

制度﹐才能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

配制度﹐鼓勵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合法致富﹐並逐步縮小收入

分配差距﹐逐步消滅貧窮﹐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堅持公有制為主

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才能有效地遏制

腐敗﹐始終保持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

使我們黨能夠長期執政。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

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才能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提供

堅實的物質基礎﹐為正確處理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係和應對國

際國內的風險提供根本的前提和可靠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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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加強對宏觀性﹑戰略性﹑全局性﹑

前瞻性重大問題的研究。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隨著國際

金融危機的不斷演進﹐隨著世界上各個大國合作博弈的不斷加強﹐

隨著國際問題與國內問題日益緊密地交錯交織﹐新情況與新問題

將不斷顯現。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為了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必

然會不斷採取新的形式與新的舉措。因此﹐我們必須把馬克思主

義的基本原理和當今時代的發展變化與國際國內最新實際相結

合﹐拋棄任何形式的教條主義﹐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果斷地與

時俱進﹑勇於創新﹐並要準備採取許多與過去不同的國際合作方

式與鬥爭形式。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始終掌握主動權﹐在任何時

候和任何情況下﹐都能立於不敗之地﹐從而真正使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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