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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马克思的货币、信用与经济周期理论

李秀辉　韦　森

摘要: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不断经历了每十年左右一次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但经

济周期的原因到目前为止仍众说纷纭.本文全面回顾了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并着重探讨了货币、信用

在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基本矛盾,即资本主义无限制地发展生产能力和人民大众的贫困及其有限的消费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中,企业家为了追逐超额利润以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在愈来愈多的生产

环节中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这必然要引起各个生产部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从而引起社会资本的平

均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这个规律内部矛盾的展开所促使的许多资本主义矛盾的尖

锐化,是爆发经济危机的原因.在马克思晚年的著作中,他还从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的矛盾论述

了产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原因.尽管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信用和信用货币不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

本原因,但是没有信用和信用货币,就不会产生商业周期.马克思反过来也看到,信用虽然加速甚至导致

了经济危机的爆发,但是在经济危机之后,信用扩张也有助于经济状况的好转和经济景气的再次到来.２０
世纪之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仍然不断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因此马克思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到今天仍

然有较强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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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１８世纪下半叶欧洲的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过去２００多年时间里不断经历了各

种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的周期性经济波动,这种经济波动被经济学家们称作为“商业周期”
(businesscircles)、“贸易周期”(tradecircles)或“经济周期”(economiccircles).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

济中经济危机不断地重复发生,尤其是经历了１８７３１８９６年、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和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这三次世

界性的经济大衰退,经济周期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经久不息的话题.到了２０世纪,随着西

方各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常常交织在一起,乃至２００７年开始的这次世界经济的

衰退,也先是从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风暴开始的.因此,研究货币、信用与商业周期的关系

也成了当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但是目前经济学流派对经济周期原因的解释仍然是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

从世界近代历史来看,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危机是在１８世纪后半期出现的.早期的经济危机只

是局部性的.到了１９世纪初,１８２５年在英国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普遍性的生产过剩危机,
而且危机的间隔时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自１８１５年至１８４７年,大约是五年一个周期,１８４７年的危机

是一个转折点.“十年一个周期,大致只是从１８４７年才明显地表现出来(由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

的黄金开采,世界市场终于形成).”①从１８４７年到１８６７年,周期是十年一次.１８６７年危机爆发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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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过渡,危机变得更加深刻和旷日持久,由危机和萧条向新的复苏和繁荣的过渡

更加困难.马克思指出,“从１８７３年(从九月恐慌)到１８７８年这一时期,即持续危机的时期.”“这样严

重的、几乎持续五年之久的危机,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①

在马克思开始其理论著述的１９世纪４０年代,英国和欧洲各国已经出现了数次周期性的经济危

机,当时的银行和信用体系已经比较发达.故从１８４７年上半年写作«哲学的贫困»一书开始,马克思

已经注意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危机现象了.在１８４８年１月«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共产党

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７年１２月至１８４８年１月)和«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９年底至１８５０年３月),马克思都初步讨论了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危机

问题.１９世纪５０年代从巴黎和布鲁塞尔移居到英国伦敦开始系统地研究经济学之后,马克思在«政
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草稿)»中,就比较系统地论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商业周期问题了.
尤其是在后来的成熟时期的著作«资本论»三卷中,马克思全面、系统和深入地从许多方面阐述了资本

主义经济中的商业周期问题.马克思关于经济周期的论述是深刻的和超前的,直到今天仍有现实意

义和解释力.后来许多经济学流派关于商业周期原因的解释都从马克思在１９世纪的论述中汲取过

理论营养,或者反过来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商业周期及其原因的解释,影响了后来许多经

济学流派的商业周期理论.
因此,本文旨在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商业周期理论进行一个全面的综合的理论回顾②,并侧重他

对货币和信用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与影响的分析③,希望能够在理论上为理解当今世界仍然不断发

生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提供一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论证思路.

一、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发展历程

马克思并未对经济周期理论写过专门著作,但是在他的许多著作中有关于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

周期理论的论述.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政治经济学批判»之
前的萌芽时期,马克思在一系列著作中对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周期进行了零星的描述和

分析;«政治经济学批判»形成了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基本观点和论证思路;«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年草稿)»则对经济周期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则是理论的系统

化论证的成熟状态.本部分主要集中于前三个阶段的论证,本文余下部分则对第四阶段进行了展开

分析.
(一)从«哲学的贫困»到«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萌芽

１８２５年,第一次普遍性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英国爆发.这自然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故早在

１９世纪４０年代的«哲学的贫困»,马克思就分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周期及其形成原因.在讨

论构成价值时,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将“比例性”说成是由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的结果,“人们一再迫切

希望实现的这种供求之间的正确比例早就不存在了.它已经过时了;它只有在生产资料有限、交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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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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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３３３、３４５页.
较为系统地梳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论述的代表性文献可参见董瑞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创立———‹剩余价值理

论›学习札记»,«江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７年第２期;刘明远:«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政
治经济学评论»２００５年第１辑.
从信用或信用货 币 角 度 解 读 马 克 思 的 货 币 思 想 也 形 成 一 股 思 想 潮 流,如 希 法 亭(Hilferding)、德布 吕 诺 夫(De
Brunhoff)、鲁宾学派(RubinSchool)等.“他们试图构建一个与马克思价值规律角度解释的主流观点不太一致的马克思货

币理论,并且更加明显地与二十世纪后期信用货币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密切相关.这种尝试已经激发了最近的理论家

发展出一种名目主义的信用货币理论.”NelsonA．,“MarxsConceptofMoney”,Routledge,１９９９,p．viii．



在极狭隘的范围内进行的时候,才可能存在.”①蒲鲁东所称的用时间来衡量的尺度“比例规律”实际

上应该是比例失调的规律,因为在机械化大生产以后,经济的周期性变化打破了之前的比例性生产.
“随着大工业的产生,这种正确比例必然消失;由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
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②这就是工业大生产时期所特有的经济周期现象,是资本

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经济危机的根源.经济周期的产生原因与“比例规律”变成比例失调的规律原因是

一样的,都在于大规模生产.“是什么东西维持了生产的正确的或大致正确的比例呢? 是支配供给并

先于供给的需求;生产是紧随着消费的.大工业由于它所使用的工具的性质,不得不经常以愈来愈大

的规模进行生产,它不能等等需求.生产走在需求前面,供给强制需求.”③生产保持正确比例的前提

是需求支配供给,但在工业大生产以后,供给开始支配并强制需求,形成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是经

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在.“在现代社会中,在以个人交换为基础的工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是灾难丛生的根源,同时又是进步的原因.”④可见,从最初的论述开始,马克思就将经济周期形成的

原因归结于供给对需求的支配和强制,这也为后来的生产相对过剩理论打下了基础.
在此基础上,«关于贸易自由的演说»中论述工人阶级有时多于最低工资的所得不过是补充工业

停滞时期低于最低工资的不足部分.马克思指出,“工业接连地经过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诸阶

段而形成一种反复循环的周期,”⑤在此,马克思对经济周期的描述一方面从“周而复始”转变为“反复

循环”,突出了周期的不断出现,另一方面,明确地将生产过剩作为经济周期发展的一个主要阶段,这
一重要的概念是“衰退”阶段的替代和根本原因,也可以看作对之前供给支配需求的进一步阐释.

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论述了现代工业大规模生产的方式,分析了经济危机愈来愈频繁

和剧烈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在此首次提到了信贷机构,虽然没有加以展开.“上述发展进程愈迫使

资本家以日益扩大的规模使用既有的生产资料,并为此而动用一切信贷机构,而‘地震’也来得愈来愈

频繁,在每次地震中,商业界只是由于埋葬一部分财富、产品以至生产力才维持下去,———也就是说,
危机来得愈益剧烈了.”⑥马克思的论证发现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工人的工资却

不断减少,生活条件变差,其原因是资本家为了提高生产力而更加全面地改进机器并更大规模地进行

生产,以降低商品价格从而提高市场竞争力.“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总在不断变更,不断革命化;分工

必然要引起更进一步的分工;机器的采用必然要引起机器的更广泛的采用;大规模的生产必然要引起

更大规模的生产.”⑦正是这一规律迫使生产从“比例规律”变成比例失调的规律,迫使资本主义不能

停歇地一直生产和供给,也是这一规律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生.
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劳动之间的差别随着机器的运用、生产的扩大

和危机的爆发而越来越少,工人阶级的工资降低并趋于一致,无产阶级成为一支越来越有广泛群众基

础的力量,一种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力量.“资产者彼此间变本加厉的竞争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商业危

机,使得工人们的工资愈加摇摆不定;由于机器日益迅速的发展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得无产者的生

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个别工人同个别资产者之间的冲突愈益成为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⑧经济

危机和两个阶级的对立反映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即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不再能

够容纳生产力的发展,现代生产力开始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其后,马克思发展了«共产党宣言»中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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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更加关注现实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展,在«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提出商业

危机与革命危机相互加强的关系.一方面,由于动摇了国家信用和私人信用并反对金融贵族,“革命

危机加强了商业危机”①;另一方面,“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

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②除了关注法兰西的阶级斗争和经济危机以外,在«国际述

评»系列中他还关注了普鲁士、英国和美国等国家当时经济危机产生的一系列影响,除了革命危机和

商业危机,他还区分了农业危机和金融危机,以及货币资本对经济周期的影响.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的形成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系统地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商业周期产生的

原因,从供给支配并强制需求细化为商品交换中买和卖的分裂以及商品和货币的对立两个方面.在

此,马克思直接论述了货币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商品流通过程 W—G—W 被分裂为买和卖两个过程,
使得经济危机成为可能.“买和卖在交换过程中的分裂,破坏了社会物质变换的地方的、原始的、传统

虔诚的、幼稚荒谬的界限,它同时又是社会物质变换中相互联系的要素彼此分裂和对立的一般形式,
一句话,是商业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其所以如此,只是因为商品和货币的对立是资产阶级劳动所包含

的一切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形式.”③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理路,商品和货币的对立造成了买和卖的分

裂以及供给和需求的失衡,使得商业危机成为可能.由货币参与的商品流通只是提供了商业危机的

可能性,是商业危机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这是货币与经济周期最为重要的关系.“因此,可以有

货币流通,而不发生危机,但是没有货币流通,却不会发生危机.然而这只是说,在以私人交换为基础

的劳动还没有发展到形成货币的地方,这种劳动自然更不会引起以资产阶级生产过程的充分发展为

前提的那些现象.”④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利用货币管理或者货币政策来调整资产阶级生产的缺陷是

没有什么效果的,“那种想用废除贵金属的‘特权’、用所谓‘合理的货币制度’来消除资产阶级生产的

‘弊害’的批判的深刻程度如何,就可想而知了.”⑤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分析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时,进一步将商品流通过程中商品和货

币的对立转化为货币两种职能的对立,或者说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加剧了商品和货币的对立.“研究

简单货币流通时所得出的流通中的货币量的规律,因支付手段的流通而发生了重大的改变.”⑥虽然

在一定的货币流通速度下,一定时期内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取决于待交易的价格总额,加上到期支付

额,减去相互抵消的支付,但是由于延期支付的存在,在某一天商品价格总额和流通的货币量是绝对

不会相等的.支付手段职能在这里起着关键作用,“支付只是发生在商品卖出去之后,换句话说,货币

在两个不同的时期执行两种不同的职能,先是作为价值尺度,后是作为与这个尺度相适应的支付手

段.”⑦在实际经济交易过程中,一方面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发挥观念上的功能,另一方面作为支付手段

发挥实际的支付功能,一旦二者不能有序转化就会引发支付危机.货币从人们习惯的观念中的存在,
突然转变为实实在在的财富的唯一形态.“货币作为财富的这样的唯一存在,不像货币主义所设想的

那样只是表现在一切财富在观念上贬低价值或丧失价值,而是表现在一切财富在实际上贬低价值或

丧失价值.这就是世界市场危机中称作货币危机的特殊时机.”⑧这种经济危机的特殊形式是由货币

职能间的变动引发的,在支付手段职能上,货币是一种信用关系,这也是信用对经济周期的影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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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由信用主义突然转变到货币主义,使得实际恐慌又加上理论恐慌,流通的当事人在他们自己的关系

的深不可测的秘密面前瑟瑟发抖了.”①同时,虽然金属货币就会产生价格的波动和经济危机,但是信

用的发展以及信用货币的产生使得这一进程更加剧烈,而且并不完全遵守金属货币条件下的经济波

动规律.“尽管这种普遍的价格波动产生于李嘉图式的金属流通的性质本身,但是它的尖锐的和急剧

的形式即危机形式属于发达的信用事业时期,所以十分明显,银行券的发行不是完全按照金属流通的

规律来调节的.”②故而,在马克思的货币与经济周期思想研究中,特别要区分金属货币和信用货币两

种货币形式,它们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是不完全相同的.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草稿)»: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发展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草稿)»的«货币章»③中,马克思批判了将货币看作商业危机根

源的蒲鲁东主义者达里蒙的观点.马克思不仅用现实的例证反驳了货币可以导致或避免经济危机的

看法,而且对其错误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在这里,１８０９ １８１１年的危机是重要的,因为银行当时发行

的是不可兑换的银行券,可见,危机决不可能是从银行券可以兑换成金(金属)而产生的,因此,也决不

可能通过废除这种兑换来加以防止.”④

考察货币是否是经济危机的原因和影响,马克思的思路是在不存在货币的情况下,经济危机的情

况是否会有所不同.经济危机的产生是由于生产率的下降和产品价格的相对下降,是与实际生产相

关的,而不是取决于货币.“因此,完全不管货币的情况是怎样的,国家会处于普遍危机之中.不仅撇

开货币,甚至撇开产品的交换价值不说,产品仍会贬值,国家的生产率仍会下降,而国家的一切经济关

系是以它的劳动的某种平均生产率为基础的.”⑤所以,经济危机的根源应该从实际生产的劳动生产

率和供求关系中寻找,而不应该在货币流通中寻找.供求规律决定了经济危机产生,经济危机导致了

贵金属的输出和货币的变化,而不是相反.那么,货币对经济危机是否有影响? 有何影响? 货币只能

起着次要的作用,能够加剧经济危机的影响.货币只有通过影响流通进而影响生产时才能影响经济

危机的效果.在经济危机发生时,金属货币相对于其他商品会升值,但是废除货币对商品的特权并不

能消除经济危机,因为这并不能消除价格涨落,价格涨落是根植于商品交换过程中的.“这就要消灭

价格.这样就要废除交换价值.为此就要废除与资产阶级社会组织相适应的交换.要做到这一点,
就要在经济上对资产阶级社会实行革命.可见,一开始本来就可以看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病不是通

过‘改造’银行或建立合理的‘货币制度’所能消除的.”⑥经济危机是由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所决定

的,价格的涨落和货币价值的升降只是表现出来的经济现象,并不能决定和改变经济危机的周期性

爆发.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草稿)»的«资本章»中,马克思总结了利润率下降规律这一“现

代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是理解最困难的关系的最本质的规律”.⑦ 这一规律是解释经济危机

原因的钥匙,利润下降使得资本家不得不增加剩余劳动,资本的增加和劳动的消耗形成资本自我否定

的内在机制.经济危机并非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一部分,要放在

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历史发展中去理解.利润率的下降使得资本成为自身发展的阻碍,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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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限制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本本身在其历史发展中所造成的生产力的发展,在达到一定点以

后,就会不是造成而是消除资本的自行增殖.超过一定点,生产力的发展就变成对资本的一种限制;
因此,超过一定点,资本关系就变成对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限制.”①这种限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的矛盾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表现,最终表现为经济危机的爆发.“社会的生产发展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

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相适应,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表现出来.”②经济危机既是资本主义社会

各种矛盾激化的体现,也是对其矛盾暂时加以调整并能继续进行再生产的机会,但最终仍改变不了资

本主义社会最终的命运,“这些定期发生的灾难会导致灾难以更大的规模重复发生,而最终将导致用

暴力推翻资本.”③

总的来说,货币流通或者作为货币形式的资本流通,并不是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自然也不能成

为根治经济危机的有效工具,但是它会实现或者加剧已经存在的资本自身的矛盾.“交换不会改变价

值增殖的内在条件,但是会把这些条件暴露在外部,赋予它们彼此独立的形式,从而使得它们的统一

性只作为内在必然性而存在,因此这种必然性会在危机中通过暴力表现出来.可见,不论是资本通过

生产过程而丧失价值,还是扬弃这种价值丧失并造成资本价值增殖的条件,都包含在资本的本质之中

了.”④货币在经济危机中的作用,既不能被假象所迷惑,认为它是造成经济危机的原因或者根治经济

危机的良药,同时,也要把它放在应有的地位,承认它在经济危机的发生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辨析

(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商业周期产生原因的解释

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来论述经济危机的.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指出:
“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

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⑤ 因此,照
马克思看来,资本的积累过程同时也是经济危机的形成过程,这都以不变资本和劳动的追加生产开

始.一方面是资本扩张的无限欲望,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对劳动需求的相对减少以及工人只能在非

常狭小的范围内扩大自身的消费.在资本主义社会,消费者和生产者这种不平等的地位在整个经济

社会发展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消费者花费自己收入的方式以及收入的多少,会使经济生活过

程,特别是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过程发生极大的变化.”⑥这种极大的变化之一就是经济危机的出现,
虽然危机的可能性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就已经存在了,但资本的积累及其再生产使得经济危机从可能

变成了现实.虽然货币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显然不是根本性的,核心在于资本的再生产和剩余

价值的实现.“在进行资本的再生产时,同在进行资本积累时完全一样,问题不仅在于以原有的规模

或者(在积累的时候)以扩大的规模补偿构成资本的同量使用价值,而且在于要补偿预付资本的价值,
并且实现普通利润率(普通剩余价值).”⑦一旦资本的再生产和积累发生停滞,流通过程也出现停滞,
就容易爆发经济危机.再生产的停滞会导致买和卖的相互对立,多余的资本会以闲置货币的形式出

现,经济危机会与流通领域的货币交换密切相关,但决不是经济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在马克思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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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经济“危机是资产阶级经济的一切矛盾的表现”①,特别是在世界市场危机中,资产阶级市场的矛

盾和对抗明显地暴露了出来.那么,经济危机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对资本的再生产和对剩余价值

的追求.“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在实行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问题并不直接在于使用价值,而在

于交换价值,特别在于增加剩余价值.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②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种矛盾的综合体现,尤其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平均利

润率下降的规律而发生:“社会总产品中作为资本起作用的部分的增加,刺激工人人口的实际增加,同
时,创造仅仅相对的过剩人口的一些要素也在起作用.利润率下降,同时,资本量增加,与此并进的是

现有资本的贬值,这种贬值阻碍利润率的下降,刺激资本价值的加速积累.生产力发展,同时,资本构

成越来越高,可变部分同不变部分相比越来越相对减少.这些不同的影响,时而主要是在空间上并行

地发生作用,时而主要是在时间上相继地发生作用;各种互相对抗的要素之间的冲突周期性地在危机

中表现出来.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

复的暴力的爆发.”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企业家为了追逐超额利润以及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不断

地竞相改进生产技术,在愈来愈多的生产环节中用机器来代替手工劳动,这就必然要引起各个生产部

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从而引起社会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这个

规律内部矛盾的展开所促进的上述许多资本主义矛盾的尖锐化,是爆发经济危机的原因.马克思说:
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在某一点上和劳动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发生最强烈的对抗,因而必须不断地通过

危机来克服”,“各种互相对抗的要素之间的冲突周期性地在危机中表现出来.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

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④

利润率的降低是实现资本增值的重要手段,这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特性.“它的独特性质

是把现有的资本价值用作最大可能地增殖这个价值的手段.它用来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包含着:降
低利润率,使现有资本贬值,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⑤

首先,利润率降低与现有资本贬值的相互作用会带来经济危机.降低利润率会实现资本价值的

增值,但也会使现有资本周期性贬值,导致经济波动的后果.“现有资本的周期贬值,这个为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所固有的、阻碍利润率下降并通过新资本的形成来加速资本价值的积累的手段,会扰乱资本

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借以进行的现有关系,从而引起生产过程的突然停滞和危机.”⑥

其次,利润率的下降与资本的加速积累会相互作用,有可能触发经济危机.资本加速积累和利润

率下降都可以表示生产力的发展,“积累既然引起劳动的大规模集中,从而引起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所以又加速利润率的下降.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又加速资本的积聚,并且通过对小资本家的剥

夺,通过对那些还有一点东西可供剥夺的直接生产者的最后残余的剥夺,来加速资本的集中.所以,
虽然积累率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而下降,但是积累在量的方面还是会加速进行.”⑦

再次,利润率的下降导致资本过剩,引发经济危机.资本过剩的实质在于利润率下降使得部分资

本得不到利润量增加的补偿而过剩,这种资本过剩既是资本的生产过剩,又是资本的积累过剩,是引

发经济危机的重要方面.“资本的生产过剩,仅仅是指可以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即可以用来按一定剥削

程度剥削劳动的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过剩;而这个剥削程度下降到一定点

以下,就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混乱和停滞、危机、资本的破坏.资本的这种生产过剩伴随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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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可观的相对人口过剩,这并不矛盾.”①资本过剩和相对人口过剩的相同点在于一个是失业的资本,
一个是失业的工人人口.

最后,利润率的下降导致人口过剩,带来经济危机的爆发.资本的增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

的,“利润率的下降会延缓新的独立资本的形成,从而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展的威胁;利润率

的下降在促进人口过剩的同时,还促进生产过剩、投机、危机和资本过剩.”②过剩人口是利润率降低

的必然结果,一方面是竞争的压力,另一方面是资本加速积累的影响.“使劳动生产力提高、商品产量

增加、市场扩大、资本在量和价值方面加速积累和利润率降低的同一些情况,也会产生并且不断地产

生相对的过剩人口,即过剩的工人人口,这些人口不能为过剩的资本所使用,因为他们只能按照很低

的劳动剥削程度来使用,或者至少是因为他们按照一定的剥削程度所提供的利润率已经很低.”③工

人人口的相对过剩意味着剥削程度的降低和资本增值的界限,是资本主义再生产难以为继的根源所

在.“资本主义生产决不是发展生产力和生产财富的绝对形式,它反而会在一定点上和这种发展发生

冲突.这种冲突部分地出现在周期性危机中,这种危机是由于工人人口中这个或那个部分在他们原

来的就业方式上成为过剩所引起的.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是工人的剩余时间.”④生产力的发展只

有在增加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时间时才是重要的,这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对立和矛盾.
总之,资本主义生产自身存在的矛盾决定了经济危机爆发的必然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

展的、与人口相比显得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

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

越来越狭小的基础相矛盾,同这个日益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

的.”⑤经济危机有规律地出现形成了连续不断的经济周期,可见,危机是经济周期的关键节点,马克

思对经济危机的论述同时也是对经济周期理论的重要贡献.
(二)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建构思路

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周期是“每十年反复一次的停滞、繁荣、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周期”⑥.在构成

经济周期的各个阶段中,经济危机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甚至可看作工业时代经济周期循环的起

点,因为,“大工业只是从１８２５年的危机才开始它的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⑦.同时,经济危机也是经

济周期的代表性特征,是经济周期性变动的极端形式,源自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使实际的资

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

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⑧经济周期是机械化工业大生产的必然结果,以经济危机为节点,既是结束

也是开始,而且,随着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推进,经济周期的时间会越来越短,波动的频率也会越来越频

繁.“当机器工业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对整个国民生产产生了绝对的影响时;当对外贸易由于机器工

业而开始超过国内贸易时;当世界市场逐渐兼并了新大陆,亚洲和澳洲的广阔地区时;最后,当走上竞

赛场的工业国家为数众多时;———只是从这个时候起,才开始出现不断重复的周期,它们的各个相继

的阶段都为时数年,而且它们总是以一场普遍危机的爆发而告终,这场危机既是一个周期的终点,也
是另一个新周期的起点.直到现在,这种周期的延续时间是十年或十一年,但绝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

作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根据我们以上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规律,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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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是可变的,而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①

基于工厂制度的现代工业大规模生产在不断扩张业务范围形成世界市场的同时,也形成了市场

不断扩张和收缩的经济周期,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工人就业和生活的不稳定.经济周期与

相对过剩的人口之间,后者既是一种结果,又是一个原因.“工业的生命按照中常活跃、繁荣、生产过

剩、危机、停滞这几个时期的顺序而不断地转换.由于工业循环的这种周期变换,机器生产使工人在

就业上并从而在生活上遭遇的无保障和不稳定状态,已成为正常的现象.”②资本家为了争夺世界市

场的份额和地位,尽量压低商品的价格以赢得激烈的竞争,常用的方法是降低工人的工资和减少雇佣

劳动的数量.“生产规模突然的跳跃式的膨胀是它突然收缩的前提;而后者又引起前者,但是没有可

供支配的人身材料,没有不取决于人口绝对增长的工人的增加,前者是不可能的.工人的这种增加,
是通过使一部分工人不断地被‘游离’出来的简单过程,通过使就业工人人数比扩大的生产相对减少

的方法造成的.因此,现代工业的整个运动形式来源于一部分工人人口不断地转化为失业的或半失

业的人手.”③不仅是雇佣数量方面,而且在劳动技能和熟练程度上,工人的再生产都是资本主义再生

产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同时也是最易于被抛弃的部分.“资本家竭力把这种熟练的工人阶级的存在算

作属于自己的生产条件,并且实际上把这种熟练的工人阶级看作自己的可变资本的实际存在,每当危

机使这种工人阶级有丧失的危险时,这一点就会明显地表现出来.”④这种危险既表现在机器改良和

新生产方法的采用带来工人的失业,又表现在为了压低商品价格使得工资降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
“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由中等活跃、生产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滞这几个时期构成的、穿插着较小

波动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产业后备军或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
后再形成这样的基础之上的.而工业周期的阶段变换又补充新的过剩人口,并且成为过剩人口再生

产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⑤经济周期的繁荣和衰退阶段会间歇性地吸收和造成工人阶级的过剩人

口,过剩人口既是现代工业周期性生产过程的结果,同时也是它的原因.“正如天体一经投入一定的

运动就会不断地重复这种运动一样,社会生产一经进入交替发生膨胀和收缩的运动,也会不断地重复

这种运动.而结果又会成为原因,于是不断地再生产出自身条件的整个过程的阶段变换就采取周期

性的形式.这种周期性一经固定下来,那末,就连政治经济学也会把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

需要的过剩人口的生产,看作是现代工业的生活条件.”⑥

三、货币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机制

照马克思看来,货币在经济危机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不是关键的因素,或者说,货币是经济

危机出现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它只是提供了危机出现的可能性.比较正式的表述是“在商

品和货币的内在矛盾中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⑦.在商品和货币的交换中,古典经济学家只看见了买

和卖的统一而看不见二者的分离.“货币不仅是‘进行交换的媒介’,同时也是使产品同产品的交换分

解为两个彼此独立的、在时间和空间上彼此分离的行为的媒介.”⑧货币作为交换价值不仅是量的规

定,更重要的是其质的规定.“在考察商品的简单形态变化时已经显露出来的危机可能性,通过(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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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彼此分离再次并且以更发展了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旦两个过程不能顺利

地互相转化而彼此独立,就发生危机.”①买和卖的分离只提供了危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表现为两种

形式.“危机的第一种形式是商品形态变化本身,即买和卖的分离.危机的第二种形式是货币作为支

付手段的职能,这里货币在两个不同的、彼此分开的时刻执行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形式都还是十

分抽象的,虽然第二种形式比第一种形式具体些.”②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使得劳动产品相互交换的

直接同一性被分裂成卖和买之间的对立,流通打破了产品交换的限制.“说互相对立的独立过程形成

内部的统一,那也就是说,它们的内部统一是运动于外部的对立中.当内部不独立(因为互相补充)的
过程的外部独立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统一就要强制地通过危机显示出来.”③这种卖和买之间的对立

其实是商品交换各种范畴的二重性之间的对立,使用价值和价值、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具体劳动和

抽象劳动以及人格化与物化的对立,内在矛盾在商品形态中得到发展的运动形式.货币的流通手段

职能带来的种种对立只是提供了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

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

根本不存在.”④
货币职能造成的分离之所以只是一种危机的可能性,是因为如果买和卖顺利实现了,那么危机也

就不会发生,否则就会出现危机.“这个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也就是包含着这样的可能性:相互

联系和不可分离的因素彼此脱离,因此它们的统一要通过强制的方法实现,它们的相互联系要通过强

加在它们的彼此独立性上的暴力来完成.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强制地实现统

一.”⑤危机在此可以看做买卖分离的强制统一,是资产阶级经济的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
“由于商品表现为货币、实现商品交换价值的因素居优势,商品再转化为使用价值的因素居劣势,所有

商品的供给就可能大于对所有商品的需求.”⑥这种买和卖的分离以及需求和供给的失衡会造成商品

的生产过剩,包括局部的生产过剩和普遍的生产过剩.生产过剩会导致商品价格下降而引发企业破

产,普遍的生产过剩则会导致普遍的经济危机,“危机(因而,生产过剩也是一样)只要包括了主要交易

品,就会成为普遍性的.”⑦

另外,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两种职能间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前者是支付相互抵消的观

念上的作用,后者则是社会劳动化身的实际支付,二者矛盾的极端形式就是所谓的货币危机.“这种

矛盾在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中称为货币危机的那一时刻暴露得特别明显.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

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销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当这一机构整个被打

乱的时候,不问其原因如何,货币就会突然直接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变成坚硬的货币.”⑧信

用制度的发展实现了货币两种职能间矛盾的极端形式,但这种货币危机仍然是以生产危机和商业危

机为基础的.“货币危机是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⑨,不能脱离于生产危

机和商业危机来谈货币危机,就像不能脱离商品和货币来谈信用一样.在经济危机及其极端形式的

货币危机中,作为危机可能性的各种对立开始完全地展现出来,特别是商品与货币之间的对立.“在
危机时期,商品和它的价值形态(货币)之间的对立发展成绝对矛盾.因此,货币的表现形式在这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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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关紧要的.不管是用金支付,还是用银行券这样的信用货币支付,货币荒都是一样的.”①在危机

时期,信用是不重要的,商品也是不重要的,只有货币才是最重要的,无论其采取何种存在形式.
但是,与货币密切相关的买和卖的分离和两种货币职能间的矛盾只是提供了危机的可能性,是没有

起因和内容的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但是,使危机的这种可能性变成危机,其原因并不包含在这个形式

本身之中;这个形式本身所包含的只是:危机的形式已经存在.”②危机的形式和一般可能性只是现实危

机的抽象形式,并不包含现实危机的原因和内容,这些是货币流通及其职能所不能提供的.“有简单的货

币流通,甚至有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流通———这两者早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很久就出现了,却没有引起

危机———而没有危机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因此,单单用这些形式不能说明,为什么这些形式会转向其

危机的方面,为什么这些形式潜在地包含着的矛盾会实际地作为矛盾表现出来.”③要说明资本主义生

产所特有的经济危机就要考察这些矛盾在资本中的体现和发展,现实经济危机的丰富内容在于资本

的运动和积累.“要彻底考察潜在的危机的进一步发展(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
竞争和信用中引出),要就危机来自作为资本的资本所特有的,而不是仅仅在资本作为商品和货币的

存在中包含的资本的各种形式规定,来彻底考察潜在的危机的进一步发展.”④

在货币职能之外,货币资本也能够造成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

般形式这个事实,已经包含着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货币不仅起流通手段的作用,而且也起货币资本的作

用,同时又会产生这种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使交换从而也使再生产(或者是简单再生产,或者是扩大再

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某些条件,而这些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

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在这种生产的自发形式中,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偶然现象.”⑤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

生产自身正常的组成部分,失衡是常态,均衡才是偶然.货币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参与资本的再生

产,增加了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具体而言,资本价值要循环就需要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被卖掉转化为

货币,如果是这种情况则不会出现问题,问题出在商品的继续流通,包含了危机的可能性.“但是如果

W’继续流通,比如在购买纱的商人手中继续流通,那对于把纱生产出来并卖给商人的单个资本的循

环的继续进行,起初也不会有什么影响.整个过程继续进行,与此同时,由此决定的资本家和工人的

个人消费也继续进行.这一点在考察危机时很重要.”⑥这种危机的可能性在于资本主义买和卖的脱

节进一步转化为生产和消费的脱节.商品数量的生产不取决于市场待满足的需要,而是取决于不断

扩大的生产规模.“在一定的界限内,尽管再生产过程排出的商品还没有实际进入个人消费或生产消

费,再生产过程还可以按相同的或扩大的规模进行.商品的消费不进入这个商品从中出来的资本循

环.”⑦也就是说,商品还没有被消费,进一步的商品再生产已经开始了,在繁荣的表面下掩藏的是生

产者以为商品已经卖出并进入消费,实际上商品堆积在转卖者手中滞留于市场.这种生产结构必然

的结果就是危机的爆发.“商品的潮流一浪一浪涌来,最后终于发现,以前涌入的潮流只是表面上被

消费吞没.商品资本在市场上互相争夺位置.后涌入的商品,为了卖掉只好降低价格出售.以前涌

入的商品还没有变成现金,支付期限却已经到来.商品持有者不得不宣告无力支付,或者为了支付不

得不给价就卖.这种出售同需求的实际状况绝对无关.同它有关的,只是支付的需求,只是把商品转

化为货币的绝对必要.于是危机爆发了.”⑧不仅是消费需求的大幅缩减,而且进一步影响到资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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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交换和资本再生产过程的缩减.在此过程中,只有部分商品能够转化为货币,不能进入下一步

再生产的货币成为价值储藏的手段.从根本上讲,货币资本仍然执行货币职能.“货币资本在产业资

本的循环中,除执行货币职能外,不执行其他任何职能,并且这种货币职能只是由于它和这种循环的

其他阶段的联系,才同时具有资本职能的意义.”①经济危机的现实性则取决于资本的周转和再生产,
资本周转周期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经济危机又成为资本周转周期和经济周期的节点.“这
种由若干互相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

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

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

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②

考察经济危机的原因还需回到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现实运动.“不能说危机的抽象形式就是危机

的原因.如果有人要问危机的原因,那末他想知道的就是,为什么危机的抽象形式,危机的可能性的

形式会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③经济危机根植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性质之中,经济危机产生的一般

条件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危机可能发生在:第一,[货币]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时候;第
二,由于生产资本的要素特别是原料的价值变动,如棉花收成减少,因而它的价值增加.我们这里所

涉及的还不是价格,而是价值.”④固定资产既定的情况下,原料在歉收等情况下产量会减少,价值却

会增加.“为了以原有规模继续生产,货币必须按一定比例再转化为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而现在这

个比例被破坏了.”⑤用于原料的投入必须增加,而用于劳动的则会减少,再生产规模下降,使用的可

变资本相对减少导致利润率下降.“以利润率和劳动剥削率不变为根据事先规定的固定提成———利

息、地租———仍旧不变,有一部分不能支付.于是发生危机.劳动危机和资本危机.”⑥这种产品会涨

价,并导致其他领域再生产的破坏,经济危机会普遍化.同样,在固定资本上追加的部分过多的情况

下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因此,在货币市场上作为危机表现出来的,实际上不过是表现生产过程和再

生产过程本身的失常.”⑦

四、信用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分析

在马克思的时代,随着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的发展,金属货币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和发挥的作用

已经越来越小.在分析货币作用的同时,马克思显然认为有必要考察信用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具体作

用机制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再生产过程的伸缩性使信用制度能够加速经济危机的爆发

信用对经济危机的第一个作用是加速经济周期的运作,加剧经济危机的爆发.在资本主义再生

产过程中,随着利润率的降低,资本价值预期收入减少,货币资本闲置,市场上商品价格大幅下降,固
定资本贬值,整个再生产过程陷入停滞和混乱,这一过程会因为债务链条的崩溃而加剧.“这种混乱

和停滞,会削弱货币的那种和资本一同发展起来并以这些预定的价格关系为基础的支付手段职能,会
在许多地方破坏一定期限内的支付债务的锁链,而在和资本一同发展起来的信用制度由此崩溃时,会
更加严重起来,由此引起强烈的严重危机,突然的强制贬值,以及再生产过程的实际的停滞和混乱,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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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引起再生产的实际的缩小.”①实际上,信用制度不只是加剧了危机的爆发,而是渗入了再生产过程

的各个阶段,从源头和机制上加速经济危机的形成,因为再生产过程自身的伸缩性.“在再生产过程

有巨大的伸缩性,能够不断突破每一次遇到的限制时,它在生产本身中不会发现任何限制,或者只会

发现有很大伸缩性的限制.因此,除了由于商品性质造成的W—G和G—W的分离以外,这里将会产

生一种虚假的需求.”②由商品到货币,再到信用,再生产过程买和卖的分离被强化和加剧,商品生产

与最终消费之间的环节增多阻碍了市场参与者对实际情况的认知.在流通领域的商人资本越来越成

为独立的部分,力图外在于再生产进程,但清算终究会来临.“尽管商人资本的运动已经独立化了,它
始终只是产业资本在流通领域内的运动.但是,由于商人资本的独立化,它的运动在一定界限内就不

受再生产过程的限制,因此,甚至还会驱使再生产过程越出它的各种限制.内部的依赖性和外部的独

立性会使商人资本达到这样一点,这时,内部联系要通过暴力即通过一次危机来恢复.”③

信用制度可以增加再生产过程的伸缩性,使得资本主义生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自身的界限,
但结果是再生产的过程和结果更加激进.“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

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它所以会被强化,是
因为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

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④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性质基础上的资本

增值不断地超越界限而进行,实质上是造成了一种能够不断被信用制度所突破的束缚和限制.信用

制度是资本主义再生产内在发展的必然结果,“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

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

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⑤所以,信
用制度一方面成为资本主义制度转变为最纯粹的欺诈制度和少数人剥削社会财富的利器,另一方面

使资本主义制度加速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
(二)信用制度的发展使得独立的货币危机和信用危机成为可能

信用不仅能够加剧经济危机的爆发,而且也开始成为特殊情况下经济危机的诱发因素和表现形

式.“银行和信用同时又成了使资本主义生产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

行为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⑥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流通领域取代市场领域成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最脆弱的环节,“在危机中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

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⑦值得注意的是,信用

制度的发展确实使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商人资本和货币资本

的独立化运动使得独立货币危机与信用危机成为可能,而且它们有着独特的触发机制.
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独特现象就是货币取代商品成为再生产的目标,货币和信用以牺牲商品价

值为手段使自身不断增殖,独立的货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结果.“在以前的生产方式中没有

这种现象,因为在它们借以运动的那种狭隘的基础上,信用和信用货币都还没有得到发展.一旦劳动

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

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很清楚,只要银行的信用没有动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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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增加信用货币就会缓和恐慌,但通过收缩信用货币就会加剧恐慌.”①银行的信

用及信用货币逐步成为整个生产过程的主导因素,直接影响着再生产过程.“信用货币的这个基础是

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基础一起形成的.信用货币的贬值(当然不是说它的只是幻想的货币资格的丧失)
会动摇一切现有的关系.”②

信用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需要重视,它对价格波动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也有独特的机

制.“尽管这种普遍的价格波动产生于李嘉图式的金属流通的性质本身,但是它的尖锐的和急剧的形

式即危机形式属于发达的信用事业时期,所以十分明显,银行券的发行不是完全按照金属流通的规律

来调节的.”③在发达的信用制度发展时期,信用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影响经济危机.一方面,资本主

义生产并不一定以消费为最终目的,但最终却要受个人消费的限制.在繁荣时期催生的商业信用使

得生产和流通的过程远远超过消费的需要和资金回收的必要时限,使得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加剧.“一
旦那些把货物运销远处(或存货在国内堆积起来)的商人的资本回流如此缓慢,数量如此之少,以致银

行催收贷款,或者为购买商品而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再卖出去以前已经到期,危机就会发生.”④为了及

时支付就必须强制拍卖或者低价销售,繁荣引发的信用成了危机爆发的导火索,从而结束了虚假的繁

荣.另一方面,信用加剧了买和卖的脱节,加速了流通领域的独立化程度,在商品实际转化为货币以

前赊卖和赊购就使得下一轮的再生产已经进行.“信用使货币形式上的回流不以实际回流的时间为

转移,这无论对产业资本家来说还是对商人来说都是如此.二者都会赊卖;因此,他们的商品,是在这

些商品对他们来说再转化为货币之前,也就是以货币形式流回到他们那里之前让渡的.另一方面,他
们也会赊购;这样,他们的商品的价值,在实际转化为货币以前,在商品价格到期支付以前,对他们来

说,已经再转化为生产资本或商品资本.”⑤再生产在实际消费之前发生,在繁荣时期回流顺畅的情况

下是没有问题的,零售商人、批发商人、工厂主和原料进口商人等等直接的债务链条可以最终被结清.
但是,信用在带来便利和速度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回流迅速而可靠这种假象,在回流实际

上已经消失以后,总是会由于已经发生作用的信用,而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下去,因为信用的回流会代

替实际的回流.但只要银行的顾客付给银行的汇票多于货币,银行就会开始感到危险.”⑥一旦银行评

估潜在的风险并收紧信用,则繁荣时期能够最终得以支付的债务链条就会因为借不到钱而直接崩溃.信

用活跃时期货币流通速度高于商品价格的增加,信用紧缩时期货币流通速度降得也比商品价格快,一旦

信用紧缩,过多的商品必将追逐过少的货币.“因此,在危机中,信用主义会突然转变成货币主义.”⑦应

对货币危机和信用危机并不能仅仅关注货币和信用领域,否则会导致适得其反的后果.“象１８４４ １８４５年

那样不明智的和错误的银行立法,只会加深这种货币危机.但是,任何银行立法也不能消除危机.”⑧因

为货币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货币领域本身,而在于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的根本矛盾.
(三)以信用为基础的经济危机根本原因仍在于过度生产与有限消费的矛盾

以信用为基础的再生产过程中,信用紧缩会追逐现金从而引发经济危机,但是危机的根本原因仍

然在于资本增值与消费萎缩的矛盾,信用和货币问题只是表象.“所以乍看起来,好象整个危机只表

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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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

基础.”①在危机爆发后,再生产过程的正常状态受到破坏,信用就会减少,生产资本过剩.经济危机

展现的各部门生产的不平衡以及最终消费和资本积累之间的不平衡,背后还有更加深层次的原因就

是工人阶级的普遍贫困与资产阶级追逐无限利润之间的矛盾.工人的消费能力不仅受限于工资规

律,而且只有他们能为资产阶级带来利润的时候才能被雇佣从而形成了过剩劳动力,故而生产资本的

补偿只能依赖于非生产阶级的消费能力.“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

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

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②

虽然经济危机的基础没有改变,但是信用发展确实为再生产过程带来了诸多变化,伴随商业信用

出现的纯粹欺诈营业、利用别人资本所进行的投机以及难以实现的资本回流等等.所以由此引发的

经济危机和信用危机是不能依赖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加以应对的.“这全部人为的使再生产过程

猛烈扩大的体系,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象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

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③信用的发展

遮蔽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实际运作方式,人们容易将看到的金融票据看作实际价值本身,将危机最先

在金融领域爆发看作危机的原因,表象遮蔽了实质,误导了判断的形成.“在这里,一切都以颠倒的形

式表现出来,因为在这个纸券的世界里,现实价格和它的现实要素不会在任何地方表现出来.表现出

来的只是金银条块、硬币、银行券、汇票、有价证券.在全国金融中心,例如伦敦,这种颠倒表现得尤为

明显.全部过程都变为不可理解;而在生产中心,情况就不象这么厉害.”④在信用制度充分发展的世

界市场下,最终会看到经济周期表现为各个国家同时会出现出口过剩和进口过剩,物价上涨和信用扩

张,最后是经济的总崩溃,进而黄金从各个国家依次流出.“这个现象的普遍性证明:１．金的流出只是

危机的现象,而不是危机的原因;２．金的流出现象在不同各国发生的顺序只是表明,什么时候轮到这

些国家必须结清总账,什么时候轮到这些国家发生危机,并且什么时候危机的潜在要素轮到在这些国

家内爆发.”⑤货币和信用流动虽然会触发经济危机的爆发,但从根本上说,它们只是危机的现象,危
机的原因并没有因为信用制度的发展而有所改变.

(四)信用对经济周期的推动作用

照马克思看来,尽管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信用和信用货币不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根本原

因,但是没有信用和信用货币,却不会产生经济周期.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说:“在以前的生

产方式中没有这种现象,因为在它们借以运动的那种狭隘的基础上,信用和信用货币都还没有得到发

展.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

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很清楚,只要银行的信用没

有动摇,银行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增加信用货币就会缓和恐慌,但通过收缩信用货币就会加剧恐

慌.”⑥但是,马克思也反过来看到,信用不仅加速甚至导致了经济危机的爆发,而且在经济危机之后,
信用扩张也有助于经济状况的好转和经济景气的再次到来.借助于利息率和借贷资本等等,信用在

整个经济周期的运作过程中都起着推动的作用.“如果再生产过程再一次达到过度紧张状态以前的

那种繁荣局面,商业信用就会大大扩张,这种扩张实际上又是资本容易流回和生产扩大的‘健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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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①在这一时期,利息率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保证了借贷资本的相对充裕,以及产业资本的现实扩

大,借贷资本和产业资本在此相互结合.“由于资本容易并且有规则地流回,加上商业信用扩大,这就

保证了借贷资本的供给(虽然需求已经增长),防止了利息率水平的上升.”②借贷资本的积累过程也

是货币作为借贷货币沉淀下来的过程,与资本的现实积累有很大的区别,也就是说借贷资本并不总是

与产业资本彼此结合,甚至更多的时候是彼此相反.货币资本积累的扩大有可能是资本现实积累的结

果,也有可能是其他因素导致甚至资本的现实积累停滞的结果.“仅仅由于这些和现实积累相独立但和

它相伴随的要素扩大了借贷资本的积累,就总会在周期的一定阶段出现货币资本的过剩;并且这种过剩

会随着信用的扩大而发展.因此,驱使生产过程突破资本主义界限的必然性,同时也一定会随着这种过

剩而发展,也就是产生贸易过剩,生产过剩,信用过剩.同时,这种现象必然总是在引起反作用的各种形

式上出现.”③借贷资本与信用的结合促使资本主义生产突破其积累的既定界限,从而导致全面的过剩,
经济景气后继乏力,经济发展预期开始转向悲观.银行意识到风险的上升,利息率开始提高到其平均水

平以上.“只要新的危机爆发,信用突然停止,支付停滞,再生产过程瘫痪,并且,除了上述的例外情况,在
借贷资本几乎绝对缺乏的同时,闲置的产业资本发生过剩,这时,利息率就会再升到它的最高限度.”④

总的来说,在整个经济周期中,借贷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运动方向是相反的.借贷资本的运动往往表

现在利息率上,“在产业周期的开端,低利息率和产业资本的收缩结合在一起,而在周期的末尾,则是高利

息率和产业资本的过多结合在一起.伴随‘好转’而来的低利息率,则表示商业信用对银行信用的需要是

微不足道的,商业信用还是立足于自身.”⑤在信用紧缩时期,生产下降到既有技术基础的水平以下,在
繁荣时期,生产力可以立足于这个基础而发展,信用扩张和生产过剩则使得生产力紧张到极点乃至超

过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这种产业周期的情况是,同样的循环一旦受到最初的推动,它就必然会周

期地再现出来.”⑥在信用制度充分发展的时代,信用对经济周期起着持久的推动作用,并且这种经济

周期会不断循环发展.在经济景气时信用使得经济生产和市场交换迅速发展,甚至突破极限,但当形

势发生反转时,信用则会突然打断经济上升的进程,使其进入经济危机的泥潭.“正是由于对生产社

会性质的信任,产品的货币形式才表现为某种转瞬即逝的、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纯想象的东西.但

是一当信用发生动摇,———而这个阶段总是必然地在现代产业周期中出现,———一切现实的财富就都

会要求现实地、突然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金和银.这是一种荒谬的要求,但是它必然会由这个制度

本身产生出来.应当能够满足这种巨大要求的全部金银,不过是银行地库里的几百万镑.”⑦

五、结语

自西欧和北美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各国２００多年来不断经历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并在危机

中不断发展.经济危机的原因是什么,马克思在１９世纪所做的理论分析在今天仍然有解释力.在马

克思晚年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已经进入了信用货币时代,金融似乎已经成为整个经济

的核心和主导,成为经济周期的主动轮,货币管理和货币政策也成为西方各国调节经济周期的经常性

工具.但马克思提醒我们,这些宏观政策措施实质上并不能解决问题,货币和信用危机只是现实经济

再生产的表征和从属.照马克思看来,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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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无限制地发展生产能力和人民大众的贫困及其有限的消费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中,企业家为了追逐超额利润以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在愈来愈多的生产环节中

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这必然要引起各个生产部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从而引起社会资本的平均

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这个规律内部矛盾的展开所促使的许多资本主义矛盾的

尖锐化,是爆发经济危机的原因.照马克思看来,尽管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信用和信用货币不是

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但是没有信用和信用货币,就不会产生经济周期.马克思反过来也看

到,信用不仅加速甚至导致了经济危机的爆发,而且在经济危机之后,信用扩张也有助于经济状况的

好转和经济景气的再次到来.２０世纪之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仍然不断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乃至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风暴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仍然是各国央行的货币扩张和信用膨胀导致的资

产泡沫和生产过剩而引发的.因此,重新回顾马克思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中所讲述的货币、信用与商业

周期理论,我们发现到今天它仍然有较强的解释力.

RevisitingCarlMarxsTheoryofMoney,CreditandEconomic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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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worldcapitalistmarketeconomysystemhasexperiencedeconomiccrisisaboutevery
１０yearssincetheindustrialrevolution,butthereasonsfortheeconomiccyclearestillcontroversial．
ThispapercomprehensivelyreviewsMarxstheoryofbusinesscycle,andfocusesontheroleof
moneyandcreditinthemoderncapitalistmarketeconomysystem．AccordingtoMarx,therootof
theeconomiccrisisliesinthebasiccontradictionofthecapitalistmodeofproduction,thatis,the
contradictionbetweentheunlimiteddevelopmentofcapitalistproductioncapacityandthepovertyof
themassesandtheirlimitedconsumption．Inthecapitalistmodeofproduction,entrepreneursconＧ
stantlyimprovetheirproductiontechnologyandusemachinesinsteadofmanuallaborinmoreproＧ
ductionlinksinordertopursueexcessprofitsandgainanadvantageinthecompetition．ThiswillinＧ
evitablyleadtothecontinuousimprovementoftheorganiccompositionofcapitalinvariousproducＧ
tiondepartments,whichwillleadtotheimprovementoftheaverageorganiccompositionofsocial
capitalandthedeclineoftheaverageprofitrate．Thereasonfortheoutbreakofeconomiccrisisisthe
deepeningofmanycapitalistcontradictionspromotedbytheinternalcontradictionsofthislaw．Inhis
laterworks,Marxdiscussedthecausesofcyclicaleconomiccrisisfromthecontradictionbetween
moneyasameasureofvalueandmeansofpayment．AlthoughthecreditandcreditcurrencyofmodＧ
erncapitalistmarketeconomyarenottherootcauseofcyclicaleconomiccrisis,therewillbenobusＧ
inesscyclewithoutcreditandcreditcurrency．Ontheotherhand,MarxalsosawthatthecreditacＧ
celeratedandevenledtotheoutbreakofeconomiccrisis,andaftertheeconomiccrisis,creditexpanＧ
sionwasconducivetotheimprovementofeconomicsituationandthecomingofeconomicboomaＧ
gain．Therehavebeenperiodiceconomiccrisesinthecapitalisteconomicsystemafterthe２０thcenＧ
tury,soMarxstheoryofmonetaryeconomiccyclestillhasacertainexplanatorypower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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