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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今世界广义虚拟经济繁荣发展，而广义虚拟经济理论的研究却严重缺失，形成了
实践和理论的脱节。马克思经济学哲学具有极为宽广的视阔，他不仅研究物质生产的实体经济，
对虚拟资本及其独特的运行方式也进行了研究，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受垄断性虚拟资本支配时的
生产规律和危机机制。同时，他从人的本质力量，即物质的和精神的二元本质力量出发，揭示了
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创造财富的本质内涵。马克思的研究成果和经济学哲学思想为研究广义虚拟
经济提供了丰沃的理论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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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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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is in great shortage at present, which causes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Marxist theory of economy & philosophy, with a wide research range, is about research not only on the
substance economy for production, but also on fictitious capital as well as its unique operation mode, elaborating
the production pattern and crisis management mechanism under fictitious capitalism. Meanwhile, essential
connotation of wealth creation by material and mental production is revealed based on human nature, namely
dualist essence of material and spirit. The Marxist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theory of economy & philosophy lay a
foundation for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Keywords: fictitious capital, narrow sense fictitious economy, human nature, mental production,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对信用

念。他把在流通领域中用来代替营业汇票的融通

制度下虚拟资本的职能和运行规律展开了深入研

票据称为虚拟资本。由于威•利瑟姆在看到虚拟

究，揭示了信用制度和虚拟资本的二重杠杆作用 ,

资本的倍增效应的同时，并没有深入地对人的心

一方面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向其发展的最高形

理需求展开研究，故而得出了虚拟资本具有欺诈

态——全球垄断的虚拟资本形态；另一方面也加

危险的结论，这样一种结论显然是受缚于物质生

剧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频繁的暴力性爆发。不过

产理论的物本主义观念，没有从虚拟资本的本质

由对物质财富异化而来的虚拟资本自身并非罪恶， 规律上展开研究。马克思借用威•利瑟姆虚拟资
它是人本的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必然。实际

本概念，对资本主义信用制度下虚拟经济的核心

上，马克思不仅重点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

问题即虚拟资本特殊运行方式进行了深入研究，

产和再生产过程，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非物质生产， 他把虚拟资本大致分为三种形态，并对其特殊职
即精神生产包括文化、服务、科学、艺术和财富

能和运行方式分别进行了阐述。可以说马克思是

标志等精神生产的理论也进行了全面论证，成为

第一个系统研究虚拟经济（狭义）理论的经济学

马克思全面生产力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

家，尽管虚拟经济（狭义）的概念在当时并没有

认为这也是由人的本质力量所决定的，只有充分

被明确提出。

发挥人的全面的本质力量，创造感性的和知性的

( 一 ) 纯粹的虚拟资本即是纯粹的虚拟价值

全面自然世界，人类才能够得到彻底的解放和自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和生息资本

由的全面发展。而这恰恰是广义虚拟经济之所以

时，重点研究了有价证券，包括商业证券、
“汇票”
，

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的最核心基础。

公共有价证券、
“国债券”
、
“国库券”
，各种股票
和证券等。在研究国债时，他认为国债不是作为

一、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揭示
了狭义虚拟经济的基本规律

产业资本投下的，而是为了获得国家一定的利息
得到的一种所有权证书。他分析国债特点时指出：
“债权人不能向债务人宣布解除契约，而只能卖掉
他的债权，即他的所有权证。资本本身已经被国

最早提出虚拟资本概念的是英国银行家威•

家花掉，耗费了。它已不再存在。
”[1] 这就是说，

利瑟姆，他在《关于通货问题的书信》
（1840 年

从物质生产的实体经济观点来看，国债是代表过

伦敦增订第 2 版）中，首先提出了虚拟资本的概

去的资本，是已经不存在甚至是负数资本。鉴于

广义虚拟经济研究

国家的信用保证，国家对债权人每年要付予一定
利息，甚至是高于一般银行的利息。因此，国债仍
然有市场价值，可以进行交易，是一种有市场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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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的虚拟价值。
（二）资本所有权证（股票）的价值既是纯粹
幻想的虚拟资本也是实实在在的虚拟价值

价值的所有权证书。但是，
“不管这种交易反复多

在研究股份制公司时，马克思认为股票是对

少次，国债的资本仍然是纯粹的虚拟资本，一旦债

投入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一个相应部分的所

［1］

券不能卖出，这个资本的假象就会消失。
”

在这

有权证书，是一张可以转卖的对股份公司资本预

里这种纯粹的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实现了完全的

期可得的剩余价值的单纯所有权证，它既是现实

分离，成为完全独立的运行形态，甚至成为一种

资本即投入产业的现实资本的所有权证，也是对

假象。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国债是“把国家付款看

产业资本未来收益预期的一种支取凭证。马克思

成是自己的幼仔（利息）的资本，是幻想的虚拟

举例说：
“假定一张股票的名义价值即股票原来

的资本。这不仅是说贷给国家的金额已经不存在， 代表的投资额是 100 镑，又假定企业提供的不是
而且这个金额从来不是作为资本支出的，也不是

5%，而是 10%，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作为资本投下的，而只有作为资本投下的，它才

在利息率为 5% 时，这张股票的市场价值就会提

[1]

能转化为一个自行保值的价值。
”

在这里，马克

高到 200 镑，因为这张股票按 5% 的利息率资本

思是从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下资本的基本职能， 化，现在已经代表 200 镑的虚拟资本。用 200 镑
即生产剩余价值角度分析国债的，国债本身不是

购买这张股票的人，会由这个投资得到 5% 的收

产业资本，不能够生产价值，因此国债不是作为

入。如果企业的收益减少，情况则相反。这种证

生产剩余价值目的而投下的资本，而是一种债权。 券的市场价值部分地有投机的性质，因为它不是
但是，资本的没有止境的增殖贪欲不仅体现在生

由现实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的、预先

产上，也反映在分配、交换、消费的全过程之中。 计算的收入决定的。
”[1] 在这里，马克思给出的
因此，从买者角度来看，国债代表买者支出的购

股票虚拟资本的运行机理是，以股票为存在形态

买价格，是投资，目的也是为了实现资本的增殖， 的虚拟资本是在收入资本化的形式上产生，并以
也就相当于资本。当然，国债的购买者一旦买入

产业资本形式存在的，即按应得利息（平均利润）

就永无权解除契约，卖者的信用最终决定国债的

计算的投入资本的虚拟化。股票虚拟资本的价值

市场价值，亦即信用本身成为价值的源泉。以至

以产业资本为基础，产业资本的赢利能力是评估

在微观经济领域，许多企业以经营信用为生，并

虚拟资本价值的前提条件，决定虚拟资本的市场

获得迅速发展。

价值。投入的现实资本是 100 镑，在对股份公司

由 于 历 史 的 局 限 性， 马 克 思 没 有 对 虚 拟 资

经营成果可达 10% 赢利的预期支配下，按照社

本生成为价值内生动力作进一步研究。实际上， 会平均 5% 的利息水平估算，100 镑的股票资本
在经济社会中，一旦人们基本的温饱满足以后， （现实资本）发挥着相当于 200 镑生息资本（虚
马上就会萌生要积累更多财富的想法，以至于

拟货币资本）赢利 5% 的功能，或者是 200 镑产

要获取给自己以足够安全感的绝对财富或终极

业资本可赢利 5% 的功能。这里 200 镑就是这个

财富，即财富标志。而这就是为什么国债这样

股票资本的市场价值，是人们在心理或者观念上

的虚拟资本生成为价值的重要原因。实际上国

衡量的价值，即是 200 镑的虚拟资本。这 200 镑

债无疑是区别于黄金一类的自然形成的财富标

中，第一个 100 镑是买者投入的现实资本，10%

志 , 是由政府创造的一种基于信用制度的新型财

的赢利也是现实的资本收益；第二个 100 镑是纯

富标志。现在从广义虚拟经济的观点来看，这

粹幻想出来的在现实中本不存在的资本。但是，

正是一种满足人们拥有绝对财富或终极财富的

这 100 镑也是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成为现实的资本

心理需求的精神生产所创造的价值，这是一种

的， 这 100 镑 取 决 于 第 一 个 100 镑 投 下 的 现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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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经营利润水平和社会平均利润水平之间的

保证；这样，使它可以创造任何数量的纸票形式

差额。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即使在债券——有价

的虚拟货币资本，从而用来带给各个银行和各个

证券——不像国债那样代表纯粹幻想的资本的地

票据经纪人，并且通过他们，带给商业界。
”[1]

方，
这种资本的价值也纯粹是幻想的。
”[1] 可以说， 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发展，倍增的虚拟资本进入
股票这种有价证券既是代表现实资本的所有权凭

到产业领域，如恩格斯描述的，使得资本主义生

证，也是获得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其价值度

产能力和商业流通以日益增长的速度增加。与此

量既以现实资本为基础，又取决于投资人对未来

相反，产品市场需求的扩大却慢得多，大工业在

收入的心理预期。

几个月内生产的东西，市场在几年内未必吸收得

必须指出的是，在马克思研究虚拟经济（狭

了，从而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埋下祸根。所以，

义）的时代，科学技术和品牌、服务等在市场中

我们可以认为，流动性的价值大于物质生产创造

的地位远不及今天；各种产品中包含的满足心理

的价值，这恰恰说明了它并不仅仅是满足人们的

需求的功能也远不及今天凸显；社会总财富的总

生理需求的，还必然扮演着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的

量更远不及今天庞大；因此虚拟价值也是人们实

角色，而承载这样心理需求的最佳选择只能是财

实在在的心理需求，并没有像今天这样被人们理

富标志。可见，即使从宏观经济运行的角度而言，

解和认识。正是历史的客观和局限使马克思认为

可以对流动性起调控作用的财富标志的供应也是

虚拟资本的价值中有一部分是纯粹幻想出来的， 必须的。
今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它，也是完全
可以理解的。

综上所述，马克思研究的虚拟资本，大致分
为三种形态，即国债等纯粹的虚拟资本形态；股

（三）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资本说明了
虚拟价值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票等价值是纯粹幻想的虚拟资本形态；虚拟货币
资本等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虚拟资本形态。他

马克思曾经这样描述过：
“随着生息资本和信
用制度的发展，一切资本好像都会增加一倍，有

曾经指出：
“人们把虚拟资本的形成叫作资本化。
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

时甚至增加两倍，因为有各种方式使同一资本， 利息率来计算，把它算作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一
甚至同一债权在各种不同的人手里以各种不同的

个资本会提供的收益，这样就把这个收入资本化

形式出现。这种‘货币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

了。……资本是一个自行增殖的自动机的观念就

虚拟的。全部存款，除了准备金外，只不过是银

牢固地树立起来了。
”[1] 马克思这里所讲的资本化

行家账上的结存款项，但它们从来不是作为现金

实际是虚拟资本化，在信用制度下，是有价证券、

保存在那里。
”[1] 马克思借用《通货论》指出，
“无

所有权证书、信用货币等信用符号的资本化。马

可争辩的事实是，今天你在Ａ那里存入的 1000 镑， 克思进一步总结说：
“银行家经营的是信用本身，
明天又会被付出，在Ｂ那里存入。后天又由Ｂ付

而银行券不过是流通的信用符号。
”[1] 这样，通过

出，在Ｃ那里存入，以此类推，以至无穷。因此， 信用符号的资本化，虚拟资本就成为与现实资本
这 1000 镑货币，通过一系列的转移，可以成倍
地增长为一个绝对无法确定的存款总额”
。

[1]

相分离而独立存在的资本形态，虚拟资本独特的

“正

运行规律——即虚拟资本对社会生产的直接统治

如在这种信用制度下一切东西都会增加一倍和两

和最终统治的生产方式就发展起来了，而经营信

倍，以至变为纯粹幻想的怪物一样，人们以为终

用符号等虚拟资本的经济我们把他定义为狭义虚

究可以从里面抓到一点实在东西的‘准备金’也

拟经济。综观世界经济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出，

[1]

是如此。
”

恩格斯补充说 ：“1844 年银行法的暂

马克思所讲的资本化在更广的范围内产生了，像

停执行，使英格兰银行可以发行任何数量的银行

文化、信息、品牌、技术、渠道、思想、观念乃

券，而不用考虑自己手中有多少准备金可以作为

至各类财富标志等等大量非物质要素，成为新的

广义虚拟经济研究

更广义的信用符号或者信息类资源，加入了创造
价值的过程，成为了广义的虚拟资本，促进了狭
义虚拟经济进一步发展成为广义虚拟经济。在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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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的理论土壤。
（一）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意识形态和精神生产
力理论

观经济上，许多跨国公司已经将其拥有的信用符

针对自然世界的认识论和实践论的研究是马

号（比如：专利、品牌等）
，作为一个个“有规则

克思描绘人类活动图式的哲学基础，他从人的基

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一定利润来源进行经营， 本类属性和本质力量出发，以人类和动物的本质
并将这个收入资本化了。

区别为例，阐述了人的类存在性，以及人本质力

在这个所谓的资本化过程，实际上长期被经

量物质和精神的二重性。他分析指出：
“动物和自

济理论界所忽视的是价值范畴的确定研究，虚拟

己的生命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

资本的出现，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只有实

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

物价值才成其为价值的时代正在逝去，非实物价

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自己

值，也就是虚拟价值（他的对应产品：虚拟资本） 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有意
已经以不可阻挡之势迅猛发展。

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分开
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
”

二、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思想
打开了广义虚拟经济理论研究
的大门

马克思特别强调了人的活动的意识性，而意
识是产生于物质，反映物质的，又独立于物质之
外而存在的精神力量，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重
要的本质力量。他又指出：
“通过实践创造对象
世界，改造无机世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

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他把类看做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人的本质力量与自然界的关

是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己看做类存在物。诚

系方面，对意识形态下的精神生产、艺术生产、 然，动物也生产。它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
科学生产等作过深入的研究。他在批判继承古典

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

经济学精神生产理论的基础上，给意识的精神生

或它的幼子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

产在整个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定位。他

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

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

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

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

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

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按照马克思的研究， 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
非物质的文化、艺术等精神生产是整个社会生产

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

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既与物质生产同属于人的生

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

存发展方式之一，又是不同于一般物质生产的特

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

殊形式的生产；它受物质生产的一般规律的支配， 照任何一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
同时又具有独特的运行规律。本文所研究的广义

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

虚拟经济一般是指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 规律来构造。……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
以及只满足人的心理需求而进行的经济的总和。 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
马克思的人的本质力量学说和意识形态观的精神

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

”[2] 可见，在
生产力发展理论，研究的正是人类生理（物质的） 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
和心理（非物质的）需求都不断得到满足的经济

马克思哲学和人文观念中，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

实践活动，他为我们研究广义虚拟经济提供了丰

物。那么类存在又如何进行意识和发挥其本质力

28

王彦亮

林左鸣：广义虚拟经济的马克思经济学哲学基础探析

量呢？按照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人是通过社会的

应的实物价值和虚拟价值，而这两种价值往往是

实践活动认识和改造世界，人的实践活动的动力

在相互容入对方不断发出的信息介质并促使自身

也正源于人的意识及其类存在性。上述观点也确

不断提升的状态下，即在“容介态”的情形下形

证了人的实践即人的生产力是自由的、全面的生

成了满足人们需要的商品价值。这样一种二元的

产力，其对象是整个自然界，是整个人的本质力

生产力，二元的价值相统一的经济活动正是马克

量——包括肉体的物质的、精神的意识的全部的

思主义经济理论最为光彩夺目之处，而这也正是

力量的实现。这就决定了人的生产实践活动有两

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产生和发展的肥沃土壤。

种基本方式，即物质的劳动生产和意识的精神生
产。人的自然生产发展的历史也已经给出客观的
答案，人类通过物质和精神两种生产活动创造了

（二）人的生产力的二重性和自然世界的双重
改造
主观意识之于客观实现，需要借助实践活动，

两个自然世界——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正如马

通过人的本质力量的实践活动，才能够实现。而

克思补充的：
“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

只有包括了物质的劳动生产和意识的精神生产的

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

实践，才是人的全面生产的实践活动。马克思指

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

出：
“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

为人的享受的感觉，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

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

感觉，
才一部分发展起来，
一部分生产出来。因为， 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
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

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

（意志、爱等等）
，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

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因为在

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

异化范围内活动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

界，才产生出来的。
”[2] 可见，在马克思看来，意

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

识和精神之于人类的重要性，是具有不可替代的

术和文学等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性和

核心本质力量，人类生产的二重性满足的是人类

人的类活动。在通常的、物质的工业中，人的对

的物质和精神二重需求，而低级的单一的肉体需

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

求是动物的全部目的。举一个不雅但形象的例子， 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果心理
把猪放进美丽的花园和肮脏的圈棚，没有什么不

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

同，猪会将花园践踏成猪圈。人则会通过自己的

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

有意识的社会实践活动，通过物质的生产和精神

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
”[2] 由于马

的生产，特别是精神生产的实践活动，改善人的

克思的灵感的闪现和黑格尔式的哲学思维，在这

任何居住的条件和生活的环境，构筑安身立命之

里他运用了一些较为生涩甚至是模糊的语言。但

所和美好精神家园。考察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发展

是马克思的思想内涵是清晰明确的，从浅层次去

史，19 世纪中后期，他进一步发展了生产力理论

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原理，可以得出，是人

模型，使之上升为其唯物史观和经济哲学的基本

的本质力量通过生产实践活动，产生了物质的普

范畴，就完整的生产力含义作了十分肯定的阐述：

遍的产品和精神的一般产品——包括宗教、历史、

[3、8]

“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
”

政治、艺术和文学等，是人本质力量的全面展现

并把精神生产看成人的一种生命活动和生活方式， 和收获，而不是单一的工业生产。其深刻内涵还
为精神生产在整个社会生产构成中进行了清晰定

在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物质生产的异化和

位，使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成为全面的二元生产

精神生产的异化。这是马克思在为其深入研究资

力理论。

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基本矛盾作哲学储备，在此

应该说：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创造出对

存而不论。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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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的精神要素和精神生产力是充分地肯定的， 演说家、演员、教员、医生、牧师等情况。在这
而且是把这种生产力作为决定人与动物不同，而

里资本主义也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能够使用，并

且人的力量之所以巨大的第一原因。在他看来存

且就事物的本性来说，只能在某些领域中应用。

在着两个自然世界，一个是物质的自然界，一个

例如，在学校中，教师对于学校老板，可以是纯

是感性的自然界。
“人的第一对象——人——就是

粹的雇佣劳动者，这种教育工厂在英国多得很。

自然界、感性；而那些特殊的、人的、感性的力量， 这些教师对学生来说虽然不是生产工人，但是对
正如他们只有在关于一般自然界的科学中才能获

雇佣他们的老板来说却是生产工人。
”[4] 在马克思

得它们的自我认识。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

看来，无论哪一种文化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

[2]

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
”

式下，文化劳动完全地符合物质生产的一般特征，

综上所述，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具有物质和精

文化天然地存在着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等基

神的二重性的论述，恰恰对应了人的需求也具有

本过程，这样文化产品的生产力、价值、交换等

生理和心理的二重性，如果把这二者都对象化于

属性得到了完全的确认。

商品的价值中，必然存在着使用价值和虚拟价值。

马克思又以约翰•弥尔顿为例，对文化作品的

因此，马克思的全面生产力理论为二元价值容介

生产及价值性质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分析到：
“弥

态的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在另一个方面奠定了深厚

尔顿创作《失乐园》得到 5 镑，他是非生产劳动

的基础。

者。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则是

（三）文化生产力及其价值内涵
从以上基本观点看，马克思从唯物史观上总

生产劳动者。弥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
而创作《失乐园》
，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后

结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两种本质力量， 来，他把作品卖了 5 镑。但是，在书商的指示下
在人认识和改造自然世界中，以实践（生产）的

编辑书籍（例如《政治经济学大纲》
）的莱比锡的

形式表现出来。其中，改造物质世界、取得物质

一位无产者作家却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产品

成果所从事的生产活动，表现为实体的物质生产

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本，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

力；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对客体世界

值才完成的。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

的意识能动性方面，为满足人的精神需要以特殊

者。但是，同一个歌女，被剧院老板雇佣，老板

生产形式取得的精神方面成果的生产活动，则表

为了赚钱而让她去唱歌，他就是生产劳动者，因

现为意识的精神生产力。在马克思的全面生产力

为她生产资本”
。[4] 在这里，马克思实际是更深入

理论中，文化生产显然的属于精神生产范畴。关

地反复地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资本生产剩余

于文化生产问题，马克思并没有直接使用文化生

价值角度，强调了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艺术生产的

产力的概念，但是在他的经济学哲学理论中包含

本质——生产剩余价值。这样，在资本主义生产

着丰富的文化思想和文化生产力的价值观念，尽

条件下，文化发展大大解放了物质生产力。相反，

管一些表述往往是非系统性的甚至是零散的。马

也导致了文化精神生产的异化和矛盾。文化劳动

克思曾经从资本主义的生产视角出发，分两种情

也成为了异化了的劳动，成了为资本创造剩余价

况分析了文化艺术的生产本质：
“
（1）生产的结果

值的商品劳动，
即使教士、
诗人这样的文化生产者，

是商品，是使用价值，它们具有离开生产者和消

在资本家眼里，也只剩下经济的价值。所以马克

费者而独立的形式，因而能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

思说：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

一段时间内存在，并能在这段时间内作为可以出

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

卖的商品而流通，如书、画以及一切脱离艺术家

人和学者变成了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4] 马克

的艺术活动而单独存在的艺术作品。……（2）产

思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角度，指出了“资本

品同生产行为不能够分离，如一切表演艺术家、 主义生产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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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4] 因此，基于当时资本主义拜物教式的物质

一产业和第二产业都是创造有形物质财富；第三

生产的统治性地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

产业则是创造无形财富，主要包括商业、运输业

化艺术生产采取了漠视的态度，这是马克思博大

和服务业等。
”[6] 与社会的三大产业对应，社会生

人文关怀情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无奈，也

产的产品则主要由农业产品、工业产品和服务产

是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呼吁文化生产真正社会价

品等三大部分组成。但是，
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

值的回归。历史发展地看，文化生产力的核心价

三大社会产品的构成是不同的，从人类社会实践

值，主要地还是要通过生产文化产品和提供文化

历史来看，生产力越是发达，第二、第三产业就

服务来塑造人的灵魂、提升精神境界、提供智力

越是迅速发展，
而第三产业发展的空间最大。其中，

支持，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发展，构筑人类美

服务业等以创造无形财富为主要特征的第三产业，

的精神家园和心灵港湾，从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

主要的是以满足人的心理感受价值为主的虚拟经

发展。正如李青岭先生分析的：
“文化生产力的产

济成分，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得到了发展。

生丰富了人的实践活动，促进了人的实践活动方

而今，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服务产品已经占

式的变革。实践构成人的存在方式，是生命之根

据其社会生产的主要地位，像美国第三产业经济

和立命之本，人类怎样活动 ( 实践 )，也就怎样生

总量已经占到其 GDP 的 75% 以上，
从这个角度看，

存和怎样发展。贫乏单一的实践活动只能表明人

美国被称作广义虚拟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

的发展的片面性和人的低级生存状态。实践是人

国家更为贴切。

的发展的最根本的途径，人的各种需要只有通过

服务的生产性质及其商品价值属性。我们这

实践活动才能得以实现；同时人的实践活动内容

里所研究的服务一般是指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

的丰富性、形式多样性、实践领域的不断拓展是

相对的以提供无形产品为主的劳务活动。马克思

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内涵和重要表征。
”[5]

在研究剩余价值理论时，对服务作过这样定义性

文化生产力的客观存在，有力地说明了文化

的描述：
“服务这个名词，一般地说，不过是指这

产业发展的必然，发展文化产业并不等于说文化

种劳动所提供的特殊使用价值，就像其他一切商

必须通通产业化，因为有些文化事业不论在何种

品也提供自己的特殊使用价值一样；但是，这种

经济制度下都应该是公益性的。把所有文化事业

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在这里取得了‘服务’这个

一概产业化既不科学也不合理，而不理直气壮地

特殊名称，是因为劳动不是作为物，而是作为活

在应该产业化的文化领域发展文化产业则会窒息

动提供服务的，可是，这一点并不使它例如同某

文化生产力的发展 , 并且影响文化的繁荣。

种机器（如钟表）有什么区别。我给为了你做，

（四）服务经济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中具有重要

我做为了你做，我做为了你给，我给为了你给，在
这里是同一关系的、意义完全相同的几种形式”
。[7]

地位
服务业在社会总分工中的基本定位。伴随着

马克思是从纯粹经济的范畴来研究服务的，在他

人类文明的进步，社会产业分工不断深化，社会

看来服务是以活动的形式提供具有特殊使用价值

生产力发展不断提高。对于不同类别产业的划分， 的劳动。之所以说服务具有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
学界给出了多种选择，现阶段我国是按照三大产

是因为服务不是因为其物质产品属性而具有使用

业分类法将全部社会产业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

价值，而是作为活动而有用。马克思从社会分工、

业、第三产业。
“划分的主要依据是：第一产业的

社会生产和资本的观点出发，对服务的劳动性质

属性取自于大自然，主要包括种植业、畜牧业、 作了更深入的考察，他阐述说：
“从单纯的一般劳
狩猎业、渔业和林业等；第二产业则是加工取自

动过程的观点出发，实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更确

于大自然的生产物，主要包括制造业、建筑业， 切些说，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对我们表现为生
通常还包括矿业、燃气、电力和供水等产业，第

产劳动。但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观点出发，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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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上更切近的规定：生产劳动是直接增殖资本 “在这个领域里，劳动也体现在商品中，虽然它在
的劳动或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
。[8] 马克思所

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并不留下任何可见的痕迹。
”[7]

强调的是“从资本主义生产观点”来说只要能够

可见，马克思从更广义的经济学角度，确证了服

使资本实现增值，
就是生产劳动。他进一步举例说， 务的生产属性和价值原理，他给我们定性了服务
“例如一个演员，
哪怕是丑角，
只要他被资本家（剧

活动是为满足消费需要而从事的一种生产性劳动，

院老板）雇用，他偿还给资本家的劳动，多于他

自然存在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等基本过程。

以工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取得的劳动，那么他就

因此，服务性商品的生产和消费符合一般的生产

是生产劳动者。
”[7] 马克思不仅确认了服务的生产

运行规律，而且这种以提供无形的服务劳动为主，

劳动性质，而且，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却具备物质的经济价值的生产活动具有更为广义
服务是能够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

的虚拟生产性质。

马克思又从服务的实时性消费角度进一步确

服务生产力发展趋势。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

定了服务的商品属性及其价值、消费关系。马克

核心内容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动价值理论

思曾指出：
“产品
（或者活动）
只是作为商品相交换， 和剩余价值学说，所以马克思把研究重点一直放
在交换本身中，商品只是作为价值而存在；只是
[3]

作为这样的东西它们才进行比较。
”

这里说的活

在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基本规律和矛盾上。马克
思所处的时代，服务业还并不发达，不是马克思

动，就是服务活动，即活动具有价值和交换价值。 重点研究的领域。但是，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
他又说：
“任何时候，在消费品中，除了以商品形

的基本规律和服务业发展的本质特征出发，展望

式存在的消费品以外，还包括一定量的以服务形

了服务业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发展趋势，并在以

[7]

式存在的消费品。
”

很显然，服务属于马克思所

后的世界经济发展实践中得到证实。他指出：
“社

说的消费品，具有满足人的某种消费需求特别是

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

心理消费需求的价值。他还说“某些服务，
或者说， 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的
作为某活动或劳动的结果的使用价值，体现为商

时间就越多。
”[3] 按照马克思的物质和精神二元生

品，相反，其他一些服务却不留下任何可以捉摸

产力模型，社会生产力越是发展，则第二、第三

的、
同提供这些服务的人分开存在的结果，
或者说， 产业的发展的比例越是增加，即精神的生产等虚
其他一些服务的结果不是可以出卖的商品。例如， 拟经济比例就会增加。他又指出“假定劳动生产
一个歌唱家为我提供的服务，满足了我的审美的

率大大提高，以前是 2/3 人口直接参加物质生产，

需要；但是，我所享受的，只是同歌唱家本身分

现在只要 1/3 人口参加就行了。以前是 2/3 人口

不开的活动，他的劳动即歌唱一停止，我的享受

为 3/3 人口提供生活资料。现在是 1/3 人口为 3/3

也就结束；我所享受的是活动本身，是它引起的

人口提供生活资料，以前‘纯收入’
（和劳动者的

我的听觉的反应。这些服务本身，同我买的商品

收入不同）是 1/3，现在是 2/3”
。[4] 这就是说，劳

一样，可以是确实必要的，或者仅仅看来是必要

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发展精神生产——包括服务生

的，例如士兵、医生和律师的服务，——或者它

产等虚拟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动力。马克思分析到，

们可以是给我提供享受的服务。但是，这丝毫不

非物质的生产劳动者“一般会有比以前高的教育

[7]

改变它们的经济性质。
”

他确信：
“对这些服务

程度；并且，特别是报酬菲薄的艺术家、音乐家、

的生产者来说，所提供的服务就是商品。它有一

律师、医生、学者、教师、发明家等等的人数将

定的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
，也有一定的交

会增加。
”[7] 按照马克思的展望，随着劳动生产力

换价值”
。[7]“这些服务本身有使用价值，由于它

的提高，对服务业的数量特别是品质的要求会越

[7]

们的生产费用，也有交换价值。
”

马克思还十分

来越高，低层次传统的服务业将会向技术含量高、

[7]

知识水平高、
附加价值高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而且，

肯定地总结说：
“运输业是一个物质生产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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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提高，知识、信息、 出了人的本质对象化就是一切生产的根本这一重
管理和高技术手段将在现代服务业获得广泛应用， 大命题。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的理论主要是从经
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会大大增加，服务

济学的角度提出的，他阐明了艺术生产也受生产

业的品质会得到提高。他进一步指出，
“最后，从

规律支配，受经济条件制约的观点。在《1844 年

事奢侈品生产的工人人数会增加，因为收入已经

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 “宗教、家庭、

[7]

提高，现在会消费更多的奢侈品。
”

一般来说， 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

奢侈品是生产力发展，财富增加，人们更加富裕

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

之后，为满足心理感受需要而生产的产品，更多

配。……宗教的异化本身只是发生在意识领域、

地包含了人的感受价值，奢侈品的增多也是物质

人的内心领域，而经济的异化是现实生活的异化。

产品得到发展之后，广义的虚拟经济产品发展的

…… 真正的、公认的生活主要是在意识领域中还

一个佐证。

是在外部世界中进行，这种生活更多地是观念的

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

生活还是现实生活。
”[2] 马克思不仅把艺术作为生

的界限正在逐渐趋向模糊。因此，三类产业之间

产的一种特殊的方式提出来，而且指出了人的生

的边界也显得不是那么清晰了。比如开采玉石矿， 活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外部世界的现实的经济异
按传统的产业划分应归为第二产业范畴。可是现

化的生活，即物质生活；二是主观的意识（心理）

在开采出来的玉矿石在进入市场时往往以一种所

领域的生活，即精神生活。同时，他还间接阐述

谓的“赌玉”的形式进行交易，而这种交易实际

了艺术生产的本质规律，即艺术是生产的一种特

上仅仅是以玉矿石为载体进行满足人们心理需求

殊形态，是一种实践形式，是一种借助物质载体

的虚拟价值或财富标志的交易。把这一类用“赌

符合生产一般规律的精神生产。马克思的艺术生

玉”进入市场渠道的开采玉矿石生产简单划归为

产理论深刻地揭示了艺术品满足人的心理和物质

第二产业一类显然并不合适。实际上，将来产业

需要的内在联系及其独立运行的规律。

可能只能划分为容介态产业和非容介态产业。或

艺术的价值主要是感性的心理价值。就文化

者在三个产业之后再加上一个综合性的第四产业， 艺术价值问题，前面已经作了一般性阐述。从广
即创造二元价值容介态经济价值的产业。

义虚拟经济价值视角来分析，艺术生产首先具有

（五）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理论

物质生产的特点，艺术生产需要借助物质的载体，

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亚里士多德曾经把
艺术生产说成是创制，可以说是最早把艺术和生

通过艺术生产力即加工制作过程，并最终形成一
定的物质的艺术品，从而得到人们的承认和接受。

产联系在一起的哲学家。他在《尼各马科论理学》 但是，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几乎又截然不同，因
中强调：
“一切技术都和生成有关。而创制就是去

为艺术一般是人的精神活动和心象变化的外在表

思辨某种可能生成的东西怎样生成。它可能存在， 达，是通过社会性的审美、意识、思维等变化的
也可能不存在。这些事物的开始之点是在创制者

产品化过程，因此艺术劳动者的思想意识、艺术

中，而不在被创制物中。
”

思维、审美能力、生活经验、劳动技巧等要素占

这里所谓的创制就是指艺术的制作，即艺术

据主导地位。与一般的物质产品不同，艺术品价

生产。但是，亚里士多德只是给出了概念性的阐

值的大小与构成艺术品生产资料的价值及社会平

述，没有看到艺术是如何使一种可能存在也可能

均利润没有直接的比例关系，艺术品几乎没有多

不存在的东西变为艺术品的存在的本质原因，也

少物质的使用价值；艺术品的价值主要是满足人

没有从人的本质力量视角和自然与人的本质关系

的感知需要（心理需求）的主观价值，即主要取

上看到艺术生产的本质。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

决于人们对艺术品的认知和审美感受，带有显著

学哲学手稿》中全面考察了人类的生产活动，提

的主观性、不平衡性和不对称性。而且，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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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财富标志形成的重要制度平台，它的产生是

展而变化，具有历史价值，这也正是人们收藏、 财富标志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而为垄断资本控制
展览、传播艺术品的主要原因。艺术品不仅具有

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提供了契机，成为资本主义

价值，也可以通过交换实现其价值的货币化或商

现代化大工业和金融产业极端发展的动力，并将

品化，成为真正的物质（或非物质）财富。当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向其发展的最高形态。同时，
艺术品的价值与社会财富和物质经济发展有关， 信用制度的发展，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
一般来说社会越是发展，经济越是繁荣，艺术品

本矛盾的积累，为新的社会生产方式的产生准备

的价值就越是珍贵。所谓“盛世古董，乱世金” 了物质条件。
即是指社会财富越是繁荣发展时期，艺术品的价
值就越高。这是因为艺术品在经济发达时期，一
般都会成为泛化了的财富标志的载体，通过艺术
品作为财富标志成为社会财富的栖身之处。

( 一 ) 信用制度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向其
发展的顶峰
当今，资本主义处于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全球
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的顶峰阶段。关于资本主义

总之，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经济学哲学的基

发展阶段的划分，学界众说纷纭，比较公认的是

本观点，人是通过社会的全面生产实践活动，来

它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私人垄断资本主义

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

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而国际垄断资本

过程是人类自我解放和实现的过程，也是人的本

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对每个阶段的

质力量对象化过程。其中，物质生产主要是为了

基本特征和规律，各学派也都有相关的描述，这

满足人们的物质（生理）需要，它的产品主要构

里不作赘述。本文认为任何社会制度都是由低级

成人类的物质财富；精神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人

向高级阶段发展演化的，资本主义也是如此。但

们的意识（心理）需要，它的产品——包括艺术、 是，贯穿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基本规律和矛
文化、服务等主要形成人类的精神财富。物质生

盾，即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生产的矛盾，

产和精神生产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畴上，成为

以及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本质特征是始终不变的。

了辨证统一的二元容介态关系。因此，马克思的

实际上，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性，资本的垄断性、

经济学说也就成为物质和精神二元生产和二元价

扩张性、虚拟化，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危机性等

值（财富）容介态的广义的产业经济与虚拟经济

基本特点是伴随资本主义发展的全过程而存在的，

理论的源头。

只是，在每一个阶段，几个基本特点呈现的形态
和处于的位置不同。本文认为，当今世界资本主

三、垄断资本控制广义虚拟经
济主导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最高形态

义正处于以全球化、垄断性、虚拟化、危机频发
为主要特征的最高阶段，即垄断的虚拟资本在全
球进行经济扩张和谋求市场霸权的阶段，也是新
的社会生产方式获得发展的关键时期。毋庸讳言
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没有什么问题比剖析

资本主义制度自建立以来，社会生产力和社

资本主义兴衰更替的机制更至关重要的了，仅就

会财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这也是资本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阶段研究，马克思就曾指出

主义生产方式优于以往其他任何经济制度的原因

过，信用制度具有固有的二重性及其推动资本主

所在。传统的观点认为信用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

义生产方式向其最高最后形态发展的特征。他指

资本主义生产追逐剩余价值的策略选择，为资本

出：
“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

”[1]“信用制度以社会生产资料在
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崭新的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 界市场的形成。
但实际上，从广义虚拟经济的视角来看，信用制

私人手里的垄断为前提，……它又是促使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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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后形式

义的生产发展，马克思还曾告诫说：
“但是，决不

的动力……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

要忘记，第一，货币——贵金属形式的货币——

[1]

效的工具。
”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在资本主义信

仍然是基础，信用制度按其本性来说永远不能脱

用制度下，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发

离这个基础。第二，信用制度以社会生产资料（以

展，信用制度的直接产物——虚拟资本必然地进

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形式）在私人手里的垄断为

行全球扩张，并逐步占据世界市场的主导地位， 前提，所以一方面，它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全球垄断和掠夺经济利益，既是当今资本主义

固有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是促使资本主义生

的主要特征，也将是资本主义生产形态的最高阶

产方式发展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动

段——垄断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全球广义虚拟

力……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的

经济主导权的阶段。王建先生在《货币霸权战争》 工具……最后，毫无疑问，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
一书中也指出，在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

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联合工厂）的生产方式过

本主义两个历史阶段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

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挥作用；但

义，目前发展到了虚拟资本处于主导地位的阶段， 是，它仅仅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机
并认为，其特点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已经从物

变革联系起来的一个要素。
”[1] 马克思反复强调

质生产部门转移到了非物质生产部门。

的信用制度的二重性，实际上深刻揭示了资本主

信用制度的二重性强化了实体经济时代资本

义制度框架下狭义虚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一

主义的发展和基本矛盾。如前所述，信用制度在

方 面， 狭 义 虚 拟 经 济 无 论 如 何 快 速 的 发 展， 都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既是资

要以产业经济为基础，需要与实体经济保持一定

本主义虚拟资本产生发展的基础，也是将资本主

的比例和协调。当然，这种比例和协调在不同的

义推向经济危机深渊并为新的社会生产方式所扬

阶段会有所不同，甚至是很大的不同。但是，狭

弃的重要原因。马克思有这样一段经典阐述，
他说：

义虚拟经济的发展，决不能够超越实体经济发展

“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

的阶段性，完全脱离实体经济基础的限制（完全

杠杆……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

背离实体经济的狭义虚拟经济就会幻化为泡沫经

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

济）
。另一方面发展以信用资本等狭义虚拟经济

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级形态的基本特征，狭义

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制度加速了这种矛盾的

虚拟经济的发展既是资本主义向最高级阶段发展

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促进了旧生产方式解

的动力，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虚拟资本处于

体的各要素。
”[1] 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了这样的观点， 控制地位和垄断全球经济的高级阶段。同时，在
即资本主义信用制度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

信用制度下，虚拟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孪生了经

展到其最高的形式——全球垄断的资本主义。也

济危机频繁爆发的欺诈工具的发展，孕育了新的

是信用制度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和终

生产方式的产生。

结。这样，
“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

从最近这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来看，马克思

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

关于信用制度的分析仍然是正确的，只不过这种

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少；另一方面，造成转到一种

正确性完全在于广义虚拟经济时代到来以后，信

[1]

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资

用制度本身的发展却受缚于物本经济理念而裹足

本主义的工人联合企业和股份制企业，这种新的

不前所致。假如信用制度自身的发展更关注于如

社会化的生产方式。他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固有生

何为财富标志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一个更为科学合

产方式的扬弃，客观上为社会新的生产方式的产

理的平台，则情况或许会出现惊人的变化。当然，

生作了物质上的准备。对于信用制度下，资本主

解决这一问题正是今后经济学面临的首要任务。

新生产力的过渡形式。
”

广义虚拟经济研究

2010年第1卷第3期 35

而到了那个时候，信用制度成为欺诈工具将成

标准、销售渠道、商业模式等等虚拟生产要素，

为历史，新的生产方式一定会呱呱坠地并成长

形成进一步的垄断优势，将那些消耗资源、耗费

起来。

劳动，而高成本低效益的物质生产外包出去，进

（二）垄断资本主导的广义虚拟经济在当今世
界的发展态势

行委托生产，从而大力发展自己的广义虚拟经济。
这样，垄断虚拟资本成为凌驾于产业资本之上获

全球广义虚拟经济在利益的不对称中发展。 得高额利润的超级垄断资本，在这里我们可以称
关于广义虚拟经济，让我们现实地看一下中美之

之为信用或信息态的垄断虚拟资本。当然，物质

间的经贸关系，可能会有助于我们对它的理解。 产品的生产国扩大了就业，增加了 GDP，促进了
稍有一点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美元属于世界硬

经济发展，也算是两促进的互利双赢，只是苦乐

通货，实际上只不过是印在纸上的数字而已。美

自知而已。

国利用自己印刷的数字美元购买中国生产的廉价

垄断资本支配的广义虚拟经济很大程度上已

商品，因为这些商品中国的购买力不能够完全消

经占据全球经济发展主导地位。如前所述，国际

化，而美国却不愿意生产。之后，中国再用美元

跨国公司凭借其技术和品牌优势，纷纷走上虚拟

购买美国的债券——马克思所定义的纯粹的虚拟

产业经济发展之路，抢占全球性新的价值链高端，

资本——现在我们将它称之为财富标志。结果是

追求超额利润和虚拟价值（如品牌价值）
。据统计：

美元在中、
美之间转了一圈后又回到了美国。这样， “目前世界上 500 家最大的跨国公司中，已有 450
美国通过虚拟资本运作，得到了虚拟货币和实物

多家来华投资，其中以美、欧、日为代表的西方

资产的双丰收，而中国得到了由实物资产换来的

主要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占 92%。
”[10] 经济贸易

纯粹的虚拟资产，是记录在账薄上的美元数字（美

的全球化发展，客观上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

国债券）
，并形成大量实际上令我国经济界苦不堪

巨大影响，齐兰教授认为这种影响主要在三个方

言的贸易顺差。而中国拥有的虚拟资产还完全掌

面，即推进了世界经济的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

握在美国人手里，资产的风险却留在自己手里， 化进程。另一方面，全球经济的发展本身也为资
资产的价值由实际的控制者美国决定，风险的大

本主义经济扩张准备了广阔的市场和廉价的物质

小完全取决于美国的信用和美国的经济发展情况。 生产条件，为广义虚拟经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对于国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我们还不能够

所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往往把自己的资源封存

与债务人解除契约关系。如果需要，我们就只能

起来，把消耗资源的生产转移到新兴国家，而自

卖掉这种债券证书，获得货币资本或者现实商品。 身重点发展高新技术和广义虚拟经济，占据广义
只是我们必须要谨慎从事，不能够轻易地这样做。 虚拟经济的领导地位。比如：安然本是一家典型
因为，一方面，美国已经不可能给我们那么多纸

的能源公司，但是到了 1999 年，在其营业额中，

币或者实物；另一方面我们握有的国债实在巨大

传统的能源生产和贸易经营额仅占 3%，其他经

（到 2010 年 6 月已达 9000 亿美元）
，如果抛售美

营业务都是金融及衍生的虚拟产品。IBM 过去本

国国债，美国的国家信誉就可能下挫，国债的市

来只是一个从事机械、计算机硬件产品的供应商，

场价值就会缩水或者贬值，损失最大的还是我们。

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以咨询服务、专利授权、模式

让我们再看微观经济领域，在以美国为主要

创新、思想观念等经营的公司，年赢利能力接近

代表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产业资本和工业经济

150 亿美元。宏观上，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

已经不处于主导地位，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放弃

和地区已经从整体上跨入广义虚拟经济时代。
“美

了物质产品生产，转向非物质的虚拟生产和经营。 国在长达 200 年的工业化过程中，服务产业的比
它们通过掌握的技术和产品优势，垄断全球产品

重长期停留在 55% 以下，1956 年以后迅速上升，

市场，再通过掌控知识产权、品牌知名度、技术

到目前已经上升到占 GDP 的 75% 以上。到 20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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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70 年代中期，英、法、德、意、日等主要资本

体经济时期，物质的生产资料居于生产的核心地

主义国家也相继完成了工业化任务，服务产业比

位，产业资本通过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取得

重也出现了提高的趋势。因此从总体上看，到 70

剩余价值或者企业利润。这种生产方式的矛盾突

年代后期，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跨越了物质生产发

出表现在马克思所谓的劳动的异化，即私有财产

[11]

展阶段。
”

劳动价值理论的异化和虚拟经济攫取价值的

成为外化的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
系的产物。资本家的私有财产、社会的生产资料

新特点。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规律， 是工人的劳动产品，却成为工人外化的异己的力
是资本家通过资本和工人的结合，剥削劳动者创

量，又是劳动借以新的外化的手段。资本家靠剥

造的剩余价值，这是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和产业经

削工人阶级获得发展，形成了激烈的资本和劳动

济发展的秘密。进入广义虚拟经济时期，一个显

的对立。为了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

著特点是，产业资本和工人一样成为了价值创造

建立导致虚拟资本产生的股份制公司是资本主义

的一般生产要素，跨国巨头通过垄断新的虚拟价

经济领域的一种选择，也是一种生产方式的进步。

值资源而占据发展的主导地位，即出现了垄断的

而且，随着广义虚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股份

虚拟资本控制现实资本，进而控制整个产业经济

公司内，
“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

链条（资本和工人等要素）获得高额利润的发展

理，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

态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进一步深化

为单纯的所有者，单纯的货币资本家。因此，即

为，垄断虚拟资本和分散的实际资本，虚拟资本

使后者所得的股息包括利息和企业收入，也就是

发达的国家与公司和落后国家与公司之间的对立。 包括利润（因为经理的薪金只是，或者应该只是
大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国际跨国巨头企业， 某种熟练劳动的工资，这种劳动的价格，同任何
通过资本市场的融资和银行借贷，只用极少的虚

别种劳动的价格一样，是在劳动市场上调节的）
，

拟信贷资本便可实现对整个行业价值链的控制， 这全部利润仍然只是在利息的形式上，即作为资
从而获得高额利润。二是跨国巨头通过掌握技术、 本所有权的报酬获得的。而这个资本所有权这样
专利、品牌、分销渠道、管理等产业虚拟价值资源， 一来现在就同现实再生产过程的职能完全分离，
控制全球经济链条，获得高端利润。三是国际跨

正像这种职能在经理身上同资本所有权完全分离

国公司，通过提出新的技术概念，引领世界技术

一样。……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

发展潮流，并将制定和控制经济贸易活动的游戏

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

规则，调控全球经济要素流动方式等作为经营手

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

段，实现垄断经营。四是跨国巨头利用信息、技

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

术、品牌等要素的不对称性优势，大力开展实物

财产所必须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

产品虚拟化经营，垄断供需市场和规则，操控大

相互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

宗资源性商品价格，获取高端利润。例如，像石

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
”[1] 在马克思

油、粮食、大豆、铁矿石、稀有金属等重要国际

看来，在资本主义进入虚拟资本处于主导地位时

商品的价格已经不完全，或者主要的不是受现实

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了极度的发展，不仅

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国际巨头通过资本市场、 资本和工人的对立依然存在，进一步形成了虚拟
资源市场和贸易渠道等虚拟价值交易平台，控制

资本和现实资本的分离，形成了资本与资本家的

价格确定的话语权和贸易规则，调控有关大宗商

分离与对立，资本逐步成为社会化的资本，生产

品远期价格，从而赚取超额的利润。

资料和财产将过渡到联合起来的社会的生产者手

广义虚拟经济的发展导致资本职能的分离和

里。而经营资本和财产的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

财产向社会化过渡。在产业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实

联合起来拥有财产的工人群体。因此，经营的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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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与频繁的危机自然更容易发生，更具有暴力和

给他们以较大的部分，或将他们的工资提高，想

破坏的性质，这也是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在经济和

由此给这种重复语以更深的论据；我们就应答说，

矛盾的发展中孕育和成长的动力。

在恐慌之前，通例有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工

（三）垄断资本掌握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后资
本主义进入经济危机高发频发时代

资通例会提高，年生产物中决定充消费用的部分，
实际也有较大的一份，归劳动阶级。……从这种

马克思的经济平衡发展理论及资本主义的危

人的见地看，这个时期，岂不宁可说会将恐慌离

机机理。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

远，……但结局，这种相对的繁荣，常常变作恐

程时，给出了以两部制模型为基础的经济均衡发

慌来袭的警报。
”[12] 很显然，在实体经济或物本经

展理论——即生产和需要的两部类平衡理论，论

济时代，生产过剩而消费不足，只是导致经济危

证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基本模式。 机的基本原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即使在
马克思把社会的总生产物分成两大类，即生产资

个别时期增加劳动者的工资所得，提升劳动者阶

料和消费资料，相对应的，社会生产也分为两大

级的消费能力，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仍然还是发

部门，即生产生产资料的各部门和生产消费资料

生了。更何况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是剩余价值的

的各部门。各部门之间既是有机联系的整体，又

榨取，资本家不可能甘心情愿地减少剩余价值的

是 相 互 影 响、 相 互 制 约 的 关 系， 正 常 的 生 产 状

占有而增加劳动者的分配，显然，危机具有更为

态需要保持两部类间的协调和平衡，无论哪一

深层的原因——即制度层面的不可避免的基本矛

部类产生失衡，都会破坏社会生产的整个系统， 盾和两部类之间不可能形成的持续平衡。
造成生产和消费失衡的经济危机。但是，由于

信用制度未能按照关于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

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性和无政府状态，使得各部

客观要求发展，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

类之间不可能形成协调机制，生产天然地缺乏

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在实体经济领域，

系统的协调性。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

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部类之间的生产和供需不

生就不可避免。

平衡，一般表现为生产过剩而消费不足造成的经

马克思曾这样形象地描述发生在资本主义社

济危机。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发展，虚拟资本极

会的经济危机现象，
“在营业振兴时期，尤其是在

大促进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物质商品的产能

诈欺的开花时期，……由商品表现的货币的相对

和供应极度膨胀；而相对的需求的不足更容易出

价值，会在价值不发生变动时，由其他的理由， 现，更加促进了在实体经济领域的危机的产生。
往下低落，以此，商品价格会不问其自身价值如

另一方面，在整个虚拟经济领域发生了更复杂的

何，腾贵起来。不仅必要消费资料的消费会增加。 一种危机——由狭义虚拟经济引发的广义虚拟经
在平时，劳动阶级是不要用奢侈品的。奢侈品在

济危机。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

平时大抵只能成为资本家阶级
‘必要的’
消费资料。 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
但在这时候，劳动阶级（预备军也成了现役军了）
， 因为按性质来说具有弹性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
也可暂时享用奢侈品了。这种情形，唤起物价的

被强化到了极限。……”[1] 由于“越来越减少的

腾贵。说恐慌起因于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消费者

少数人”
，利用其垄断的虚拟资本，将信用制度

的缺乏，那完全是一个重复语。资本主义制度， 发展成为攫取高额利润的赌博式的制度平台，传
除知乞食者或盗贼的消费外，是只知有支付能力

统观点认为流动性过剩很容易导致虚拟资本供应

的消费。设有任何商品不能卖出，那就是这种商

泛滥。像本次美国经济危机一样，甚至将信用极

品不曾见得有支付能力的购买者，或消费者。但

度地扩大到根本没有信用的人，出现信用极度泛

若有人说，这是因为劳动阶级在他们自身的生产

滥而物质产品供应相对失衡的局面，从而造成殃

物中所受的部分过小，其弊害，只要在生产物中

及全球的经济危机。实际上笔者更认为，恰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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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信用制度的发展跟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

危机。而且，由于信用制度对实体经济的基础性

形势，从而造成了表面上看是流动性过剩，而

影响，以及垄断的虚拟资本的全球化发展，使得

实际上是财富标志供应不足的问题才是真正的

本次危机迅速向实体经济和全球扩张，成为有史

原因。

以来影响最为惨烈的一次经济危机。

信用与其说作为一种金融制度设计，莫不如

综上，资本的逐利性和信用制度的二重性注

说更是一种催生绝对财富和终极财富，即财富标

定了虚拟经济时代经济危机的多发性。特别是在

志的土壤。信用的存在说明绝对财富和终极财富

全球化背景下，当“信用”被肆无忌惮地用做欺

即财富标志可以确定，一旦信用失效，实际上根

诈的遮羞布时，灾难性后果便不可避免。在狭义

本问题是必然导致财富标志的失效。而这恰恰是

虚拟经济已经成势、广义虚拟经济时代已经到来

今天整个金融问题的结症之所在。

的现实中，逃避“虚拟”无异于因噎废食，也逃

2008 年，始发于美国的经济危机就是带有明

避不了。唯有正视问题的结症所在，从包括信用

显的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特征的经济危机。众所周

制度设计在内的制度创新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

知，引发本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源头是美国次贷

变的战略高度着眼，以积极稳妥的方式主动规范

危机。住房这种本来是为满足人们“住”这种最

并推动广义虚拟经济的健康发展，在发展中求解

基本需求的物质商品，在当今时代已经演变成为

决，在发展中求完善，才是可取之道。

非一般意义上的物质商品，其价值也已经不是传
统意义上的物质财富价值，而是包含了许多信息

四、结

语

态（满足心理需求的：预期、感受、寻租等）价
值在内的虚拟价值，成为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广义

本文从马克思经济学哲学研究出发，分析了

虚拟经济产品，即财富标志。在“次级贷”危机

资本主义信用制度下，虚拟资本向全球垄断虚拟

前，
并没有表现出房产供应过剩的迹象，
恰恰相反， 资本发展的基本规律。马克思的伟大正在于，一
大量本无消费能力而信用低下的人，
因为被“赋予” 百多年前的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尚处于其发展
了高级信用，享有了许多优惠的借贷条件，成为

的前期，银行业、服务业、虚拟资本等广义虚拟

有购买能力的消费者。鉴于美国经济的繁荣发展， 经济成分并不发达，因而，物质生产处于统治地
购房者抱着寻租未来房产涨价的预期，开始大量

位。但是，
马克思洞悉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

购买和持有待付房产，可以说需求旺盛。可是， 人类的本质力量，物质和精神二元生产价值的基
世界上哪有免费的午餐，更何况对于本无资产又

本内涵，现实资本和虚拟资本的本质及发展的内

缺信用的人。所以，当人为堆砌起来的绚丽金融

在规律。深入研究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信

泡沫破灭的时候，以房地产及债券构筑的广义虚

用制度对资本主义向虚拟资本经济发展的基本规

拟经济繁荣多米诺骨牌最终被推倒。大批美国房

律以及狭义虚拟经济危机的根源。对物质生产之

奴，
在过了一段富人美梦之后，
轰然倒塌坠入冰窑， 外的文化、艺术、科技、服务、精神等非物质生
难以翻身。更可悲的是这些房奴，因为本次危机， 产力，马克思也展开了深入研究，给出了科学的
不仅使自己损失了更多的财富，又成了更加没有

论断和发展的展望。甚至断言了全球垄断的虚拟

信用的人。本文认为，本次经济危机是广义虚拟

资本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和最后形态。对于马克思

经济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表面上看是

所指出的社会资本是新的社会生产方式的过渡形

产生于广义虚拟经济——信用供给、房地产、信

态，列宁也曾经探索过，将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作

用债券等供应过剩，造成了新的供需不平衡，而

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发展道路，并产生积极影响。

实际上是财富标志的供应不足和缺失，造成的巨

因此，我们重视马克思关于虚拟资本经济理论的

大流动性为表现的财富无处栖身所导致的的经济

研究，重视马克思关于在资本主义高级形态——

广义虚拟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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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垄断的虚拟资本环境下，通过发展社会资本

研究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以及积极稳妥发展广义虚

或者国家资本经济，稳定和扩大社会主义经济基

拟经济，已经成为经济理论发展和财富创造的时

础的探索，最终实现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和

代强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殊途同归。因此，深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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