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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凯恩斯 萧条经济理论 主张通过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 直接增加政府的投资和公共支出, 以刺 激经济增

长, 解决失业问题。这一理论至今仍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理论与实 践产生影响。同时也对我国当前正 在采取的
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重点的宏观调控措施, 有某 些方面的借鉴 价值。但是, 当我们 正确评 价凯恩 斯萧条 经济理
论的历史地位时, 则不可把它凌驾于马克思之上 。我们学 习、
借鉴西方经济, 是完全必要的, 然而, 马克 思经济学
的主导地位是不能动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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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凯恩斯萧条经济理论的形成及其现

传统的古 典经济理论, 引起了经济理论上的 一场革命。! 就
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的出 版, 标志着 凯恩 斯完 成了从 传统

实意义

的古典经 济学理论向自己创立的新经济体系的过 渡和一个

20 世纪 20 年代末至 30 年 代初, 资本主义世 界发生了

独立的理 论体系的形成。

剧烈的变化, 即爆发了 历史 上最 严重、最持 久、最广 泛的经

二战后, 所有发达的 资本 主义国 家和 一部 分发展 中国

济危机, 经济萧条, 失业严重。传统的古典经济理 论已无法

家, 曾经以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 广泛深入 地实行国

解释大萧条中出现的各种 经济 现象, 其理 论体 系中 所假设

家干预和 调节国民经济运 行的措 施, 虽然 资产 阶级国 家的

的某些重要前提已经行不通了。诚如凯恩斯所 说: 结果是

政府干预 不可能消灭资本 主义的 基本 矛盾, 但 在一定 程度

理论与事实不符, 应 用起来 非常糟 糕。

更谈不 上能为

上却缓解 了经 济危 机 所造 成的 破 坏性。 美国 和英 国 的经

资本主义摆脱危机提供 有效 对 策。就是 在这 种背景 下,

济, 在 20 世纪 70 年代 滞涨 的沉重 打击下, 到 20 世 纪 80

凯恩斯为了医治资本主义 经济 的病症 , 寻 求摆 脱危 机的措

年代终于 逐步转向复苏, 资产 阶级国 家及 时采 取旨在 缓解

施, 潜心于经济理论 的研 究。当时 面临的 严重 失业 和萧条

经济危机 的种种对策, 即国 家干 预政策。 显然 是起到 了重

等问题, 这给予他重要 的启 示: 必须转 换到 另一 个方面, 即

要的作用 。1992 年 6 月 9 日, 江泽民 同志在 中央党 校省部

从宏观的、
总量的角 度去 考察当 时发 生的经 济问 题。他认

级干部进修班上讲 话时, 曾经这样说过: 到 了本世纪 30 年

为重要的是研究引起总产量与总就业量产生变动 的种种决

代, 凯恩斯主义出现后, 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 对经济生

定力量。今 天西方宏观经 济学 体系, 在相 当程 度上 就是以

活的干预 , 也就是明 显加强 了对 经济的 宏观 控制。凯 恩斯

凯恩斯的这一 经济 理论 为基 础建 立起 来的。 1936 年 凯恩

强调对全 社会进行总需求 管理, 特别 是利 用财 政政策 来调

斯所著的!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问世, 从根本 上动摇了

节总需求 , 这对挽救 30 年代 西方国家经济的大萧 条起了重

[ 1] (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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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凯 恩斯经济理论的革命性贡献在于提出 一整套有

经济学家 所研究的都只是 第二个 问题, 而 将第 一个问 题视

效需求理论, 也即国民收入水平决定理 论。凯恩斯指 出: 以

为在完全自由竞争 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必 然存在。凯

往传统古典经济学中所谓 的均 衡, 都是建 立在 供给 本身创

恩斯经济理论则致 力于回答第一个问题。虽然他 的经济理

造需求这一错 误 理论 基础 上 的充 分就 业 均衡。 凯恩 斯认

论并未涉及第二个 问题, 但要解决第二个问 题, 必 须先解决

为, 这种理论只适用于特殊情况, 而通常情况下则 是小于充

第一个问题。面对资 本主 义具有 严重 威胁 性失业 问题, 凯

分就业。凯恩斯自称他 的就业 理论 才是具 有普 遍意义 的,

恩斯把如何解决失 业问题, 作为他写! 通论∀ 的目的。他 说:

它既可以解释充分就业的 情况, 也 可以解 释非 充分 就业的

本书 # #着重在研究何 种决 定力量 使得 总产 量与总 就业

情况。凯恩斯认为, 一国的就业水平是由 有效需求决 定的。

[ 1] ( P2)
量改变 。
凯 恩斯 把 就 业理 论 放 在 第一 位, 其 利息 理

有效需求所以不足, 是 因为心 理上 的消费 倾向 使得 消费的

论、货币理论、
工资 理论是就业理论的基础和组成部分。

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 从而引起消费需 求不足; 心理上的

凯恩 斯之所以要把就 业问题 放在 如此 突出的 位置, 是

预期利润率偏低趋势, 使利润率和利息率 不相适应, 从而导

由于现行资本主义 制度难以实现充分就业。什么 叫充分就

致了投资需求不足。凯恩 斯认 为, 资本主 义不 存在 自动达

业呢?

到充分就业机制, 因而主张政府干预经济, 通过政 府政策特

增加之谓 也。[ 1] ( P26) 这句话的意思是, 在实际上雇 佣劳动力

别是财政政策 来刺 激消 费 和增 加投 资, 以 实现 充 分就 业。

之有效需求增加, 总就业量仍继续增加, 那就表示 还存在没

由于消费倾向在短时间内 是相 对稳定 的, 因而 要实 现充分

有工作机 会的失业者, 还没有实现充分就 业。凯恩斯认 为,

就业就必须从增加投资需求尤其是增加政府投资着手。

传统古典 经济学派不承认 不自愿 失业 的存 在, 是由于 对有

即当对劳力产物之有效需求增加时, 总就 业量不再

尽管 凯恩 斯经 济理 论与 马克 思经 济理 论有 本质 上不

效需求原 则认识不足。雇佣 劳动 的有效 需求 只是雇 主们

同, 但两者也有共同之处, 即萧条和衰退都是由于 经济运行

从决定提 供的当 前就 业量 上所 可 预期 取 得的 总所 得 或收

有关的内部原因引起 的, 而不是 来自 外部的 力量。 两者的

益 , 雇主们预期由 雇佣多少人所获得的收益, 在 总需求函

差别之处, 在于马克思 认为资 本主 义没有 也不 可能 解决就

数与总供 给函数相交点时之值, 称为 有效需求。 [ 1] ( P26) 所谓

业问题, 而凯恩斯则认 为资本 主义 虽然还 没有 但有 可能解

总供给函 数, 就是雇用一 定人 数所生 产产 品之 总供给 量与

决就业问题。这就决定了凯恩斯经济理论具有被 用来为资

所雇人数的关系; 而总需求函数, 则为预期雇用一 定人数所

本主义辩护的特征。与传 统的 古典经 济学 不同, 凯 恩斯经

能获得之 收益与所雇人数的关系。凯恩斯说: 就 业量决定

济学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危机经济学或萧条经 济学。

于总需求函数与总 供给函数相交之点, 盖在 此点, 雇主们之

!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 在西方经济 学界引起

预 期利润 达到最 大量。 [ 1] ( P26) 至于雇 主们决 定雇用 的劳动

巨大反响。一些经济学家把!通论∀ 的出版称为经 济理论上

工人数或 就业量, 乃取决 于预 期的社 会消 费量 和可以 预期

的 凯恩斯革命 。从此之 后, 凯恩 斯经济 理论 逐渐 取代传

的社会新 的投 资量 两 者之 和。此 两者 构 成就 业的 有 效需

统的古典经济理论, 而成 为西方 经济 学的正 统理 论。资本

求。消费不 足与 投资 不 足, 都说 明 就业 的有 效 需求 不 足。

主义各国政府也纷纷采用 凯恩 斯的需 求管 理政 策, 并将凯

传统古典 经济学家认为, 以市 场为基 础的 私人 企业经 济能

恩斯经济理论及 其建 议作 为 制订 政府 经 济政 策 的指 导思

够实现充 分就业时的均衡 状态, 若暂 时离 开充 分就业 也有

想。20 世纪 60 年代 末以 前, 通过 其追 随者 不断 补充 和完

力量恢复到充分就 业的均衡。他们承认有自愿失 业和由于

善, 凯恩斯经济理论已 基本上 被西 方经济 学看 成是 现代宏

改变职业 等情况而产生的 摩擦失 业, 而不 承认 那种非 自愿

观经济学的同义词, 某 些经济 学家也 因此 将从! 通 论∀ 出版

失业的存 在。而凯 恩斯则不然, 在失业问题 上, 凯 恩斯把它

开始直 到 20 世 纪 60 年 代中 期 这 一时 期 称为 凯 恩 斯时

区分为自愿失业与 非自愿失业。认为愿意在物价 上涨而货

代 。尽管在最近的 30 多 年, 凯恩 斯的萧 条经 济理 论或国

币工资不变的条件 下工作, 而得不到工作的 人, 才 是非自愿

家干预经济理论, 被新自由主义理论所替 代, 因而 酿成前所

的失业者 , 才是真正 失业者。 那些不 愿意 在实 际工资 下降

未有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但是, 当前由美国次贷危 机引发的

条件下工 作的人, 就是 自愿 的 失业 者, 或 者说 非真 正 失业

全球性金融危机, 西方 国家已 经采 取或将 要采 取的 各种国

者。而为了解决 失业者 问题, 就 需要有 新的 投资。根 据逻

家干预措施, 在相当程 度上则 可以 从凯恩 斯的 萧条 经济理

辑推理, 一国的财富愈 多, 向新 企业投 资的 财富理 应愈 多;

论体系找到理论依据。难 怪美 国经济 学界 有人 声称, 这意

一个人的 收入愈多, 用在消 费上 的支出 也愈 大。可是 凯恩

味着凯恩斯主义的胜利回归。

斯发现事 实上并不是 这样。他 说: 在 一个 富裕社 会中, 不
仅边际消费倾向较 弱, 而且因其资本积聚量 也较大, 故除非

二、凯恩斯把就业理论放在萧条经济理
论体系的首位

利率可以 迅速下降, 否则继续投资之 吸引性也 较小。 [ 1] ( P30)
即社会愈 是富裕, 它的实 际投 资与可 能投 资之 间就愈 有距
离; 个人的收入愈多, 它的实 际消费与可能消费之 间也愈有

西方经济学界认为, 作为 经济 学家所 要解 决的 经济问

距离。要把资本诱导 到新 的企业 投资 方面, 就 必须使 资本

题很多, 但归纳起来 主要有 两个: 一 是如何 获得 充分就 业;

能够获得预期的利 润, 或获得所谓资本的边 际效率, 而要做

二是如何在充分就业经济中合理地配置资源。凯 恩斯以前

到这一点, 就必须使一般利率降低, 并使利率至少 与资本边

的传统古典经济学家, 即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 剑桥学派

际效率保持一致。但单纯降 低利息还不一定保证 资本的边

85

际效率, 这就得降低工资。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新 投资的预

蓄倾向的 提高不但不会增 加投资, 而 且还 将阻 碍投资 的增

期利润。但降低工资, 又会减小购买力, 这不仅会 减少消费

加。因此, 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不公制度, 对经济的 发展是很

需求, 使产品不能实 现, 还将引 起工 人阶级 的有 组织反 抗。

不利的。防范收入 差别过大, 是政府宏观调 控的重要内 容。

在这里, 凯恩斯主张用通货膨胀这个手段, 来鼓励 投资与消

凯恩斯的 理论体系完全否定了储蓄会自动转化为 投资的论

费, 并间接地降低工 资。我国 经济 理论界 也有 少数 人持这

点。在凯恩斯的理论 体系 中, 即使工 资具 有完 全的伸 缩弹

种观点, 即为了解决失业问题, 可以搞一点通 货膨胀。这种

性, 只要没有充分的投资引诱造成足够的投 资来消化储 蓄,

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国民经济达到均衡 状态时, 就会存在着非充 分就业, 即存在
着非自愿失业。因此, 从 某种 意义上 说, 凯恩 斯理论 的 革

三、凯 恩 斯 关 于 所 得、储 蓄 与 投 资
的理论
凯恩斯从他提出的有 效需 求不足 理论 出发, 得 出消费
不足和投资不足的结论。在分析为什么消费与投 资会不足

命 实质, 既不在于 他有关 工资刚 性的 假定, 也 不在于 他的
灵活偏 好 利 率 理 论, 而 是 在 于 他 创 立 了 一 种 全 新 的 储
蓄 ∃ ∃ ∃ 投 资的产出决定 理论。他 的利 息理论 的意 义, 只是
使他的理论体系更 为完全, 即使将此利息理 论去掉, 也完全
无碍于凯 恩斯理论体系的 革命性 之所在。

之前, 首先论及凯恩斯对所得、储蓄与投资关 系的解释。凯
恩斯认为在这个问题上, 他与 传统 古典经 济学 派有 很大的
差别。传统古典 经济 学派 是 把储 蓄和 投 资与 利 息联 系起
来, 凯恩斯则 是把 储蓄 与投 资 和所 得( 或 收 益) 联 系起 来。

四、凯 恩 斯 的 资 本 边 际 效 率 与 利 息
率理论

凯恩斯是怎样说明储 蓄与 投资的 关系 的呢? 凯 恩斯认 为,

凯恩斯明确指 出: 对就业量有决定影响 的当前投资 量,

所得的用途有三方面: 一 是消 费, 二是储 蓄, 三是 投资。如

决定于投资引诱, 投资引诱又决定于两种因 素的相互作 用,

果说储蓄终究会转化为 投资, 那 么, 所得就 只有 两个用 途:

即资本边 际效率和贷款 利率。凯 恩斯 认定 投资的 需要, 是

或者是消费, 或者是资本化( 即投资) 。凯 恩斯指出, 传统的

取决于资本的边际 效率与现行利息率之间的关 系。首先来

古典经济学派认为储蓄会 转化 为投资 , 而 他则 认为 往往是

看凯恩斯 是怎样说明资本的边际效率的。他说: 我之所谓

有储蓄而无投资。他 说: 个 人储 蓄 可以 增 加 其一 己 之财

资本之边际效率, 乃等于一贴现率, 用此贴现率将 该资本资

富, 这是不错的; 但由此推 论, 以为 亦可增 加社 会全 体之财

产之未来 收益折为现值, 则该 现值恰 等于 该资 本资产 之供

富, 则忽视了一个可能 性: 即一 人之储 蓄行 为, 可以 影响他

给价格。 [ 1] ( P115) 所谓供给价格, 并不 是实际 在市场 上购买

人之储蓄, 因之影响他人之财富。 而且 如果每个 人都想减

该资产所 付之市场价格, 而是 适足引 诱厂 家增 产该资 产一

少消费, 增加储蓄, 则因所 得一 定受到 影响, 故 这种 企图必

新单位所需之价格 , 故资本资产之供给价格, 有时 被称为该

自招失败。 [ 1] ( P75) 到这里, 凯恩斯毕竟意识到了他 的宏观分

资产之重置成本。从一种资 本资产之未来收益与 其供给价

析不能代替微观分析, 在后者 我们可以假定当个 人改变其

格 之关 系, 可 得 该 类资 本 之边 际 效 率。[ 1] ( P115) 简 单 地 说:

一己之需求时, 其所 得并不 受到 影响。 [ 1] ( P76) 而 就社 会全

资本之边际效率, 乃以钱 投资于 新的 资产, 所 可预期 取得

体而论, 所得超过消费部分( 即我们所谓储蓄者) , 不能不与

之酬报率 。[ 1] ( P116) 他认为他的资本边际效率与费 雪在 1930

资本设备之价值增益( 即我们所谓投资者 ) 相 同。净储蓄与

年出版的! 利息论∀ 中所谓报酬超过成本率完全 相同。费雪

纯投资之关系, 亦复如此。事实上, 储蓄是一 个余数。投资

以为, 任何一方面投资之多寡, 乃定于报酬超过成 本率与利

决策与消费决策二者, 决定所得。设投资 决策得告实 现, 则

率之比较, 要引诱新的投资, 则报酬超过成本率并 必须大于

或者消费削减, 或者所得增大, 二者必居其一。故 投资行为

利率。更通俗地说 , 资本家进行投资时, 不但要看 资本边际

本身, 一定使得储蓄这个余数以同 量增加。 [ 1] ( P57) 凯恩斯对

效率的高 低, 还要看 利息率 的高 低。如果 资本 边际效 率低

储蓄的作用是采取贬低态度, 这和经济萧 条、
通货 紧缩的背

于现行利息率, 资本家就不会增加投资, 他就会把 这笔资本

景相联系的。这是因为, 在经济萧条时期, 不愿投 入实质经

存入银行 或购买债券, 以取 得利 息。只有 当资 本边际 效率

济领域的庞大金融剩余, 导致 储蓄 率高于 投资 率的 问题愈

高于现行 利率时, 资 本家才 会增 加投资。 凯恩 斯还进 一步

是严重, 金融机构存款 大于 贷款 的数额, 迅 猛增 加, 这对启

分析, 投资的增 加 将使 资本 资 产增 加, 其 未来 收益 势 必下

动已经疲软的投资市场与消费市场是极其不 利的。当前我

降, 况且资本资产需求增加, 又会使它的供给价 格提高。因

国金融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也是存款显 著超过贷款, 在这

此, 资本边际效率会随投资的增加而递减。 但是, 只要资本

种情况下, 宏观调控 的对策, 必 然是 采取降 低存 贷款利 率,

边际效率还高于现 行利息率, 资本家还会继 续增加投资 , 直

以刺激投资和消费, 拉动 经济增 长。凯恩 斯毫 无保 留地指

到资本边 际效率下降到 等于 现行利 息率 时为 止。因此, 假

出, 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有两个显著的缺 点: 一是 无法提供

设银行利 息率保持不变, 投资 量的多 少将 取决 于资本 边际

充分的就业; 二是收 入分 配严重 不均。传 统古 典经 济学家

效率的高 低。然而 , 资本 边际 效率的 高低 又取 决于资 本家

认为, 为促进社会进步和增加就业, 就必须有赖于 资本的积

对投资未来预期这 个心理因素, 取决于资本 家对投资前 景、

累。而资本积累则须依靠储蓄的增加。储蓄在收 入分配不

获利可能性的信心 如何。凯 恩斯认为资本家对投 资前景很

均的条件下为最大。凯恩斯认为, 在非充 分就业经济 中, 储

容易丧失 信心( 在经济 萧条时 期更 是这样 ) , 这 是现代 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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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受到阻碍的一个重要因素。凯 恩斯主张

供应量的 办法使利息率 下降, 以 利于刺 激投 资。但凯 恩斯

创造一种能使资本家保持自发的乐观情绪和对投 资前途充

又认为, 即使中央银行大量增加货币供应, 也不一 定能够达

满信心的环境和气氛, 使资本边际效率不 至于下降得 太快、

到充分就 业的目的。这是因为, 当利息率下 降到一定水 平,

太大, 以便增加私人投资。

人们认为利息率太 低, 以后必然会上升, 与此相适 应债券价

凯恩斯受传 统的 古典 经 济学 的熏 陶 长 达 20 年 之 久。

格太高, 以后必 定 会下 跌, 这就 会 引诱 人 们增 加货 币 持有

在 20 世纪 20 年代 之前, 凯恩 斯曾 经把第 一次 世界 大战前

量。这时如果中央银 行增 加货币 供应 量, 将全 部被人 们所

的资本主义视为黄金时代, 他 认为 收入分 配不 均可 以造成

吸收, 而利息率则保持不变, 出现所谓流动性陷 阱。与此同

高水平的储蓄, 从而促进资本储蓄的增长, 因为有 利的投资

时, 如果长期的经济萧条使投资获利前景黯 淡, 这 时即使国

机会是不会缺乏的。20 世界 20 年 代末以后 英国经 济的持

家货币当 局能够成功地使 利息率 下降, 也 难以 使投资 增加

续萧条, 出现大量失业人口。在一段时间 内, 凯恩 斯的各种

到足以恢复充分 就业 的程 度。由此, 凯 恩斯认 为, 在 20 世

有关改进就业水平的建议, 几乎都涉及货 币控制政策, 因为

纪 30 年代大萧条情况下, 政 府的 财政政 策( 直 接增加 政府

他充分相信在资本主义体 系内, 可 以利用 某种 适当 的货币

开支) 比货币政策( 增加货 币供应 量、降低 利息 率以刺 激私

政策来解决失业问题。 这种 观点直 至 1929 年劳 埃德 % 乔

人投资) 更为有效、更为 必要。凯 恩斯 的上 述论断, 是 有其

治在竞选中作出以公共工程支出减少失业的诺言 时才有改

合理性的一面。由于市场机 制在经济运行中必然 产生种种

变。凯恩斯对这一公共工程计划建议表示乐 观。因为他确

自发性弊 端( 与经济周 期相联 系的经 济萧 条就 是其中 的一

信投资会产生诱发效 果, 这将抵 消原 本多余 的储 蓄。与这

种表现) , 诸多领域 必须借 助市场 以外 的外 生力量, 来 弥补

一转变相联系, 凯 恩斯 认 为, 利息 率作 为 宏观 调 控手 段之

市场机制的缺陷, 矫正自发性可能带来的负 面效应, 以保证

一, 虽然可以使其降低 来刺 激和 扩大投 资, 但是, 利 息率的

经济发展的质量和 速度。这 种外生力量的历史使 命无疑落

下降终究有一定限度, 其下降到一定程度 将不可能再 下降,

到国家身 上, 国 家 必须 在资 源 配置 领域 发 挥其 特殊 作 用。

从而无法发挥对投资的进一步刺激作用。因此凯 恩斯对货

财政作为 以国家为主体的 分配, 责无 旁贷 地应 当承担 起这

币政策的作用是持怀疑态度的。他认为在当时的 现实环境

一任务, 应当充分运用财 政政 策等工 具解 决好 市场失 败所

下( 即经济处于萧条时期) , 必须采取积极 的财政政策, 增加

可能引发 的结构性矛盾, 以保 证经济 发展 中的 结构转 变在

公共投资和政府开支, 以 利于促 进就 业和产 出的 增加。在

合理化的轨道上逐 步实现有序升级。当前我国不 断强化的

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中, 利息 是 等待 和 抑制 消费 的

财政政策 , 就是按照这种思路运行的。

报酬。利息 率是由储蓄( 资本的供给) 与投资( 资本的需 求)
共同决定的。而储蓄又会自动转化为投资。假设 在某一利

五、凯恩斯的工资理论

息率下, 人们自愿储蓄的金额超过资本家 愿意进行的 投资,
即资本的供给大于需求, 利息率将会下降, 且伴随 利息率下

传统的古典经 济学派认为, 失业现象的 存在, 意味着劳

降将会刺激投资的增加。这样, 通过利息 率的伸缩变 化, 势

动力的供给大于需 求, 工资就会下降, 直至劳动力 供求趋于

必使投资需求始终等 于储蓄 供给。就 是说, 不 管国 民收入

平衡, 充分就业得以 恢复。工 资率伴 随劳 动力 供求变 化而

和储蓄金额有多么大, 总会有 足够 的投资 需求 来抵 消收入

自由地上 下波动, 能 够使经 济社 会始终 保持 充分 就业。除

与消费之间的差额( 储蓄) , 因 而当 总需求 与总 供给 达到平

非工会或 政府出 面 干涉, 形 成 刚性 工资, 因而 导致 长 期失

衡的时候, 就业量就 必然 稳定在 充分 就业的 水平 上。凯恩

业。但凯恩斯 则不 同 意用 降低 货 币工 资 的办 法来 增 加就

斯否定了上述传统的、由他的 老师 马歇尔 提出 的利 息和利

业。他认为, 如果消费倾向和投资倾向( 当经济发 展到一定

息率理论, 并提出了 自己 的利息 和利 息率理 论。在 凯恩斯

水平, 这两种倾 向都 会趋 于 下降) 都不 足 以维 持充 分 就业

看来, 利息率的伸缩性 并不是 如上 所说使 得储 蓄与 投资趋

时, 即使降低货币工 资率也 不可 能恢复 充分 就业。因 为降

向一致, 而是使得货 币的 供给与 需求 趋向一 致。凯 恩斯认

低货币工资率会相 应降低社会总需求, 使市 场进一步萎 缩,

为, 利息是放弃货币流动性的报酬, 利息率则是衡 量人们对

物价持续下降, 这又会使资本家的债务负担 加重, 丧失投资

放弃货币的流动性的 不愿意 程度。因 此, 利息 率是 平衡现

获利的信 心。由此 , 要使 货币 工资的 削减 对就 业产生 积极

有货币数量 和 以现 金 形 式持 有 财 富 的愿 望 这 两 者的 价

的影响, 就必须使货币工资的下降对整个社 会的消费倾 向、

格 , 而不是 平衡人们对投资的需求与人们抑制目 前的消费

资本边际 效率或利息率 产生 积极的 影响。 然而, 究竟 能不

的意愿这两者 的 价 格 。人 们以 现金 形 式持 有 财富 的愿

能产生这 种影响是很难 断定 的。何况, 削 减货 币工资 会在

望, 凯恩斯称之为流动性偏好。他将人们持 有现金( 保持流

政治上造 成不良 后 果, 并强 化 流动 性偏 好, 使 利率 不 能下

动性) 的动机 分 为三 类: 交 易动 机、预 防动 机和 投 机动 机。

降。而维持货币工资不变仅 增加货币供给量对实 际工资所

因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所 决定 的货币 需求, 主 要决 定于人

产生的影响, 与维持货币供应量不变, 仅削减货币 工资所产

们的货币收入, 而不 是决 定于利 息率。投 机动 机则 和利息

生的影响 完全一样。因此 凯恩斯 主张, 与 其削 减货币 工资

率有一定关系, 即呈 反向 函数关 系。利息 率的 高低 决定于

而遭到工人的反抗 , 不如实行一种刚性的货 币工资政策 , 在

货币的供给和货币的需求。货币的供给一般是由 中央银行

保持货币工资不变 的同时, 增加货币供给量, 用通 货膨胀的

的货币政策决定的。凯恩斯主张国家货币当局用 增加货币

办法来降低实际工 资, 提高资本的边际效率, 从而 刺激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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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投资。

不可能从 根本上能消除资本主义的痼疾。

凯恩斯曾经作了这样的概括: 通货膨胀与通 货紧缩显

六、结语

然不相对称: 盖若把有 效需求 紧缩 到充分 就业 所必 需的水
准以下, 则就业量与物价都降低; 但若把有效需求 膨胀到这
个水准以上, 则只有 物价受 到影 响; 这一点 也许 令人不 解。
然而这种不对称, 正是事实之反映: 若某就业量之 边际负效
用大于真实工资, 则劳动者总可拒绝工作, 使该就 业量不能
实现; 但劳工却不能因 为某就 业量 之边际 负效 用并 不比真
实工资大, 而 一定 要别 人提 供该 就业 量。 [ 1] ( P251) 对于 我国
来说, 伴随着短缺经济转向非短缺经济状 态, 卖方 市场逐渐
被买方市场所代替, 失 业逐渐 成为 影响宏 观经 济运 行的突
出问题。如 何把失业率降 低到 最低的 限度, 便 成为 人们所
关心的问题。如何在通货 膨胀 率和失 业率 之间, 寻 找最佳
的平衡点, 是值得我 们深 入研究 的课 题。既要 把通 货膨胀
率控制在人们可以承受的 限度 内, 又要把 失业 率降 到尽可
能低的水平, 是国家宏观调控的理想目标。
综上所述, 凯恩斯理论从就业不足入 手, 分析 了投资不
足、
消费不足所体现的有效需求的不足, 阐述了有 别于传统
古典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观点, 构成了被人们 称之为 萧条经
济学体系 。在这个体 系中, 他 傲然自 诩地 说, 已把 现代经
济学的三大缺陷发现 了, 并弥补 过来 了。凯恩 斯是 作了这
样表述的: 消费倾向之分析、
资本之边际 效率之定义, 以及
利 率 论, 乃 是 我 们 现 有 知 识 中 之 三 大 缺 陷, 必 须 弥
补。[ 1] ( P30) 而他所弥补的这三大缺陷的内 容, 又正 好是他在
他的方法论上确定的三大自变数; 就业量 或国民所得, 就是
这三者的因变数, 他 由此 发现前 者决 定就业 量了。 凯恩斯
经济学说, 和传 统 古典 经 济学 者相 比 较, 有一 个 突出 的特
点, 即不大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疮疤, 并且也不怎 么隐蔽他
自己的观点。譬如, 他公然指出, 资本主义制度的 显著缺点
乃在于不能提供充分就业, 以及不能实现 财富的公平 分配。
不过, 凯恩斯理论和马克思理论也有本质 的区别, 即凯恩斯
认为资本主义虽然没有但 却有 可能解 决上 述弊 端, 而马克
思则认为资本主义没有也 不可 能解决 上述 弊端, 资 本主义
必定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这就使凯恩斯理论充 当了为资

由美 国次贷危机引发 的金融 危机 波及 全球, 对世 界经
济产生严 重的威胁。在金融危机大背景下, 发表于 1867 年
9 月 14 日的鸿 篇 巨著! 资本 论∀ 再次 成 为 西方 社 会的 宠
儿 , 马克思又回来了 的声音在西方 社会渐渐 响起。马克
思已经重新回到了 欧洲大众的记忆中。眼前的金 融危机已
经转化为 经济危机, 而且 出现 向制度 危机 和意 识形态 危机
转化的趋势。 资本主义向何处去? , 又 在西方上 空回荡着
这样的疑问。目前西方经济 学界有人明确主张西 方经济学
家要向马 克思学习, 承认 马克 思在许 多方 面比 西方正 统学
派即西方主流经济 学更能得到了现代人的共鸣。 当我们正
确评价凯 恩斯萧条经济学 的历史 地位 时, 则不 能把它 凌驾
于马克思之上。这是 我们 学习、借鉴 西方 经济 学所必 须采
取的科学 态度。! 资本论∀必 须而且应当回到大学的课堂!
我们 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的历史作用不 能估计过
高。从历史上看, 无论是 罗斯福新政 , 还是日本 这些年来
为应对经 济萧条而采取的 积极财 政政 策, 其效 果都是 非常
有限。1998 年为了缓解亚 洲金融 危机的 负面影 响, 我国政
府所采取的积极财 政政策, 虽然产生一定的 效果, 但使我国
国民经济 最终摆脱危机阴 影的根 本原 因, 一是 房地产 体制
改革带来 房地产投资突飞 猛进, 二是 汽车 逐渐 进入城 镇居
民的家庭 , 三是我国加入 世界 贸易组 织带 来扩 大对外 开放
的力度。其关键是 依靠改革开放, 培育新的 经济增长点 , 让
市场更充 分发挥 作 用, 让群 众 的积 极性、创造 性进 一 步涌
现。总而言之, 要从根本 上化 解全球 性金 融危 机给我 国国
民经济带来的严峻 挑战, 还得依靠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理 论,
即邓小平 的改革开放理论和科学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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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ality and Limitation of Keynes's Economic Depression Theories
XU Jing y 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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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 nom ic Depressio n T heory adv ocat es t hat unem plo yment could be eased by f ollow ing a

pro active f iscal policy , direct ly incr easing g overnment inv est ment and public ex pendit ur e, aiming at st im
ulat ing econom ic g row t h. T his t heory is st ill inf luential in t heo ry and pr act ice in capit alist count ries, and
it is w o rt h learning w hen China is t aking macro cont ro l measures f ocused on act ive f iscal policy. H ow ev
er, w hen w e appraise and learn f rom Key nes's t heory , w e should bear it in mind t hat , in spit e o f it s redee
m ing features, Key nes's theory could never ex ceed M arx& s theory , w ho se dom inant posit ion shall never be
sha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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