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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以详实的数据与思维逻辑，以生产领域阐述资本主义世界以剥夺为开端的个人垄
断发展至国家垄断，当今世界的资本主义发展依旧以国际性金融寡头来依靠日渐扩大化与虚拟化的金融
手段，在和平时代以新的文化输出为主的扩张形式维持制度延续。在制度性危机下矛盾依旧存在。资本
主义国家经济调控的表象背后是全球性的金融资本聚集以及在自我改良与自我膨胀中，更深层次的国际矛
盾与社会矛盾。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矛盾与资本逻辑下只能窥见其寄生、逐利、扩张以及腐朽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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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nin’s Theory of Imperialism, with detailed data and thinking logic, expounds in the field of pro文章引用: 王宏腾. 从《帝国主义论》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资本逻辑[J]. 社会科学前沿, 2021, 10(3): 516-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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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 monopoly of the capitalist world starting with deprivation to the state monopol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today’s world still relies on the
financial means of increasing expansion and virtualization by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oligarchs to
maintain the continuity of the system in the peaceful times in the form of new cultural output-based expansion. Contradictions persist in the face of institutional crises. Behind the appearance of economic regulation in capitalist countries is the global accumulation of financial capital
and the deeper international and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self-improvement and self-expansion.
The basic contradictions and capital logic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countries can only be seen in
their parasitic, profit-for-profit, expansion and decadent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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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列宁作为与第二国际斗争中的斗士，同当时存在的机会
主义与修正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写下了诸多深刻的著作，《帝国主义论》就是这样一部批驳资本主义国家
的改良诡辩以及第二国际阵营中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的文章，全文在引证政治经济学领域二十余
位参考对象的论述中，阐述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逻辑与金融资本聚集形成垄断的历史，有力的否定了资
本主义国家为自我制度改良辩护的结论[1]。以《帝国主义论》来作为透视当代资本主义运行逻辑规律的
切入点，无疑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寄生属性、逐利属性、扩张属性以及腐朽属性的再一次有力印证。

2. 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具有以“剥夺”为中心的垄断特性
《帝国主义论》深刻断言垄断，帝国主义时期最突出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2]。生产集中和垄
断往往联系着资本家对于市场的控制，发展至之后的世界性联合组织的成立，企业家垄断同盟完全依靠
资本与逐利生存，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这样的垄断市场形成之后的国家内部剥夺组织与国际性剥
夺组织直接影响着全世界范围的市场剥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资本原始积累的剥夺历史，如果
单纯以自由的自发的封建经济制度瓦解为依托，是不具备也不可能形成较大规模的资本积累的，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也就无从谈起。控制市场进而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不可避免的需要借助剥夺手段，用残忍残酷
的野蛮方式和极度的贪欲来完成，这样的剥夺外在表现是征服土地，奴役和控制广大的工人群体，并且
还伴有对底层人民的劫掠和杀戮，进而以文明社会的文明人自居。并且在资本积累的剥夺形态里，其本
身的积累过程极大限度的压缩和侵蚀了小生产者和小资产家的生存空间，通过资本的集中进化为垄断市
场而得以实现，列宁从生产领域论述剥夺现实，不仅如此，金融资本，由银行支配但是又由工业家运用，
逐渐变为金融寡头支配形式，本身就是一种剥夺状态的表现。

3. 资本集中与资本垄断的运作关系
生产集中导致资本集中，自然而然的发展到垄断阶段，在这个演进历程中，资本集中与资本垄断表
现出一些独特的运作关系，其发展阶段表述可以从资本家寄生逐利意图、银行代办性质变化以及国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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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的资本垄断窥见一斑。
首先是资本家寄生性角色成为资本集中开端。资本本性就是以简易的生产模式和生产过程提高效率，
进而获取高额利润的诉求，而且资本家但在金融资本运营方面善于伪装，一战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的食利
者以“剪息票”这样的捷径生存，当下的资本主义世界创造了更加高级的剥削水平，那就是“虚拟经济”，
并且在金融寡头剥削水平提高的同时，依赖虚拟经济，维持金融资产的不断膨胀，虽然随着发展必然存
在经济泡沫日趋破灭的可能，从华尔街金融发展的历程和导致全球性金融震荡来看，不可置否，资本家
为首的金融寡头一直扮演者控制金融秩序的角色。
其次，银行角色转变，形成金融资本。银行的发展历程其实早在恩格斯整理《资本论》时就指出，
银行职能是以交易所这样的形式，逐渐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及交换流通领域发展而来，这个过程“都集中
在交易所经纪人手里”，“交易所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最突出的代表”[3]。银行本质上是在支付
以及流通领域中担任中介作用的以代办为主要业务的机构，随着与金融资本相关的本身的发展运营的变
质，使得少数机构的占有形成最大的生产资本操控。银行掌握生产资本，并且完全凌驾于生产资本之上。
与此同时，银行的责任也已经变质，由辅助性业务变为操控资本，成为资本代表与资本运作工具。
最后，国家成为资本积累与垄断工具，以“剥夺”为中心的资本原始积累得以实现。上文提到，国
家作为基础工具，以暴力作用暴力手段为资本原始积累提供便利，从而以物质基础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建立。在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阶段以及市场作用进程里，国家可以以强有力的组织性质来开展
暴力活动，借助于掠夺、殖民、垄断以及奴隶贸易这样的手段来完成资本积累。国家还能够极为特殊的
借助强制形式掌握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关系趋势，进而逼迫劳动者接受雇佣劳动，出卖劳动力，从而为资
本积累和垄断创造极大的物质基础。随后发展至金融资本时代，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限性导
致自身无法调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以国家作为资本家总代表，必然要衍生国家垄断资本主
义，进而形成国际性垄断，至此，国家金融寡头发展成为国际金融寡头，利益驱使下过剩资本不能够被
用于满足本国需要，高额利润驱使下资本同盟与大国瓜分世界不可避免。

4. 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结构属性与国际性金融资本发展当代视野
资本主义国家所延续的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至今，垄断与扩张剥削实质未变，在结构调整上已经与列
宁时期的制度结构有所不同，国家垄断的发展伴随金融资本垄断与新一轮的资本扩张与政治文化扩张，
国内国际矛盾冲突依然存在且依然剧烈。

4.1. 私人垄断与国家垄断的关系
从资本主义世界发展历史来看，社会活动中日益广泛的社会生产与生产资料被私人占有的突出矛盾
不具备根本解决的可能，而垄断资本主义从私人垄断发展至国家垄断，都没有消除其本质内的根本矛盾，
相反的，私人垄断反而致使矛盾尖锐。国家调控的出现，或者直接表明为国家垄断，是为了在维护资本
主义制度的前提之下，适应资本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进而大限度地保护和保证资本家的利益，弥补私
人垄断资本主义在支配资本运转形态上的缺失；其次借助国家为强有力手段克服经济周期性危机；再次，
逐利性而导致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严重分离要求缓和阶级阶层矛盾，需要国家介入分配环节，达到利益
调节的目的，最后，还涉及到垄断资本发展因狂热追求剩余价值而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也需要国家参
与其中，协调关系。至此，制度内的调整无法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局面，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
并没有改变或者脱离制度本身。

4.2. 金融资本外延与内涵的发展
列宁印证利西斯的《反对法国金融寡头》，金融寡头在社会运转中的影响力超乎想象，对报刊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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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产生影响力甚至直接控制，金融资本拥有难以想象的特殊的力量，与一切经济关系和国际关系产生
依附态势并且产生影响。金融资本的统治导致货币资本与生产资本出现分离现象，列宁将这种统治称之
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金融资本发展至今，和列宁时代的金融资本相比，出现外延扩大的局势，突出
来看就是第三产业在今日的迅猛发展，已经在经济产值中占据重要地位。现代的金融资本已经由工业资
本和银行资本的融合变为现代经济以及现代金融日趋融合的局面，并且这样的经济表现形式是现代资本
主义国家依托的最为本质的形式。同时，在金融资本的内涵变化上，依托虚拟经济的根源上文已经阐述，
生产过程的简化致使资本日趋具有脱离生产而逐渐变为虚拟的态势。《帝国主义论》的食利者以“剪息
票”竟能达到资本积累的程度，当今时代的虚拟经济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重要形式，利息股息、发
行债券、资本投机运营这样的以脱离生产的形式方面的收入在国民经济中占据巨大比重甚至支配国民经
济运营的后果就是无限扩大制度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出现依附泡沫经济的投机性质的金融危机。

4.3. 和平时代背景下的资本支配的新形式扩张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引用“朐面包”的例子来嘲讽成为“帝国主义者”，似乎帝国主义国家为
解决社会问题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似乎看起来“是一种普通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传播文明的
事业”[4]。需要明晰，垄断资本主义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军事以及文化领域等诸多手段来维护和调
节本国利益。列宁时代所阐述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突出在经济联合体系和世界殖民扩张体系，这样的资
本积累谋取利润支配下的扩张，以经济垄断和战争暴力殖民来实现，伴随二十一世纪和平与发展的世界
性主题，当代资本主义的扩张形式在原有二重结构下进一步体现，除了上文所提及的金融资本模式改变
外，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的出现，充分将新的扩张形式存在的资本主义扩张性质完全展露，
资本主义扩张性质没有改变。

4.4. 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冲突导致的社会矛盾
随着罗斯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本国原有经济秩序的改良，
以及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一种基石性质的理论为国家垄断提供基础，资本主义国家通过
国有经济，股份制、工人管理等等手段，使得国内制度危机似乎出先“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可能得到和平
和改良”[5]的情况，改良表象削弱了个人垄断，似乎给人一种错觉，仿佛资本主义国家在面对危机时实
行的改革都是要打破垄断，但是现实发展终而复始的出现的实际是在自我膨胀中的假性救赎，那就是从
反垄断走向更高层次的垄断[6]，这在数百年的政治制度模式下进展成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
规律。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运作以国家垄断的形式得以延续。但是这种在自我不断改良以及膨胀中走向自
我灭亡的垂死性和腐朽性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如今社会问题依然存在。其一，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
制度调节以及产业结构转移升级不可避免的带来高失业率，加之社会福利的削弱和工人权利限定，社会
秩序不可避免的发生动荡，其二，列宁在资本家瓜分世界的章节中谈到了资本家逐利属性，并不是因为
资本家的恶致使社会的动荡与乱象，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利润成为上帝的时候，社会缺失道德标准，
那乱象横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当今世界秩序下，区域经济体的联合致使金融秩序和货币竞争，不
可避免的因为利益导致矛盾和冲突。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在此证明“和平主义”和“世界民主”不过是某
些唯心主义庸人的梦幻[7]。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及不代表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与政治经济制
度令世界在人类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看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矛盾规律下的有生机活力和稳定发
展的路径。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运转的形态规律，以及列宁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至帝国主义
阶段的表述，至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危机频发的现象，资本主义无论在实际生活中制造多少国际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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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争端，可以断言，制度本身的基因决定发展优越属性，伴随资本主义制度的破产，最终一定是科学社
会主义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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