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17, 6(4), 380-384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17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7.64051

An Analysis of the Critical Thought of
Capitalism in Imperialism Theory
Hongtao Chu, Mingjuan Jin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st

th

st

Received: Mar. 31 , 2017; accepted: Apr. 14 , 2017; published: Apr. 21 , 2017

Abstract
Lenin’s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are a new form theory of criticizing capitalism, the thought of critical capitalis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Lenin’s imperialism theory. Through the detailed critique of
capitalism ideology formed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Lenin and analysis of construction of imperialism in the theory of ideological critique of capitalism in depth; eventually focus on how to
think about the critical thought of capitalism in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obj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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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关于资本主义批判的一种新形式理论，资本主义批判思想是列宁《帝国主义论》
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细致阐述列宁的资本主义批判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深入分析《帝国主义
论》中的资本主义批判思想的构建方式，最终落脚到应该如何客观审视《帝国主义论》中的资本主义
批判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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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 世纪下半叶开始，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资本输出，资本的大规模输出最终导致
资本输出的主体国家对世界的瓜分。此时，列宁通过全面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趋势，在《帝国主义
论》中提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并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进行了细致分析，列举了众
多数据来论证这一结论。虽然当今世界的经济与政治形式与列宁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
是《帝国主义论》中体现的资本主义批判思想对于客观认识和把握当今资本主义的本质以及中国的经济
社会发展方式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2. 列宁资本主义批判思想形成的历史根源
列宁的资本主义批判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主义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不同，资本主义理论是
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历史阶段形成的，而列宁的资本主义批判思想则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形
成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形成为其理论思想提供了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另外，列宁的资本主义批判思
想充分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合理思想内核，并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的突破性认识。

2.1. 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其经济根源
19 世纪 70 年代，许多欧洲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这时，
全世界经济联系愈来愈强，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列宁所生活的年代恰好处在资本主义由自由
竞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列宁受资本扩张的冲击和影响，形成了早期关于帝国主义论中的资本主义
批判思想，在此思想的科学指导下，他不断调整俄国的经济政策以及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最终指
导俄国革命走向胜利。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扩张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列宁把这个阶段称为帝国主义时代。在这个帝国主义时代，出现了金融资本的垄断和瓜分世界的殖民政
策，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工业企业家依赖其对资源的占有，形成垄断同盟，进军金融领域，形成金融
资本垄断；这种垄断凌驾于自由竞争之上，导致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特别尖锐；另一方面，垄断资本家
同盟占有已经瓜分完了的世界领土，在领土上推行殖民政策。

2.2. 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形成是其时代背景
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达到一定高度而出现的必然结果。生产集中发展到一
定程度，就产生了垄断的可能性以及垄断的必要性。首先是在资本主义工业领域产生垄断，工业领域的
垄断引起了资本流通领域，即银行的垄断，而这两者的结合又形成了金融资本的垄断，如此，垄断资本
就渗透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过程。垄断资本的扩张性导致其不满足于国内狭小市场，从而对其他的
非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资本输出，进一步攫取垄断利润。20 世纪 20 年代初，俄国被资本主义扩张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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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了进来，他们不得不被动参与这场竞争与冲突的矛盾之中。面对选择西方发展道路还是自己开辟一条
新的道路的选择难题，列宁开始对当时的世界格局有了新的思考，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就是在探索俄国社
会主义事业过程中不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一种思考也是一种方案。

2.3. 马克思等人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是其理论来源
在列宁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进行了简单分析和细致探索，包括马克思在《资
本论》中提出的众多观点，为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创立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列宁早期关于俄国资本
主义发展的有关论述来源于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成因论的批判和继承。另外，以拉法格、考茨基等
人为代表的学者对帝国主义的研究稍有建树，这些学者大多是从工业或金融资本的角度来论述帝国主义
的特点。列宁认真地研究分析了已有的相关理论并批判吸收了相关理论思想的合理内核，力图明晰当时
人们对资本主义新发展的一些模糊认识，并针对当时的各种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进行强烈批判，最终提
出了完整的帝国主义理论。

3. 《帝国主义论》中资本主义批判思想的构建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通过对卡•考茨基为首的“当代的机会主义辩护士”的批判，指出资本主义
是少数国家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1] (P4)。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实质
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理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五大特征的分析渗透着对资本主义批判思想，从中可
以看出，列宁的资本主义批判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对资本主义生产集中和垄断的批判
资本主义批判思想的首要表现就是生产的集中和垄断，生产的集中和垄断形式主要表现为：商品的
生产由一国拓展到多国生产，参与国际市场的生产商越来越多。企业规模和生产能力都在不断扩大和增
强，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和人力资源集中到垄断企业中去，垄断企业依靠其强大的垄断优势使其生产的
产品成为全球性产品。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德国的卡特尔和美国的托拉斯，
“一个工业部门的生产总量，
往往有十分之七八集中在卡特尔和托拉斯手中”[1] (P16)。对于生产的全球特征，列宁做出了他的解释，
他认为生产的社会化是资本批判的重要原因。由于生产集中在少数企业手中，其要获得原材料、劳动力，
销售商品，那么它就必须需要扩张资本，把整个世界纳入自己的生产销售体系。20 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全
球扩张的道路与我们今天所处的资本全球化有着很多相似之处，资本通过其扩张性不断占领世界市场和
使无产阶级的利益受到侵犯，使帝国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的矛盾更加不可调和，垄断资本主义全球化的
发展趋势愈来愈明显。在列宁所处的时代，他已经认识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阶段
的变化，对生产集中和垄断的批判已经成为资本主义批判思想的重要标志之一。

3.2. 对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批判
金融资本全球化是资本主义批判思想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对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批判是列宁资本
主义批判思想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列宁认为 20 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到
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然后具体分析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银行的新作用。他是从分析银行资本的集聚
开始，得出“银行业发展的最新成就还是垄断”的结论[2]。列宁说：“我们看到，银行渠道的密网扩展
得多么迅速，它布满全国，集中所有的资本和货币收入，把成千上万分散的经济变成一个统一的全国性
的资本主义经济，并进而变成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1] (P26)。在对资本输出的分析中，列宁同样意识
到国际交换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的代表性特征。
“金融资本的密网可以说确实是布满了全世界”[1] (P57)，
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金融领域的全球化也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急速扩张，这种扩张不仅使

382

储洪涛，金鸣娟

以欧美国家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金融体系获利颇丰，掌握着整个世界的金融命脉；同时也使发展中国
家在资本主义金融风暴的席卷下能抓住发展的机遇，融入整个世界大潮。金融资本全球化既关键又敏感，
其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3. 对资本家同盟瓜分世界市场的批判
资本家为了攫取更多的利润，不断与其他资本家联合，自然而然形成了国际性的资本家垄断同盟；
另外企业规模的巨大也造成了竞争的困难，产生垄断趋势。资本家同盟不断突破原先占有的市场，向更
广阔的世界市场迈进。20 世纪初，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同盟已经形成，西欧北美工业强国的目的是通过建
立资本家同盟达到在经济上瓜分世界的目的。正如列宁所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内市场必然是同国
外市场相联系的，资本主义的扩张早己造成了世界市场[1] (P58)。资本家同盟一般是建立在国内垄断基础
上的，是主要工业强国垄断资本在互相竞争中结成的暂时性国际联合，其意义在于缓和世界范围生产和
消费的矛盾。“最新资本主义时代向我们表明，资本家同盟之间在从经济上瓜分世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
定的关系，而与此同时，各个政治同盟、各个国家之间在从领土上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争夺经济领
土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一定的联系”[1] (P66)。因此，资本家同盟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结果，其产生和发展
标志着全球化新阶段的到来。列宁对资本家同盟瓜分世界市场批判进行批判，表现出其对资本主义扩张
本质的不满。

3.4. 对大国瓜分世界的批判
资本扩张伴随着剥削和压迫，伴随着殖民政策的加强以及争夺殖民地斗争的尖锐化问题。帝国主义
国家为了争夺原料和市场，导致大国之间的矛盾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激化。列宁通过对比分析 1876 年和
1914 年的大国殖民地的面积，得出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世界已经被大国瓜分完毕的结论。从殖民
地和宗主国的关系再深入探讨帝国主义的资本扩张，列宁看到资本的全球化扩张既是大国争夺殖民地、
瓜分世界的诱因，也是其最终目的。瓜分世界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对金融资本的控制掠夺原料、利用
资本输出追求更大的剩余价值，建立全球性统治的剥削体系。大国总是想尽量争夺更多的土地，不管这
是什么样的土地，也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他们要在殖民地市场上用垄断或者其他手段排除竞争者，
巩固他们之间的联系，保证自己资本输出扩张的利益[3] (P96)。

4. 客观审视《帝国主义论》中的资本主义批判思想
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导致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再加上当代主要资本主义国
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则让一些人对列宁当年提出的帝国主义论断的科学性产生了怀疑。我们需要看到，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不断通过输出资本进行全球扩张的同时，也在通过各种福利待遇保障工人的相关权
益，不断发展着资本主义。因此，需要客观审视列宁提出帝国主义论以来的现实历史进程，对资本主义
批判思想进行辩证分析和合理吸收。

4.1. 不能教条的对待资本主义批判的精髓实质
目前，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干扰主要表现在对各产业部门的冲击上，一方面会给我国经济
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会增大有关国家经济的波动性，可能会发生相关联的失业等社会问
题。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发展及经济贸易领域，列宁可谓是首创者，他对于资本批判会导致帝国主
义支配全球经济以及导致整个世界经济联系为一体的预测，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极大的借鉴和意
义。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的资本主义批判思想有利于我们更好预测及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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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及思想，更好地做出应对其输出的策略。在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战略中，可能会存在影响和限制发
展中国家的经济外交政策制定等，对于我国来说，维护国家利益、经济政治主权与维护经济安全同等重
要，在这些问题上，我们需要采取恰当的措施。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资本主义劳资矛盾在现代确
实因为其福利和相关权益保障政策的推行而不断缓解，对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其最高阶段的推论或许还
言之过早。

4.2. 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没有改变
列宁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资本主义具有其寄生性和腐朽性。如果“用改良
主义的方法修改帝国主义的基础”，列宁则认为“这是一种欺骗，是一种天真的愿望”，因为“金融资
本和垄断组织到处都带有统治的趋向而不是自由的趋向”[1] (P87)。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国公司为主导的产
业整合，最终控制着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产业资本，甚至侵犯了发展中国家走上了国家政权与垄断资本相
结合的经济发展模式，垄断资本家可以凭借其经济实力将垄断的政治利益和国家主权，这终究是有悖于
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4] (P21)。改善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应团结和联合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
反对资本扩张进程中的任意对别国政治主权及国家利益的干涉，倡导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促进世界
共同繁荣和进步。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充分认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现和发展过程。

4.3. 认清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表达的资本主义批判思想虽然与当今的社会时代已经有了较长的一段距离，但
是其资本主义批判思想当中经过科学的数据分析和论证而得出的一些结论，对于我们当今进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和发展市场经济仍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际借鉴作用。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因素，致使中国在
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与经济全球化的顺风车失之交臂。但是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到冷战结束期间，世界由于
信息技术变革而导致的全球经济发展结构的变革致使全球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进一步加深，
我们必须要参与这个全球化浪潮，顺应时代的潮流。参与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太被动，需要不断转变了
自己的自身发展战略，不断壮大自己的综合国力，提升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最终赢得话语权，享
受公平合理的贸易金融规则和待遇。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和多方金融体系，如何
在这种环境下保持着自己国家的改革成果和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最终实现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合
作与共赢”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总之，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发达国家在世界格局和国际体系的演变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
位。根据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我们可以清楚的得出结论，中国要想争取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
一方面需要与欧美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持全面友好合作的关系。另一方面，作为全世界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自身的建设上，也需要集中一切力量加快本国经济建设，壮大自身的政治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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