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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发达国家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后期，社会生产力发展到顶峰后，在 21 世纪

初开始进入后资本主义社会—信息社会。由于后资本主义社会充满许多难以克服的危

机，社会经济的发展将受这些危机的限制而无法持续平稳的发展，有时还会因危机而

停顿倒退，因为这些危机是由其‘自由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本文的目的在于

分析发达国家的后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各种矛盾和危机，其主要的危机是能源危机和道

德危机。只有解决了能源危机，社会经济才能在有更加强大的生产动力的推动下持續

发展。只有解决了道德危机，才能建设成一个更加公平，更少危机的和谐社会。在克

服道德危机的长期过程中，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地会逐渐地部分地增加社会主义的成

分。所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就会成为一个‘有限制的资本主义’和

‘社会主义成分’相互矛盾，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当社会主

义成分发展到超过资本主义成分成为主导地位时，后资本主义社会就会转入社会主义

社会。[Academia Arena, 2009;1(5):47-66]. ISSN 1553-992X. 
 

关键词：社会生产力的主要动力形态； 前资本主义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

会；城乡工农和地区三大差别的消失；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三

种经济：实体经济，软体经济，虚拟经济；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四种危机：能源危机，金融

经济危机，道德危机，战争危机； 

 

前言：为什么要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过程分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社

会’两个历史阶段？因为资本主义的前后这2个阶段有不同的社会主要生产动力形态，所

以，也就有不相同的社会生产关系，和不同的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不同的危机。 

    作者以前在《对人类社会发展和生产关系发生质变的新观念》一文中(请查看：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0103)已经阐明：只有社会生产主要动力形态的改变才

能导致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形态的质变，其它如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和政治结构改进等

虽能在某种程度上促进社会的发展，但都不能使生产关系发生质变。 

  概括的说，当今世界分为 2 种不同类型国家和两类社会: 第一类型的国家是发达国家,这

些国家都由工业社会进入了后工业社会，或者说由前资本主义社会走向后资本主义社会，

即信息社会，[1].如美国,法国,日本,北欧各国等. 这些国家已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机械化和电

气化。而且基本上在全国范围内消除了城乡，工农，和地区三大差别。这就为在全国范围

内实行广泛的民主和较独立有效的法治奠定了经济基础。第二类型是除了发达国家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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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发展中国家或曰落后国家. 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正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即走向

前资本主义社会. 这些国家为了摆脱贫困,即脱贫致富以实现国家的富强,都正在加快其工业

化和现代化的进程.然而 主要 根本 困难的任务是实现全国的农业的工业化，以便将

来也能够消除消除工农，城乡，地区 3 大差别后，由前资本主义社会转向后资本主义社

会。也许有人会问，现在全世界都已在发展信息产业知识经济，发展中国家难道不可以直

接进入信息社会以达到后资本主义社会，而绕过（跳过）前资本主义社会吗？答曰：“不

可能”。因为一个没有经历过一个经济高达发达的前资本主义社会，而基本上消除了工

农，城乡，地区 3 大差别国家和社会，是一个生产力低下的社会，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

畸形社会。只有在消除了这些不平衡之后，社会经济才能较继续向前发展，这就是说，前

资本主义社会是每个国家必须经历的一个历史阶段。 

     

I.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的主要特征的比较： 

     作者在前文中 [1]指出：到现在为止，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是都会有顺序地经历 5

种不同的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因为无论是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都是由低级向高级的发

展，而这种发展都是由社会生产的主要动力形态决定的。现就将各个社会的主要特征比较

如下。 

    人们接着会问。在发达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基本上消除了三大差别: 即地区差别,工农

差别和城乡差别之后,社会生产的主要动力形态是如何转变以改变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呢？发

达国家在 21 世纪初开始进入后资本主义社会，即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以半导体为主的

多样化微型化精密化的动力装置使各种各样的工作系统和器具更加智能化和高度自动化,  

 

表     一：    人类 5 种社会经济形态不同特性的比较 

           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             封建专制社会                 前资本主义社会           后资本主义社会 

主要生产动力     个人劳力             奴隶人力            牲畜附加人力           # 蒸汽内燃发电电动 4 机      # + 各种频率微型半导体 

主要生产关系   公社内个人平等   奴隶主和奴隶   地主和贫雇农              资本家和工人阶级              管理阶层和员工 

主要经济         无,自己找食           畜牧业                   农业                               工业                                       服务业+信息经济 

时代特征            石器时代             铜器时代              铁器时代                      机电器时代                               半导体时代 

政治制度           公社一体         奴隶主 统治          封建专制王朝                 资产阶级政府      垄断集团操控的民主法治        

社会经济危机   天灾，猛兽      奴隶主的压迫，     王朝腐败,战争,             周期性经济危机                 金融经济危机, 道德危机 
                战争, 奴隶暴乱         灾荒和农民 暴乱        争夺市场殖民地战争            战 争 危 机                        
生产动力危机        无             缺少奴隶引发战争    争夺农民和土地          少有能源危机         能源资源危机,环境危机 
    
这满足信息社会和智慧经济时代社会和人们对工作和生活日益增长的诸多新要求，提高了

社会的劳动生产率，缩短了人们的劳动生产时间和时空的距离。使人们能更加轻松地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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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和方便愉快地生活。个人的工作和生活更加独立自由自主，单纯的重体力劳动工作已

不多见，雇员与老板之间的雇佣关系更加松散自由化，更少强制性压迫性。而社会财富大

量的增加，更推动了金融经济的大发展。人们从生到死都受到基本的社会安全和福利的保

障。但是要想过更美好舒适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即使中产阶级也必须终生辛勤的工作劳动

和奋斗。然而，在发达国家的后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工农业的总产值已居全国 GDP 的少

部分，但是，实体经济的动力和动力装置仍然是煤炭石油天然气和蒸汽机内燃机发电机电

动机。而由于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即将耗尽而引起的能源危机将极大地限制后资本主义社会

经济的发展。 

    
II。‘前资本主义社会’与‘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和区别 

     总起来说，在各个发达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蒸气机, 内燃机,发电机和电动机作

为强大的社会生产的主要动力的普遍发展和运用，世界上煤石油天然气的几乎可以无限制

的供应，加上自由市场经济几乎无限制的扩张，虽然经历过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

和许多经济危机，也经过 2 次世界大战，但是这些发达国家的国家工业化和实体经济的发

展始终是快速而强有力的。特别是 2 次大战后各发达国家 50 年的快速大发展， 后使得

发达国家将“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了顶峰，其表现形式就是各国全社会基本上消除

了三大差别（即地区差别,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这也表明各国的实体经济也发展到了

顶峰，而在新世纪初开始进入后资本主义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社

会经济的基础之上发展转变而来，并且找到和成功地运用了多种多样的半导体作为微型动

力，使发达国家开始进入知识经济和智慧经济的新时代，这就是后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后

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前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幸运，它遇到了一系列难以解决和克服的社会经济

问题和危机。这其实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顶峰后，即实体经济也发展

到了饱和后必然会衰落的结果。因为在当今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在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自然

能源即将耗尽的今天，比蒸气机, 内燃机,发电机和电动机更加强大的动力装置尚未出现之

前，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只能靠那些微型动力装置所装备的知识经济和智慧经济这类的软

体经济来推动。但是，这类软体经济除了使人们的生活得更加轻松愉快之外，即对生活只

能起锦上添花的作用之外，不能满足人们对物质生活更多的需求。加之，发达国家的资本

家为了降低成本和节约资源以追求高额利润，往往将可转移的实体经济都转移外迁到发展

中国家，使发达国家的经济失去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至于所谓的“金融经济”，这其实是

虚拟经济，它在毫无限制和监督下运行必然自由泛滥，必然会产生为一大堆泡沫。再加上

为争夺能源而引起的战争，这就是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不可能像前资本主义社会后期那

 49



Academia Arena, 2009;1(5), ISSN 1553-992X, http://www.sciencepub.org, aarenaj@gmail.com  

 

样的强劲高速发展，而必然下滑的深层原因。从 2008 年下半年起，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

发的金融经济危机大海啸拖累所有发达国家和全世界的经济落进大衰退的深渊，同时也暴

露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经济脆弱和泡沫的本质。以掠夺他国他人财富为目的虚拟经

济（金融经济） 后会以害己而告终。美国经济的衰落必然导致其霸权的衰落，这对建立

一种国际间公平合理的国际正常关系是大有裨益的。这或许将促使人类社会未来的进步能

够建立在比较公平竞争的机制下优胜劣汰。 

     发达国家由于智慧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日益轻松愉快，这就使得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个性化独立化和自由化，同时，由于社会分工的更加专业和细致，个

人的工作和生活的需要却更加依赖于社会和他人的供给服务合作和帮助。因此，就要求个

人与社会和他人的联系（非亲身接触）要更加频繁和紧密，这就会造成个人与社会和集团

之间的频繁的利益冲突。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就完全变成了利益关系，人都变成为经济动

物，而丧失了许多能由于亲自接触而产生的感情，而感情是人类快乐和幸福的源泉。 

 

III 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发达国家虽然在全社会基本上消除了三大差别（即地区差别,工

农差别和城乡差别），但存留下了也许长期或者永远难以消除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

别。 这种差别的长期存在就主要表现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基本矛盾。其表现形式

有：【1】。企业内部管理阶层与员工之间的矛盾。因为在后资本主义社会里，大企业的

资金几乎都是由股票集资而成。大股东一般都占据董事会的重要位置。而经理和管理阶层

往往雇佣专业人员，他们的利益是与股东资本家和雇员的利益相冲突的，他们赚钱和分红

的多少与企业的盈亏并不完全一致，即使企业亏损或倒闭，他们还可以照样拿高薪走人甚

至毫发无损。反而股东资本家与员工的利益较有更多的一致。【2】。金融经济管理阶层

和投资者的矛盾，因为这些高管和管理阶层并不一定是大股东，公司的兴衰与他们没有直

接的利益联系。这种矛盾往往表现为管理阶层对平民投资者财富的肆意掠夺，而带有空手

套白狼的欺诈性质。这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前期）内资本家对

工人的剥削有本质的区别，那时资本家或亲自管理或找代理人直接管理企业，企业的盈亏

直接关系到资本家本身的利益。【3】。政府雇员或工作人员与民众之间的矛盾。每个国

家的政府都有一大批的公务人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达国家也不例外。这是一个庞大的

群体。他们都有一些共同通病。他们大约占各国人口总数的(10~25)%.它们的工资虽然不

很高，但收入稳定，福利好，不易失业。他们的通病是不求上进(因为要上进想赚大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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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会久留此地)，懒散，抱团，官僚主义，爱滥用权利，总想把大众口袋里的钱掏給政

府，政府的钱多了，他们的钱也就可能水涨船高。当然还有少数人以权谋利，贪污受贿

的。而那些被民众选举出来的头头为了自己以后的选票和前途，往往还要拉拢这一大帮

人。所以就形成政府与广大民众的利益冲突。【4】。其它的矛盾还有贫富差别，种族差

别，以及宗教文化差异等等。这些差别所形成的矛盾激化时，往往会造成社会的局部冲突

和动乱。【5】。中小企业主与其职工的矛盾.这种矛盾一般并不大，二者之间多是自由自

愿合作，合则来，不合则去的性质。一般难以发展到引起社会冲突。【6】。从全世界来

讲，还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的矛盾。这种不平衡表现为：一方面发展

中国能为发达国家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和资源。但另一方面，还有不同的宗教信仰种族

文化等矛盾和冲突。并且还有由于贫富悬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掠夺资源和转嫁危机

而产生怨恨冲突恐怖袭击等。这些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可能造成国家间的战争。【7】。发

达国家之间直接为争夺他国的能源资源或为转嫁金融经济危机而产生的矛盾。 

    这些矛盾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可以导致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或者战争，从而阻滞社会经

济的发展。 

     
IV. 发达国家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能源危机和资源危机，环境危机 

     概括的说，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 4 大危机：能源危机，金融经济危机，道德危机和

战争危机。这 4 大危机是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中所固有的，是躲不

开和甩不掉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在克服这 4 大危机中，首先是能源危机中推动社会经

济的发展。解决能源危机是解决一切危机和社会经济继续向前发展的前提。 

     下面先谈能源危机和资源危机，环境危机。 

    能源向来是保障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由于天然能源不可再生而且非均衡地分布世界各

地，导致各个经济大国都需要透过能源外交或者战争来谋取大量天然资源，以保护其经济

和政治利益。一些拥有丰富能源资源的国家，甚至将能源资源作为战略武器，以获取国家

的额外利益。前资本主义社会与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国际环环境的主要区别在于：【1】。

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没有遇到什么阻力或者瓶颈的,因为前资本主义社会是在

世界上少数国家产生和发展的。在其发展过程中，世界上绝对多数国家和地区几乎都是未

开垦的处女地。虽然资本主义为瓜分市场和殖民地在 20 世纪发动了 2 次世界大战，并出

现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但是在蒸气机, 内燃机,发电机和电动机 4 种强大动力的推动下，

社会生产力和生产率是快速地向前发展的，这种生产力的发展在世界充足的能源供应下，

是没有遇到什么阻力或者瓶颈的。【2】。但是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世界的煤炭石油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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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等的储量约供全世界 50 年的消耗。世界经济已经全球化，世界已成为世界村。各种微

型动力装置所组成的信息智能器具除了缩短人们的时空距离和使人们工作生活更方便愉快

外，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的巨大需求和欲望。由于没有新的巨

大动力装置和与之配套的新能源。社会和人们的物质生活的巨大需求并不容易得到满足。

这就使争夺能源资源成为国际间冲突和战争的根源。虽然，各国正在积极研发可再生能

源。如太阳能源的利用，风能的利用，生物燃料的利用，甚至将来氢氧发动机的成功使用

等都只可能替代一部份石油天然气，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对强大动力能源的巨大需求。只

有像可控制的核聚变(包括可控制的冷聚变)的成功使用也许能 终满足社会人们物质生产

对能源的需求。但其成功运用尚远无头绪。【3】。现在，人类工业和生产中所需的合金

元素和稀有元素都是随着太阳系的诞生从宇宙中带来的，人类尚无法人工制造。随着人类

需求的增加，这些自然资源在无补赏的逐渐减少。因此，争夺自然资源也成为国际间冲突

的原因之一。【4】。任何工业生产都会不同程度地破坏环境和对环境造成污染。在破坏

之后要恢复到原生态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全球的温室效应，海平面上升，暴风暴雨洪水

干旱频繁。臭氧层的大空间被破坏使人类暴晒在高能辐射下。工业和化工所排放废气重金

属对水源河流大气和土地的污染，原子裂变反应堆的放射性污染，动植物种类的急剧减少

等等，造成了生态的不平衡和动植物物种的大量灭绝，而使人类的生活居住环境持续恶

化。【5】。地球人口总数的增加，全球工业化程度的增加，造成了能源资源的日益短

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的不平衡。现在各个国家个人对淡水需求量大大的增加，未来争夺淡

水将可能成为国际争端之一。而所有这些问题的 终解决一方面要取决于人类 后是否有

能力完全能够利用如可控制热(冷)核聚变的无限能源，以便可以为人类提供所需的更加丰

富的生活物质资料。而更为重要的是人类本身应该控制和抑制自己的物质欲望和消费欲

望。而这是全社会每个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问题.     

 

V. 发达国家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金融经济危机： 

     在发达国家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三种经济：实体经济，软体经济和虚拟经济。

#1。实体经济：即第一（农业）第二产业（工业）。例如食物，房屋，汽车，飞机，石

油，电冰箱，药品等。由于实体经济中高技术量现在几近饱和，劳动量大，利润较低。发

达国家往往将利润低的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降低成本，获取更高的利润。这其

中多为实体经济。#2。软体经济：即所谓的第三（服务业）和第四（信息业）产业。例如

电脑，手机，媒体业，服务业如健身美容等。当然其中的许多硬件也属于实体经济。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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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往往含有许多高新技术，许多产品和服务业的利润会很高，其总产值已经成为发达国

家经济中 GDP 中的主要部分。#3。虚拟经济：即银行，股票，保险业等金融经济。也可

以称之为第五产业吧。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现在愈来愈膨胀和发达，危机爆发前，美国

30%的利润来自金融业。因为这些国家的平民百姓都有多余资金用于投资，都想以钱赚

钱，获取暴利。但这是一个不生产任何产品，而只靠吸收投资和分配资金以及倒买倒卖货

币而可以获取暴利的高端行业。这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产业。如果把整个世界经济看成一

个人体的话，金融经济就是整个经济的心脏和血管。当银行不能给各个企业提供足够的金

钱流通时，社会的经济活动就由于“缺血”而死机了。于是，一场金融危机就演变成了经

济危机。                              

【1】。由于现在发达国家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经济仍然是‘自由资本主义经济’，

资本的存在就是为了追求 高利润。各国政府在垄断集团的背后操控下，高倡“自由资本

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提倡无限制的财富积累。实际上是放纵金融大鳄和垄断集团

无限制地巧取豪夺，无限制地掠夺本国平民和外国的财富。这就必然会导致一次次地国内

外金融经济危机。而且，发达国家仗着其财大气粗的金融霸权优势，再加上（美元或欧

元）货币本位制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优势，可以滥印钞票，这使得发达国家可以肆意的扩

大消费和超额消费以掠夺外国的财产，转嫁自己的金融经济危机，这就可能造成国际间的

冲突甚至战争。虽然发达国家有较独立的法制和较普遍的民主制度，但是这些法制并不是

完全建立在公平的原则上的，所以无法阻止垄断集团和财团走向垄断资本主义和肆意掠夺

社会财富，并导致一次又一次的全国甚至全世界金融经济危机。 

【2】。由于后资本主义社会总财富的增加，贫民和平民的基本生活都有较完整的社会福

利保障。几乎人人都有或多或少的剩余金钱可以用于投资但是大多数民众的物质生活并不

富裕，他们还需为丰富自己的物质生活而辛勤劳动工作和奋斗。他们眼看少数大款的挥霍

无度和一掷千金，这种反差和心态的不平衡几乎使整个社会充满贪欲欺诈。人人都想多赚

钱，都想不用劳动而用投资来以钱赚钱。这就使得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达国家的金融经济

成为全国经济中 活跃又 充满欺诈和 容易成为泡沫的经济。 

【3】。而有关国计民生的实体经济由于高度机械化，自动化和利润低而降为全国经济的

次要成分。资本和人力都从制造业转向知识经济和服务业。因为实体经济比较难以弄虚作

假，需要实干苦干，而且利润不大，所以那些想发横才的人不乐意从事于实体经济。在发

达国家，那些高智慧的人都一窝蜂的去学金融经济，去搞股票投资，坑蒙拐骗。而少有人

愿意从事于工程师教师医生技工等的实干工作。一方面，法律和监督无法毫无漏洞地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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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刻都能监管他们的经营。另一方面，这些金融经济高管们都是为赚大钱而来，道德人格

水平原本就低，而贪婪欲望的烈火在其相互攀比下愈烧愈旺。他们只要用些心机在键盘上

敲敲打打，就能打出花啦啦的一大堆钞票，何乐而不为。因此，借贷炒股和投资的杠杆越

长越长，泡沫经济一天一天地膨胀，待到泡沫破灭之日，就是金融经济危机到来之时。这

就是这次空前的金融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 

【4】。虽然各国正在用尽全力化解危机，但由于美欧主导下的过度虚拟经济积累甚重，

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籍一次行动而全部消肿。可以断言，在 21 世纪，过度的虚拟经济将不

时(每隔五到十年)会给世界人们带来或大或小的麻烦。因此，只要有融资股票炒买炒卖等

虚拟经济存在，就会有泡沫，就会造成危机，就会产生劫贫济富，就需要对虚拟经济眼严

格调控监管，并在泡沫开始出现时给以预警。 

    调控监管虚拟经济的有效办法是对在虚拟经济中获取暴利的公司和个人征收高额附加税

建立全国性的反泡沫基金，以便在金融经济泡沫破灭时予以某些可能的必要补救。同时使

其利润不比制造业的利润高的太多。 

     也许完全根除金融经济领域内的欺诈和泡沫似乎不太可能，但是减少欺诈和减小泡沫

应该仍然是可能的。 主要的问题是要破除“自由市场经济”的“不受任何监管的绝对自

由化”的信条，使金融经济市场不能绝对自由化，不能完全放任自流，必须平时有严格的

常规的监管法律和条例。其监管法律和条例的原则应该是金融经济领域的利润不能超过实

体经济的利润太大太多。对其高利润所得应该征收高额所得税。同时对金融经济领域的富

豪和高管们的薪金，红利，和奖金也应该有所规范限制。 

【5】这次空前的金融经济危机在发达国家会持续多长时间的关键在于是否较快地形成新

的经济增长点，有新的科技产品，新的市场。否则，很可能会引来一个长达十年八年的经

济衰退。虽然美国现在有科学技术优势，但是，在短期内能够开发出有广大市场和能吸收

广大劳动力的新经济，这种可能性并不大。从长远来看，也许能够领着世界走出危机的多

半可能仍然是美国。但是,未来的新科技产业一定会融资，也就一定会造成经济泡沫和危

机: 关键问题是：今后新的科技革命只有发生在实体经济领域，比如可控制热(冷)核聚变，汽

车业，飞机业等，才能造成广大的就业人群，才能供给社会的长期需要. 因此,才能持续增

长。而象半导体、计算机、网络通讯等高科技的新产业,在开始时,由于其巨大的超额利润

就已经形成了巨大的经济泡沫. 因为这些新技术产品所需的劳动量小，易于大量快速地生

产，市场很容易就达到饱和。一旦市场饱和，价值即迅速降低而使泡沫破灭以形成危机。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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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推动经济的长期发展。未来以新科技所形成的新产业,或者称之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都有可

能步网络通讯等高科技的后尘,在市场饱和后形成泡沫破灭的危机. 

 【6】。这次空前的金融经济危机在发达国家会持续多长时间的另一个关键 是是否能够较

快地调整经济结构。即适当的减少虚拟经济和增强实体经济，调整它们之间的总体比例，

调整它们的利润率。使国家的整体经济能较均衡的发展。   

    但是只要存在投资股票银行等庞大的虚拟经济，就会有投机欺诈和巧取豪夺，就会有泡

沫，就会 后形成周期性的金融经济危机，只不过每次危机的大小危害程度不同而已。 

 
VI. 发达国家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危机： 

 【1】。人类欲望是人类的主要精神特征即所谓“人性”.欲望是人的精神动力,它刺激每个

人为自己的生存发展,为享受快乐和幸福而行动. 正是为享受和快乐的欲望决定了个人的生

活目标.。欲望本身是中性的，无善恶之分。为揭露宇宙和自然界的秘密,为了探求科学真

理,总是刺激着许多学者终生为发明和运用新科技而奋斗,其中,新动力(能源)和动力装置的

发明和利用为推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和生产关系的质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而有效地

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前进.这就是人类“善”的欲望膨胀的结果。但为满足自己个人的欲望，

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坑蒙拐骗，损人利己，危害社会，这就是人性的“恶性”欲

望膨胀。如果社会上许多个人，公司和社会上充满这种“恶性”欲望，相互攀比成风，就

形成了社会的道德危机。而发达国家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由于鼓吹无限制地“自由市场经

济”和鼓励“个人财富无限制地积累”，提倡绝对的‘个人自由’和极端的‘个人主

义’，必然导致形成一个充满欺诈和道德危机的社会。 

 【2】。发达国家的后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对平民有较完整的基本福利和社会安全的

保障体系，但是它仍然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不受控制的自由市场

经济和个人自由的生活方式必然导致贫富极大地悬殊。一方面是垄断集团的富人

(如华尔街的精英)巧取豪夺，掠夺他人和社会的财富，他们有不受限制地累积个人

财富的权利，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另一方面，平民需要专业特长，勤奋好学，辛

勤工作，终身奋斗，才能维持一般的中产阶级平民生活。一遇到失业和经济危机，

日子就更加难过。这种极大的贫富反差是产生道德危机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

一个贫富极大悬殊的国家里，有几个人不会‘见钱眼开’和‘见钱眼红’的呢。

富者巧取豪夺，贫者都想不劳而获。都不愿意从事艰苦的实际工作劳动，金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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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成为全国性的大赌场，金融经济泡沫和危机就成为必不可免的灾难。             

【3】。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华尔街某些高级管理人员一个星期的收入都比奥

巴马总统的年薪高。华尔街高管的奢华生活，令人咋舌。AIG 高管詹姆斯·哈斯有

一座两层白色别墅。别墅为古典风格，高大门廊与海湾式窗户尽显豪华。住宅外是

高尔夫球场，可以远眺长岛湾风景。豪宅坐落在独立的街道终端，有专业保安全天

守卫。而就在他的住所不远，就有因无力还贷而被银行强行没收的房子，让人不禁

感叹“天堂和地狱”只隔咫尺。                    

    高盛公司全球董事长兼 CEO 劳尔德·贝兰克梵 2007 年因为拿了 6850 万美元而创了投

资银行的薪水纪录。2003 年到 2007 年，贝兰克梵一共拿了 2.1 亿美元的薪水。他拥有价

值 2600 万美元的别墅让其他人“望尘莫及”。 

 前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董事会主席，大骗子麦道夫生活也相当“豪华”，仅四所

豪宅就价值约 2200 万美元。在棕榈滩的一处住宅价值 1100 万美元， 这座豪宅占地巨

大，有 5 个卧室、7 个浴室和室外游泳池。在华尔街，高管拥有私人游艇和专门码头是常事，

更是炫富的必备道具。 

   2008 年，在金融风暴银行面临倒闭下，华尔街员工分红的总额是 5430 亿美元。这就是

美国文化。这些都是造成美国金融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那就是不顾一切、疯狂地追逐短

期利润。高风险有什麽好怕的？这些银行的决策者全都是无所畏惧，因为顶了天就是拿钱

走人（grab the money and run），没什麽大不了.
[3] 

   美国《金融时报》报道说，在那些千万身家的华尔街高管中，已酝酿了一种半歇斯底

里的情绪。一些银行家指责，政府对奖金征收重税是“我一生所见 反美国的事情”。一

名主管坚称，新措施将“使美国退回石器时代”。有人认为，自金属工具发明以来，金融

精英有能力累积巨额财富而使数百万人失去职位，这正是人类进步的主要特点。这就是富

人的道德观。超级薪资使得决策者无所畏惧，加上同行之间的竞争，这就造成银行业高槓

杆的运作模式，使泡沫越吹越大。当泡沫破灭时，就形成巨大的金融经济危机。 

     再来看看民众的愤怒。这种愤怒也是非常合理的。金融机构倒下，竟然要民众埋单，而

且这些高管还坚持自己的生活标准不受影响，这让人不能接受。 

 【4】。有一种观点认为：人们对物质享受的欲望容易达到“饱和”，而精神享受就难以

“饱和”。我觉得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那些富豪们既然把物质享受当成一种欲望，它就

会上瘾，一上瘾就会层层升级，喜新厌旧，互相攀比，追求新的刺激而无止境。中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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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欲豁难填”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老子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

大于欲得。”看看上面华尔街的富豪们，有谁是已经满足了的呢？也许少数人到他们临死

之前躺在床上会有少许的满足。总之，人们的欲望是其精神面貌道德观和价值观的问题，

整个社会的媒体文化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应该从小就培养人们要有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美国金融界的文化生的是重病，金融界人士已经没有羞耻之心。他们居然把经营别人的

钱（譬如退休基金）毫无羞愧地以各种名目放进自己的口袋、把政府（纳税人）为他们善

后的钱毫无羞愧地放进自己的口袋。这些人如此腐败不能扭转美国的金融颓势。
[3]
 

   绝大部份的人和所有的美国人都不希望美国的银行倒闭，影响太大了。今天大家都在

赌政府会否干预。美国政府怎麽干预呢？就是大量借钱给这些银行不让它们倒闭。但是钱

从那里来呢？向国外借钱能解决的机会是零，因为由金融衍生产品所造成的黑洞估计高达

50 兆到 60 兆，足以拖垮全世界。美国能借到的钱属于杯水车薪。唯一的、 可行的、也

容易的解决方桉就是印钞票，这是只有美国拥有的特权。
[3] 

【5】。但丁：“道德常常能填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也填补不了道德的缺陷”。

其实，但丁这种历史早期的提法是不符合当今的现实的。这次美国的空前的金融经济大危

机的产生也许是互联网和知识经济帮了大忙。也就是说，智慧所引导出来的欺诈和坑蒙拐

骗会使人们的道德更加堕落。还是中国 2500 年前的哲学家老子对人性看得更加透彻。他

说：“智慧出，有大伪”。                

    其次，贫民的懒惰和个人的纵欲所造成的广泛的个人犯罪是社会道德危机的另一个重要

原因。 实际上，次贷危机也好，美国贸易赤字也好，说穿了，就是美国人消费得太多，生

产得太少，形成了缺口。这个缺口怎么补？一是抢，二是骗。                                      

    富人的骄奢和贫民的懒惰成为阻滞社会经济发展的两极。这都是提倡无限制的个人自由

所造成的“个人欲望恶性膨胀”的结果。这就是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危机产生的根源。  

【6】。这次金融经济危机体现了美国社会从上到下的全面腐朽。现在美国老百姓群情激

愤，都说这次危机是华尔街那帮混蛋和小布什政府的错。但是我们平心而论，美国老百姓

又怎么样？你活干得这么少，压根就没那份钱，你凭什么住大房子？[3] 整个社会不是靠大

力提倡和鼓励人们用道德规范个人的行为。整个媒体为了追求利润整天所炫耀的是是非不

分的个人英雄主义暴力和性。而靠浩繁的法律去惩戒犯罪的后果，既增加了巨大的社会成

本，只能惩罚小盗而对大盗无所作为。这次美国震撼世界的金融经济危机唯一一个人受到

了惩罚的人就是：麦道夫（Medoff）。也达不到人们提升道德水平的效果。 

 
VII. 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超级大国的霸权和战争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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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在发达国家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能源资源危机，金融经济危机，特别是道德危

机，而且它们又是一个生活水平高,消费高,和福利高的 3 高国家. 为了维持这 3 高，特别是

垄断集团及其高管为了获取 高的利润，它们一方面将许多薄利的实体经济迁移到发展中

国家，另一方面，无节制地发展虚拟经济—金融经济，以便操控和掠夺他国和本国平民。

为了操控和掠夺他国，就得建立霸权。霸权是靠强大的武力，金融，和能源 3 大支柱支持

的。美国金融资本家支撑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 军火商保证美国军事优势，强大的武力

就不怕外国来逼债. 石油商保证能源供给。 三者支撑起美国在全球的霸主垄断地位。只

要美元是主宰性的世界货币，美国就什麽都不怕。现在实际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或者集团的

势力想要或有能力控制掠夺或者打败美国，但是美国为了金融军火能源垄断集团及其高管

为了获取 高的利润，每个美国总统一上台就对别国发动战争。这种长期炫耀武力的结果

是造成国家财政的巨大亏空，也是引起这次金融经济危机爆发的重大原因。 

  为了要使发展中国家顺从地接受霸权和对其财富能源的掠夺，美欧国家需要话语权和炫

耀其虚伪的价值观。美国是“软性生产”大国，媒体业发达，这样它就可以通过舆论炫耀其

虚伪的价值观，同时用各种办法收买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精英，使其顺从地接受霸权和掠

夺。于丹：“西方垄断了理论与政治评判的话语权，他们采用偷梁换柱的办法，将人们对

普世性价值的追求，变成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追求。他们的公式是：普世性价值等

于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模式是普世性的模式。不仅如此，资本

主义制度开始对自身进行重新包装，把自己与平等、自由、民主、公平、繁荣等一切美好

的东西联系起来，并把自己的制度标签改为“自由民主制度”。这样一来，资本主义不仅

把自己的制度本质深深掩藏起来，而且传统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就俨然变成了

“自由民主制度”与“非自由民主制度”的对立。西方一下子抢占了政治评判和道德评判

的制高点，一切不符合西方政治指标的制度都要面临政治合法性与道德的双重批判。” 

  美国鼓吹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西方国家的另一个强盗论述.「全球化」基

本上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在优势经济、财力和科技的情况下堂而皇之入侵开发中国家市场的

一种手段。星巴克咖啡、麦当劳汉堡、沃尔玛零售店．．．．在「全球化」的旗帜下进入

全世界，不但抢佔别国的市场，也破坏了当地文化。
[3] 美欧发达国家就是用‘资本自由

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虚伪的口号敲开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大门，然后用其雄厚的金融势

力对其它国家的财富冠冕堂皇地大肆掠夺和转嫁其金融经济危机的。因为有强大的武力作

后盾，被掠夺者只能忍气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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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国家变穷，西方政治制度的缺点全部冒出来了.这次美国发生的百年一遇的大金融

经济危机是其道德危机，战争危机（多年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西方政治制度的缺点等

等全面爆发的综合体现。 

  “人类社会的进步应该是在公平竞争的机制下优胜劣汰。” [5]现在美欧发达国家的社会

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已经走到世界所有国家的前面，都占有绝对的优

势，不害怕与别的国家的公平竞争。那么，为什么还要用霸权和武力侵略和掠夺别的国家

呢？这完全是这些国家的垄断集团及其高管为了获取 高的利润的恶性欲望无限制地膨胀

的结果。他们同时也是疯狂掠夺本国平民财富的罪魁祸首。广大受害的平民大众一定会从

今后的一次又一次的金融经济危机中认清垄断集团的邪恶本质。这次 G20 元首在伦敦聚会

时，游行民众打出“吊死银行家”牌子就是明证。 

 

VIII. 结论：美欧发达国家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将走向何处？ 

 【1】。 阻碍美欧发达国家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继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前面已经谈到，美欧

发达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的后期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顶峰。到了新世纪初，由于实体经济

增长的放缓和知识经济的出现和迅速发展，加上金融经济的大扩张，美欧发达国家开始进

入后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后资本主义社会是充满上述 4 大危机的社会，所以也是自由资本

主义开始下滑的社会。因此，要使后资本主义社会继续向上向前发展，就必须：第一。

好能先解决能源危机（硬件），第二。逐渐解决道德危机（软件）。美欧现今社会，只有

狠抓这两头，尽快解决这两种危机，社会经济才能继续向前发展。否则，社会经济的发展

就只能江河日下。 

【2】。首先，必须完满而彻底的解决能源危机。有了充足的能源就有了一切。这是后资

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要继续高速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前提。因为全球的煤炭石油天然气将在

约 50 年内耗尽，如果没有足够强大而充足的新能源及其动力装置，就不可能生产出全社

会所需的丰富的生活物质资料，工业和农业生产和各种软体经济中硬件的生产将无法进

行。即使各种软体经济包括知识智能经济的大大发展也满足不了人们对基本生活物质资料

的需要。因此，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要继续发展的根本问题仍然是动力问题。像核

（裂变）能发电，再生能源，太阳能技术、水能风能发电，生物燃料技术、太阳热能等都

只能作为补充的或者附加的能源使用，暂时缓解一下对能源的需求，而不能成为社会生产

力的主要动力。也许未来只有类似可控的冷（热）核聚变所产生的无限的能量才能替代即

将耗尽的煤炭石油天然气。如果发达国家不能在全球煤炭石油天然气耗尽完以前解决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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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能源和其动力装置问题，那么，为争夺剩余的自然能源而引起的国际间的冲突或战争将

难以避免，长期无法解决能源危机的后果将会导致人类社会退回到《牛马耕田的铁器时代 

+ 智能经济时代》。人类社会就将进入一个得了软骨病的时代。 

【3】。要逐渐的基本上解决道德危机。#1。以社会平等公正合理的法制有效地限制对财

富和权力的垄断是解决社会道德危机的必要条件。实际上，从 2008 年下半年起在美国产

生的空前的金融经济大危机主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危机所造成的，是美国式“自由资

本主义”“成功”（实为破产）的信条——“不受限制地累积个人财富的权利”的必然结

果。现在，这些华尔街精英深信的原则已受到了严峻挑战而破产。世界上没有不受限制的

东西，也不可能永久存在不受限制的权利。美国总统布什在北大演讲，有一段非常精辟的

哲理名言：“人类千万年的历史， 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眩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

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

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

里向你们讲话。”现在来看，害人的不只是‘权贵’，还有‘富豪’。谁是美欧社会的

高统治者？是总统吗？不是，是总统背后的垄断财团—金融军火石油垄断财团及其代理

人。布什的权力恐怕更多的是被关在这些垄断财团包括钱尼的笼子里，更多的是受他们限

制，而不是受平民大众的限制。既然总统的权力能够被限制而被关在笼子里。那么，那些

垄断集团及其高管“不受限制地累积个人财富（其实是不受限制地掠夺别人的财富）的权

利”为什么不能被关在笼子里呢？一个美国总统的年薪一年就只有$40 万，那些 杰出的

科学家一辈子得一次诺贝尔奖才约$100 万。那些华尔街的高管们凭什么一年拿走$数千

万甚至上亿？他们并不是全部用自己的资本在赚钱，而只是套用管理投资者的资金巧取豪

夺而已。他们的分红应该按照自己的投资股份的多少与其他的投资者一样平等，他们的奖

金也应该与公司的其他员工奖金的比例相等。这种允许大亨们无限制地掠夺平民的‘没有

良心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这次空前的金融经济大危机的罪魁祸首。这种不平

等不公正制度不改革行吗？制度是根据人们的共识的价值观建立起来的，在这发达国家的

民主社会里，制度的问题就是价值观的问题。由此可见，解决道德危机的关键在于长期地

不停地公正地打击和惩罚那些贪得无厌的富豪对社会财富的掠夺，并把他们和当权者一起

关进笼子里，减少贫富的悬殊差距，使社会的财富分配更加公平合理。#2。社会愈向前

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资料愈丰富，它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从事精神文化生

活。就愈加需要人们有更加高尚的道德观价值观与之相适应。#3。社会给人们提供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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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生活资料与丰富，愈要求人们节约来之不易的能源和资源。这就是说，解决道德危机就

需要社会绝大多数人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因此，这是需要一

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才能完成的。 

   中国的前首富现在狱中的牟其中感慨道，“中国人学不会做一个好富人的本领。” 

“做好一个穷人，有骨气就行了，而做好一个富人，则需要巨大的智慧和仁慈的灵

魂。” 
[6]
 其实，全世界几乎绝对多数富人都是同样地贪婪成性的。中国 2500 年前的孔

子早就要求“富而无骄”和“富而好礼”。然而，即使在全社会的有效监管和道德水平提

高的情况下，大概也不可能使 100%的富人达到“无骄”而“好礼”。    

   由此可见，在现今的美欧社会，只有经过全社会长期反复的努力斗争解决了道德危机，

才能较彻底的解决今后的金融经济危机和由霸权而引起的国际间的战争危机。但是，社会

大多数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转变不是在短期内能够完成的，而是在随着霸权的逐渐衰落

和金融经济危机的不断冲击下，使人们从长期的痛苦的教训中才能逐渐得以转变。 

【4】。在后资本主义社会，能源危机与道德危机二者之中，如果只解决了一个，社会仍

然只能长期地滞留在后资本主义社会。#1.因为如果只解决了能源危机，虽然社会的总财

富大大的增加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大大的提高了，但是社会的贫富仍然悬殊，富人

的贪婪和对社会平民财富的掠夺仍然会造成周期性的金融经济危机，也会造成与别国的战

争。贫民的懒惰也是阻滞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2.同样，如果只解决了道德危

机，而没有解决能源危机，这种社会只能越过越穷，給人们能够提供的物质生活资料会越

来越少，何谈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所以，只有能源危机和道德危机二者全都解决了之

后，后资本主义社会才能长期平稳地向前发展，经过发展后，才有可能 后进入更加公平

合理的社会主义社会。 

【5】。 发达国家不能依靠掠夺发展中国家以图促进自己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

必须真实地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一起发展。现在所谓“全球化”只是发达国家掠夺

发展中国家的欺骗口号，而不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的用意。“这种新型殖民主义简

单讲就是把过去以实际占领国土而后掠夺资源为目标的老式殖民主义变换成建立以在美国

主导下的全球国际资本金融生产秩序来不断摄取全球各种资源的新型经济掠夺方式。在新

的全球化浪潮中,CEO 们代替了旧日的总督们,各种条约代替了加农炮(当然这些条约本身是

有强大军事力量为后盾的),所以美国在强调它的利益时,强调的是用它手中的"秩序"来产

生利益---保证自已做老大的秩序”
[3]
美欧发达国家在经过这次百年一遇的大金融经济危机

之后，只有逐渐改变其损人利己的极端个人主义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向着利人利己互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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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转变，使全世界都处于和平互利的发展环境时，发达国家本身社会经

济今后才能继续向前发展。否则，由于种族文化信仰移民以及资源等导致的冲突或战争，

除了有利于垄断集团之外，同样会阻滞发达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 

【6】。老子：“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矣。”“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这些掷地有声的

警世恒言正是医治现在美欧发达国家道德危机的良方。人只是“天”（自然界）之中的有

限时间内的有限存在物，违反天道的人道 终会受到大自然的不断惩罚后，而回归天道。 

     “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 因为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还都是对社会财富分配不公

的社会制度。财富分配权还不能由社会的大多数人所决定。现在发达国家的财富分配权力

被该国垄断集团在背后操控，而总是采取“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劫贫济富政策，是造成金

融经济危机，战争危机和 后导致国力衰落的根源。所以，归根结底,这要取决于未来人类

是否能在完全彻底地认识自己控制自己， 终能够限制自己的“恶性欲望”的膨胀，接受

教训改变自己的观念和行为。而回归“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道。必须懂得：‘一个劫贫

济富的社会是不可能长治久安的。’ 总而言之，后资本主义社会所有危机产生的总根源

是社会制度问题，‘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与其它任何制度一样，不能不受制约而无限制地

发展，特别是在后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社会财富的巨量增加，金融经济已经发展到非常庞大

的情况下，无约束的‘自由资本主义’只能逐步的部分的向更加公正的社会主义转变。  

【7】既然现在发达国家的后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充满危机的社会，是一个难以继续发展

上升的社会。这次空前的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就是上面所述 4 大危机叠加在一起相互作用的

结果。由上面的分析就可以看出，在美欧发达国家长期解决能源危机和道德危机的过程

中，顺理成章地就只能在后资本主义社会里逐渐增加更多的社会主义成分，以逐步地向一

个更平等更公平型的（即贫富差距缩小型的，更好的维护社会和大多数人的利益的）社会

转变，向一个节约型的，环保型的，不损人利己型的社会转变，也就是将‘无限制的’

“自由资本主义”必然会逐渐的部分的转向‘更公平的’社会主义，使“自由资本主义”

成为‘有限制的’成分。这就是说，后资本主义社会会是一个‘有限制的’ “自由资本

主义”和“社会主义”某些成分长期共存相互竞争相互制约以促进后资本主义社会继续向

前发展的社会。“拉斯穆森报导 9 日公布一项 新民调显示，现在美国只有 53％的人认

为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20％的人表示更喜欢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些令人吃惊的数字

说明，当这个‘自由国家’正在与数十年罕见的经济衰退拚搏时，人们的不满情绪日趋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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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7[“ 拉斯穆森报导上月的民调发现，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大政府和大企业经常

勾结起来，损害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7] 

     【8】。作者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发达国家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自由资本

主义”还占绝对的优势。其社会生产率的水平和社会的道德水平都还不够高，还不足以消

除社会中贫富的尖锐对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尖锐对立，管理阶层与被管理阶层的尖

锐对立，以及种族和文化等等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发展和激化，导致前述的 4 大危机。虽

然，现在在发达国家实行了不同程度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但这些只能说是含有社会主

义的因素，因为其出发点还不是建立在人人完全平等和社会财富的公正分配的基础之上

的。所以不足以消除 4 大危机。因此，只有后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消除了 4 大危机

之后，也就是其社会主义成分逐渐增多和自由资本主义相应地减少之后，即到达到一定的

成熟阶段之后，后资本主义社会即转入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其社会主义成分大

概至少增多到和自由资本主义成分相等或者有所超过而开始占主导地位。但是“自由资本

主义”不会消失，它的总量还会增加，因为它仍然能为发展生产力作贡献，只是它的“恶

性膨胀”会受到有效的限制而不会危害社会和大众而已。 

    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特征大致如下：第一。个人私营经济，集

体（股份制）经济 ，国有经济 3 者和其相互混合体会长期共存相互竞争和相互制约地发

展。“研究发现，在多数情况下，‘在服务业和在竞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中’ 私营企业优

于公营。在提供公共服务行业中（如公路，市政污水处理，国防）公营企业优于私营。在

垄断行业中（如电力，铁路）公营和私营差不多。” [5] 第二。“自由市场” 这支‘看不

见的手’将与宏观调控和有效管理这只‘看得见的手’相互制衡。” 使自由市场经济受到

适当的限制。第三。民主和法制：公正的法制应该使社会的财富得以公平合理地分配。一

方面，要用民主和法制缓和调解和解决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另一方面，要有效

地反对对“财富的垄断”和对“权力的垄断”。有效地限制富豪们对财富无限制地掠夺和

对市场的操纵垄断，公平合理的规范他们的一切收入。第四。建立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

要使绝大多数人培养出爱人爱物的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爱人无损人”；“爱物无损物”。鼓励和奖励人们建立有利于环境，社会和集体的生活

习惯和生活方式。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辨别真，善，美与假，恶，丑，使人们的心灵减

少污染。也要用适当的道德和法规抑制平民大众过度消费的欲望和任性懒惰的习性。 

     总结论：究竟社会主义社会是什么样呢？如何达到社会主义社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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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通过上面的论证可对社会主义的概括理解是：发达国家后资本主义社会在解决能

源危机后，在解决道德危机的过程中，继续向前发展的结果，当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总

资产）逐渐发展到超过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总资产）时，后资本主义社会才可能转变为社

会主义社会。并开启人类社会的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在这样一个社会

里，一方面由于有极强大的生产动力（解决了能源危机），能为全社会每个成员提供其所

需的足够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又有公正的法制和健全的民主保证社会财富的公平合理的

分配，并且有效地将富豪和当权者一起关进笼子里。同时，每个成员还应有较高的文化素

养和较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解决了道德危机）。这样，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就不会因

为缺少了金钱和所需的生活物质资料而失去尊严和委屈自己，成为金钱的奴隶。同时，当

富人们不能单纯用金钱能买到可以满足自己“恶性欲望”的东西时，金钱的作用也大大的

降低了，比如当爱和性不能只有用金钱可以买卖时，人们就会自然地降低掠夺别人和社会

财富的邪恶欲望。又比如从前为了争夺王位可以杀的血流成河。现在有为王位打仗的吗？

这样的社会才真正有了人人平等和社会公正的经济和道德的基础和法治的保障。但是即使

人类社会未来能够普遍地进入更加公平和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那个社会也会存在许多重

大问题和矛盾：比如，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矛盾；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个人犯罪；贫者

懒惰；社会经济发展迟缓；道德问题；自然灾难；科技灾难；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等。 

     上面作者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不同于所有前人的，包括不同于马克思斯大林和毛泽东

式的社会主义。这提高了社会主义的物质和精神的层次和实现社会主义的难度。也就是

说，社会主义只能从发达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生长出来，只能从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后期转

变而来。而所有发展中国家不可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可以在消除工农城乡和地区

3 大差别的同时增加一些社会主义的因素，比如各种社会福利保障等。 

    请参看对比下面何新先生 近对新社会主义的研究和论断。何新：“新社会主义应包含

科学的计划经济，包含对两极分化的遏制，包含对那批为富不仁者、趁改革中制度的败坏

而掠取国家资源暴富者和冷血剥削者的再剥夺。也应包含恩格斯和列宁论述的人民民主理

想和社会主义新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我建议你们有信仰有良知的年轻学者研究新社

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简单说就是：公共资源的社会公有和共享，社会产品的公平分

配，有长程科学计划的经济生产和消费，公民生老病死的社会安全保障。要让国家政治道

路和未来政策设计回归于“科学的”新社会主义！要知道，这也正是来自亿万人民心声中

的呼唤，是 1840 年以来千百万先烈前赴后继牺牲奋斗的呼唤，是 1921 年以来中国共产党

立党的本来宗旨；而且，这也是从佛陀、耶稣和中国圣贤周公孔孟以来一切有良知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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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哲寻求导向历史正义的终极呼唤！“[4]如按照何新先生的上述理解，似乎现在任何一个

国家的首脑和中央政府只要有足够的科学头脑和智慧，不折不扣地实行上面的政策和规

划，就可以达到“科学的”新社会主义社会了。又比如，现在的中国，只要能够将现在尚

未做到的上述中“对两极分化的遏制”“社会产品的公平分配”“ 公民生老病死的社会

安全保障”努力补充做到，甚至连工农，城乡，地区 3 大差别都用不着消除就可以达到社

会主义社会了。更有甚者，从前的斯大林式和毛泽东式社会主义只要将“公民生老病死的

社会安全保障”这一条多加完善，就成为合格的新社会主义了。不知我是否误解了何新先

生。我似乎觉得何新先生忽略的恰恰是常识；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高生产力和高道德

观的基础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些常识往往比理论更重要，更接近真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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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xpositions to “the qualitative chang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would only be dec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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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pre-capitalist society of developed countries, its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had developed to the acme of the free capitalist. At the beginning of 21 century,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started into the post-capitalist society, i.e.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an era 

of the intelligent economy. Due to full of many crises hard to be overcame, the social-economical 

developments in developed counties will hardly get to continuous progression, because those 

crises are just decided by the nature of ‘free capitalist’. In the process of overcoming those crises, 

the post-capitalist society of the current developed countries will only gradually and inevitably 

increase in more socialist components. Thus, it will finally lead to transform the post-capitalist 

society into a more fair and reasonable socialist-society. [Academia Arena, 2009;1(5):47-66]. ISSN 

1553-99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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