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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比八的社會

——從《全球化陷阱》一書說起

●  梁　曉

漢斯—彼得．馬丁、哈拉爾特．

舒曼著，張世鵬等譯，馮文光

校：《全球化陷阱——對民主和

福利的進攻》（北京：中央編譯出

版社，1998）。

「在下一個世紀，啟用有勞動

能力居民的20%，就足以維持世界

經濟的繁榮。」德國《明鏡》（D e r

Spiegel）雜誌的著名記者馬丁和舒

曼，在他們合著的世界暢銷書《全球

化陷阱——對民主和福利的進攻》的

第一章，開門見山地引述了「全球智

囊團」中的實用主義精英們對未來的

結論1。

其餘的人怎麼辦？富有的20%

居民，如何能夠關心剩下的「多餘無

用」的居民？在全球競爭壓力下，無

法指望公司企業會熱情投入此事，

失敗者只能從鄰里救濟會、體育運

動企業或所有各種社團組織那Ë獲

得慈善捐贈。也就是說，只有讓被

排擠出局的人「靠餵奶過日子」，才

能使其安定下來。不幸的是，各國

政府盲目地要適應世界巿場壓力，

只能應跨國公司要求削減福利。這

會把現存的福利社會引入無法無天

的社會反常狀態，使正常運轉的

現有社會結構崩潰。在社會地位

「全球智囊團」中的實

用主義精英們預測：

「在下一個世紀，啟

用有勞動能力居民的

20%，就足以維持世

界經濟的繁榮。」富

有的20%居民，如何

能夠關心剩下的「多

餘無用」的居民？原

來備受推崇的「全球

一體化神話」，是怎

麼演變成一個「陷阱」

的呢？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1999年2月號　總第五十一期



60 讀書：
評論與思考

降低和受社會排斥的人中，少數極

端份子的隊伍正在擴大，而對於這

些人的激進化所產生的破壞力，巿

場和跨國公司都沒有辦法對付。一

旦出現極端情況，束手無策的政治

家們為爭取選票，又可能反過來採

用「急剎車」的貿易保護主義，重新

挑起貿易戰、貨幣貶值戰，從而導

致各國的經濟混亂和福利損失。

然而，原來備受推崇的「全球

一體化神話」，是怎麼演變成這樣一

個「陷阱」的呢？作者以相當充實的

材料和數據，描述了這樣一件帶有

巨大爆炸力和爭議性的大事。

一　全球化的衝擊

首先，通訊和媒體的全球化發

展，為經濟全球化鋪平了道路，

也將同樣的問題帶到了世界各國。

500多個人造�星，用現代無線電信

號覆蓋了地球。呼籲「要把一切變得

輕鬆、快捷和簡單」的媒體王國迪斯

尼公司，在「全球文化殖民化」方面

取得了決定性勝利。澳大利亞的默

多克公司，向居住ª世界二分之一

人口的四個時區發射�星電視節目

信號。亞特蘭大的奧運會開幕式，

至少有35億電視觀眾同時觀看，這

是本世紀聯結世界的電視網絡所取

得的偉大成就。在1995年，已經有

9,000萬人定期使用覆蓋全世界的國

際互聯網絡，每周大約增加5 0萬

人。電子通訊網、數控�星電話、

高效率的飛機場、免稅的工業園

區，所有這些織成的密集網絡，將

使大約30多個遍布全球的大城巿地

區彼此緊密聯繫在一起。人類今天

必須與一種世界性生活方式相協調

一致。

自70年代初以來，金融全球化

以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巿場的神聖

經濟學說的名義，系統地拆毀了用

以控制和掌握貨幣與資本跨境流通

的一切限制。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

危機，極其清楚地顯示出全球經濟

一體化如何改變了世界權力結構和

建立了新的世界秩序。在這一次危

機中發生作用的各種因素似乎被看

不見的手所操縱，超級大國美國政

府、一度無所不能的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和所有歐洲國家的貨幣發行銀

行，都不得不服從一個具有無可估

量的摧毀力的更高權力，這就是國

際金融巿場2。以下數據對這一點

作了補充說明：1985-95年，外匯與

國際有價證券交易的營業額增加了

十倍，平均一個交易日交換的貨幣

總量大約1.5萬億美元，這幾乎是世

界各國發行貨幣銀行全部外匯儲備

的兩倍以上。此外，還有七萬多種

有價證券正在進行跨國的自由交

易。1989-95年，所有兩年期的期貨

合同的名義價值翻了一倍，在世界

範圍內達到了無法想像的龐大數

目：410,000億美元。在這些交易

中，只有2-3%直接用於保障工業

和商業的活動。這是一個擁有無限

機會和無限風險的夢幻般的巿場。

這樣一種機制，首先使大銀行財源

廣茂、生意興隆，同時，所有匯率

的波動幅度急劇擴大。全球化的結

果是：個別國家施加影響的能力日

趨微小，國際炒家的能量在金融等

領域日益擴大，不受任何人的控

制。

有了資本和勞動力選擇的全球

跨國公司的強大力

量，表現在一百家最

大的公司集中控制了

將近14,000億美元的

年銷售額；跨國公司

佔有全世界貿易的

2 /3。它們是全球一

體化的核心，並且一

往無前地推動ª這個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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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涉及所有領域的跨國公司可以

同樣地剝奪國家的行動能力。在一

種全球的鉗型運動中，新的資本國

際有時在這Ë、有時在那Ë，以抽

走資本相威脅，迫使政府大幅度減

稅、提供巨額補貼和無償的基礎設

施。跨國公司的強大力量，表現在

一百家最大的公司集中控制了將近

14,000億美元的年銷售額；跨國公

司佔有全世界貿易的2/3。在這種交

換中，差不多有一半是在公司自己

的網絡系統內完成的。它們是全球

一體化的核心，並且一往無前地推

動ª這個過程。

為提高競爭力，不光是傳統的

工業跨國公司，銀行、電信、航空

和保險業等重要的服務性部門，都

正在或準備進行大規模兼併和減薪

裁員3。美國電信業重組，每次總

是兩家地區性公司一瞬間就聯合成

一個更大的單位，同時員工被裁

減，美國電報電話公司還宣布要進

一步裁減四萬個工作崗位。英國電

信公司早在1984年私有化時已經裁

減了幾乎一半員工——13,000人，

但是，計劃到2 0 0 0年還要削減

36,000人。1991-95年，IBM公司把

工資開支削減了1 / 3，並解僱了

122,000人。1995年，美國全體男性

職工中，有4/5的人每一工作小時的

實際收入要比1973年減少了11%。

德國公司只在勞動力低廉的國外創

造新的勞動崗位。今後幾年Ë，歐

盟各國可能有1,500萬就業者保不住

目前的全日工作，而1996年已經有

幾乎同樣數目的人失業。在一種殘

酷的全球性經濟中，競爭將造成全

球性的勞動巿場，再沒有任何一種

職業是有保證的了。

二　「全球化陷阱」的特點

1、極端的不平等。世界上1/5

的最富有國家決定ª全世界84.7%

的社會總生產，它們的公民從

事的貿易額佔世界貿易總額的

84.2%，佔世界各國國內儲蓄額的

85.5%。發展中國家的債務不斷增

加，1996年上升到1.94兆美元，是

十年前的兩倍。358名億萬富翁所擁

有的財富，相當於總計25億人（即

幾乎世界一半居民）的所有財產。

世界上20%享受福利的居民所消費

的木材，相當於世界木材消耗量

的85%，他們還消耗ª世界金屬加

工總量的7 5 %，能源的7 0 %。生

態困境進一步推動了即將來臨的

「二比八的社會」，因為只有少數人

才有能力享受緊張而昂貴的自然財

富，只有支配它們的人才能獲得附

加利潤。

2、勞動力價格的螺旋形下降

和中產階級的衰落。在世界範圍內，

工薪人員的薪金在社會財富中所佔比

例都在下降，沒有一個民族能夠單獨

對抗這種壓力。爭奪世界（勞動）巿場

份額的無限制的競爭，使勞動力循ª

螺旋曲線愈來愈快地貶值，某個更廉

價的競爭對手總是已經在場或者很

快會到場。自我「調整」的結果只是迫

使其他地方的競爭者重新調整，並且

很快就又輪到自己需要重新調整。絕

大多數僱員無論怎樣努力，在這場競

賽中都只會輸，受益的只有少數富

人和某些具有高技能的人——在老牌

工業國家中這部分人平均佔人口的

1/5。在這種向「二比八的社會」發展的

趨勢中，收入統計清楚地顯示了貧

富之間愈來愈深的鴻溝。

目前，世界上1 /5的

最富有國家決定ª全

世界84.7%的社會總

生產，它們的公民從

事的貿易額佔世界貿

易總額的84.2%，佔

世界各國國內儲蓄額

的85.5%。生態困境

將進一步推動「二比

八的社會」的來臨，

因為只有少數人才有

能力享受緊張而昂貴

的自然財富，只有支

配它們的人才能獲得

附加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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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個讓盡可能廣泛的中產

階級共同致富的富裕國民經濟的設

想會被拋棄，隨之而來的是日益嚴重

的社會瓦解。至少有1/4的德國居民

已經告別了富裕，中間階層的下層正

逐漸貧困化。未來十年內，德國的中

級行政管理機構中，大約有一半人會

失業。億萬富翁正忙於在他們公司的

中層管理人員提出養老金要求之

前，就把他們解僱。美國的中產階級

也正在衰落乃至瓦解，年輕一代根本

負擔不起父輩的生活方式。1,820萬

辦公室工作人員中，有數百萬人可能

在未來幾年內會被計算機取代。如

此發展下去，對社會構成威脅的，

並不是真正缺吃少穿的貧困者，而是

那些中產階層。由於他們恐懼社會地

位的喪失，會引發無法預料的政治爆

炸力。因此，並不是貧困，而是對貧

困的恐懼正在威脅ª民主。

3、社會福利的調節能力減

弱。過去，累進所得稅和國家自上

而下的再分配，可以對社會不平等

進行限制，這是社會穩態形成的基

礎。現在，國家的「統治者們」——從

跨國公司老闆到勞動部長，都只知

道要求公民們放棄福利。削減患病

期間繼續支付的工資；廢除阻止解

僱的保護性法令；儘管勞動生產率

不斷提高，還是要大幅度削減所有

社會福利和降低工資。工業時代與

它的大規模福利一起，將作為經濟

史的短暫瞬間而不復存在。其實，

德國國內的社會福利負擔絕對沒有

爆炸性地增長，1995年它在全部社

會生產中所佔比例比二十年前還要

低。但是，削減國家開支、降低工

資、取消社會福利，這個綱領都成

為各國政府政策的核心，而抗議活

動到處都在無可奈何中結束。

4、政府職能被削弱。一方

面，資本流動愈來愈自由導致的各

國之間金融經濟的「短路」，迫使各

國政府爭先恐後地放寬政策：減少

徵稅、提供數十億的補貼、或者無

償提供基礎設施。誰能夠為（資本

的）強者創造良好條件，誰就會受到

獎勵；而誰對資本流動製造的「摩

擦」大，誰就會受到懲罰——資本轉

而流入其他地方，潛在的就業機會

減少。在英國和美國，政府早就主

動地開始減少國家對經濟自由化的

干預。不再是由民主選舉的政府來

決定稅率的高低，而是由資本流和

商品流的決策者來決定他們對國家

任務的實現應作出的貢獻。這種政

策取向的背後，是降低國家福利開

支和放棄社會福利平衡，其結果只

能是一種自下而上的全球再分配。

另一方面，各個逃稅天堂吸引

的外逃資金，國家也無法進行干預

和監管。據估計，所有海外分支機

構旗下管理的資金總計二萬億美

元。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各跨國公

司在稅法的灰色地帶中活動，使對

收入的徵稅額輕而易舉地降低到最

低限度。把所有資金外逃的地點加

起來計算，保守估計德國政府每年

稅收損失高達500億馬克，接近政府

每年新增加的債務。

三　簡 評

《全球化陷阱》一書的作者，以

記者特有的敏銳眼光和豐富閱歷去

資本流動愈來愈自由

導致的各國之間金融

經濟的「短路」，迫使

各國政府爭先恐後地

放寬政策：減少徵

稅、提供數十億的補

貼、或者無償提供基

礎設施。誰能夠為

（資本的）強者創造良

好條件，誰就會受到

獎勵；而誰對資本流

動製造的「摩擦」大，

誰就會受到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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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和闡述問題。他們的寫作態度

非常嚴謹，講問題時既不文過飾

非，也不誇大其詞、嘩眾取寵。特

別是採用的資料豐富而翔實，還有

很多第一手資料，這正是其他同類

研究著作所缺乏的。然而，由於作

者的職業、所處環境和研究出發點

的限制，使該書存在不少缺陷，值

得注意：

1、提出的解決辦法近於空

想。作者認為，要「和平地」走出困

境，可以通過實施一些「反向戰略」

來實現：反向戰略的核心是提高勞

動的價值；借助徵稅來逐步和長期

地提高能源消費的價格，既遏制危

險的環境污染，又可以在此過程中

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並延緩自動化

工藝的使用；提高運輸費用可以限

制跨國的勞動分工；在社會其他領

域，如在�生保健部門中、在大學

和中小學Ë、在恢復遭到破壞的農

業區或重建衰敗的�星城的過程

中，都有不少就業機會；最重要的

是，國家必須限制金融巿場上當事

人的政治權力，並取得必要的收

入，例如可以對跨國的資本流動徵

稅，等等。為此，作者寄希望於歐

洲。

然而，在當今資本和勞動力全

球化選擇的大潮衝擊下，即使能說

服大多數國家採取上述「增加摩擦」

的措施，資本也會流向少數摩擦小

的國家而使其受益。所有國家都具

有「共同行動能力」嗎？能公平和公

正地維持所有國家的競爭環境的「世

界警察」會出現嗎？如果沒有，各國

只能「各人自掃門前雪」，那麼以上

方法恐怕只能是典型的空想。

2、缺乏對發展中國家的較深

入分析。作者身處發達國家德國，

因此也自然而然地從發達國家的角

度考慮問題。即使有不少篇幅談到

發展中國家，ª重的也是它們與發

達國家的競爭關係，它們對自然資

源的破壞和對全球環境的影響等

等。其中對亞洲發展中國家就談得

更少、更淺。實際上，亞洲國家已

經在世界經濟中佔了舉足輕重的地

位，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遠比西

方發達國家的領導人所估計的更深

遠。雖然亞洲發展中國家還沒有進

入福利社會，但是，因全球化破壞

了原來的社會結構而引致的社會危

機，遠比發達國家要來得早，而且

破壞力更大。印度尼西亞應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的改革要求繼續開

放和自由化後，此起彼伏地出現暴

亂和政治危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

子4。另外，在危急形勢下，為維

護本國的利益，發展中國家會比發

達國家更堅決地採取與全球化、自

由化相反的策略。最突出的是馬來

西亞拒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

助，後來還實施了外匯管制。因此

說，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發展中國

家的全球化研究，總是存有缺陷。

3、整個分析只停留在經濟學

層面。從全書可以看出，作者具有

很好的經濟學基礎和對經濟問題的

理解力。然而，全球化牽涉到的不

僅僅是經濟學問題，特別是考慮到

全球化對福利和民主的影響時，許

多問題是純經濟學理論很難解釋

的。這Ë需要系統的社會學、政治

學理論作為分析基礎。缺乏這一

基礎，作者就只能在經濟學層面上

《全球化陷阱》一書的

作者身處發達國家德

國，因此也自然而然

地從發達國家的角度

考慮問題。即使有不

少篇幅談到發展中國

家，ª重的也是它們

與發達國家的競爭關

係。其中對亞洲發展

中國家就談得更少、

更淺。實際上，亞洲

國家已經在世界經濟

中佔了舉足輕重的地

位，這比西方發達國

家的領導人所估計的

更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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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福利和民主問題「點到即止」，也

就更談不上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

了。

無論如何，能尖銳而深刻地提

出問題，這本身已經很難能可貴。

這本被譯為世界二十多種文字出版

的書，值得向那些想對「全球化」作

更全面和深入了解的讀者推薦。

4、從另一個角度出發的分

析——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戰國時

代」。1997年中從亞洲開始並蔓延全

球的金融風暴，引發了許多比《全球

化陷阱》中所描述的影響更深遠、範

圍更廣泛的問題5。越來越多人揭

開「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美麗面紗，

去正視其真正後果。對於這麼一個

熱點，我們以往的研究曾得出與《全

球化陷阱》一書十分相似結論6。與

《全球化陷阱》不同的是，我們研究

的關注點是發展中國家的國家民族

利益得失。

我們認為，縱觀近代世界經濟

發展的歷史，始終有一個生產力發

展超越國界和世界巿場以民族國家

為單元分散管理的矛盾。殖民地經

濟、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

大戰以及以後的冷戰，在經濟層

面，本質上都是這個矛盾的反映。

試想，各國都關起門來，在國界內

部按照百萬、千萬的人口規模生產

自己的汽車，美國通用汽車公司一

年生產近千萬輛汽車，若只能在美

國賣，那麼怎麼可能呢？一個世紀

以前，馬克思曾經血淋淋地詳細描

述英國機織紡織品對印度和中國小

農經濟的摧殘。在這個意義上，說

瓦特蒸汽機演化出資本主義全球殖

民的歷史，並不牽強附會。同理，

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正是持續

半個世紀的冷戰，把世界巿場按照

生產力發展的跨國要求，集中成為

可以跨國分工和相對自由貿易的兩

大板塊，才奠定了50多年世界經濟

穩定發展的秩序基礎。

如今，第三世界生產力的供給

能力發展起來。生產力的發展，以

信息產業為龍頭，發生了又一次空

前巨大的飛躍。為了適應這個生產

力的發展，早在80年代，以洲為單

位以至跨洲的地區經濟貿易結盟就

緊鑼密鼓地開展起來。冷戰一結

束，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浪潮就在貿

易、直接投資、開放電訊、媒體、

商業、金融巿場等所有方面排山倒

海而來。如果說生產力的發展與殖

民、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世界大

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

的世界秩序演進，並存在某種相輔

相成的內在聯繫，那麼今天，技術

進步推動的全球經濟一體化，更是

以百萬、千萬甚至上億人口規模為

單元的國家所無法容納的了。在這

個問題上，英國、法國、德國和西

班牙四個強國聯手，才能作成空中

客車，與美國航空工業一搏，是超

越國界的生產力發展在供給方面的

典型案例。南韓以幾千萬人口的國

力和巿場規模，獨立發展各種產業

所面臨的嚴峻挑戰，是超越國界的

生產力發展在需求方面的很好說

明。

生產力發展推動的全球經濟一

體化，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但

需要警惕的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絲

毫不意味ª正義和公平。像以往的

歷史一樣，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全球

經濟一體化融合了少數生產力發達

國家自私的國家利益。譬如，冷戰

全球化牽涉到的不僅

僅是經濟學問題，特

別是考慮到全球化對

福利和民主的影響

時，許多問題是需要

系統的社會學、政治

學理論作為分析基礎

的。由於作者缺乏這

些基礎，就只能在經

濟學層面上對福利和

民主問題「點到即

止」，也就更談不上

提供甚麼切實可行的

解決辦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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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以後，美國的軍工重組直接威

脅歐洲以國家為單位的軍工產業的

生存7。譬如，醞釀許久的歐元，

說到底，也不過是歐盟列強團結起

來，既抗衡美國，又在全球經濟一

體化進程中盡量攫取最大份額的工

具。譬如，就像當年英國的機織紡

織品是用炮艦送來的一樣，今天，

專玩金融衍生工具的國際游資四處

橫行作孽，絕大部分集中在美國的

幾家金融機構8。亞洲金融危機以

後，少數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強迫各地受災政府進一步

自由化改革開放。雪上加霜的結

果，迫使越來越多的民族國家和

地區不得不奮起保護自己。馬來

西亞的外匯管制，台灣禁止索羅斯

（George Soros）進場，香港當局與國

際炒家「埋身肉搏」，中國的人民幣

不貶值和暫不考慮人民幣可兌換的

改革等等，都是國家民族利益與全

球經濟一體化趨勢摻合在一起的矛

盾反映。如今，從不同形式和不同

程度的外匯管制開始，金融危機迫

使所有政府大大加強干預和控制本

國經濟的行為。相對冷戰時期的兩

大陣營而言，世界正在步入一個

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戰國時代」。將

《全球化陷阱》一書的觀點，再往下

引伸一步，是不是可以得到這個結

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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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力發展推動的全

球經濟一體化，是不

可抗拒的歷史潮流。

但需要警惕的是，全

球經濟一體化絲毫不

意味ª正義和公平。

像以往的歷史一樣，

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全

球經濟一體化融合了

少數生產力發達國家

自私的國家利益，因

而迫使越來越多的民

族國家和地區不得不

奮起保護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