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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马克思恩格斯的环境哲学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 ,人是自
然界的一部分 ;生产实践是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基础 ;人与自然的关系同人与人的关系相互制
约 ;变革现存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 ,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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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全球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 ,认真研究马

克思恩格斯的环境哲学思想 ,对于更好地贯彻科

学发展观 ,构建和谐社会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努

力建设生态文明社会 ,都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和

指导意义。

1　人的有机身体与无机身体相统一

人与自然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 马克思恩格

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

法 ,论证了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性和一致性。首

先 ,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

指出 :“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

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恩格斯也说过 :“人本

身是自然界的产物 ,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

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其次 ,人本身是自

然存在物 ,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马克思认为 ,那些

“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

切自然力的人 ”,“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 ”,是“自

然界的一部分 ”。恩格斯也明确指出 :“我们连同

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 ,存在于自然之

中的。”再次 ,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

境。人离不开自然界 ,必须依靠自然界生活。在

马克思看来 ,“没有自然界 ,没有感性的外部世

界 ,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 ”。马克思还把自然界

比作人类的身体 :“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 ,

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

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

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 ,不外是说自然

界同自身相联系 ,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

是自然之子 ,人靠自然界生存发展 ,人的精神生活

的充实和物质生活的满足都以自然为基础。

马克思关于人的有机身体与无机身体相统一

的思想具有深刻的内涵 :第一 ,作为完整的人 ,必

须是人的有机身体与无机身体相统一。人的有机

身体要以无机身体为依托 ,无机身体是有机身体

的生命之源 ;第二 ,人的发展是有机身体与无机身

体的共同发展 ,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仅仅重

视人的有机身体的发展 ,忽视人的无机身体的发

展 ,则人的发展必定是缺失的 ;第三 ,人应该像关

爱珍惜自己的有机身体那样 ,善待自己的无机身

体。

2　生产实践是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

基础

　　人与自然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是马克思自然

观的核心。在马克思看来 ,生产实践是人与自然

辩证统一的中介 ,是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钥匙。

只有在这种对象性活动中才能说明人的本质 ,才

能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

首先 ,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 ,人从自然中分离

出来并与自然相对立。人是不同于动物的存在

物 ,是有着本质力量且为自身而存在的存在物。

“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 ,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

物 ,也就是说 ,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 ,因而

第 4卷第 2期 　　 　　　　　　　河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Vol. 4, No. 2
2008年 6月　　　　　Journal of 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Jun. 2008



是类存在物。他必须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

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也就是说 ,人不能像动

物那样直接生存在自然界 ,因为自然界“是个有

缺陷的存在物。”作为能动的人而言 ,要想使自己

的需要得到满足 ,要想从自然界获取生存和发展

的物质、能量和信息 ,人与自然之间还需要一个变

换过程 ,这一变换过程就是生产实践。

其次 ,生产实践把自然界分化为自在自然和

人化自然 ,并不断推动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的转

化。人化自然的重要特征就是实践性。也就是

说 ,人类通过不断发展的生产实践 ,把自然事物对

象化、人化 ,使自然界成为属人的世界。同时 ,马

克思并没有因为自然界的人化就用实践活动来否

定自然界的优先性。相反 ,他始终肯定自然界的

优先存在及其发展 ,强调自然界运动变化的客观

规律性。

再次 ,马克思对工业这种人类实践进行了辩

证分析。马克思指出 :“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

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

然界 ;因此 ,通过工业 ———尽管以异化的形式 ———

形成的自然界 ,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这

就说明了自然界通过人类生产实践 ,充分显示了

自身存在的意义和现实的价值 ,也深刻揭示了人

类实践的两面性 :人类实践既可以成为人与自然

辩证统一的中介 ,又可能以异化形式造成人与自

然的对立 ,成为破坏自然的力量。

总之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生产实践是人

与自然统一的基础 ,没有生产实践就没有人与自

然的物质变换 ,更不会有人类的历史。

3　人与自然的关系同人与人的关系

相互制约

　　与抽象自然观脱离人与人的关系去孤立地考

察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同 ,马克思恩格斯紧密结合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来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 ,

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在以劳动为中介的社会生活

中来考察。马克思认为 ,只有在社会联系和社会

关系的范围内 ,才会有人们对自然界的关系 ,才会

有生产。在实践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

自然的关系是同时发生的 ,这两种关系互为中介、

互相制约。现实中社会关系的异化势必导致人与

自然关系的异化 ,而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同样反

映了社会关系的恶化。因此 ,只有在把握人与人

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 ,才能正确解释和说明人与

自然关系的实质。

马克思恩格斯从多个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条

件下生态异化的思想和制度根源。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在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 ,也带来了对自然

环境的破坏以及劳动和人的异化。资本主义经济

的发展 ,就是在机械发展观和形而上学思维的指

导下以牺牲环境和劳动者的发展为代价而实现的

经济发展。在私有制条件下 ,经济利益的竞争必

然引起对自然资源的争夺 ,从而不可避免地使自

然界成为利益竞争和对抗的牺牲品。这种状况 ,

在资本主义社会更加突出。马克思强调 ,我们不

是反对人们对自然界的利用 ,而是反对资本主义

对自然资源的自私利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

然界不过是人的对象 ,不过是有用物。”马克思恩

格斯曾深刻批判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限制地

追逐剩余价值和利润 ,以牺牲社会效益和生态效

益换取直接经济效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 》中认为 ,资本主义社会大生产必将

产生异化劳动 ,这具体表现在劳动成果与劳动相

异化、劳动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者与他的类

本质相异化。“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 ,以及

在他之外的自然界 ,他的精神实质 ,他的人的本质

同人相异化。”以上 3种异化所造成的直接结果 ,

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劳动异

化、生态异化成为一个统一过程 ;人与自然、人与

人的对抗状态 ,使得生态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

机必然会同时发生。

4　变革现存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

度 ,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

人类本身的和解

　　如何消除私有财产条件下人与自然、人与人

的异化现象 ?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

发展的理想状态 ,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人类

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 ”。共产主义

作为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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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能改变原来在私有财产条件下人与人、人与社

会的关系 ,而且能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

共产主义 ,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 =人道主义 ;而

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 =自然主义 ,它是人和自

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这样

的理想社会 ,“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

统一 ,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 ,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

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

马克思在《资本论 》中进一步阐述了解决生

态问题的社会化途径 ,即“社会化的人 ,联合起来

的生产者 ,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

变换 ,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 ,而不让它作

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 ;靠消耗最小的力量 ,在

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

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人类合理调节与自然之间

的物质变换 ,从前提上看 ,应当善于把握自然规

律 ,抑制盲目性 ,控制不利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自

然力量 ;从结果上看 ,靠消耗最小的力量来进行人

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以取得最大的经济、社会

和环境效益 ,降低物质变换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恩格斯则认为 ,要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

类本身的和解 ,“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

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 ,以及同

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

实现完全的变革 ”,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生

态破坏和劳动异化的根源。只有通过社会变革 ,

消灭剥削制度 ,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消除“资

本逻辑 ”对人和自然的统治 ,才能真正实现人类

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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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of Marx and Engels has four parts: man and nature are united in es2

sence; man is an integrated part of nature; p roduction and p ractice are the basis for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man & nat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 natur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re mutually restrict2

ed. Transform ing the existing mode of p roduction and social system is to achiev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among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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