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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经济理论具有非常丰富的内容 ,从环境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 ,是影响劳动

生产率的重要因素 ,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环境问题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的分析 ,解决环境问题必须坚持

以人为中心 ,主张环境问题的解决与人的解放相一致的理论等 ,为解决我国现阶段面临的环境问题 ,参与国际

环境问题的对话提供了理论依据。深入研究和全面掌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经济理论 ,对提高人们建设和

谐社会 ,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 ,以及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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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经济理论具有非常丰

富的内容 ,但过去人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

经济理论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 ,

片面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和自然的关系 ,

片面强调 GDP 或产品的增长 ,有的地区出现了较

为严重的环境问题 ;同时 ,目前 ,大多数西方生态

经济学家或认为马克思是主张不顾生产力发展的

破坏性潜能而发展生产力 ,或认为马克思没有认

识到市场机制的生态非理性。[1 ] 由于缺乏对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生态经济理论的深入研究 ,西方的

这些不正确观点也通过不同方式 ,对我国人们的

思想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因此 ,深入研究和全面

掌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经济理论 ,对于解决

和治理我国面临的环境问题 ,对于提高人们建设

和谐社会 ,落实科学发展观 ,以及丰富和发展马克

思主义的生态经济理论 ,自觉抵制西方错误思想

的侵袭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经济
理论的主要内容

　　1. 环境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 ,任

何生产力都是以一定的自然条件即环境为前提

的 ,离开了环境 ,离开了一定的自然条件 ,社会生

产力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马克思指出 :“没有

自然界 ,就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 ,工人也就什么也

不能创造。”[ 2 ]31 - 32“正像劳动的主体是自然的个

人 ,是自然存在一样 ,他的劳动的第一客观条件表

现为自然 ,土地 ,表现为他的无机体 ⋯⋯这种条件

不是他的产物 ,而是预先存在的 ;作为他之外的自

然存在 ,是他的前提。”[ 3 ]487 恩格斯也认为 :“土地

是我们的一切 ,是我们生存的首要条件。”[4 ]609

其次 ,劳动与环境是财富的共同源泉。这是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恩格斯指

出 :“劳动加上自然界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自然

界为劳动提供物料 , 劳动把物料转变为财

富。”[5 ]295马克思也强调 :“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

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 ,劳

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

现。”[6 ]298“种种商品体 ,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

要素的结合。⋯⋯因此 ,劳动并不是所生产的使

用价值即财富的唯一源泉。正像威 ·廉配弟所

说 ,劳动是财富之父 ,土地是财富之母。”[7 ]56 - 57

2. 环境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 ,是决

定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首先 ,环境等自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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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马克思指出 :“如

果把不同的人的天然特性和他们的生产技能上的

区别撇开不谈 ,那末 ,劳动生产力主要应当取决

于 : (1)劳动的自然条件 ,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矿山

的丰富程度等等 ; (2) 劳动的社会力量的日益改

进”。[ 8 ]140“撇开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程度不说 ,劳

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

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 (如人种等等) 和人的周

围的自然。”[7 ]560

其二 ,环境等自然条件是决定人类文明发展

的前提。剩余劳动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 ,而环

境则是提供自然生产率即剩余劳动的基础。马克

思指出 :“一般剩余劳动的自然基础 ,即必不可少

的自然条件是 :只要花费整个工作日的一部分劳

动时间 ,自然就以土地的植物性产品或动物性产

品的形式或渔业等产品的形式 ,提供必要的生活

资料。农业劳动的这种自然生产率 ,是一切剩余

劳动的基础 ,因为一切劳动首先而且最初是以占

有和生产食物为目的的。”“在这里自然的肥力是

一个界限 ,一个出发点 ,一个基础。”[9 ]712 - 713

其三 ,环境等自然条件影响着劳动者劳动中

的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划分的比例。马克思指

出 :“绝对必需满足的自然需要的数量越少 ,土壤

的自然肥力越大 ,气候越好 ,维持和再生产生产者

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因而 ,生产者在为自

己从事的劳动之外为别人提供的剩余劳动就可以

越多。”[7 ]560所以 ,“劳动的不同自然条件使同一劳

动量 ,在不同的国家可以满足不同的需要量 ,因而

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 ,使得必要劳动时间各

不相同”[7 ]562 。

3. 细致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对环境的破

坏。对于环境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 ,对于

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各种破坏环境的现象 ,诸如

气候变暖 ,水土流失 ,水、土和空气污染等在马克

思和恩格斯著作中都曾经进行过揭露。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水土流失和气候变暖 ,

恩格斯指出 :“文明是一个对抗过程 ,这个过程以

其至今为止的形式使土地贫瘠 ,使森林荒芜 ,使土

壤不能产生其最初的产品 ,并使气候恶化 ,土地的

荒芜和温度的升高以及气候的干燥 ,似乎是耕种

的后果。”[5 ]311恩格斯还详细地分析了农业的资本

主义发展过程所造成的环境破坏 ,如地力损耗、气

候改变、江河淤浅等现象 ,“农业旧有条件遭到破

坏 ———这些都是在英国和德国东部已经完成了的

现在其他地方正在普遍进行着的过程”。[10 ]365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河流污染 ,恩格斯还描

述了乌培河谷的污染情况 :这条狭窄的河流时而

徐徐向前蠕动 ,时而泛起它那红色的波浪。⋯⋯

然而它那鲜红的颜色并不是来自某个流血的战场

⋯⋯而只是流自许多使用鲜红染料的染坊。[4 ]493

“一旦这条河流归工业支配 ,一旦它被染料和其他

废料污染 ⋯⋯一旦河水被引入只要把水排出去就

能使鱼失去生存环境的水渠 ,这条河的水 ⋯⋯它

已经成为不适合鱼生存的环境。”[11 ]369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空气污染 ,恩格斯记录

了当时英国空气污染的情况 ,他写道 :“漂白工的

工作对健康是非常有害的 ,因为他们不得不经常

把氯气这对肺部极有害的物质吸进去。”“在磨光

陶器的工房里 ,空气中充满了微细的矽土尘埃 ,把

这种尘埃吸到肺里并不比菲尔德的磨工把钢屑吸

进去的害处小些。”[12 ]482 ,494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

级状况》和《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 ,对资本主义社

会存在的环境问题有许多非常详细的描述 ,西方

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只重视生产力的发

展 ,不重视环境问题 ,指责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所谓

的“生产力主义”,是不符合实际的。[13 ]125

4.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环境问题的原因。

第一 ,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环境问题的

直接原因。首先 ,工业化是造成环境问题直接的

原因。这是因为 :一方面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大

规模的工业化 ,所产生的大量的有毒有害排泄物 ,

会造成环境的破坏。恩格斯指出 :“蒸汽机的第一

需要和大工业中差不多一切生产部门的主要需

要 ,都是比较纯洁的水。但是工厂城市把一切水

都变成臭气冲天的污水。因此 ,虽然向城市集中

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 ,但是每个工业资本

家又总是力图离开生产必然造成的大城市 ,而迁

移到农村地区去经营。”[14 ]320 - 321另一方面 ,现代科

学技术在农业的滥用 ,会造成农业的基本生产条

件如土地肥力的下降。马克思指出 :“工业和按工

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一起发生作用。如果说它们

原来的区别在于 ,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了劳动

力 ,即人类的自然力 ,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

土地的自然力。那末 ,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 ,二者

会携手并进 ,因为农村的产业制度也使劳动者精

力衰竭 ,而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各种手段 ,使

土地日益贫瘠。”[9 ]917 可见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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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发展存在的破坏性潜能是有明确认识的。

其次 ,市场化也是造成环境问题的直接原因。

这是因为 :一方面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 ,货币是衡

量一切商品价值的一般等价物 ,而自然环境或自

然生产力不是劳动的产品 ,可以被商品生产者或

资本家无偿地使用 ,因而 ,就会出现忽视环境和破

坏环境的现象。马克思指出 :“在私有财产和钱的

统治形式下的自然观 ,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藐视

和实际的贬低。”[ 4 ]448“撇开自然物质不说 ,各种不

费分文的自然力 ,也可以作为要素 ,以或大或小的

效能并入生产过程 ,它们发挥效能的程度 ,取决于

各种方法和科学进步 ,这些也是不花资本家分文

的。”[ 15 ]394另一方面 ,在市场化条件下 ,商品生产者

或资本家往往只注重眼前利益 ,只注重追求利润 ,

而不会去考虑环境的保护和自然生产力的可持续

发展 ,也会造成环境的破坏。马克思指出 :“漫长

的生产时间 ,漫长的资本周转期间 ,使造林不适合

私人经营 ,因而也不适合资本主义经营。资本主

义经营本质上就是私人经营 ,即使联合起来的资

本家代替单个资本家 ,也是如此 ,文明和产业的整

个发展 ,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 ,对比

之下 ,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 ,简直不起作用。”[15 ]272

对此 ,恩格斯也进行过明确的分析 ,他指出 :“当一

个别的资本家为着直接的利润进行生产和交换

时 ,他首先只能注意到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个

别的工厂主或商人在卖出他制造的商品或买进商

品时 ,只要获得了普通的利润 ,他就满意了 ,不再

去关心商品和买主以后是怎么样。这些行为的自

然方面的影响也同样如此。西班牙种植厂主在古

巴烧掉山坡上的森林 ,发现在木灰中有能获得最

高利润的咖啡足够用一个世代的肥料 ———以后热

带的大雨会冲掉得不到任何保护的腐植土而只留

下赤祼祼的岩石 ,那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相干

呢 ?”[ 5 ]307 - 308可见 ,西方生态经济学家对马克思没

有认识到市场机制的生态非理性的批评是不能成

立的。

其三 ,城市化也是造成环境问题的直接因素。

这是因为 :城市化阻断了人与自然进行某种物质

变换的直接联系 ,除了造成因工业化所造成的工

业污染之外 ,又造成了因人口的过于集中而形成

的生活污染。马克思指出 :“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

人口减少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 ,而他们的对面 ,

则造成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

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生活

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

无法弥补的裂缝。”[9 ]916“在利用这种排泄物方面 ,

资本主义经济浪费很大 ,例如 ,在伦敦 ,450 万人

的粪便 ,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 ,只有花很多钱

来污染泰晤士河。”[9 ]116 - 117

第二 ,分析了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资

本主义制度。首先 ,环境问题成为严重的社会经

济问题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才出现

的。虽然自然界的历史比人类的历史要长得多 ,

但人类一经出现 ,自然界的历史就必然要受到人

类的影响 ,并且相互制约。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

“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 ,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

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系的 ;只要

有人存在 ,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2 ]20

恩格斯指出 :“归根到底 ,自然和历史 ———这是我

们在其中生存、活动并表现自己的那个环境的两

个组成部分。”[ 16 ]64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虽然也存

在局部的环境问题 ,但其范围和程度都没有像资

本主义社会那么严重。所以 ,环境问题并不仅仅

只是一个自然界的问题 ,它是与人的活动相联系

的 ,是与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

其二 ,全球的环境问题是随世界市场的形成

由资本主义国家扩散的。世界市场的形成是资本

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 ,资本主义国家

在向其他国家输出商品时 ,也在向其他国家输出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因而也在向其他国家输出

环境问题。在资本主义国家 ,“机器产品的便宜和

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机器

生产摧毁国外市场的手工业产品 ,迫使这些市场

变成它的原料产地”[ 7 ]494 。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 ,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 ,资

本主义所造成的环境问题也就在世界范围内扩

展。正如马克思所分析过的 ,由于资本主义的城

市化和工业化 ,“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生活的自

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

弥补的裂缝 ,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 ,并且这种

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9 ]916

其三 ,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

发展方式破坏了物质变换规律。马克思对资本主

义造成环境破坏的根本原因进行过精辟的分析 ,

他指出 :“资本主义的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

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 ,这样一来 ,它一方面聚集

着社会的历史动力 ,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

之间的物质变换 ,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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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 ,从而破坏土地

的持久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

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但是

资本主义生产在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

成的状况的同时 ,又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

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 ,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

相适应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在现代

农业中 ,也和在城市工业中一样 ,劳动生产力的提

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

为代价。此外 ,资本主义农业和任何进步 ,都不仅

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 ,而且是掠夺土地的

技巧的进步 ,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的肥力的任

何进步 ,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

⋯⋯因此 ,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

技术和结合 ,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

源泉 ———土地和工人。”[7 ]552 - 553

5. 解决环境问题必须以人为中心。首先 ,环

境只有在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时才

有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认为 :主体是人 ,客

体是自然。环境与生态 ,只有对人类的生产和生

活实践发挥作用 ,才是人们关注的理由。马克思

指出 :“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

离的自然界 ,对人说来就是无。”[11 ]178 马克思还指

出 :“因为只有在社会中 ,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

与人联系的纽带 ,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

他的存在 ,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 11 ]121 - 122

“土地毕竟是一种普遍的自然的要素 ⋯⋯而土地

只有通过劳动、耕种才对人存在。”[ 11 ]114“为了进行

生产 ,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 ;只有在这些

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 ,才会有他们对自

然界的关系 ,才会有生产。”[17 ]486

其二 ,人和动物之间是有本质区别的。恩格

斯指出 :“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的本质区别在于 ,

动物最多是搜集 ,而人则能从事生产 ,仅仅由于这

个唯一的然而是基本的区别 ,就不可能把动物社

会的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17 ]163 同样 ,也

不能把人类社会的规律直接运用于动物中。

其三 ,动物之间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平等。

就人也是一种动物而言 ,与其他动物之间也不存

在平等。马克思指出 :“每一特定的生活方式就是

本性的一定范围的生活方式。要狮子遵循水螅的

生命规律 ,这难道不是反常的要求吗 ?”“动物实际

生活中唯一的平等形式 ,是同种动物之间的平等 ;

这是这个种本身的平等 ,但不是属的平等。动物

的属只在不同种动物的敌对关系中表现出来 ,这

些不同种的动物在相互的斗争中来确立自己特别

的属性。自然界在猛兽胃里为不同种的动物设立

了一个结合的场所 ,合并的熔炉和互相联系的联

络站。”[4 ]142 - 143

其四 ,要求人与动物之间实现完全平等是不

现实的。因为人与人之间最终也只能消灭阶级差

别 ,而不能实现完全的平等。恩格斯指出 :“用‘消

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来代替‘消灭一切

阶级差别’,这也是很成问题的。在国和国、省和

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

种不平等存在 ,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 ,

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18 ]124人与人之间最终

只能实现相对的平等 ,而要求人与动物之间实现

完全平等只能是一种空想。

其五 ,要求人与动物之间实现平等是不人道

的和违反自然的。在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企

图“证明人们之间彼此应该平等 ,而且证明了他们

对任何一个跳蚤、任何一个墩布、任何一块石头的

平等”时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这种‘人类自然

联系’是每天都在被人们改造着的历史产物 ,这种

产物向来都是十分自然的 ⋯⋯虽然它不仅在‘人’

看来 ,而且在任何一个革命后代看来 ,都会显得多

么惨无人道和违反自然。”[ 2 ]567

6. 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人与

自然的和谐。首先 ,和谐与斗争是自然界的一般

规律。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

础 ,生存斗争不是自然界的唯一方式。恩格斯指

出 :“自然界的物体 ———不论是死的物体还是活的

物体———相互作用中既包含和谐 ,也包含有冲突 ,

既包含有斗争也包含有合作。因此 ,如果有一个

所谓的自然科学家想把历史发展的全部多种多样

的内容都总括在片面而贫乏的‘生存斗争’公式

中 ,那末这种做法本身就已经判决自己有罪 ,这种

公式即使用于自然领域也还是值得商榷的。”[18 ]162

那种只讲人对自然的索取和人与自然界的斗争 ,

不讲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合作 ,是不符合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思想的。

其二 ,人类违背自然规律必然要受到报复。

自然规律是不能违背的 ,自然规律的客观性不会

因为社会制度不同而发生改变 ,环境问题就是人

们违背自然规律而受到的报复。恩格斯指出 :“如

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 ,那末自

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 ,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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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 , 而不管社会组织怎

样。”[ 19 ]342“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

界的胜利。对于毎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对

我们进行报复。⋯⋯因此我们必须在每一步都记

住 :我们统治自然界 ,决不同于站在自然界以外的

某一个人 ———相反 ,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属于自

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 ;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支配

力量就是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 ,能够认识和正

确运用自然规律。”[5 ]304 - 305

其三 ,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自觉地利用自然

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 ,环境问题的解决是

与人的解放相一致的 ,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自觉

地利用自然规律 ,而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

现。他们指出 :“在这种制度下不再有任何阶级差

别 ,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 ,在这种制

度下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 ,谈到那种

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相协调的生活。”[14 ]125“这

种共产主义 ,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 ,等于人道主

义 ,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 ,等于自然主义 ,它

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

决。”[ 11 ]120

7.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真正实现人与

自然的和谐。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追求利润

为目的 ,而不顾整个社会的利益 ,必然导致环境的

破坏 ,因此 ,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建立不同于

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社会制度才能真正实现人与

环境的和谐。马克思指出 :“在这个领域内的自由

只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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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 质 变

换。”[ 9 ]926 - 927恩格斯也强调 ,要消灭城市化、工业

化和市场化带来的环境问题 ,只有最终消灭资本

主义制度才能实现。他指出 :“要消灭这种新的恶

性循环 ,要消灭这个不断重新产生的现代工业矛

盾 ,又只有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 ,只

有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生产力的那

种社会 ,才能允许工业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

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的原则分布于全

国。因此 ⋯⋯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 ,空气、

水和土地的污毒才能排除 ,只有通过这种融合 ,才

能使城市中日益病弱的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

病 ,而是用来作为植物的肥料。”[14 ]320 - 321 可见 ,马

克思和恩格斯并不主张不顾生产力发展的破坏性

潜能盲目地发展生产力 ,而主张根据人的需要合

理地发展生产力。西方生态经济学家对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责难是缺乏根据的。

8. 分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治理环境污染的相

关因素。马克思还分析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减

少污染和实现循环经济的条件和因素。首先 ,分

析了生产和消费中的排泄物可以转化为新的生产

要素。马克思指出 :“我们指的是生产排泄物 ,即

所谓的生产废料再转化为同产业部门的或另一产

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 ,这是这样一个过程 ,通过

这个过程 ,这种所谓的排泄物就再回到生产从而

消费 (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的循环中。”[9 ]95

其二 ,分析了对废物利用的条件。马克思指

出 :“原料的日益昂贵 ,自然成为废物利用的刺激。

总的说来 ,这种再利用的条件是 :这种排泄物必须

是大量的 ,而这只有在大规模的劳动的条件下才

有可能 ;机器的改良 ,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

能利用的物质 ,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

的形式 ;科学的进步 ,特别是化学的进步 ,发现了

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当然 ,在小规模园艺式的

农业中 ,例如在伦巴第 ,在中国南部 ,在日本 ,也有

过这种巨大的节约。”[9 ]117

其三 ,分析了减少废物排放的因素。马克思

指出 :“在生产过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变为

废料 ,这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的质量。

最后 ,还要取决于原料本身的质量。而原料的质

量又部分地取决于生产原料的采掘工业和农业的

发展。”[9 ]119

其四 ,分析了废物利用与减少生产中排泄物

的重要区别。马克思指出 :“应该把这种通过生产

排泄物的再利用而造成的节约和由于废料的减少

而造成的节约区别开来 ,后一种节约是把生产排

泄物减少到最低限度和把一切进入生产中去的原

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高到最高限度。”[9 ]118

这实际上是提出了现代人们所强调的循环利用资

源和减少废物排放的循环经济思想。

二、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经
济理论的现实价值

　　1. 对分析我国存在的环境问题具有指导意

义。首先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还没有完全完成工

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历史任务。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在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发展中所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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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问题 ,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依然存在。如果

对产生环境问题的因素缺乏有效的防范和治理 ,

在我国同样也会出现严重的环境问题。

其二 ,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在经

济体制中还存在产生环境问题的诸多因素。在所

有制结构上 ,必须实现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

制共同发展 ;在资源配置方式上 ,还必须采取市场

在配置资源发挥基础性作用的方式 ;在对外经济

关系上 ,还必须参与经济的全球化和国际大分工。

因此 ,商品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损害环境的因素

依然存在 ,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也会不同程度地

为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国际贸易或产业转移等方

式 ,将污染严重的产业输入到我国来。所以 ,在一

定时期内我国也会产生环境问题。而我国目前出

现的比较普遍的环境问题 ,就是人们忽视对产生

环境问题的因素的表现。

其三 ,马克思提出治理环境污染相关因素理

论在现阶段仍有指导意义。生产和生活中的排泄

物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 ,马克思关于生产

和生活中的排泄物可以成为新的生产要素理论 ,

是我们发展循环经济的理论基础。如果我们能够

对生产和生活中所产生的所有废物或垃圾进行再

利用 ,使之成为新的生产要素 ,环境问题就可以从

根本上得到解决。同时 ,马克思对生产废物利用

的条件的分析 ,对我们现阶段治理环境污染也有

指导作用。提高原材料价格 ,限制和关闭小规模

生产企业 ,对大规模的生产进行鼓励 ,大力发展和

推广废物利用的科学技术 ,改进现有的机器设备

等 ,都是减少生产过程造成环境污染所应采取的

措施。马克思关于减少生产过程中废物排放的分

析等 ,对于提高生产要素使用效率 ,实现“节能减

排”也有指导作用。可见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

经济理论 ,为我们防范和治理环境问题提供了理

论基础。

2. 是建设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和谐社会 ,落实科学发展观

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经济是完全一致的。科学

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 ,基本

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而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经济理论强调 ,环境是与

人的发展和需要紧密相联 ,研究环境问题必须以

人为中心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离开了人的需要而

去研究环境是没有意义的。而要解决环境问题 ,

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要自觉地、合理地利

用自然规律 ,实现城市和乡村融合等。可见 ,党的

十七大提出建设和谐社会 ,落实科学发展观不仅

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经济理论 ,而且还结

合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实际并丰富和

发展了这一理论。因此 ,深入学习掌握马克思恩

格斯的生态经济理论 ,对于提高建设和谐社会和

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3. 是构建科学的生态经济理论和参与环境问

题的国际对话的需要。首先 ,是建立科学的生态

经济理论的需要。随着世界性环境问题越来越严

重 ,有关环境问题的理论研究和讨论也越来越受

到人们的重视。生态经济学、生态伦理学和生态

政治学等学科也纷纷产生 ,出现了深生态学、生物

中心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各种学说和理论主张。

并且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

理论是“生产力主义”或“生产第一主义”,攻击马

克思主义不重视环境 ,这些理论观点对我国学术

界和在实际部门工作的同志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

不利影响。因此 ,要正确分析现代流行的各种生

态经济理论与观点 ,就必须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

思恩格斯的生态经济理论 ,在坚持马克思恩格斯

的生态经济理论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实际 ,建立科

学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理论 ,为人们正确认识

和对待各种生态经济理论提供思想武器。

其二 ,也是实行环境问题的国际对话的需要。

气候变暖、海洋污染等环境问题早已超越了国界 ,

成为了国际问题。不同国家之间必须就人类生存

的环境问题展开对话 ,而这种对话必须以一定的

理论为基础。而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社会

主义国家 ,必然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经济理论

为指导。因此 ,深入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

态经济理论 ,则是我国就环境问题开展国际对话

的客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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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 and Engels’s Ecological Economic Theories

and Their Current Impor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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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 and Engels’s ecological economic theories have ample content s. Their theories tell us

t hat environment is a part of p roductivity’s component s and it greatly affect s labors’productivity.

They analyse the direct and ultimate reasons t hat bring the capitalistic societies’environment p rob2
lems. They claim t hat resolving environment p roblems must hold human beings as t he first impor2
tance , and t hat bot h resolving environment p roblems and liberating human beings have t heir consis2
tencies. Their t heories p rovide us t he foundations for resolving our count ry’s current environment

p roblems and our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p roblem interlocutions. L ucubrating and

completely mastering t heir ecological economic t heories have great p ractical importance for us to vol2
untarily const ruct t he harmonious society and carry out t he scientific develop ment , and to enrich and

develop Marxist ecological economics.

Key Words :Marx ; Engels ; ecological economy ; environment ; harmonious society

(责任编辑 :祝春娥)

—11—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经济理论及其现实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