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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思想阐释与借鉴 ＊
Ecological Thought Contained in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and the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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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早年的重要著作之一 ，马克思主义的很多理论在本部著作中都
有所体现，其中蕴含的生态自然思想是一个较为成型的理论。 在《手稿》中马克思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劳动
实践为中介，较为系统地阐明了生态自然思想。 深刻理解《手稿》中的生态自然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牢固树立科
学发展的理念、营造生态经济的制度环境、促进生态环保事业的健康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十分重
要的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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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orks in Marx ’s early
years, in which many of Mark ’s theory are already quite mature, especially the ecological view of nature.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Marx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s the natural ecological thought by taking the
practice of labor as medium. Deeply understand the natural ecological thought in the Manuscripts is of utmost
practical value to firmly create a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 in contemporary China, construct ecological
economic system environment,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build a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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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从来都是人类关注的焦点问题， 也是古往今
来学者们持续研究的课题之一。 特别是在全球化趋势不断推进、科学技
术日新月异的背景下，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矛盾日益显现，生态问题全
球瞩目。 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
稿》）中阐释了丰富的生态自然思想。 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从生态角
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剖析， 提出了“实践的人化自然观”、人
与自然异化的制度本质、人与自然和解的理论。 在生态危机问题席卷全
球的当下，深入解读《手稿》蕴含的生态自然思想，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
关系，在改造和利用自然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持人与自然之间的
* 该标 题为 《重庆社会科学 》编辑部改定标题 ，作者原标题为 《《1844 年经济学 哲
学手稿》中蕴含的生态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
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经典名言通俗解读研究”（批准号：L12WTA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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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张力，这对于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达

自然界先于人类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 《手

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意义重大。

稿》中，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

一、《手稿》中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基础

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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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自然概念是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

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

的关注而逐步形成的， 这一概念是在对人与自

体”[2]。 人从自然中产生，在与自然交互作用中不

然的矛盾理性思考基础上， 于 18 世纪 20 年代

断地改变自身生存的外部环境。 在这一过程中，

产生，到西方的后现代时期日渐成熟。 这一概念

作为有生命的实体通过劳动实践不断从自然中

的基本内涵是： 规整和协调人类社会与生态环

获取阳光、 水和空气以及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种

境之间的关系， 特别强调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

物质生产资料。 对此，马克思在《手稿》中也提

的适应与协调，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具体

及，“从实践领域来说， 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

而言，一方面，人依赖于自然而存在；另一方面，

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 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

生态自然对于人类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 马克

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

思主义生态自然概念得益于西方后现代关于生

料、 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

态自然的相关认识， 其内涵特指人与自然之间

来”[3]。 由此可见，自然界无疑是人类生存发展的

整体协调发展的行为准则和一般做法。

自然物质基础。 对此，马克思在《手稿》中又进一

马克思的生态自然概念首先是指自在自

步地作出解释，“没有自然界， 没有感性的外部

然，在有了人的活动之后，日益分化为自在自然

世界， 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 她是工人用来

和人化自然两个组成部分。 其中，自在自然特指

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工人的

在人类产生以前和历史活动发生以前就已经客

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

观存在的天然自然。 而人化自然则指在人类改

料”[4]。 人类通过生活资料的生产产生了与自然

造活动中与人类的认识以及实践密切联系的已

的历史性联系， 自然也由此呈现出对人类实践

知自然， 同时也是人类认识以及实践活动对象

的意义。

的自然。 关于“人化自然”，马克思在《手稿》中已

2.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在马克思主义产

有明确阐释，首次界定了“人化自然”的概念，即

生之前的哲学家或是把人看作是某种精神的产

“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

物，或是把人看作是孤立的存在物，没能正确地

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 。

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在《手稿》中认为，

[1]

二、《手稿》中生态自然思想的系统阐释

人的产生是生物进化的结果 ，是“现实的、肉体
的、 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生态自然思想进行了

切自然力的人”[5]。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它本

详尽阐释。 通过对《手稿》文本的进一步挖掘，不

来就是自然界”[6]。 此外，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

难发现在其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生态自然思

人的存在还是对象性的存在物， 即 “人是肉体

想，具体体现在：

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

（一）实践基础上的人化自然观

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

马克思的生态自然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

特别强调实践基础上的人与自然的统一， 人与

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

自然之间交互作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自然界的

现自己的生命”[7]。 马克思还借用黑格尔自我意

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双向互动过程。

识的对象化来阐述人的本质，“完全以黑格尔的

1. 自然界是人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方式把自然规定为外在性， 自然在本质上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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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性质，而人也是一个自然物”[8]。

普遍化。 具体表现在：

3. 社 会 历 史 生 成 过 程 同 样 是 自 然 历 史 过

1. 劳动者与自然的异化。 马克思在《手稿》

程。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

中指出：“国民经济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

不能置身于自然界之外， 必须经常参加自然界

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没有给我们

的生活，因为人不是一般的自然存在物，他是自

提供一把理解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

为的存在物，也正因为此，人是类存在物。 人的

分离的根源的钥匙……它把应当加以论证的东

诞生恰恰是通过劳动与自然界交互的结果，“整

西当做前提。 ”[14]对此，马克思指出，人与自然界

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

本来是双向互动、和谐共生的，人的劳动、土地

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9]。

和产品三者也是紧密相连的， 本来人通过自己

这种类存在物所组成的社会形态以自然界物质

的劳动把生产出的产品用于自己消耗， 满足生

形成演化和发展为物质前提， 其发展过程同样

存的需要。 然而，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土地和

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 在《手稿》中，马克思这

资本相互分离， 劳动者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被

样说 : “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 人也有

资本家占有， 这就致使劳动者与自然之间发生

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历史是人的真正的

了异化。 对此，马克思从劳动者的劳动与他生产

自然史。 ”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 : “历

的产品相异化、劳动者本身同自身的劳动异化、

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

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人同人的异化四

的一个现实部分。 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

个方面做出了具体的阐释。 正如他在《手稿》中

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 :

阐释的那样，“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 他就越贫

这将是一门科学。 ”“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

穷。 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

直接对象”。

[11]

品。 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史的行动”。

[12]

[10]

“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

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 它生产作为商品的劳

4. 人是积极主动的自然改造者。 尽管人是

动自身和工人， 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

自然的产物，具有一般自然物的共性，但人这种

例生产的。 这一事实不过表明：劳动所生产地对

自然物在自然面前绝不是消极被动的， 而是具

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

有超越一般自然物特质的另类自然物。 这一分

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 同劳动相对立” [15]。

析在《手稿》中清晰可见。 马克思指出：“人作为

在这种情况下， 工人同自己的产品形成了相互

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

敌对的异化关系；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异化不

方面具有自然力、 生命力， 是能动的自然存在

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

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

在 生 产 活 动 本 身 中 ” [16]，由 此 可 见 ，异 化 还 发 生

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

在劳动过程中。 在上述情形下，人同自己的类本

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

质也发生了异化。 为此，马克思也这样说道，“正

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

是在改造世界的对象中， 人才真正的证明自己

由此可见，作为

[13]

能动存在物的人是自然界的不断人化。

是类存在物。 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17]，

（二）对人与自然异化的现实批判

这也就意味着， 一旦作为人的类本质表现的劳

在《手稿》中，马克思认识到，在私有财产关

动被异化，人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类本质，也就不

系普遍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 人与自然之间的

再是一个真正的人， 这种结果又必然导致人同

关系已经发生了异化， 甚至演变成某种敌对的

人的异化，在私有制条件下，表现为资本家同工

关系， 而致使这种状态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异化

人的异化。 本来劳动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然而

劳动。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异化已经

异化劳动的出现致使人与自然之间相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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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的产品不属于本人， 进而劳动者同自己

大天赐之一， 现在对工人来说已不再存在了。

的劳动相异化， 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乃至于

光、空气等等， 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都

人同人的异化， 这些结果必然导致劳动者同自

不再是人的需要了。 肮脏，人的这种堕落、腐化，

然的异化。

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意而言），成了工人

2. 资本家与自然相异化。 马克思认为资本

生活要素。 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

家与自然相异化的原因同样是私有制，“私有财

然界， 成了他的生活要素。 ”[20] 这正是 19 世纪

产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 以致任何一个

40 年 代 资 本 主 义 大 城 市 “普 遍 污 染 ”现 象 的 真

对象，只有当我们拥有它时，也就是说，当它对

实写照。 这种情况的出现则是根源于人类和自

我 们 说 来 作 为 资 本 而 存 在 时 …… 它 才 是 我 们

然的异化。 因此，工人的创造性工作丧失了，生

的。 ”[18] 在私有制条件下，随着资本家财富的积

活本身的基本要素也由此丧失了。

聚，他们对财富的占有欲也日益膨胀。 资本家不

（三）建构了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基本路径

惜一切代价， 采用各种手段来追求利润的最大

1. 正确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

化。 自然界丰富的内容在他们的眼里丧失殆尽，

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重要前提就是摆正人与自

日益沦为为其谋利的工具，在资本家的眼里，自

然的关系。 首先，应该转变观念，自然是人赖以

然界只有从商业价值的角度存在， 其他的价值

生存的环境，人应该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企图

都荡然无存。 正如马克思所说：“忧心忡忡的、贫

奴役自然、控制自然、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观念必

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 经营

然导致生态平衡的破坏， 自然界也会以不同的

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 而看不到

方式报复人类；其次，人应该按规律办事，在改

矿物的美和独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 ”

造利用自然时，在客观规律的框架内，使自己的

[19]

资本家的贪欲使他们仅仅从功利的角度去审视

行为不违背自然规律。

自然界对人的价值， 自然界也只是其牟利的工

2.利用科技手段，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 马

具而已，资本家对自然界的肆意开发与掠夺，致

克思对科学技术的作用是十分肯定的， 称其为

使人与自然严重对立， 资本家与自然的对立也

“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是历史

就不言自明了。

前进的“有力的杠杆”。 人类在发展科技时，应注

3. 人和自然的异化是导致生态危机发生的

意规避科技的负效应， 发挥科技的正效应以促

根源。 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已有相当发展的

进人类根本目的和长远利益的实现。 只有对自

时代， 人类在追逐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漠视环境

然有科学的认知， 才能避免对自然改造的盲目

遭到破坏等生态问题， 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缺乏

性；只有不断进行科技创新，才能用新技术成果

正确的认知，无形中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

来防止和消除传统技术的负效应。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工业文明加速发展；另

3. 再生产整个自然界。 马克思在《手稿》中

一方面，环境污染也已成为普遍现象。 为此，马

深刻阐释了这一思想，他认为，再生自然界的前

克思激烈地讽刺道：“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

提是保护自然界，“以我来说， 劳动本身不仅在

工人那里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 人又退回了穴

它目前的条件下， 而且就具一般目的仅仅在于

居，不过这穴居现在已被文明的污浊毒气污染，

增加财富而言是有害的、招致灾难的。 ”[21]因此，

而且他在穴居中只是朝不保夕， 仿佛它是一个

保护和爱惜自然界是第一位的，除此之外，还要

每天都可能离他而去的异己力量， 如果他付不

进一步保护自然界的在生产能力。 马克思在《手

起房租，他每天都可能被赶走。 他必须为这停尸

稿》中曾这样表述：“诚然，动物也进行生产……

房支付租金。 明亮的居室，这个曾被埃斯库罗斯

但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

著作中的普罗米修斯称为使野蛮人变成人的伟

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则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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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 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

和谐原则作为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提是

产，而人则甚至摆脱肉体的需要进行生产，并且

生态文明所特有的思维方式。

只有在他摆脱了这种需要时候才真正地进行生

另外，与传统工业文明不惜浪费资源，破坏

产；动物只生产自己本身，而人则再生产整个自

环境一味追求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念不同， 生态

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

文明是立足于新的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 以人

则自由地与自己的产品相对立。 ” 由此可见，

与自然和谐为原则，以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

人类的生产本身就包含对自然的再生产。

以适度消费、厉行节约为特征，追求精神文化享

[22]

4. 变 革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实 现 共 产 主 义 是 化

受的价值理念。 以这一理念为指导，绿色消费、

解生态危机的根本路径。 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

适度消费将成为一种时尚。 绿色消费是一种适

的异化，生态危机的爆发，究其根源是资本主义

度节制的消费理念，提倡敬畏自然，节约资源，

条件下的劳动异化。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

主张量力消费、适度消费，反对奢侈浪费。 绿色

明确指出：“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 这还需要

消费不仅对消费者节约消费、健康消费、理性消

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 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

费的消费意识和消费行为有所约束，而且对生产

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

者也有从事绿色生产的规约。

的变革。 ” 意指要变革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
[23]

在此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根本路径就是

（二）全新生态思维方式和生态价值观的智
力支持

用共产主义取缔资本主义制度，由此，他进一步

《手稿》创作的制度前提着眼于资本主义社

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

会。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过

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

程中充满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人和自然带来

自然主义。 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

的灾难，证明这种生产方式与自然的对立。 《手

盾的真正解决。 ”

稿》 充分展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历史唯物

[24]

三、《手稿》中生态自然思想的现实借鉴

主义特质， 为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的生态哲学奠
定了理论基础，启迪我们，要深刻把握中国特色

马克思的《手稿》发表已有 170 多 年 ，然 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化建设的特殊国

其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剖析直到今天仍然

情， 要着眼于中国现实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状态

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特别是伴随经济高速增长

和现实市场经济运作模式， 绝不能把生态问题

所出现的资源短缺、 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生态问

简单理解为人与外部环境的关系问题， 甚至把

题困扰着当代中国。 因此，我们应该从《手稿》中

它简单化为一个“生态政治”的问题。 换句话说，

汲取营养， 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

要认识到生态危机实际暴露的是一种特定社会

观，避免发展带来的烦恼。

制度——
—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危机。 作为同样

（一）生态文明观的理论支撑

选择市场经济运作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克

生态文明是寻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

服和超越资本主义的生产与生存困境， 走出具

会和谐共生、持续繁荣的文化伦理形态。 建立在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之路，需

这种宗旨上的文明形式， 其首要任务就是价值

要我们构建自己的生态哲学理论指导思想。

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变。 生态文明是寻求人性

（三）生态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

与自然生态性协调统一的全新社会文明形态。

建设生态经济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直接涉

这里的协调统一既不是人性单纯屈从于自然生

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为了营造良好的生态

态性，也不是自然生态性简单服从于人性，而是

经济发展环境，必须从制度建设切入，建立和完

两者的内在一致。 因此，坚持把以人为本的生态

善与生态经济相关的各项制度。 一方面，要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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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生态经济建设中的角色定位。 政府应有

核心理念上推进， 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

力发挥对破坏自然生态的经济行为的干预规制

求。 马克思在《手稿》中阐释的生态自然思想指

作用， 在制定经济发展决策时充分考虑生态环

出了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种种异化是破坏人与

境因素，衡量资源环境的实际承载能力，对经济

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罪魁祸首，提出

发展中可能触及到的自然资源环境因素进行科

了通过变革社会制度方式寻求人与社会和谐共

学评估与预测， 最大限度地消除隐患。 另一方

生的现实路径， 充分表明了其预见的社会建设

面， 要着眼于保护生态经济的法律法规的建立

更加理性，通过制度变革消除各种异化，达到人

健全。 我国建立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迫在眉睫，

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最终达到人类社会的良性

与此同时要提高保护生态法律法规的权威，切

发展。 当前，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实构建严格规范的执法监督体系， 通过加强监

正是得益于 《手稿》 中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指

管等措施切实为全新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保驾

引，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起点，实现生产发

护航。 第三，加强人口管理，提升人口素质。 人口

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理性社会发展目标。

众多， 素质不高是致使人与自然矛盾冲突的重
要原因， 人口老龄化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给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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