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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蕴含的生态经济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
陈雪峰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抚顺 113001）

摘要：马克思的经济学巨著《资本论》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经济思想，这一思想奠基于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之
上，发轫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现实问题，以商品二重性分析为起点，经过逻辑引申充分阐释了其生态经济思
想。 充分借鉴《资本论》中的生态经济思想，对于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理顺经济发展方式、创设生态经济发
展的制度环境、树立生态发展理念、助推生态环保的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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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思想是马克思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马

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对此马克思也曾鲜明的指出“我们

克思在其经济学力作《资本论》中以商品分析为起点，深刻

比其他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4］在这里，

剖析了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并揭示了在人与自然异

马克思所表达的自然界先于人类社会存在的唯物主义立

化背后隐藏的制度根源。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我们应

场明显，告诫我们必须在自然生态系统允许的范围内，发挥

以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为指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

主观能动性寻求人的生存与发展， 这一认识无疑为后续在

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努力建设社会主

《资本论》中阐释其生态经济思想打下了良好的理论根基。

义生态文明。

（二）人与社会的关系是解读《资本论》蕴含的生态经济
思想的逻辑延续

一、 《资本论》生态经济思想的理论奠基

马克思与以往的哲学家在认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

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是马克思建构其经

的显著不同就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置于社会联系和社会

济学思想的逻辑基础和基本前提，也是《资本论》中的重要

关系的范围内，而不是孤立地去看待。 对此，他也曾有过论

内容。 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剖析和对他所生活的那

述“人们对自然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

个年代现实问题的考量成为了马克思建构其经济学思想

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

的现实逻辑，当然马克思的生态经济思想也势必从中汲取

［5］

营养。

与自然关系的不断调整变化必然带来人与人社会关系的

（一）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认识《资本论》中生态经济思想

这里隐含着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 一方面，人

动态调整；另一方面，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又反过来制约和影
响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无论是哪种关系， 其中人是核心要

的逻辑前提
人类劳动是我们理解《资本论》中所蕴含的生态经济

素。 马克思对上述两种关系中人的因素的考量主要关注两

思想的枢纽。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得以生存的基本保障，这

个方面：其一，人的认识受自然客观条件的规定和制约，在

一生产的顺利开展必须借助于人类劳动，正如马克思所说：

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过程中，由于缺乏预见而造成对自然

“只要承认某种产品的效应，劳动就是它的源泉。”［1］“劳动是

的破坏在所难免；其二，人们往往结合在一起组成团队进行

劳动的过程中首先发生的必然是人与

科技研发，而后把科学手段运用于自然中，甚至于过分陶醉

自然的关系，人要想从自然中获取生存所必需的生产资料

在对自然的征服之中， 这种观念持续膨胀的结果就是遭致

势必产生对自然界的依赖性，自然对人和社会存在的制约

自然的惩罚。马克思对此也早有预见“不依伟大的自然规律

性也就理所当然。 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作为自然的、 肉体

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能带来灾难。 ”［6］

财富的唯一本质”。

［2］

的、感性的、对象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
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 ” 只不过人比动物更高明的地方
［3］

（三）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劳动的异化是《资本论》生态经
济思想的现实逻辑
资本主义的出现使无条件的追求剩余价值成为了这

在于人并不是单纯的、消极被动的顺应自然，而是积极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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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的最主要法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和自己生

生态关系。 另一方面，劳动本身又是社会性的劳动，是人所

产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和资本家也处于异化的状态，

特有的行为，所以在劳动过程中除了发生人与自然的关系

究其这些异化的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在这

外，人与人的社会经济关系也必然发生。社会活动的顺利开

一所有制关系下资本和雇佣劳动走向了对立面。 因而在资

展必须依托每个个体借助一定的社会物质力量，进行合理

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氛围下，在人与人、人与社会

的分工与合作，有机联系在一起，单个个体是无法完成生产

相异化的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必然是单纯的索取

商品的活动的。 由此可见， 人类劳动是人类得以生存的基

与被索取的关系，人类对自然无止境的掠夺和开发超过了

础，人类劳动的过程既是自然界的人化过程同时也是人的

以往的全部社会形态，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资源枯竭、能源危

自然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形成了人与自然双向互动的生态

机和生态环境的全球性恶化。 资本主义的一时发展完全是

关系，在其背后隐藏着人与人的经济关系，这两对关系相互

建立在牺牲环境和掠夺劳动者的基础上的，只有从根本上

融合形成特定的生态经济关系。

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消除这些异化现象，物质资料生

（三）劳动过程所折射出的生态经济关系

产的目的才会摆脱价值增值的束缚，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

人类的劳动过程实际上就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过

也将打破价值增值的魔咒，从而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异

程，离开了劳动，人与自然不可能有任何的物质交换，人类

化最终得以消除，自然生态和经济社会才能实现平衡发展。

也就不可能获取自然的任何物质， 对此他也有所论述，“自
然界没有制造出人和机器……， 它们都是人类劳动的产

二、 《资本论》中生态经济思想的逻辑演进

物”。 ［10］劳动在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过程中也在改变着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运动是从商品二重性

与人之间的关系。 因而，人类劳动既是社会生产活动，也是

开始的，商品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细胞”，也是马克

一种经济行为，人类劳动过程也是把社会经济活动引入自

思建构其经济思想的逻辑起点。

然生态的过程，是使两者相互交织的过程。
社会生产过程也是劳动过程，实际上就是具体劳动和

（一）商品二重性中蕴含的生态经济关系
商品是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结果，是使用价值和

抽象劳动的运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

价值的统一体，是人类生产劳动的结果和凝结物，是人类进

值，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就其实质就是人与自然进行

行社会劳动所追求的终极目的。商品中的自然因素通过“有

物质交换和人与人进行劳动交换的过程。 马克思对此曾明

—使用价值得以体现，无疑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物
用性”——

确指出，“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的生

质交换结果；而商品中的人的因素即劳动则通过“经济性”

产过程，也是一个在历史上经济上独特的生产关系中进行

—价值得以展现，他反映的是人与人的经济关系。
——
对此

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这些生产关系本身”。

这一论述

［11］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清晰表述，“价值只有在使用和消费

显然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生产过程生产人类所必需的各

中才能实现”，“使用价值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7］因

种物质资料，这一过程是自然物质的生产过程；另一方面这

此，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本身所蕴含的生态经

一过程也生产着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因此，社会生产过程是

济关系就呈现在人们面前。 商品的二重属性相互依存辩证

生态自然过程与经济社会过程的统一体，是生态自然过程

统一。尽管商品交换主要依托其社会规定性，然而却无法剥

和经济社会过程的相互交融。 这种统一与交织存在于任何

离商品使用价值的自然生态关系，缺少它商品就失去了赖

社会历史形态中，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发生改变和不同的

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只认清商品的自然生态属性，而忽视其

只有这种统一和交织的形式。

社会规定性同样不能达到对商品的完整认识。因此，商品必

（四）物质循环过程中的生态经济本质
物质变换是社会生产过程，而物质循环则更多的是指

然是自然生态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统一体，在表面上呈现出

社会再生产过程，这一过程是在动态变化中实现的，社会再

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背后必然隐藏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二）劳动所涵盖的生态经济关系

生产是在人类目标驱使下进行的生产经营活动，这种过程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完商品的二重性后紧接着

表现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周而复始的经济循环过程，尤

就揭示了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的二重性。 马克思对劳动

其是在社会和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不断变化过程当中实

概念的界定本身就包含着生态经济思想， 正如他所说：“劳

现的。这一循环当然不可能离开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

人类进行经济活动首先必须从自然界中索取所需物质，经

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过人类的具体劳动使其具有有用性，符合人们需要，助推人

从这一概

［8］

念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劳动二重性中所展现的生态经

类不断繁衍、发展，同时在这一交换过程中也会产生无用物

济关系。一方面，劳动作为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必然要按照

质，这些无用物质重新返回自然，回归自然生态系统，重新

人的目的改造自然物，使其具有某种满足人们需要的特有

为人类提供自然物质，这样循环下去以至无穷。 反过来，人

属性，在这里自然物发生了形式的变化，人也在自然物中实

类所依托的生态自然也在不断接受人类经济关系的正负

现了自己的目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具体劳动，正如马克

反馈，经常处于生态平衡和生态失衡的变换之中。自然生态

思所说：“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

系统在向人类经济系统提供物质需要的同时，经济系统也

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 ”［9］从上面的分析

不断向生态系统输出能量和进行相应的补偿。 两者的相互

我们不难得出人类通过劳动实现了对自然的改变、占有的

交换是通过人类生产实践这一中介环节实现的，通过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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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和纽带，社会和自然有机联系，经济和生态浑然天成，

重转变；由单纯供应产品向产品提供和生态服务并重转变，

它们有机统一、动态平衡。 由此可见，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

最终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努力

在物质循环这一周而复始的过程中也结成了相互制约、相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性转变，最大限度地缓解人与自

互依赖的生态经济关系。

然的矛盾，改善生态环境，实现自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三、 《资本论》中的生态经济思想对我国经济建设
的现实启示

（三）营造保护生态经济的制度环境，完善相关的法律
法规

《资本论》这部著作中深刻剖析了人们在劳动过程、价

建设生态经济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牵动社会生活

值创造过程中所发生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强调生

的各个领域，为了创设良好的生态经济发展环境，必须以制

态平衡的重要性，也曾多次提及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物质

度建设为抓手， 建立完善与生态经济相关的各项制度。 首

循环等问题。 这些问题都是生态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

先，明确政府在生态经济建设中的角色定位。政府应对破坏

关注的热点。 因此，深入挖掘《资本论》中所蕴含的生态经济

自然生态的经济行为进行干预，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时充

思想对于我们搞好生态经济、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现

分考虑生态环境因素，考虑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对经济发

实价值。

展中可能影响到的自然资源环境因素进行科学评估与预

（一）树立“经济建设生态化”的全新发展理念

测，不断实现政治及社会管理制度的生态转变。 其次，建立

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我们必须及时转变经济发

健全保护生态经济的法律法规。 我国之所以出现经济发展

展理念。 一方面，必须树立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经济发展

与生态环境的不相协调，很大层面上归因于相关方面的法

理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止一次提及自然资源的重要

律法规缺失或孱弱无力，我国有关生态环保的法律制度非

性，而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是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的核心

常滞后，即便有相关的法律，其条文也大多流于指导性，缺

问题。在人与自然关系的理顺上，必须牢固树立尊重自然规

乏强制性规定。 有关环境保护的司法实践也对起诉人有过

律的基础上，合理利用和开发自然。 当前，我国土地流失、资

于严格的规定。 因此，应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提高

源浪费，自然资源受到严重破坏，这些现象的出现究其根源

其法律法规的地位，同时形成严格规范的执法监督体系，加

就是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和眼前利益，漠视自然规律的后果。

强监管，同时降低司法诉讼门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

为此，我们要自觉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经济社会发展

作用，切实为生态经济发展模式保驾护航。 再次，加强人口

与生态自然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理念，同时要珍惜自然资

管理，提高人口素质。 人口过多，素质不高无疑是造成人与

源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减少浪费，及时补偿可再生资

自然矛盾冲突的重要因素，老龄化问题加大了环境资源的

源。另一方面要倡导绿色消费。绿色消费是一种适度节制的

承载能力，严重影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为此，必须大力

消费理念，这种消费模式提倡敬畏自然，节约资源，主张量

加强科学文化教育，全力提升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

力消费、适度消费，反对奢侈浪费。 绿色消费不仅对消费者

生态意识，继续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长，有效化解环境生态

的节约消费、健康消费、理性消费的消费意识和消费行为有

的承载力。

所约束，而且对生产者也有从事绿色生产的规约。
（二）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倡导低碳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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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由以往单纯指向 GDP 最大化向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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