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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视阈下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研究
——对绿色发展理念的理论和现实观照
张

宁

（兰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基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强调自然对人的主体作用和人对自然的能

动性及主客体统一，反对无限制攫取自然资源的资本主义形式的人类中心论，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工人
劳动天性的压迫，揭示了资本逻辑使自然全面资本化、异化的事实，表达了对无产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具有
鲜明的政治立场和人民立场，并对“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共产主义相统一”的理想社会形态进行了合理预设。
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对新时代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从理论角度出发，通过强调“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了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自然先在理论”；通过促进经济理性与
生态理性相统一，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了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辩证统一理论”；从实践角度出发，通过
发展“资源节约型”的循环经济，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了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物质变换理论”；通过创
新绿色生产的新发展模式，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了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劳动中介理论”；通过倡导低碳、
绿色的新生活方式，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了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价值矛盾理论”；从价值角度出发，通
过彰显绿色发展的人民价值旨归，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了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人民主体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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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社会以来，随着人类主体意识的提高和
科学技术的繁荣，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能力和改造
能力与日俱增。在“向自然进军”的口号指引下，
人类将主体意识和科技成果倾泻于对自然的改造
中。在资本逻辑宰制下，人类对自然无限度的盘
剥所造成的生态问题在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进入
人类视野。21 世纪，生态问题及其相关议题几乎
是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作为生态问题的核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成
为全球化背景之下的公共议题。国内学者对这个
问题的讨论从 20 世纪后半叶一直持续到现今，
且热度不减。在我国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的宏
观背景下，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的研究愈发彰显
其时代价值。学者们或从思维方式出发，将人与
自然关系的异化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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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或从伦理规范入手，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
化归结为人对自然伦理责任的缺失；或从法律制
度入手，建议通过制定“生态补偿”机制来遏制
人对自然的无限度剥削。应该说，从思维模式、
伦理规范、法律建设等角度论说人与自然的异化
问题都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只有基于社会结构、
生产方式、资本逻辑、生产劳动层面，才能对人
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作出本质维度的把握。因此，
研究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是索解生态问题的
科学进路。学者们在这方面已经作了一些开拓性、
创新性的基础工作：从自然辩证法角度论述自然
在时间维度上的先在性；从马克思“人化自然”
理论出发，论述人在逻辑维度上的先在性；从马
克思“物质变换”理论出发，论述劳动在人与自
然关系生成中的作用；从资本逻辑出发，论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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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然关系异化的资本动因。本文拟对前人的研
究进行综合处理，并在充分占有文本资料的基础
上，对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
全面考察，并对其理论特征和当代启示作出说明，
尤其对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与我国当下倡导
的“绿色发展理念”的继承、发展关系进行合理
论证。
一、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主要内容
理解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有两个维度，
其一是认识论维度，其二是存在论维度。从认识
论维度看，人是自然的产物和自然的有机身体，
自然是外在于人的具有先在性的时空环境和物质
存在。从存在论维度看，人是“人化自然”——社
会的产物，自然是“社会的自然”“历史的自然”，
人与自然是实践基础上的对象性关系。因此，人
是自然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的统一体，自然是自
在自然和人化自然的统一体，促成这种辩证统一
关系的基础是人的劳动实践。劳动作为人与自然
进行物质变换的中介是理解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
思想的核心，劳动不仅是人对自然的对象性活动，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还具有社会属性，是人与
人关系的表征。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将人与
自然关系的本质归结为人与人的关系，从而将解
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转化为解决人与人的矛盾。
（一）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前提
“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前提”是马克思
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核心要旨，也是理解马克思
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基石。这个观点内含着人与
自然关系的三层意蕴：自然之于人的先在性；人
与自然的同一性；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其一，自
然的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人类还未
诞生之时，自然就耸立在宇宙世界中，“自然界
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1]。因此，对于人
而言，自然尤其是自在自然是先于拥有主体意识
的自为之人的存在而先在。其二，人类在物质生
产活动中又深刻地“嵌入”了自然，成为了自然
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人与自然具有同一性。
马克思认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
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
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2]478。动物般的兽性是人
外在地与自然契合的特性，这种原始特性也说明
了自然是人的来源，自然赋予了人的物质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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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所以，正是人与自然的同一性使
人与自然的联系成为了自然同自身的联系，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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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同自身的联系。其三，人的生存发展依赖自然。
马克思认为：“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
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
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
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
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
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3]55。毋庸讳言，马
克思这段话表明，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是自然长期
演化的产物，是自然不可分割的部分。人的生存
与发展受制于自然载体，离开了这个外部环境，
人的物质肉体须臾之间就会死亡。自然给人提供
了使其肉体不致死亡的生活资料，也提供了使人
的劳动活动得以持续的生产资料。马克思在《资
本论》中对此论述道：“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
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
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域等等；劳动资料的自
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
金属、煤炭等等”[4]239。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
认为人对自然提供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在不同
时期的依赖程度是不同的。在人的自在发展阶段，
人还处于与自然的原始统一中，生活资料对于人
而言就具有决定性意义。在人的自为发展阶段，
人类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确保生命的繁衍，因而对
劳动资料就更为依赖。
（二）人与自然互为对象性存在物
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人对自然而言
是对象性的存在，自然对人而言也是对象性的存
在。马克思“人与自然互为对象性存在物”理论
揭示了人对自然的能动性及主客统一。人与自然
的对象性关系是人与自然通过实践活动相互生
成、彼此制约、协同进化并最终相互确证的一种
社会历史关系。人是自然存在物，更是被自然赋
予 能 动 性 的 特 殊 自 然 存 在 物。 马 克 思 认 为“ 动
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
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
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
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
动”[3]56。这里马克思强调，人将自己同自然交往
的生命活动与自己头脑中的意识相区别的禀赋使
人不是单纯地受制于自然，而是有目的地去认识
自然、改造自然。因此，人类的历史就不仅是人
与自在自然的交往史，还是人与“人化自然”的
交往史，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包含了人与自在自
然，“人化自然”的双重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马克思才说：“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
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

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
代活动的结果”[3]155。这种感性世界就是人化自然，
是人类对象性的存在物。
肇始于笛卡尔的近代西方哲学“秉承主客二
分的哲学世界观和机械自然观，其特点是把人类
与自然对立起来，自然被看作是有规律运动的被
动客体”[5]。实际上，人对自然的主体作用不是
单向度的，自然也不是“毫无作为”。马克思认
为：“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
生产主体”[4]692。因此，人对自然的实践过程并
不仅仅是人的对象性过程，也是自然的对象性过
程。人化自然也并非是人生产活动的唯一结果，
人的自然化同样是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产物。
“为
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
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
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
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4]169。
从这个角度而言，人改变自身自然的过程也是改
变外界自然的过程。现实的、感性的自然同样离
不开人类及其创造性活动，没有人的活劳动，“铁
会生锈，木头会腐烂，纱会变成废棉”。换言之，
人的实践活动会让死的自然界焕发生机，使自然
成为对人有意义的人化自然。因此，马克思所说
的自然不是纯粹认识论意义上的先在性自然，而
是实践论意义上的作为“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
的感性自然。
（三）劳动实践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中介
人与自然并不存在先天的对象性关系，劳动
实践使人与自然互相生成、彼此确证成为可能。
劳动实践首先是人化自然形成的动力。马克思认
为，人意识之中的自然界不是现实的自然界，只
有人通过感性的实践活动重新认识、改造、占据
地，处于劳动之中的自然界才是对象性的自然界，
只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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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因此，
人的实践活动是人化自然形成的外在力量。也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调了实践对感性自然、
感性世界的塑造作用：“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
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
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
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
然界”[3]161。但是，人依靠实践活动将自身从动
物一样的蒙昧中解放了出来，走向自然的“对立
面”，成为“类的存在物”，使自然成为对象性
的存在物，而自然的生成也不过是人的对象化劳
动的过程，整个世界历史和人类社会也都是在人

的劳动实践中诞生的。
劳动实践同样是人的社会性本质生成的动
力。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自然属性是人的
从属属性。人的社会性是人本质得以生成的重要
依据，是人超越物的状态，也是人自我确证的体
现。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
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
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6]79。马克思所强调的这
种统一必须在社会的载体中才能完成。社会载体
实际上是人化自然和现实之人的结合体，马克思
之所以认为只有在这种结合体中才能达成人与自
然的统一，是因为人化自然是人对自然实践的结
果，现实的人是人对自然实践的产物，即实践将
人与自然相互连接。人在对自然的实践活动中凝
结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这些关系相
互交织形成了社会有机体。所以说，实践是人的
社会属性得以确立的动力。
劳动实践也是人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和能量
转化的途径。“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
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
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4]169，人通过劳动实践
将自然界提供的原材料转化为人类生活、生产的
必需品，并将人类社会的废品以各种形式返回自
然界，这种物质变换必定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前提
和方式。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之间
物质变换产生‘裂缝’的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7]，进而将生态批判引向资本批判。
（四）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人与自然关系异化
的根源
马克思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在资本主义
制度下，人愈是通过劳动实践占据感性自然、感
性世界，人就愈失去它们作为生活资料的可能。
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工人沦为资本增值的手段或工
具，工人能获得的只是维持其生命不致死亡的最
低保证。感性自然、感性世界提供的生产资料全
部被资本家占有，留给工人的只是可怜的维持生
存的生活资料。工人被“镶嵌”在资本利益驱动
的马车上，除了吃饭睡觉之外全部在工厂、车间
内劳动，这就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愈加疏远。人
的 感 性 活 动 对 象 —— 自 然 沦 为 了 与 人 相 异 的 力
量，走向了人的反面。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资本所有者对自然的占
据为前提，它不仅造成对人的普遍剥削，也造成
了对自然的普遍掠夺，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
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二重对立。在私有制和异
化劳动成为常态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然界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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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
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
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
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
需要”[4]715-716。资本主义私有制催生的只能是“人
占据自然、自然服从人”的价值理念。在资本主
义体系内，资本对自然的关系出于占据和利用，
人对自然的价值认知受资本逐利本性和人欲望的
塑造。私有制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异化，这
种异化随着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而加剧，首先
表现在人的劳动过程中，即私有制使人自由自觉
的对象性劳动变成了丧失天性的异化劳动。因而
马克思写道：“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
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
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
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
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
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6]48。处于资本主义异化
劳动关系中的工人被束缚在机器链条中与自然环
境不断疏离，与生存条件逐渐背离，从而使人与
自然处于长久的疏离状态中。其次，资本主义私
有制导致人与人的异化反馈在人对待自然的处理
方式中：“在各个资本家都是为了直接的利润而
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地方，他们首先考虑的只能是
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
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
最能赢利的咖啡树利用一个世代之久，至于后来
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毫无保护的沃土而只留下
赤裸裸的岩石，这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2]1001
逐利是资本的本性，私有制为资本本性的扩张提
供了温床，资本的增值冲动导致了人对自然资源
的无限攫取和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马克思的生态批判内含于资本批判中，
“如果放弃对生产劳动的社会组织形式的批判，
生态哲学研究就只能谴责科学技术的‘原罪’，
无法清醒地看到，实现人化自然的良性生态效应
的关键环节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彻底批判和
坚决扬弃”[8]。因此，要扬弃人与人、人与自然
的异化关系必须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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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完
全的变革”[9]，才能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真
正和解。
（五）人与人的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
自在之人和自为之人是理解人的两重维度，
也是认识人对自然主客统一关系的关键。前者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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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人的受动性、客体性，后者体现了人的能动
性、 主 体 性。 但 是， 人 的 自 为 性 是 人 的 本 质 属
性——社会关系生成的基础，因而相比于客体的
人而言，作为主体的人是人之为人更重要的特征。
马克思对此论述道：“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
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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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社会中，
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
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
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
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6]79。马克思阐述
了一个重要观点：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是人与人
的关系，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人与人矛盾的表现和
结果。
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所指称的并不是自在之
人与自在自然的本质，而是被各种社会关系裹挟
的“现实的人”与“人化自然”的本质。人化自
然是人的活动结果，是人外化的产物，因而是“现
实的人”自身的表达与体现。因此，人与自然的
关系就转化为人与人外化产物的关系。从某种意
义上而言，人的外化产物取决于人自身，也就等
同于人自身。最终，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化为人与
自身的关系，所以说，
“当代人类生态危机的实质，
实际上就是以人与自然关系为中介体现出来的人
和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分化与对抗”[10]。正如马克
思所言，工业的历史正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
现，自然的人化是人本质的外化。自然在人与自
然异化关系生成史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人与自
然的异化本质上是人与人异化关系的外化表现形
式。工人无法对自然进行自由自觉的对象性活动，
无法占据感性自然、感性世界，是因为有一个与
之相异的力量，这个相异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
主要表现为资本家群体。
（六）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想
社会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理论
旨归。马克思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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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5。这里马克思将共产
主义看作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看作人与
自然矛盾关系真正解决的理想社会。如何理解这
里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呢？其实，马克思所说
的人道主义旨在强调人对自然和“自身”的人文
情怀，同时也说明了自然对人而言是人外化的表
现，自然是人无机的身体。自然主义是为了说明

自然的主体性及人的自然化倾向，人是自然长期
进化的产物，人同时也是自然有机的身体。马克
思关于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具有一致性的论述实
际上是为了阐述这样一个观点：只有共产主义才
能完成作为人无机身体的自然和作为自然有机身
体的人的统一，这种统一彰显了人与自然关系的
和谐与共。为何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之间……
的 真 正 解 决， 是 存 在 和 本 质、 对 象 化 和 自 我 确
证……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1]185 ？马克思认
为共产主义解决了私有制下人的劳动异化问题，
真正彻底完成了人由自然存在物向社会存在物的
转变，真正彻底完成了人由认识主体向实践主体
的转变，真正彻底完成了人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
的统一。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了人与自然的统
一，将人与自然的联系转变为人与人的联系，将
作为人本质的感性自然还给了人本身。马克思认
为，在扬弃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异化劳动的共产
主义社会，人的实践活动会按照自身的天性和自
然规律进行，这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创造外在条
件。那时，人的“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
主 义 性 质， 而 自 然 界 失 去 了 自 己 的 纯 粹 的 有 用
性”[6]82，人与自然才能真正实现各自本质的复归，
才能真正实现彼此确证。
二、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理论特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
证法，因而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内含着科学
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此外，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
思想摒弃了肇始于笛卡尔的近代西方哲学主客二
分的思维模式和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认知图式，
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的极端
认识，并从实践角度出发强调人的主体性。还有
一点值得注意，马克思的理论不是学院里的繁琐
经文，而是指导现实的理论武器，所以说，马克
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人民
情怀。
（一）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基于科学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
不同于宗教神学将人和自然看作神灵的产
物，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及二者关系的考察立足于
同时代最新的自然科学理论，同时又基于辩证唯
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正是从辩证唯物
主义出发，恩格斯认为人是自然长期进化的产物，
起初人“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只有“纯
粹动物式的意识”，人通过长期的劳动实践才从
自然的裹挟中“逃逸”。拥有主体意识的人并不
能无限超越“动物”的水平，因为，人的物质的

肉体始终依赖自然界，人为了不致其肉体死亡必
须不断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为了不致其社会
性丧失必须不断从自然界获取生产资料。从这个
意义上讲，人与自然的属性及人对自然的依赖性
都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人
与自然的关系并不是一开始就显现在人类面前，
二者的交互作用是处于社会历史的动态发展之
中。“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
费尔巴哈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3]157，也不是其
他人生活的自然界，人所能面对的只能是历史地
展现出来的自然，马克思将这样的自然称为“工
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人的发展正是立足于这
样的基础之上，“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
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
发生的变更出发”[3]147。人的历史是从与人化自
然的交往史中诞生的，先于人类的那个自然并不
是人类感性的活动对象，处在那个自然史中的人
也不是真正的人，只是被自然包裹的动物。自然
的历史是自然从“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转
变的历史过程，人的历史是人由自在之人向自为
之人转变的历史过程。因此，马克思对人与自然
的考察立足于历史的、社会的发展角度，是科学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展现。
（二）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强调人的主
体地位
马克思尤其强调人的社会性存在和人对自然
的能动性。人的主体地位是人社会性存在和人能
动性得以彰显的前提。正是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
界的实践中，人类世界的为人性、人为性、组织
性不断彰显，从而形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格局，
实现了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的辩证统一。有些理
论主张人应当回到原始的自然中，与自然同一，
这样才能扬弃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使人回归淳
朴、自然的天性，使自然得到休养生息。显然，
这是一种粗暴的自然主义。在马克思看来，“自
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
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
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
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3]161。但是，人依靠
实践活动将自身从动物般的蒙昧中解放了出来，
走向自然的“对立面”，成为“类的存在物”，
使自然成为对象性的存在物，而“整个所谓世界
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
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11]196。所以，马克思
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倡导的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与
共、互为彼此的交往模式，但并不抹杀人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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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能动性。正如旧唯物主义者只从客体的、直
观的形式去理解人，从而忽略了人的感性的实践
活动。粗暴的自然主义者同样只看到了自在自然
中的直观的人，而无视实践中的人。从认识论角
度看，人是自然长期进化的产物，自然是人存在
的先决条件，人必须保持对自然的敬畏。从存在
论角度看，自然是人的对象性存在物，人与自然
是实践基础上的对象性关系。因此，人与自然的
和谐与共不是倡导人对自然无所作为，更不是要
人回到原始的蒙昧中与自然保持所谓的“天人合
一”。那些“回到自然”，停止经济发展的主张
只会招致人类的倒退、历史的倒退。
（三）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否定资本主
义形式的人类中心论
马克思的自然观是唯物的、历史的、辩证的、
实践的自然观。马克思既强调人在自然界中的主
体地位，又坚决否定资本主义形式的人类中心主
义倾向。在马克思看来，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
可以将自身对自然的生命活动与自己的意识相区
别，人可以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这些区别于动物
的特性使人成为自然界最特殊的存在，但人类并
不因此就成为自然的主宰、世界的中心。如果追
问“什么是思维和意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
么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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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0，人也仅仅是自然
长期进化的产物之一。由此可见，反人类中心主
义是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题中之意。恩格
斯认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
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
我们进行报复”[2]998。人类中心主义是人与自然
关系恶化的思维根源。直观地讲，这种思维误区
源于人对自身生存边界错误的定位。人类中心主
义旨在将人确立为宇宙的中心，这种价值观必然
导致人与自然关系上人类尺度的至上性，自然尺
度将沦为附庸甚至彻底丧失其存在意义。马克思
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本质上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追
求人对自然的主客统一关系。马克思认为，自然
是人无机的身体，人是自然外化的表现。因此，
人类价值尺度和自然价值尺度具有同等重要的位
置。那种一切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必然导致人
与自然关系的失衡。但是，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
的反人类中心主义特质并不是要抹杀人的主体意
识。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人除了是自然存在物之
外更是社会存在物，人在与自然交互作用中仍然
占据着主动。所以，反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是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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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主体地位与人的伦理价值，而是给人的生存
边界设置一个合理的限度。
（四）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具有鲜明的
政治立场和人民立场
对无产阶级的深切同情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
无情批判贯穿于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恩格
斯在其早期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通过
对资本主义地租制度、竞争关系、私有制的论述
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破
坏，指出“私有制的最直接的结果是生产分裂为
两个对立的方面：自然的方面和人的方面，即土
地和人的活动”[3]33-34。同时，“资本对资本、劳
动对劳动、土地对土地的斗争，使生产陷于高烧
状态，使一切自然的合理的关系都颠倒过来”[3]38。
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导致了工人悲惨
的生存状态：“一部分资本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周
转，而另一部分资本却闲置在钱柜里。一部分工
人每天工作 14 或 16 小时，而另一部分工人却无
所 事 事， 无 活 可 干， 活 活 饿 死”[3]39。 资 本 的 日
益累积和科学技术对自然力的支配使人与自然处
于对立。资本为了追逐最大的利润，将一切劳动
要素聚集于工厂和有利可图的产业，却让大片的
土地荒芜着，居住在城市的工人从来看不到大自
然。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更是通
过大量的所见所闻和数据资料，以英国的几个城
市的工人居住区为例，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生
产对环境的破坏以及工人阶级生活环境的恶化。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异化
劳动理论阐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所导致的人
与自然的疏离：工人越占据感性世界，就越失去
外部自然，越失去生活资料，“对于通过劳动而
占有自然界的工人来说，占有表现为异化，自主
活动表现为替他人活动和表现为他人的活动，生
命的活跃表现为生命的牺牲，对象的生产表现为
对象的丧失，即对象转归异己力量、异己的人所
有”[3]62-63。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生
产方式是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异化的根源，
是导致工人被“默默地驯服地饿死”的根源，“只
有一种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
织，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
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
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2]860，这个有计划的生产
组织就是马克思一生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对资
本主义的尖锐批判、对无产阶级的深刻同情、对
共产主义的无限憧憬使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
充满了鲜明的政治立场和人民情怀。

三、绿色发展理念对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
想的继承与发展
绿色发展理念现已成为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
的指导原则。绿色发展理念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为价值引领；以低碳生产、循环经济为主要原则；
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本抓手；以绿色生活和绿色
发展为主要举措；以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
境，谋求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全球生态安
全作出应有贡献为理论旨归。新时代绿色发展理
念在理论上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经
济理性和生态理性相统一”；在实践上坚持“资
源节约型”循环经济，“绿色生产”的创新发展
模式，低碳、绿色的新生活方式；在价值上坚持
“发展为了人民”的价值旨归。马克思“囿于时
代局限，不可能提出和使用绿色发展概念，但其
生态主张中蕴含着丰富的绿色发展思想”[12]，习
近平绿色发展理念正是马克思生态文明理论同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的创新成果，尤其深
刻地体现了对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继承与
发展。
（一）绿色发展理念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人
与自然关系思想的“自然先在理论”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理论维度
揭示了绿色发展理念的核心要义，是对马克思人
与自然关系思想的“自然先在理论”的继承与发
展。马克思“自然先在理论”包含了三层价值意蕴：
自然对人具有制约性；人与自然具有同一性；人
对自然具有依赖性。概言之，马克思“自然先在
理论”从时间维度论证了自然对人的“先在”“先
有”意义，暗含着“保护自然”的价值逻辑。“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强调了自然环境对于经济
发展的先导作用，并从辩证的角度论述了表征自
然环境的“绿水青山”和表征“社会财富”的“金
山银山”的同质性关系。显而易见，强调自然的
先导作用和强调自然的先在性及其对人的制约作
用具有相同的价值内涵；强调“绿水青山”“社
会财富”的同质性和人与自然的同一性也表达了
相同的内容。因此，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是对马克思“自然先在理论”的继承，二者对自
然环境之于人和人类社会的先在性、先导性、制
约性均给予了肯定。同时，前者还对后者的理论
进行了一定发展。马克思“自然先在理论”阐述
的是自然对人的先在性存在，这里马克思重点论
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则强调了自然环境对社会财富的先导性意义，
重点论述的是自然环境和社会财富的关系。值得

注意的是，社会财富不是抽象存在的，社会财富
的积累必须依赖于人的实践活动，因此，自然环
境与社会财富的关系问题并没有离开人与自然的
关系问题，而是突出了人的社会关系：财产关系
的重要性。综上，绿色发展理念继承与发展了马
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自然先在理论”。
（二）绿色发展理念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人
与自然关系思想的“辩证统一理论”
坚持“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相统一”从理论
维度揭示了绿色发展理念的认识论原则，是对马
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辩证统一理论”的继
承与发展。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理论”
的核心要义在于人与自然互为对象性存在的辩证
关系。即人的存在离不开作为对象性存在物的自
然，自然离开了作为对象性存在的人也将失去意
义（这里的意义是指相对于人的存在而言）。所
以，既不存在没有自然的人，也不存在没有人的
自然，或者说没有人的自然对人而言是不可想象
的。概言之，人与自然是互为彼此、互相确证的
辩证统一关系。作为绿色发展理念的认识论原则，
“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相统一”揭示了保护自然
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关于生产与保
护生态的关系中，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
义的自然观，以更加合理的理论地阐释了两者之
间的辩证关系”[13]，为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协同
促进的绿色发展理念赋予了时代内涵。具体而言，
保护自然是服务于经济发展的，脱离了经济活动
的自然将是抽象的、无法索解的自然，并且，脱
离了经济发展的自然保护理念也无法得到持久的
物质支撑，并将丧失存在意义。设想不服务于经
济发展的保护自然是虚伪道德的幻梦，更是走向
极端的“生态中心主义”的表现。反之，经济发
展也离不开优美的自然环境条件，环境的恶化势
必在生产条件、原材料供应、产品质量、劳动力
健康状况等方面影响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总之，
保护自然与发展经济是统一的，只有将生态理性
和经济理性融汇于人类的价值体系中，才能确保
不陷入“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
两种极端。如前所述，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
的“辩证统一理论”和绿色发展理念所坚持的“经
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相统一”的认识论原则具有内
在继承关系。前者强调了人与自然互为彼此、互
相确证的辩证关系，后者强调了生态保护和经济
活动互为前提的辩证关系。尤其是对于人的存在、
经济活动的重要性，二者都给予了说明。此外，
“经
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相统一”的认识论原则将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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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辩证关系扩展为人的经济活动与自然的辩
证关系，不仅深刻把握住了人的“经济属性”，
突出了人的“社会性存在”，更彰显了当前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主题和中心。因此，绿色发
展理念关于“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相统一”的认
识论原则在继承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人与自然“辩
证统一理论”进行了基于时代主题的升华。
（三）绿色发展理念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人
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物质变换理论”
坚持“资源节约型”循环经济从实践角度规
定了绿色发展理念的可持续生产体系，是对马克
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物质变换理论”的继承
与发展。“物质变换理论”是马克思人与自然关
系思想的核心内容。物质变换概念从劳动角度揭
示了人与自然的物质循环与能量转化的总体模
式。马克思尤其从“否定”的角度，即从“物质
变换断裂” 的事 实 出 发 阐 述 了 人 与 自 然 关 系 异
化的根源——“人以物质形式消耗掉的能量不能
返回给自然界”。一言以蔽之，人与自然物质变
换的断裂就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社会的新陈代谢过
程，或者说循环系统出现了障碍，这对贯彻绿色
发展理念具有重要关照和启发意义。绿色发展理
念坚持“资源节约型”的循环经济，坚持可持续
发展的生产体系，在实践角度克服了“物质变换
断裂”和“循环系统的障碍”，使人类社会和自
然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能够形成一个持续、稳定、
合理的流通体系、交换体系、循环体系。由此可见，
循环经济和可持续生产体系是对马克思所批判的
资本主义的“断裂的生产方式”的超越；节约资
源是对“不能返回给自然界的物质”的间接补充。
此外，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主要强调人与
自然之间的交互作用，而绿色发展理念倡导的循
环经济一方面要求将生产中的副产品以合理的方
式重新归还于自然界，弥合人与自然之间的“代
谢裂缝”；另一方面要求尽可能充分、高效地利
用自然原材料，减少人对自然的占有，使生产能
够在经济领域内形成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所以，
绿色发展理念不仅继承了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
论，而且将物质变换理论延伸至经济领域，以期
在经济活动本身形成一个不存在“断裂”的流通
体系、交换体系、循环体系。
（四）绿色发展理念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人
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劳动中介理论”
坚持“绿色生产”的创新发展模式从实践角
度规定了绿色发展理念的生产原则，是对马克思
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劳动中介理论”的继承与
8

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中介理论”论述了劳动本
身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的重要形塑
作用。马克思认为，前资本主义的劳动方式创造
了“人与人的依赖性”的社会，资本主义的劳动
方式创造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的社会，社会主义的劳动方式也必然会创造“人
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因此，绿色发展理念倡导
的劳动生产方式——“绿色生产”必定是属于社
会主义的劳动生产方式。不同的劳动生产方式催
生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不同相处模式，因此，
“绿
色生产”也必然会改变以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
间的异化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国在社会
制度上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但在经济形态上，还
不能直接超越“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
性”的发展阶段。因此，我们提倡的“绿色生产”
还不完全属于社会主义的成熟阶段——共产主义
的生产方式，而是一种“过渡阶段”的生产方式。
这种一般与特殊实际上正是绿色发展理念的生产
原则对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劳动中介理
论”的继承与发展之处。
（五）绿色发展理念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人
与自然关系思想的“价值矛盾理论”
坚持低碳、绿色的新生活方式从实践角度揭
示了绿色发展理念对“消费社会”“消费陷阱”
的规避，是对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价值
矛盾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的“价值矛盾
理论”主要揭示了商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所处
的悖论处境。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对自然的开
发出于占有使用价值的考虑。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和交换、分工的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取代
了 前 资 本 主 义 的 生 产 方 式， 商 品 取 代 了 劳 动 产
品，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不再出于占据使用价值的
目的，交换价值代替了使用价值的“神圣地位”。
但是，商品的交换价值必须以具有某种使用价值
的“物”为载体，这里就出现了交换价值与使用
价值的悖论处境。资本追逐商品的交换价值，但
交换价值必须以“使用价值”为物质承担者，因
此资本必然会不断占有自然，使其成为普遍的、
潜在的交换价值，使自然普遍资本化。同时，交
换价值的实现依赖于具有某种实际需要的人，只
有需要才能使人去寻求商品的使用价值，进而使
资本获得交换价值。基于此，资本会不断创造人
的需要，不断刺激消费，使现代社会成为充满商
品的“消费社会”。绿色发展理念倡导的低碳、
绿色原则正是从马克思的“价值矛盾理论”出发，
在批判“消费社会”“消费陷阱”的基础形成的

一种反对交换价值的新生活方式。一方面，低碳、
绿色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将人的物质需要归于健
康、合理的水平，反对不合实际的商品占有欲，
使物的使用价值真正“对象化”于需要它的人。
另一方面，低碳、绿色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对“资
本无限追逐交换价值”这种不合理现象的反制。
通过冷却消费市场，使交换满足于使用，而不是
让使用满足于交换，缓解商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
值所处的悖论处境。总体而言，坚持低碳、绿色
的新生活方式从实践角度揭示了绿色发展理念对
“消费社会”“消费陷阱”的规避，是对马克思
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价值矛盾理论”的继承与
发展。
（六）绿色发展理念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人
与自然关系思想的“人民主体理论”
坚持“发展为了人民”从价值角度揭示了绿
色发展理念的价值旨归与落脚点，是对马克思人
与自然关系思想的“人民主体理论”的继承与发
展。“人民主体”是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
最本质特征，极强地体现了马克思的人民情怀和
人道主义立场。马克思的理论从来都不是哲学象
牙塔里的抽象体系，而是具有深刻现实主义立场
的“批判武器”。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也
从来都不是纯粹的“自然哲学”，而是旨在基于
揭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关系的基础上探索人的生
存状态的“生存哲学”，这也是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特别强调异化概念的原因。
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整体论述从来都
没有脱离人的视阈，人始终是索解马克思人与自
然关系思想的一把钥匙。不论是对造成人与自然
关系异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异化劳动
的批判，还是对现代消费社会的批判都是为了强
调人民在自然异化、劳动异化、消费异化中的弱
势地位与悲惨处境。质言之，“人民主体”是马
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价值逻辑。毋庸讳言，
绿色发展理念的价值归宿与落脚点也是人民。绿

色发展理念以绿色惠民为基本价值取向，以为人
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最终目标，秉持了
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内在诉求，强调绿色发展
是为了人民群众，绿色发展依靠人民群众。习近
平所提出的让老百姓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干
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的环境中
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要求 [14] 正是对人民主体立
场的深刻贯彻。综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价值导向，坚持“发展为了人民”的价值旨归是
新时代绿色发展理念对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
内含的无产阶级立场和“人民主体”特质的继承
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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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 of Trans-regional Eco-environmental Co-governance in the
Western Ethnic Areas
LONG Libo1, LI Liang2
(1.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Yunnan;
2. Yunn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Information, Kunming 650205, Yunnan, China)

Abstract: The trans-regional eco-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the western minority areas often appear in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territorial entity, which not only have the generality of the eco-environmental problems, but also embody
the uniqueness of the trans-regional eco-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the western minority areas, the failure of “territorial
governance” 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west areas needs to be reformed urgently. Co-governance is a new
governance model which aims to transcend the single governance subject and solve the trans-regional scope, and 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demands of trans-regional eco-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the west ethnic areas, and can
coordinate and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agglomerate the thought consensus of the stakeholders, strengthen the
internal legitimacy of the stakeholders. Therefore, co-governance will be embedded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solving transregional eco-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the west ethnic areas, and the path will be explored from four dimensions: Idea
Construction, legal regulation, organizational guarantee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we will vigorously promote the cogovernance of the trans-reg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west areas of ethnic minorities, and further enhance the
sense of acquisition, happiness and security of the people in the west areas of ethnic minorities from a sou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Keywords: west ethnic areas; trans-reg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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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Marx’s Though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Guidance to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ZHANG Ning
(School of Marxism,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Gansu, China)

Abstract: Marx’s though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based on the scientific world outlook and
methodology, emphasizes the subjectivity of nature and the initiative of man to nature and the unity of subject and object,
opposes the capitalist form of human centralism, criticizes the oppression of labor nature by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reveals the fact that capital logic makes nature fully capitalized and alienated, expresses sympathy for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proletariat, has distinct political and people’s stand, and reasonably presupposes the ideal social form of
“unity of humanitarianism, naturalism and communism”. Marx’s though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practice of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by emphasizing that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adheres
to Marx’s thought of “natural first theory”; By promoting the unity of economic rationality and ecological rationality,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adheres to Marx’s “dialectical unity the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from a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resource-conserving” circular economy,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adheres to Marx’s “material transformation the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by strengthening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model of green production,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adheres to
Marx’s “labor intermediary the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by advocating a new way of life with low
carbon and green,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adheres to Marx’s “value contradiction the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From the value point of view,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adheres to Marx’s thought of
“people’s subject theory”.
Keywords: humanized nature; labor alienation; metabolize; gree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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