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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获得西南财经大学“２１１”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①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②　转引自汪丁丁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J]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８(２)

　　内容提要　资本主义生产遵循经济理性和资本逻辑,导致生产相对过剩

的经济危机.资产阶级通过刺激和控制民众的消费来化解经济危机.但是大

规模生产与大规模消费一起,必然会与有限的生态环境发生冲突.资本主义世

界鼓吹市场机制和技术进步能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避免对其社会性质的质疑.

事实上,生态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环境危机

的根源.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生态危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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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

　　关键词　经济理性　消费异化　生态环境危机

一、经济理性与资本主义生产者

　　经济理性假设是现代经济学的基石.亚当斯密将经济活动主体抽象为

追求私利的“经济人”,“经济人”的经济活动采取经济理性原则.经济理性的

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的约翰海尔斯及孟德尔等人,他们认为“人是

追逐最大利益的”[１],经济理性至今仍是主流经济学的基本信条.

　　首先,人是自利的,人的自利本性是一切经济行为的出发点.«史记»载: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亲朋道义因财失,父子情怀为利

休”.① 人的自利主义曾经受到国人的批判,把它视为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
然而,这种思想正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行为的核心假设.斯蒂格勒(１９７６)曾
指出,虽然斯密认为人的行为并非唯一地受自利性引导,他在«道德情操论»中
探讨了“同情心”这种美德的涵义,但是归根结底,斯密相信最能贯彻始终的、
最普遍适用的、从而也是最可靠的人类行为动机是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②

　　自利人首先体现了人的动物性,动物有求生和繁殖的本能.如果资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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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缺的,人就得为生存竞争,物竞天择的结果把人的自利性固定下来,在生存

竞争中取胜的幸存者都是按照自利原则行事的人,不按自利原则行事的人被

淘汰了.假设一个村庄只生活着两类人,一类人总是利他,另一类人总是利

己,随着时间的流逝,总是利己的人繁衍了下来,总是利他的人消亡了.从这

一点来看,自然进化论是经济理性的一个理论来源.

　　其次,人是理性计算的,“经济人”按照最优化原则来配置资源,力图以最

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福利.这延续着边沁的功利主义道德哲学,个体追求最

大化的幸福或追求最小化的痛苦①.马歇尔的边际分析把这种功利计算精确

到边际变量相等的程度.通过理性计算和资源配置,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
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市场竞争可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理性计算也是

动物的一种本能,一些动物会计算它的进食量,以积累足够的脂肪度过寒冬;
一些动物会储蓄一定的食物,供短缺的季节享用;一些动物会权衡手中的猎物

和面临的危险,经常不得不舍弃猎物而逃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规

律把人的理性计算固定下来,在生存竞争中取胜的幸存者都是按照理性计算

原则行事的人,不按这一原则行事的人被淘汰了.假设最初有两类家庭[２],一
类人胡乱花钱、随意消费;另一类人精打细算,以获得最大效用.随着时间的

流逝,人们发现,理性计算的人繁衍了下来,而随意消费的人消亡了.

　　资本主义生产遵循经济理性,资本的本质是在不断的循环运动中获得价

值增值.资本的主人为了获得最大化利润而行使资本权利,产业资本依次经

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三个阶段,使资本价值得以增值.资本循环

的总公式如下:

　　G－W 和 W′－G′是流通环节,并不能创造价值.唯一能创造价值的是生

产环节,资本家购买劳动力这种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商品,劳动力的使用价值

是资本价值增值的源泉.当资本带着利润回到起点,G′－G 就是资本家获得

的剩余价值.如果剩余价值没有全部用于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就完成了资本

积累.剩余价值部分或全部地转化为产业资本,使生产资本在更大的规模上

开始新的循环,就实现了扩大再生产.资本家不断增加积累,追求利润.马克

思对此写道,“积累,积累,那是资本的摩西和先知”[３].

　　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运动的绝对规律②,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

度来实现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已不多见,资本家主要通过改进技术,改善经营管

理,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当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

①
②

转引自汪丁丁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J]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８(２)
这就是剩余价值规律,马克思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



第１辑 经济理性、消费异化与生态环境危机 ９５　　　

时,不变资本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加,可变资本所占比重日益减少,机器排挤工

人的现象就会发生,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减少.相反,劳动力的供给却随

着资本积累而日益增加.资产阶级依靠资本积累和自由竞争,摧毁着无力拥

有昂贵机器并参与市场竞争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小生产者.马克思在«共产

党宣言»中写道:“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都降落到无

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够经营大工业,经不起大资

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专门技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式弄得一钱不值

了.”[４]这样,“工人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

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５],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随时可供

支配的产业后备军①,这支后备军在一年的一部分时间里由于被迫从事非人

的劳动而遭到摧残,在另一部分时间里则由于没有工作而穷困堕落②.在产

业后备军的作用下,“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与资本积

累相适应的是贫困积累,一极是资本家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
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③资本家扩大投资与扩大再生产,提
高劳动生产率,追求最大化的利润和经济增长,但是,不断扩大的再生产要求

产品源源不断地销售出去.然而,无产者队伍的扩大和劳动者的贫困积累就

形成了生产无限扩大与劳动者购买力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不断激

化的结果就是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

二、异化的消费者

　　资本主义生产为了给生产相对过剩寻找出路,延缓经济危机,以源源不断

地实现生产扩张和利润实现,资产阶级通过舆论宣传、铺天盖地的广告来刺激

和控制民众的消费,人为地制造对于人的生存本不必要的虚假需求,这种背离

人的真实需要的虚假需求,学术界称为消费异化.正如弗洛姆所言:“消费品

主要是广告竞赛制造出来的虚构之物.”④“对许多物品,我们根本没有使用它

们的需求,我们获得这些物品只是为了占有它们,人们满足于占有而不是使

用”[６],人们从异化了的消费扩张中寻求快乐,以财富和消费的多寡作为幸福

的标准.

　　本阿格尔指出:“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

造性的且常常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⑤人们在资本

①
②
③
④
⑤

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６９２~６９３
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５２５
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７０８
弗洛姆著,孙恺详译健全的社会[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１０５
本阿格尔著,慎之等译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４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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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生产中的劳动被异化了①,“在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就会

使人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②这样,通过消费满足需求的真实

意义被异化了,盲目消费成了异化劳动中失去自我的人找回自我、逃避现实痛

苦和精神郁闷的一种途径,“是对人们所从事的日益令人讨厌的不能自我实现

的劳动的一种补偿”.③ 异化消费不是为了满足人的生存所需的真实需求,在
弗洛姆看来,在异化消费中,消费具有炫耀作用,用以表现消费者的社会地位

和身份,在异化了的享乐形式中,人的心中其实感觉很虚无.④

　　然而,消费异化增强了大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依赖感,有利于资产阶级对

统治的控制.马尔库塞指出,既然“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游

览同样的娱乐场所,打字员打扮得像她雇主的女儿一样花枝招展,黑人也拥有

凯迪拉克高级轿车,他们都读同样的报纸”⑤,这样,工人的消费与统治阶级在

某种程度上同化了,工人的消费欲望在现存的制度内得到同样的满足.通过

源源不断的消费遮蔽了社会差别,转移了被统治者的注意力,消解了对资本主

义剥削的不满情绪和反抗精神.这样,被异化了的消费成了资产阶段统治、控
制社会的政治工具.资本主义国家“要保护自己的公共合法性,其办法就是为

个人消费提供源源不断的商品”⑥,“统治者能提供的消费品愈多,下层人民对

占统治地位的官僚们的依附也就愈牢固.”[７]

　　资产阶级通过对消费的操纵和控制,既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找到了出路,
也缓和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对抗,因而延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寿

命[８].资本主义这种新的统治形式不再是血淋淋的、暴力的、对抗的,统治阶

级通过不断进步的物质文明隐蔽其控制和统治,工人阶级感觉不到受奴役之

苦,他们“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的状态,马尔库塞描述

为不合理的合理性.⑦

　　在资产阶级的操纵和控制下,消费者通过无休止的消费来炫耀自己的地

位,人变成贪婪占有的“消费人”,并以金钱衡量一切事物的价值.在这种价值

观下,人们以最大限度的消费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不管消费是不是来自真正

的需要,有些消费仅仅是为了获得当前价值准则下的地位.一辆合适的车就

足以满足需要,但有人购买好几辆名车,因为社会舆论宣传的价值观把有别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了劳动的异化,在机器大工业的分工体系下,局部工人终身专门服
侍一台局部机器,工人从小就变成局部机器的一部分,反复不断地完成同一个机械动作,如同苦役一样
单调得令人丧气,劳动的重压,像巨石一样落在疲惫不堪的工人身上.机械劳动极度地损害了工人的
神经系统,同时也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侵吞身体和精神的一切自由活动.

本阿格尔著,慎之等译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４９３
本阿格尔著,慎之等译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４９９
弗洛姆著,孙恺详译健全的社会[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１０８
马尔库塞著,张峰等译单向度的人[M]重庆: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８,８
本阿格尔著,慎之等译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４９４
马尔库塞著,张峰等译单向度的人[M]重庆: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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墅、有名车作为地位的象征,有多辆名车、有多处豪宅就更显示出地位了.

　　资本主义生产的利润动机要求不断地扩大生产,因而必须不断地扩大消

费,不惜动用一切宣传机器来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扩张的消费虽然为资本

主义扩大再生产找到了出路,但“所有这些手段从根本上说都是不道德的”[９].
资本家创造出层出不穷的消费概念,周期越来越短,与人的真正需要相隔却越

来越远,在这样的社会下生活,“即使富裕的人也会感到贫困”[１０],即使富有的

人也感觉不到真正的幸福.为了促进消费扩张,还发展了消费信贷这样的工

具,鼓励人们超前消费,盲目消费,以满足生产者市场扩张的需要.

　　然而,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异化的消费导致资源的浪费,例如,饼是一种真

实需求,满足人的食物需求,月饼则带有价值符号,通过对“中秋”这个节日的

过分渲染,可以增加饼的消费量,再通过送礼这种价值形式的渲染,月饼包装

了夸张的饼盒,甚至饼盒的价值超过月饼的价值,饼盒所消耗的材料超过饼的

材料.我们假设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容纳能力是有限的,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物
质循环有一个物理周期.我们假设人口始终保持增长①,而且人对物质享受

的欲望是无穷的.这意味着人类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不断

扩大的消费欲望和无限扩张的生产必然要与有限的地球资源和生态承受能力

发生尖锐的冲突.

　　马克思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会导致经济危机,表现为生产相

对过剩,并由此找到资本主义的灭亡之路.然而,现实资本主义世界通过福利

制度、消费控制以及宏观调控措施,减轻了经济危机的矛盾,资本主义在其制

度框架内,不但没有走向衰亡,反而增强了人们对它的认同和依附.遗憾的

是,虽然资本主义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经济危机,但生态危机却是日趋严

重.随着工业文明的不断进步,生态环境问题也接踵而至,世界各地频发严重

的环境污染事件②,不仅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而且对自然环境造成了

难以逆转的损害.

　　西方兴起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转移到生态危机,认
为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本阿格尔在«西方

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提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

已失去效用,现在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成为

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③.

①

②

③

马尔萨斯出版«人口原理»的１８世纪末,世界人口约为９亿,１９９７年,超过了５８亿.从１９８０
年以来,世界人口平均每年增１．７％.联合国预测,到２０５０年,世界人口将突破１００亿.

著名的全球十大环境污染事件,包括１９３０年马斯河谷烟雾事件,１９４３年洛杉矶光化学烟雾
事件,１９４８年多诺拉烟雾事件,１９５２年伦敦烟雾事件,１９５６年水俣病事件,１９７２年骨痛病事件,１９６８
年本米糠油事件,１９８４年印度博帕尔事件,１９８６年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１９８６年剧毒物污染莱茵河
事件.

本阿格尔著,慎之译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３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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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着一个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

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

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单个企业为了节省成本,增加利润,把生产造成的环境损害

转移到企业外部,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必然的冲突.

　　市场万能论者认为,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资源的短缺会抬高其价格,导致

替代品出现,“看不见的手”会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但是,除非原材料和产品的

价格合理地反映出全部社会成本,除非对那些目前被当成免费的环境资源也

予以充分定价,否则,这些资源就得不到有效的利用,环境污染就会增加

(OECD,１９９２).主流经济学把环境问题归结为市场失灵,私人决策遵循个人

理性,但结果导致集体非理性,因为私人把环境成本转移到外部,市场无法引

导经济过程走向社会最优化(OECD,１９９４),公地的悲剧不停地上演.

　　经济学家主张通过经济手段把外部性内在化,通过规制手段人为地提高

矿物燃料价格,使其需求得到抑制,从而激励人们的行动有利于环境.经济手

段的核心原则是“污染者付费”,谁享受环境资源,谁就应该为之支付,WCED
(１９８７)呼吁把全部成本(包括环境和资源成本)引入定价政策,如庇古(１９２０)
提倡采取税收或补贴的形式,BaumolandOates(１９７５)则开发了更具实践性

的收费方案.为了实现费用最小的减排目标,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交易也

是常用的规制手段.

　　然而,环保主义者和气候学家对减排计划建立在“付费污染”这样的市场

机制上表示担忧和不满,认为付费排放实际上是“纵容”排放.千方百计减少

排放,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现实经验也证明,资本主义世界实施付费污染制

度以来,虽然排放效率和减排成本得到改善①,但排放总量并未得到有效的遏

制.例如“排放总量限制与额度交易”就被指失败,因为它在减少排放量方面

并没有发挥人们所期望的作用.最快在５０年内就会被海水淹没的图瓦卢的

代表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发言说:“我们的未来是不能用钱买回来的”.

　　资本主义生产的支持者主张技术进步会遏制生态破坏的趋势,在技术创

新的作用下,经济的“非物质化”趋势能使经济增长摆脱环境污染.技术乐观

主义者认为,正如石油危机可由技术进步得到克服,全球变暖也将在技术进步

的作用下迎刃而解.美国等技术先进国家,正致力于碳固化技术的研究,如果

能把CO２ 从排放中分离出来,固化或液化后封入海底,CO２ 的排放就不再受

到限制.然而,我们观察到的现实是,２０世纪里,数不胜数的新技术不断登

① «布莱尔报告»指出,一个良好的全球碳交易市场可以降低减排成本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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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虽然为人们带了方便和舒适,但这些新技术几乎都是以电力或石油作为动

力源.这些技术的改进加快了能源的消耗和温室气体的排放.在技术发达国

家,虽然单位 GDP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有所下降,但人均能源消耗和

碳排放却一直在增加,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总量也在持续增加,实际上,生产

的“非物质化”并没有出现,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排放效率的提高被经济增长的

规模效应所抵消①.著名的“杰文斯悖论”指出这一现象,技术进步可以提高

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但结果是增加而不是减少这种资源的需求,因为效率的

改进会导致生产规模扩大,杰文斯举例说:“每一次蒸汽机的成功改进都进一

步加速了煤炭的消费,煤炭利用的效率越高,越经济,都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

和煤炭需求的增长”[１１].事实上,技术进步始终伴随着工业革命,但是,这个

过程中生态环境的质量并没有变好而是在不断变差.

　　在经济理性原则下,资本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言:“支
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资本家所关心的,只是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在

出售时获得利润,成为唯一的动力.”②“资本家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
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百分

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

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

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③.“到目前为止存在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

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

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④马克思批判

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其根源在于不断地对人类和自然力进

行剥削和掠夺.“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共同发生作用.前者更

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１２].尽

管“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方式,但同时也破坏了一

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⑤.

　　资产阶级通过操纵和控制消费,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找到了出路,经济危

机得到一定的缓和,生态危机却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增加积累,积聚财

富,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经济增长,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消耗能源和资源,
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正如 AndreGorz(１９９４)所言:在资本主义

制度下,“生产也是破坏”[１３],任何生产都以消耗资源、能源、产生污染物为代

价,在有限的生态环境中实现资本的无限扩张本身就是一个矛盾.

①

②
③
④
⑤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耿建新等译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０６,１４~１６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５２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１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２５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５１９
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５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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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处于严峻市场竞争环境下的私有产权资本,将资金投向清洁能源,并
投资治理污染,会增加成本,减少利润,这与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是不符的,不利

于在竞争中生存下去.资本投资要求在尽可能快的时间内获得回报,在尽可能

短的时间内收回投资,因此,资本主义世界崇拜生产速度和规模、崇拜快捷赚取

利润,这种盲目崇拜不断滋生环境恶化的风险.为了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
资本家最大限度地增加投资、运用技术和机器,去控制自然资源,在利润动机的

支配下,资本家对降低生产成本的关注甚于对维护生态环境的关注.

　　技术进步可以提高生产的环境效率,但是,资本对于技术的使用,其首要

动机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创造最大化的利润服务,当技术进步与生产扩张和

过度消费联系到在一起时,生态危机就与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有关,使生态环

境持续地恶化[１４].为了利用全世界的资源和消费能力,资本不断地扩大市场

范围,在全球配置资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经济和技术优势,把一些高消

耗、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样,不但为资本扩大再生产扩张了消费,
而且将生态后果转嫁给了发展中国家,大卫佩珀称之为“生态殖民主

义”[１５],其后果是导致全球性生态危机一步步恶化.

　　资本家当然能认识到生态危机的严重性,部分企业主在环境保护上或许

做过一些努力,但这种努力也仅仅是为了打造差异化、塑造品牌、吸引消费者、
获取更大的利润.更为普遍的情形是,企业为了节省成本,把环境成本外部

化,让社会来承担,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偷排现象非常普遍,而发达国家则

热衷于把高污染企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资产阶级政权肯定也能认识到生态环境危机的严重性,但是,对于日益恶

化的生态危机,当前“占主导地位的反应不是承认危机的真正根源,而是竭尽

全力去避免对其社会性质的质疑,并转而采用技术修复和市场机制”,事实上,
以技术修复和市场机制来应对世界生态危机是在否认危机的存在及其严重

性,是为资本及其既得利益服务的[１６].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政府作为资产阶级

的代言人,是维护资本主义运行及资产阶级利益的,明明知道未来的生态危机

会带来难以估量的后果,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政府为了资产阶级的眼前利益,依
然不肯对生态系统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以美国为例,面对来自美国汽车工业

集团的反对,所有试图让美国通过«京都议定书»的努力都是枉然.布什政府

甚至为能源集团辩护,反对八国集团关于逐步取消对矿物燃料的补贴,并增加

开发无污染能源补助的提议①.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制定了行政措施或经

济规制手段来促进环境保护和治理,这一方面是出于国际政治压力,环境、气
候问题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交锋的重要领域.另一方面,可能出于国内政党政

①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耿建新等译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０６,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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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环境问题是政党竞选的重要筹码.第三方面,民众对于良好环境的民主诉

求也促使环境保护和治理上升到国家、政府制度的高度.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是遵循经济理性,追求利润最大化原则,这驱使

资本无限扩张,在有限的生态环境中实现资本的无限扩张构成资本主义世界

难以克服的冲突.因此,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必

然结果,那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

的[１７].任何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解决办法都难逃失败的结局.正如维克

托沃尔斯所言:“当前全球严重的生态问题完全是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

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节制的生产和无节制的消费造成的.”①资本主义的生

产和消费模式虽然延缓了经济危机,却加剧了生态危机.

四、生态理性与社会化生产

　　在提出经济理性的亚当斯密时代,人类的人口规模、生产规模都比较

小,对自然界的索取和损害在生态环境的可承受范围之内.在早期社会,大自

然基本保持原貌,那时,人口数量少,且人们满足于基本需求,自然资源富足,
人类享用的不过是源源不断的自然资源供应大饼的边缘而已②.

　　那时的人们把生态环境看成是无穷无尽的无需考虑的外部因素,当人们

按照经济理性行事的时候,理性计算不涉及生态环境,力图以最小的成本支出

获得最大利益的“经济人”没有在成本函数中计入生态环境的损害.

　　伴随人口增加,需要生产更多的食物以维持不断扩大的共同体的生存,因
此开垦新的农业疆界,并砍伐更多的木材用于建筑和能耗,森林开始急剧减

少.森林砍伐、土地侵蚀和过度盐碱化是人类导致的最早的环境问题[１８].虽

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伴随着整个人类历史,由于生态环境恶化导致文明衰落在

历史上曾经不断发生,但在工业文明以前,人类活动处在生态环境的整体可承

受范围之内.

　　马克思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站在稳固平衡的地球上呼吸

着一切自然力的人”③;“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自然产品才能生活”[１９].恩格斯在

«反杜林论»中也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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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告诫:“我们每走

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绝不是像站

①

②

③
④

转引自陈学明苏联东欧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趋势[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３９６

E．库拉著,谢扬举译环境经济学思想史[M]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４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１６７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３７４~３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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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

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① 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人类生存所需要的

一切都由自然界提供,因此,人和自然应有一个伴随各自新陈代谢的、协调的、
可持续的物质变换过程,这样,自然和人类都得以延续.

　　人类不断从土地攫取产出物,也应该把人类新陈代谢的产物回归土地,就
如圣经所言之“尘归尘,土归土”.工业化进程中,工业企业主聚集在特定区域

形成城市.食物和纤维从乡村向城市运输了几百甚至上千英里,意味着土壤

中的基本营养氮、磷、钾也同时被运走.日复一日,土壤的肥力不但得不到回

收,这些土壤的基本营养还污染了城市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在伦敦,

４５０万人的粪便,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来污染泰晤士河”③,
这些城市粪便不能回到田地回补肥力,却成为河流的污染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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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

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２０].马克思发现人和自然

之间的物质变换发生了断裂,主张“人把取自土地的东西还给土地”[２１],列宁

也指出:把天然肥料白白抛掉,同时又污染了河流和空气,这是很不合理

的.[２２]马克思恩格斯早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初期,就发现了人与自然的物

质变换过程出现“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其结果是土壤肥力被破坏、河流被污

染.工业把原材料从农村源源不断地运走,却并未把同等程度的有机物从工

业返还到农村,农民只好对土地施用工业制造的化肥来保持土壤肥力,随着土

壤退化,农作物病虫害增加,不得不使用更多的农药,由于化肥和农药的可溶

性,极易造成农村的环境污染.

　　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口快速增加,经济活动规模迅速扩张,加快了对

生态环境的损害.到了１８世纪,人们开始围绕自然资源和环境问题进行探

讨[２３].科学测量表明,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是从工业革命之后才迅速

上升的,许多科学家认为,现在大气中的CO２ 浓度仍在迅速增加,到２０５０年,
将是工业化之前的两倍[２４].科学研究认同,全球气候变暖是温室气体造成

的,而CO２ 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成分.从１８６０年到２０００年的１４０年间,全球

平均气温已上升接近１°C④.人类对自然的不断开发甚至掠夺,造成自然生态

不断加剧的破坏,恩格斯早就呼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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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起初确

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

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２５].中国古语也有类似训诫,«文子七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３８３~３８４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董金玉译资本主义与生态环境的破坏[J] 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０８

(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２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１１６~１１７
资料引自网易新闻特别报道“哥本哈根气候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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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中说到:“先王之法,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四

说到:“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不节,则常不足”.

　　与经济理性和异化消费不同,很多需求是人的真正的需求,“人们的许多

需求是市场不能提供的,对空旷地、空气、清洁的水、光线、安静、公共交通的需

求,对疾病和事故的预防等需求”①.但是,“资产阶级所秉持的经济理性是单

向度的,其含义是要扫除一切从经济角度看来不合理的价值和目的”[２６].这

样的结果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只存在经济理性关系,为了利益,机
会主义成为人的行为倾向②,同样为了利益,人们的经济活动凌驾于自然生态

之上.

　　当生态环境破坏到一定程度,就会危及到人类的生存,于是人们开始呼吁

生态理性.高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一书中最先提出“生态理

性”概念,他认为经济理性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动机,要求生产和消费的最大

化,本质上是反生态的,生态理性则是以保护生态为宗旨,生产要遵循生态规

则,以尽可能好的方式消耗最少的自然资源,产生最少的污染物,生产出具有

最大使用价值和最具耐用性的物品来满足人们适可而止的物质需求.生态理

性可以归结为“更少但更好”,而不是经济理性的“利润最大化”、“生产最大

化”、“消费最大化”,生态理性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我们在其中生活得更好而劳

动和消费得更少的社会.③

　　处在现代文明中的消费者、企业和政府都应该反思自己的行为对生态环

境可能造成的后果.努力宣传、教育、实践用正确的生态伦理道德来约束人类

的行为.生态伦理道德的核心是要求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人们主

动、自觉地承担起对自然的道德责任和义务,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行为,充分

尊重自然环境,合理地控制、利用、改造自然,维护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这要

求摈弃对自然的极端功利主义态度,放弃工业时代那种浪费式、掠夺式的资源

开发利用模式,放弃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

　　事实上,资本家能认识到生态环境危机的严重性,他们也渴望高质量的空

气、清洁的水和优美的环境,但是在残酷的市场竞争面前,私有产权资本是不

可能为了生态环境这样的公益活动而放松对利润的追逐,因此,资本家是不可

能主动追求生态理性的.资产阶级政权也能认识到扩大生产与大规模消费对

生态环境的破坏,但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法规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

常常无能为力,最终的结局是任由生态危机一步一步的到来.马克思说得好:
“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口号”[２７].
恩格斯写道:“只要获得普遍利润,他就满意了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

①
②
③

AndreGorz．CritiqueofEconomicReason．LondonandNewYork:Verso,１９８９．１３１．
诺奖得主奥利弗威廉姆森假设人具有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的行为倾向.
AndreGorz．Capitalism,Socialism,Ecology,LondonandNewYork,Verso,１９９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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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这些灰烬作为肥料,认为足够最能盈利的咖啡树施用

一个世纪之久,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冲毁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

裸的岩石时,这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２８]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必然的冲突,资本主义的利润

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源和生态承受能力的有限性与利润无限性之间存

在天然的矛盾.资本家只关心利润,关心眼前的直接效益,不可能自觉遵循自

然生态规律,更不会考虑长远的结果.戴维佩珀指出:“生态矛盾是资本主

义制度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地倾向于破坏和贬低物质环境所提供

的资源与服务.而这种环境是它最终所依赖的”[２９],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生

态矛盾使可持续的或绿色的资本主义成为一个不可能的梦想 ,因而是一个骗

局.”①要想拯救生态危机,就必须放弃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思路,放弃经济理

性,采用生态理性.

　　恩格斯指出,防止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污染和破坏,“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

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

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用社会化程度更高的共产主义社会来代

替资本主义制度.”[３０]这时,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被有计划、有组织的生产所代

替,人们自觉地遵循自然规律,有计划、合理地组织社会生产,实现人与自然的

和谐统一.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农业时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

盾,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

产者的控制”②.要解决生态危机,应该从生产关系入手,马克思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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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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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这种物质交

换.”[３１]可以看出,马克思把解决生态问题的出路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系在一

起.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导致生态危机,真正的社会主义都是生态的,也只有社

会主义,才能实现真正的生态理性.佩珀也坚信:“作为集体性生产者,我们有

很大的能力去建设我们需要的社会.”③

五、总结性评论

　　遵循经济理性的资本主义生产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断增加资本积累,扩大

①

②
③

戴维佩珀著,刘颖译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１３９

资本论[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１３９
戴维佩珀著,刘颖译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３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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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规模,改进生产技术,生产无限扩大与劳动者购买力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

导致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为了给生产相对过剩寻找出路,以源源不断

地实现生产扩张和利润,资产阶级通过舆论宣传、铺天盖地的广告来刺激和控

制民众的消费,很多消费背离人的真实需要,是人为创造的消费概念刺激产生

的“虚假需求”,即异化的消费.

　　大量的生产与大量的消费一起,必然会与有限的生态环境发生冲突,资本

主义世界鼓吹市场机制和技术进步能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避免对其社会性质

的质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私有产权资本为了市场竞争,在利润动机的支配

下,对降低生产成本的关注甚于对维护生态环境的关注.资产阶级政权是资

产阶级的代言人,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在法规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常常

无能为力,只能任由生态环境危机一步步到来.

　　生态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环境危机的

根源.从工业文明诞生至今,生态环境已经遭受巨大的破坏,自然界已经开始

报复我们.生态危机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约翰B 福斯特甚至指

出,极有可能是终极危机,即人类的行为和正在发生的环境变化有可能导致地

球上大多数物种灭绝和文明结束.

　　人类不要指望资本主义制度能妥善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从美国拒绝加入

«京都议定书»,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失败,坎昆气候大会谈判异常艰难就可看出

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生态

危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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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换.

　　值得澄清的一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奉行的也是经济理性,追求工业

化,追求积累、利润和快速增长,资本主义所出现的生态危机在苏联模式的社

会主义国家中同样会出现.由于这些国家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发展社会主

义,通过发展解决贫困是这些国家的首要主题,甚至认为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

过程中必要的牺牲,因而不可避免地面临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不断升级的冲

突,对此,我们主张,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生态环境恶化也不应该是社会主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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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logicofcapital,whichleadtotheeconomiccrisisofrelativesurplusproＧ
duction．BourgeoistrytoresolvetheeconomiccrisisbycontrollingandstimＧ
ulatingconsumption．However,massproductionandmassconsumptionis
boundtoconflictwiththelimitedecologicalenvironment．Thecapitalism
worldadvocatesthatmarketmechanismsandtechnologyprogresscansolve
environmentalproblemssothatavoidquestionstotheirsocialnature．In
fact,ecologicalcontradictionsiscapitalistsystem’sinternalcontradictions,

thecapitalismsystemistherootofecologicalcrisis．Onlysocialismcansave
theecologicalcrisis．Socializedman,theassociatedproducerswillrationally
regulatethematerialexchangebetweenthemanandthena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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