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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当前资本主义国

家出现的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信用体系崩塌的具体表现,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的具体表现.经济危机在当代社会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就是生态危机.生态马

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矛盾不断激化,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人类

所处的生态环境不断遭到破坏,人类的生产、生活不断受到资源环境制约的背

景下产生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和分析方法,对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原则,扩展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现实矛盾和问题的解释力,对于分

析资本主义在现实中的演化趋势,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生态马

克思主义提出的经济危机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生态危机则可能导致资本

主义灭亡的结论,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结论的.生态资本主义、绿色凯恩

斯主义没有改变资本主义本质,因而是有局限性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过于受

技术驱动的绿色投资措施,不能成为摆脱金融危机和生态危机的核心政策.解

决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与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是一样的,即实行社会生产

方式的革命.

　　关键词　经济危机　生态危机　生态马克思主义　生态资本主义　生态

社会主义　绿色凯恩斯主义　生产方式革命

　　源于２００７年的金融危机到目前还没有结束,这场危机反映了现代资本主

义的结构性矛盾.如何理解危机的本质特征,如何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结构的

演化趋势,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客观分析当前资本主义国家摆脱危机

的政策的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蔓延于世界范围的生态危机为

切入点,探讨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关系,分析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

机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研究结论和局限性,预测２１世纪资本主义演化的新

趋势.

一、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当代表现

　　１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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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表现为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

私人占有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导致各个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

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以及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工人阶级有支付能

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前一个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社会再生

产比例关系的破坏从而资源配置不当,后一个矛盾则表现为一方面社会财富

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由于广大劳动者的购买力下降导致社会产品的相对过

剩.以上两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共同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有现象和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获取更

多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迫于追求利润的内在动力和市场竞争的外部压力,资本

家必然要进行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由于生产中对劳动者的剥削程度不断加大,
导致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断降低.商品数量的急剧扩大与劳动者购买

力的相对缩小产生矛盾,矛盾的极端解决方式就是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造成

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为使不断增多的商品得到出路,资本主义社会不断扩

大信用,使得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者有能力进行消费,但这种消费是对未来收

入的透支.并且由于信用的膨胀,使得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和金融体制越来

越复杂,这个体系或体制的每一个环节都构成特有的利益链条,各个链条相互

联系和制约.当信用体系的某一个链条出现断裂,由于连锁效应,导致整个信

用体系的崩塌,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金融危机就是资本主义信用体系崩

塌的具体表现,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具体表现.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是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

　　２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当代表现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必然

结果.经济危机的直接表现就是商品过剩,财富浪费,这明显表现在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之前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８０年代之后直至新世纪这段时间,金融

危机则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当代的主要表现.经济危机在当代社会的另

一种表现形式就是生态危机.

　　生态危机表面上反映人与自然的矛盾,实际上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矛

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目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是利润.
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张是必然的,这种生产的无限扩张不仅使工人的劳动

异化为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的手段,也使得生产过程不断违背自然资源和环

境自有的循环和平衡.当自然资源和环境自有的循环和平衡无法持续时,生
态危机就产生了.

　　与经济危机一样,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现象,它根源于资本主义的

生产方式.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破坏问题,马克思

主义经典作家早有深刻地论述.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

从而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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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汇集着社会的历史动

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任何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

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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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它同时就破坏了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在
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

程中制造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①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及其局限性

　　１生态危机与生态马克思主义

　　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演化,其内部的矛盾不断突出.进入

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资本主义体系在原有的矛盾运动之外,人类生产与资源

环境之间的矛盾又不断加剧,遂逐渐演变为所谓的生态危机.面对生态危机

的加重,西方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结合最新出现的

生态学理论,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进行解释,提出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案,这
些理论和政策主张被统称为“生态马克思主义”.

　　２０世界９０年代之前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是从法兰克福学派探索科学技术

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开始的.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的关注始于霍克海

默、阿道尔诺和马尔库塞,之后经过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加以完善,揭
示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是资本主义环境灾难和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从科学

技术与生态环境危机的关系入手,莱斯在«自然的控制»和«满足的极限»中将

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原则加以结合,提出改革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消费方

式以解决环境灾难和生态危机的生态马克思主义②,之后经过阿格尔的整理

和发展,形成了较系统地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在发展过程中,
经过了从对科学技术的简单批判到反思科学技术对整个人类文化启蒙的不同

阶段,不仅将科学技术与生态环境危机直接联系起来,而且将科学技术与资本

主义社会制度连在一起,强调“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是人类生态环境危机的

根源,从而将科学技术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置于社会制度的视野加以

考察.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后,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生态环境问

题也从个别国家和个别地区的生态灾难问题演变成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对于

普遍存在的生态危机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理论依据,
开始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更为深刻的批判,形成了以奥康纳的双重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
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重庆: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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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理论、克沃尔革命的生态社会主义以及福斯特和伯克特的马克思的生态

学为代表的三种理论并存的局面.①

　　奥康纳认为,马克思主义从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出发,
得出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结论,但这只是一类矛盾和一种危机,由于

资本主义内部的制度调整和技术进步,这一类矛盾和危机并没有导致资本主

义的解体.为此,奥康纳提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所谓第二

类矛盾,这种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奥康纳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具有

生态学思想,认为需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改和补充,这样就把马克思关于资

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修改为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并存的双重危机理论.②

　　克沃尔的革命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

的总根源的基础上,提出生态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生态化生产

的原则.前一种情况讲生态社会主义要强调生产的目的是使用价值,而不是

交换价值,要在人类与生态系统之间建立全新的财产关系,克服劳动与劳动产

品的分离、劳动与劳动资料的分离;对于后一种情况,生态社会主义强调生态

化生产过程与生态化产品和生态化需求的紧密联系,强调人与自然的融合与

协调关系.③

　　福斯特和伯克特从生态学的定义出发,通过研究马克思与生态学家之间

的关系,提出马克思的生态学概念,认为马克思也是一位生态经济学家.福斯

特从社会生态学的物质规范和社会规范相结合原则出发,认为马克思是同时

从物质和社会的角度对待资本主义的剩余产品,也就是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

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两个角度对资本主义的剩余产品进行了符合生态原则

的分析.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理论之所以包含社会生态学的价值,
就在于生态危机源于人类生产相对于人类需求的相对过剩,源于自然条件的

局限性和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利用,而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利用则决定了人类的

生产方式和水平.伯克特则从社会生态学的整体论原则方面,提出马克思是

从自然和社会的整体出发,分析物质与社会、主观与客观、剥削与被剥削等矛

盾体的对立统一关系的.正是在分析解决这些对立统一的矛盾过程中,马克

思发现了人类生产中存在的对立和危机的根源,阐述了资本对劳动和自然的

剥夺使人类生产必然向没有剥削的、同时符合社会和生态学原则的生产方式

转化.④

　　２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矛盾不断激化,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

①
②
③
④

刘仁胜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７
JamesO’Connor,NaturalCauses,TheGuildFordPress,１９９８．
JoelKovel,TheEnemyofNature,ZedBooksLtd．２００２．
JohnBellamyFoster,Marx’sEcology,MonthlyReviewPress,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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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人类所处的生态环境不断遭到破坏,人类的生产、生活不断受到资源

环境制约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基础和分析方法,把
生态危机的总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积累和剩余价值生产活动.生态马克思主

义的理论主张和分析方法,对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扩展马克思

主义对资本主义现实矛盾和问题的解释力,对于分析资本主义在现实中的演

化趋势,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尽管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都把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

资本主义基本制度,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程度、表现方式和演化趋势等,
则有不同的表述.生态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经济危机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的灭

亡、生态危机则可以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结论,显然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

结论的.目前出现的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验证了马克

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双重危机理论的错误,仍然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别是对资

本主义积累和剩余价值生产的本质没有认识清楚.这种理论错误地把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中的矛盾,从而混淆了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与其他社会生产方式的区别.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其他社会生产方式的区别,不在于

其自然的条件,而在于其社会条件.在资本主义中,生产不仅是人们获取物质

生活的条件,更是资本剥削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手段.正是这种生产方式

导致了劳动的异化.

　　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主张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但其理

论否定之前的所有社会主义模式,特别是在对社会人群的阶级划分上,没有以

人们在社会财产(生产资料)占有中的地位为依据,而是以群众在生态社会主

义革命过程中可能的表现为依据,这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是大相径

庭的.在对待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这个问题时,该理论认为应主要采取对资

本主义制度的不公正性和不可持续性进行揭露和批判,要建立生态社会主义

取代资本主义的信仰,打破资本主义不可替代的意识形态.事实上,如果只对

资本主义进行理论上的批判,不采取一定的实际行动,任凭这种制度的自然演

化,仍属于改良主义的行为.

三、２１世纪的资本主义

　　面对生态危机的威胁,资本主义国家一直试图寻找解决的方案,但迫于资

本扩张的内在动力和竞争的外在压力,追求高额投资报酬从而实现经济的增

长,始终是企业家(资本家)的兴趣所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种种解决生态危机

的政策方案,客观上总是反映了垄断(资本家)集团的利益需要.解决生态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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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还要从根本制度上寻找答案.

　　１生态资本主义

　　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拥护者坚信,对于生态问题,仍然可以通过资本

主义市场经济内部的经济手段和机制,特别是价格机制来解决.具体的方法

有以下几点:(１)一直被外化的环境成本必须被内化;(２)污染者必须为其污染

行为付费;(３)价格必须反映全部的成本事实.

　　对于生态资本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一些批评家认为,增加市场作用的

政策是无效的.就交易污染许可证来说,首先,这种手段本身并不能带来总污

染水平的降低;其次,具有生态意识的企业家或生态团体可以全部买断并囤积

其污染许可证;第三,污染许可证手段只能集中应用于生产过程,而对消费过

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缺乏有效约束.①

　　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物质变

换失调时,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反生态本质.
马克思在分析引起环境退化的物质生产过程的动力机制时指出:“一种历史唯

物主义的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表明,应该责备的不仅仅是个性贪婪的

垄断者和消费者,而且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处在生产力金字塔之上的构成资

本主义的生产关系.”②

　　２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与绿色(生态)凯恩斯主义

　　鉴于用“污染者付费”的原则解决生态不断恶化的问题没有效果,一部分

人主张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解决生态问题的同时,解决失业问题,这被称为绿色

(生态)凯恩斯主义.绿色(生态)凯恩斯主义主张采取大规模的国家行动,发
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通过进一步发展生态技术和生态工业,吸收成千上万

的失业者.国家要通过工业计划,而不是市场,不断地降低可允许的污染总

量;政府也要不断地创建各种有效的规章制度,约束和惩罚违规者.(Rudolf
Hickel,“Ökologigischindusatrieller Komplex,”in Elmar Altvateretal．
(eds．),Markt,Mensch,Natur．Hamburg,１９８６．)

　　目前蔓延于全球的金融危机还没有得到彻底的缓解,国际社会仍在采取

各种大规模的国家行动,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力图通

过转向所谓的“绿色资本主义”以摆脱危机.这种通过对可再生能源及绿色技

术进行大规模投资的政策措施也被称为“绿色新政”或“绿色凯恩斯主义”.

　　２００９年６月,美国国会历史性地通过一部综合性的能源法案«美国清洁

能源安全法案»,对发展新能源技术提出了一系列目标,如到２０２０年,美国电

力公司通过可再生能源发电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满足２０％的电力需求;清洁

①

②

RudolfHickel,“ÖkologigischindusatriellerKomplex,”in Elmar Altvateretal．(eds．),
Markt,Mensch,Natur．Hamburg,１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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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技术和能源效率技术的投资规模将达到１９００亿美元;减少对国外石油

的依存度,提升美国能源安全等.

　　２００９年８月,美国财政部和能源部宣布启动为期２年的“先进能源制造

抵税计划”.该计划授权财政部为新建、扩建和更新改造的先进能源制造项目

的投资提供３０％的税收抵扣,预计将为清洁能源设备制造商提供总额达２３
亿美元的税收抵扣,由此将拉动近７７亿美元资金投向新能源产业.

　　此外,奥巴马政府还支持综合的“总量控制和碳排放交易”计划,旨在为企

业投资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实用效率提供必要条件.政府计划将所有污染

额度进行拍卖,利用市场机制激励美国消费者和企业节能减排.

　　为全面落实«欧洲战略能源技术计划»和相关能源气候法案,实现２０２０年

减排、能效和可再生能源三个“２０％”的宏伟目标,２００９年欧盟在面对史无前

例的金融危机冲击的同时,一方面对外力促国际气候谈判达成新协议,另一方

面对内加紧战略部署,加快向低碳、生态效益型经济和绿色知识社会转型.欧

盟委员会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公布一份“低碳技术发展与投资路线图”,计划在未来

１０年投资５８５亿~７１５亿欧元,鼓励可再生能源、智能电网等低碳产业发展,
并启动“智能城市”和“欧洲能源研究联盟”两大配套行动.①

　　对于以上关于新能源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支出,应该说一定有助于减

缓经济下降,促进经济增长,这也是凯恩斯主义的传统政策主张.但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的政府支出的根本目的,仍然是为资产阶级、为垄断集团服务的,是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的,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正如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福斯特指出的那样,“列入奥巴马计划之内的庞大绿

色支出,是用于长期技术项目的.这在促进就业方面不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实
际上,奥巴马的上述支出主要是用于产业补贴的.我们甚至可以说,那些被提

出的举措与其说是绿色凯恩斯主义,不如说是‘绿色熊彼特主义’,因为它的主

要目的是为了用新技术刺激投资.”②投资的结果,仍然是满足垄断集团利益

的经济增长.这说明,绿色凯恩斯主义在本质上仍然是局限的,是过于受技术

驱动的,不能成为摆脱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核心政策.

　　３生态革命———社会革命

　　生态危机反应人与自然的矛盾,但根本上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有规定性,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导致资产阶级与无

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对立,这种对立反映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就表现为经济危机,
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就表现为生态危机.因此,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出

路与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是一样的,就是实行社会生产方式的革命.“当

①
②

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２０１０年６月１日
刘宏勋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与凯恩斯主义[J]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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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需要的不是一个经济复苏计划或更快的经济增长,而是一场生态革命.
这必将是一场社会革命,一场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规模都大得多的社会革

命.”①“我们期望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

现在或过去能够比资本主义的效率高,而是因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比资本主

义的更胜一筹.仅仅基于这一个原因,人们就可以拒绝任何的资本主义政

策.”②

　　马克思在谈到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解决人与自然矛盾,克服

生态危机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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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
靠消耗最小的劳动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的本性的条件下进

行这种物质变换.”③在这里,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生态问题,因为

人的劳动的异化问题没有了,真正实现了人类社会内部的“和解”,从而也就实

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解”.这“是一场生态革命”,也“必将是一场社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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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Currentfinancialcrisisemergedincapitalistcountriesisshowing
thecollapseofthecapitalistcreditsystemaswellastheeconomiccrisisof
capitalism．AnotherformofeconomicscrisisofcontemporarysocietyisecoＧ
logicalcrisis．EcologistMarxismisthusgeneratedunderthebackgroundof
intensifiedcontradictionofcapitalism,capitalistglobalization,sabotaged
humanenvironment,increasedconstraintsofresourcesandenvironmenton
humanproductionandliving．Theideasandanalyticalmethodsofecological
Marxismisofimportanttheoreticalvaluesandpracticalsignificanceforusto
insistonthebasicprinciplesofMarxism,toextenditsexplanatorypowerof
practicalcontradictionsandproblemswithcapitalismandtoanalysetheevoＧ
lutionarytrendintherealistworld．However,theviewthatnoteconomic
crisisbutecologicalcrisiswouldleadtothedemiseofcapitalism,whichis
proposedbyecologicalMarxism,isnotincompatiblewiththebasicconcluＧ
sionsofMarxism．Ecocapitalim,greenKeynesianismcannotchangethenaＧ
tureofcapitalism,thereforeitsfunctionislimited．Thegreeninvestment
measuresundulydrivenbytechnologieswithinwesterncapitalistcountries
cannotbethecentralpolicyavoidingecologicalcrisisandfinancialcrisis．
Thefundamentalwaytosolvetheecologicalcrisiswhichisthesameasthat
tosolveeconomicscrisisistoimplementsocialproductionrevolution．
　　Keywords　economiccrisis　ecologicalcrisis　ecologicalMarxism　eco
capitalism　ecosocialism　greenKeynesianism　socialproductionrevolu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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