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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财富与物质财富的关系思考

黄 娟

  收稿日期:2012-07-20
  作者简介:黄娟(1963-

 

),女,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

生态文明理论及其应用。

  内容提要 论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等研

究方法,在明确财富相关概念基础上,对生态财富与物质财富的关系进行了分

析,揭示出两大财富存在相互冲突、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等关系,提出必须树立

绿色财富观念、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引导绿色消费、开发推广绿色技术、完
善绿色补偿机制等措施实现两大财富共赢,即创造绿色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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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

方式和消费模式,就是要处理好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实现生态保护与经

济发展相协调。生态建设是为了保护生态财富,经济建设是为了创造物质财

富,协调生态与经济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两大财富关系,以满足人民群众

的生态需求与物质需求。重视生态财富、协调两大财富、创造绿色财富,是我

国建设生态文明,乃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难题和重要课题。

一、财富的几个相关概念

  要认识生态财富与物质财富之间的关系,实现生态财富与物质财富的协

调发展,必须首先搞清楚财富、物质财富、生态财富、绿色财富等几个相关概念

的基本含义以及重要地位。
(一)财富

  财富是人们共同追求的重要目标,渴望财富、创造财富、拥有财富、享受财

富是人的天性,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杠杆,财富在人们生活和社会发展中占据

着重要位置。一般而言,财富是指对人有用的东西、能满足人的需要的东西。
狭义的财富是指物质财富,时代的发展使财富内容得以不断扩展,广义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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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了物质财富以及精神财富在内的其他财富,生态文明时代的财富则是物

质财富、精神财富和生态财富的合理创造和均衡分配,对应着人的物质需求、
精神需求和生态需求。

(二)物质财富

  物质财富,是指物质形态的财富,这是通常意义的财富。物质需要是人类

的基本生活需要,满足物质需要的物质财富,是人类追求的基础性财富,也是

人类有史以来不遗余力,甚至不择手段,乃至疯狂攫取的财富类型。即使今

天,人们追求财富也多半停留在物质财富层面上,以为拥有了物质财富就有了

人生的一切,就可以得到富足、安宁和幸福。其实,物质财富只能满足人的基

本需要和低级需要,当物质财富可以满足基本生存时,人会产生精神需要等其

他需要。
(三)生态财富

  生态财富也称自然财富,是社会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文明的财富

观,没有把生态成本纳入商品价值,没有把生态效益纳入经济核算,把社会生

产中不可缺少的生态因素排除在财富之外。“长期以来把自然资本当作没有

价值的东西来对待,已将人类带到了灾难的边缘。”(Paul
 

Hawken,
 

Amory
 

Lovins,L.Hunter
 

Lovins,2002:6)生态财富,就是能够满足人们生产生活需

要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对物质财富制约作用

的增强,生态需要成为现代生活的新需求,使生态财富的重要性越来越彰显,
同时对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也产生巨大影响,因而成为生态文明时代的重要

财富类型。
(四)绿色财富

  目前,人们对绿色财富还没有形成统一认识。国家林业局副局长祝列克

认为,绿色财富就是以保护生态和环境为基础所创造的财富,包含绿色物质财

富和绿色精神财富两个部类(周宇,2006:13)。黎祖交教授认为,绿色财富就

是以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安全为前提的,有利于人类健康繁

衍,有利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共处,有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财富,分为绿色物质财富、绿色精神财富和绿色人力财富。
狭义的绿色财富,就是绿色物质财富,即以物质形态存在的绿色财富,如森林、
湿地、雪山、草原、绿色食品、环保节能汽车、绿色生态建筑等,绿色物质财富还

可以分为天然型绿色物质财富、人造型绿色物质财富和组合型绿色物质财富

(黎祖交,2010:41)。张锦高教授认为,绿色财富包括自然财富和清洁生产产

生的经济财富(张锦高,2002:8)。这些认识有宽有窄,都有一定道理。本文所

指的绿色财富,就是生态财富与物质财富协调发展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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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态财富与物质财富的几种关系

  生态财富与物质财富,都是国民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生态文明时代

的重要财富类型。但两者关系极为复杂、非常微妙,彼此间既相互对立、相互

冲突,又相互统一、相互促进。在现实社会中,生态财富与物质财富的关系,我
们至少可以看到三种不同情形。

(一)生态财富与物质财富的相互冲突

  不少人认为,生态财富与物质财富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创造物质财富必

然会破坏生态财富,保护生态财富就得牺牲物质财富,或者说,想要金山银山

就别要绿水青山,想要绿水青山就别要金山银山。就国内外现实而言,生态财

富与物质财富此消彼长,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现象。
  创造物质财富,破坏生态财富。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为了金山银

山可以牺牲绿水青山。这是西方国家普遍走过的发展道路,也是我国30多年

来走过的发展道路。先发展后治理的传统发展道路带来的是,物质财富的快

速增长与生态财富的急剧下降。目前,我国不少地方还在走传统发展道路。
近年来,鄂尔多斯依靠“羊(绒)、煤(炭)、土(稀土)、气(天然气)”实现了扬眉吐

气:人均GDP超过上海和北京,接近15
 

000美元,成为中国内地最富有的城

市,计划五年内人均GDP赶超香港,成为亚洲最富有的城市(肖亚洲,2011)。
用丰富的自然资源,换取物质财富的增长,使原本恶劣的生态环境雪上加霜,
这种物质财富增长方式如果不改弦更张,众多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今天就是鄂

尔多斯的明天。自然资源禀赋丰富的地区,以资源开发为契机、增加物质财富

无可厚非,但“资源贫困”即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产生限制作用,资源丰裕经济

体增长速度往往慢于资源贫乏经济体,不仅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著名命题,而
且也被残酷事实一再证明———追逐物质财富损耗生态财富,是“杀鸡取卵”、
“竭泽而渔”式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
  保护生态财富,牺牲物质财富。与上述情形相反,一些地区保护了绿水青

山却牺牲了金山银山。拥有良好生态环境的地方,往往也是没有开发利用的

地方。我国一些生态功能区保护了生态环境,但当地居民却依旧贫困,“贫困

的富饶、富饶的贫困”依然存在,生态与经济充满博弈,集生态功能区与国家贫

困区于一身,面临着保护与发展的双重压力(南平、戴鑫、王海涛,2008:11)。
为保证大城市生态环境和清洁水源供给,其上风、上水地区的经济开发常常受

到限制。例如,分布于河北省的张家口、承德、保定和沧州,地处京津冀众多城

市的上风、上水位置,是京津冀平原地区的生态屏障、城市供水水源地、风沙源

重点治理区,这些地区为了首都和天津的发展,为了维护生态环境和保证京津

地区宝贵的水资源,做出了很大牺牲,形成了环京津贫困带(李育华、丁四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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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一兵,2009:1)。不能同时实现绿起来与富起来的目标,这种情形如果得不

到及时而有效的改善,将导致这些地区不得已走上用生态财富换取物质财富

的传统发展道路。例如,神农架自然保护区,为增长收入开发小水电,破坏生

态环境的事件,曾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二)生态财富与物质财富的相互制约

  生态财富与物质财富相互冲突,虽然不能同时实现两大财富增值,但至少

可以拥有其中一大财富。更为糟糕的是,破坏生态财富将损害物质财富,缺少

物质财富将破坏生态财富,或者说,没有了绿水青山也就没有金山银山,没有

金山银山也就没有绿水青山,生态财富与物质财富处于恶性循环中。
  破坏生态财富,损害物质财富。一种情况是,生态匮乏导致物质贫穷,即
没有绿水青山也就没有金山银山。我国贫困地区大多分散在地理环境很差、
交通极为不便的山区和高原,这些地区生态条件不好、气候条件恶劣、生态环

境脆弱,制约了当地的生产发展和财富增长,恶劣的自然环境成为其贫困的客

观原因,生态贫困与物质贫困恶性循环。另一种情况是,生态损失造成物质损

失。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环境损失占

GDP的3%~4%,这两年估计占GDP的5%~6%,2011年环境污染造成损

失将超过2万亿元(梁嘉琳,2012)。还有一种情况是,恢复生态付出高昂的物

质财富。美国一位经济学家研究表明,环境污染每制造1元钱利润,却要花

60元钱来治理,还要花15元钱去看病(梁嘉琳,2012)。如果要支付巨大的环

境治理成本,很可能将抵消我国这些年取得的经济成果。中国众多资源型城

市曾经盛极一时,但资源枯竭后城市随之衰败,当初用生态财富换取物质财

富,现在要用物质财富换回生态财富,好比年轻时用健康换金钱,到年老时再

用金钱买健康,问题是金钱买不来健康。经济和生态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当生态遭到破坏的时候不可能有福利和财富。人类文明史一再告诫我们,生
态兴,文明兴;生态亡,文明亡。
  缺少物质财富,破坏生态财富。贫穷是最大的污染源,没有金山银山难有

绿水青山。穷人为了谋生,急于摆脱贫困,又缺乏其他有利条件,只好用自然

资源来改变生活状况,向森林、河流求生路,乱砍滥伐,结果导致森林资源的破

坏和水土流失,塌方、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增加,破坏生态平衡(陈翠芳,2011:
3)。一般来说,越是贫困的地区,对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依存度越高,也是

自然资源恢复能力较低、环境破坏最严重的地区,而且贫困地区经济水平有

限,没有能力保护生态财富。环境污染由城市转向农村,农村成为污染企业乐

园,这与农村普遍落后、农民收入偏低紧密相关。同样,为了满足温饱、奔向小

康,西部地区农牧民不断向大自然索取,对区域生态环境的负效应不断增大,
形成了严重的生态安全隐患。这种现象也存在于国际社会,80%的穷国贫困

人口,由于受资源、资本、技术等限制,为生存而陷入竭泽而渔、竭草而牧、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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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耕的恶性循环之中,这些国家为了生存,争相欢迎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产

业,对本国资源“杀鸡取卵”,“贫穷污染”以另一种形式加剧了生态环境恶化,
或者为满足发达国家高消费之需,不惜牺牲当地生态环境。贫穷的恶性循环

已演变为环境的恶性循环(老仆,2003:8)。
(三)生态财富与物质财富的相互促进

  生态财富与物质财富的关系,除了相互冲突、相互制约外,还有一种相互

促进的理想关系。创造物质财富增进生态财富,改善生态财富增加物质财富,
或者说,有了金山银山就有绿水青山,有了绿水青山就有金山银山。在一些国

家和我国部分地区,生态财富与物质财富趋于统一,两大财富逐步实现良性循

环。
  创造物质财富,增进生态财富。物质财富是生态财富的物质基础,拥有物

质财富可以保护生态财富,创造物质财富可以增进生态财富。一些国家和我

国一些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在拥有了一定的物质财富后,开始追求生态财富,
并逐步实现生态财富与物质财富协调发展。当然,这不是说要用生态财富换

取物质财富,再用物质财富弥补生态财富,而是说通过其他方法创造物质财

富,进而增进生态财富。因为影响物质财富的因素和方法很多,土地与劳动相

结合才能共同创造财富,劳动的组织方式、体制机制、政策法律等也是影响物

质财富的重要因素。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生态财富无从选择,但物质财

富可以选择。以色列是一个生态财富十分贫瘠的国家,但它依靠正确的战略

与政策实现了物质财富的增值。日本是一个自然资源并不丰富的国家,同时

又是一个物质财富非常富裕的国家,通过建设循环型社会较好的保护了生态

环境,其森林覆盖率远远超过中国。这些国家没有绿水青山创造了金山银山,
有了金山银山保护了绿水青山。这印证了地理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只起延缓

或加速作用,增加物质财富不是非要牺牲生态财富,传统发展道路完全可以避

免。
  改善生态财富,增加物质财富。尽管绿水青山并不必然带来金山银山,没
有绿水青山也可以创造金山银山,但更多情况是,拥有绿水青山才能创造金山

银山,改善生态财富才能增加物质财富。这是因为,没有生态财富,物质财富

就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目前,我国90%左右的能源、80%以上的工业原材

料、70%以上的农业生产资料来自于生态资源,85%的食物由耕地提供(严立

冬、谭波、刘加林,2009:2)。“自然保护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条件。物质生

产的顺利进行,必须具备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三个要素。三个要素的

效益多少、质量高低决定着生产力水平。通过自然保护,一方面保护生态环

境,以维护劳动者的健康,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另一方面,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

资源,为发展经济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国家环境保护

总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01:88)。地理环境决定论固然错误,但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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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确实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且随着资源环境问题越来越严峻,
地理环境的作用必将越来越突出。破坏生态财富就是破坏物质财富,保护生

态财富就是保护物质财富,改善生态财富就是发展物质财富。随着生态财富

成为稀缺资源,生态财富优势可以转化为物质财富优势,投资生态财富可以创

造物质财富。正如《点绿成金》所言,绿化将成为21世纪最大的财富创造机

会,全球追求绿色、崇尚绿色的浪潮,蕴含了巨大的财富创造效应(Tobin
 

Smith,2010:2)。

三、创造绿色财富:协调生态财富与物质财富

  在生态财富和物质财富的三种关系中,我们应尽力避免恶性循环,努力摆

脱此消彼长,最终实现良性循环。走出两大财富双输或对立局面,走向两大财

富共赢的良好状态,也就是说,抛弃灰色财富、创造绿色财富,需要我们树立绿

色财富理念、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引导绿色消费、开发推广绿色技术、完善

绿色补偿机制。
(一)树立绿色财富理念

  追求财富是个人、家庭、企业、部门,乃至国家的主要目标。财富观,是人

们关于财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决定和影响着人们行为的价值取向,有什

么样的财富观就有什么样的财富追求。历史经验表明,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

财富观,不同的财富观给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同的影响。
工业文明时代的财富观,是以有形和无形的工商业资产为主流的财富观,这种

财富观使财富创造者和拥有者只顾及自身利益,而不顾及对自然资源、生态环

境的负面影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进程中,工业文明财富观成为主流财富观,
这种灰色财富观使我国实现了物质财富快速增长与生态财富迅速下降,造成

了生态财富与物质财富的相互冲突和严重对立。生态文明时代的财富观,应
该是绿色财富观,只有把绿色财富观确立为主流财富观,才能与生态文明社会

的时代特质和发展目标相匹配,也才能为创造绿色财富提供行动的指南和力

量的源泉,进而使创造绿色财富从理念化为行动,由理想变为现实(黎祖交,
2010:43)。目前,绿色财富观正在全球兴起,深刻影响并改变着人们的传统财

富观和生产生活方式。无论是国际大趋势,还是我国基本国情,都要求我国放

弃工业文明灰色财富观,树立生态文明绿色财富观。这就需要我们采取多种

方式与途径,广泛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族生态文明素质;加强生

态财富、绿色财富的新财富观教育,培养生态就是财富、生态财富是重要财富、
生态财富是物质财富重要基础,特别是创造绿色财富等一系列新观念。这是

我国创造绿色财富的重要前提。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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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力发展绿色经济

  创造绿色财富必须发展绿色经济,发展绿色经济的关键则是培育绿色产

业。绿色产业是一切有利于保护环境,有利于资源永续利用,有利于社会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主要包含绿色设计、绿色制造、绿色产品、绿色服务、绿色

能源等产业领域(胥树凡,2010:3)。节能环保产业是典型的绿色产业,是我国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2012年我国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将达

2.8万亿元,表明节能环保产业蕴含巨大的物质财富,是我国创造绿色财富的

重要产业。近年来,该产业领域涌现出一批成功典型,例如,江西赛维LDK
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彭小峰,因投资太阳能产业获得巨大成

功,以400亿元身价成为中国新能源首富,在“全球绿色财富排行榜”上名列中

国绿色财富首富;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施正荣、比亚迪股

份有限公司总裁王传福、杭州锦江集团董事长钭正刚等,也是靠投资绿色产业

登上“全球绿色财富排行榜”的。(王纯,2010:2)随着原生资源的日益枯竭,资
源开发成本的不断升高,生态环境的越来越恶劣,越来越多企业把目光投向了

城市废物,将其视为城市“矿山”资源。例如,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复强动力有限

公司,是国内第一家汽车发动机再制造公司,近年来该公司不断采用新技术,
对废旧汽车发动机进行再制造,经过拆洗、喷涂、电刷镀、质检等工序,把近乎

报废的发动机修复到较好的性能状态,不仅有效节约了资源能源,还为行业创

造了巨大绿色财富(晓辉,2009:11)。可见,发展绿色经济,投身绿色产业,是
我国创造绿色财富的重要途径。

(三)积极引导绿色消费

  长期以来,我国主要依靠出口、投资来拉动经济,消费至今没有成为拉动

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近年来,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消费问题,多次

提出扩大消费,视消费为确保我国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然而,“浪费的消费

模式,是造成自然资本损失的主要因素”(Paul
 

Hawken,
 

Amory
 

Lovins,
 

L.
Hunter

 

Lovins,2002:11),消费,特别是高消费、一次性消费与非循环消费的

传统消费模式,消耗了大量自然资源和污染了良好生态环境。因为消费与生

产一样,都是造成资源环境压力的根源,大量消费需要大量生产,无论是大量

消费还是大量生产,都对资源环境造成巨大破坏。面对物质财富要求、扩大消

费与消费压力的矛盾,我们必须发挥消费的拉动作用;面对生态环境压力,生
态财富与物质财富的冲突,我们必须转变传统消费模式,建立绿色消费模式。
以适度消费、重复性消费和循环消费为特色的绿色消费,是当今国际社会的重

要消费趋势。考虑中国国情,顺应世界趋势,绿色消费理应成为我国创造绿色

财富的重要引擎。近几年,倡导绿色消费正在成为我国政府的重要执政理念,
“从我国国情出发,应在消费领域倡导绿色消费、适度消费的理念,加快形成有

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消费模式,从需求则减缓对资源和要素的供给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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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李克强,2010:11)“十二五”规划要求扩大消费需求,但要“合理引导消费

行为,发展节能环保型消费品,倡导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文明、节约、绿色、低
碳消费模式。”(2010:11)。在当今消费拉动生产的社会大背景下,绿色消费及

其模式将引领我国走上绿色生产、创造绿色财富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因此,
引导绿色消费是我国创造绿色财富的重要引擎。

(四)开发推广绿色技术

  绿色技术,也称生态技术,是21世纪新的技术形式。这是一种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的技术,因而也是我国创造绿色财富的根本动力。技术创新可以用

少量生态财富实现物质财富增值,例如,利用丰富廉价的石头开发高价值芯片

和光纤,利用太阳能、海水可再生资源代替濒临耗竭的煤和石油,利用基因创

造食品药品缓解土地资源等,高新技术创新与应用使物质财富增长方式和速

度发生深刻变化,比尔·盖茨完成物质财富积累不到20年时间,远远超过钢

铁、石油、汽车大王们百年积累的物质财富。(殷光胜,2001:增刊)创造绿色财

富更需要我们依靠技术创新,“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根本出路在于依靠科技

进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01:197)“突破能源资

源对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改善生态环境,缓解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

的矛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06:825)。然

而,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正在涌现的技术可以实现更高的生产力,更大

的效益,较少的污染。但是许多技术也带来了目前处理机制难以解决的新的

有毒化学品、废物以及重大事故的危险性。”(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
ment,1997:19)技术创新与生态环境的相互脱离,是导致生态财富与物质财

富冲突的根源之一。这就要求技术创新必须明确发展方向,“减少污染和能源

消耗,但同时又能达到预期的经济增长,主要方法就是对当今制造业、能源、交
通和农业各领域所普遍使用的技术进行一场全面的改革。”(James

 

Gustave
 

Speth,2007:157)创造绿色财富应该成为技术创新重要方向,技术创新必须为

创造绿色财富服务。为此,我们应把发展能源、水资源和环境保护等技术放在

优先位置,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和治理污染等先进适用技术,为创

造绿色财富提供重要绿色技术支撑。
(五)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环境问题背后是基本利益分配制度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利益分配

失衡和普遍的社会贫困。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是全球财富与权力划分的结果,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之间在财力上的差距正在扩大;工业化国家

控制着一些关键的国际组织的决策权;工业化国家已经使用了地球的许多生

态资本。这种不平等是地球上的主要‘环境’问题,也是主要的‘发展’问题。”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1997:7)同样,我国不同地区贫富差距

越拉越大,导致了我国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化。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包括物质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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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和生态财富的不合理,两大财富分配不合理造成两大财富相互冲突甚至恶

性循环,国际社会、国内情况均如此。环境的可持续性取决于纠正全球在收入

和物质福利上的不平等,创造绿色财富,必须确保物质财富公平分配,也要确

保生态财富分配公平。生态补偿就是一项有利于两大财富公平分配的重要制

度,这是因为,在生态保护、污染防治问题的背后,财富走向的历史惯性使得环

境—经济利益在保护者、破坏者、受益者和受害者之间不能公平分配,还导致

了受益者无偿占有环境利益,保护者因得不到应有的经济回报而缺乏保护的

经济激励,破坏者未能承担破坏环境的责任和成本,受害者得不到应有的经济

赔偿,责任人丧失保护的经济压力。这就需要我们明确并量化生态服务价值,
建立调整利益相关者分配关系机制,制定激励保护生态环境行为的政策,从而

推进社会财富公平分配进程。因此,我们必须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

偿的原则,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不断完善生态补偿政策,为创造绿色财富

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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