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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约瑟夫鲍曼(JosefBaum),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

　　内容提要　在谈及平等权利这个旧话题时可以采用社会—生态研究方

法:可持续的生态系统指的是当代与未来一代健康基础需求的纵向平等,当前

分布指的是阶级、区域等的横向平等.２１世纪将会出现生态社会主义或非社

会主义,因为必须保护人类生存之基.重要的消息:由于气候变化,因此出现最

后期限,另外由于不受控制的气候变化的进一步发展,“富人”也会失去很多.

这也是一个动摇平行四边形力量的新形势.具体的替代物及转变的真正途径

是弱点.在发达国家及工业化扩展的新兴国家,不可持续的社会新陈代谢水平

(大自然的投入和对大自然的“产出”)引起新的形势.对根本性的资源和排放

问题的可靠的解决办法可能只能依赖“公平”分配(全球来看及不同地其他水平

来看)和团结.“同时”解决许多问题———资源,排放,分配和发展———是必要

的.经常被遗忘的联合生产对合适的社会—生态转变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不

得不同意理性和(生态)效率这一改进的概念.为了“最优”或充足发展,投入方

面(资源)的局限和产出方面的局限性(复杂)即暗示了排放及废品,一个民主的

计划将提上日程.

　　关键词　可持续　工业化　资源　生态

　　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提到过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世界,但关键点是改

变它.生态—社会学家的版本会是不仅改变世界,而且保护世界.

　　除了“传统”资本主义领域危机事件的因素,如巴基斯坦的洪水,俄罗斯的

火灾和福岛的核泄漏,食品及商品的价格联盟宣布了(未来)社会生态基础的

根本性的危机.因此,有一个假说:在２１世纪,将有一个生态社会主义或者是

非社会主义,因为需要保护人类的生存之基.重要的消息:气候变化有其最后

期限,随着不受控制的气候变化的发展,“富人”也会失去很多.这也是一个动

摇平行四边形力量的新形势.

　　有关于从政治经济角度分析环境问题的文献,较好的政治生态学:詹姆

斯奥克拉(JamesO’Connor),福斯特(Foster),伯克特(Burkett),本顿

(Benton)及其他;在德国,这场辩论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早期出现地更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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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能量方面的经济核算可以在奥图诺伊拉特(OttoNeurath)那里找到.同

样地,波格丹诺夫(Bogdanov)和布哈林(Bukharin)属于一个近乎忘却的社会

主义思 考 的 一 部 分;不 是 要 忘 记 １９ 世 纪 ８０ 年 代 奠 基 性 的 泼 多 林 斯 基

(Podolinsky).许多地区都有自己专门的术语,同样在中国有一个宏观的生

态马克思主义传统,这在西方是罕见的[我尤其想要提到郇庆治(２０１０)的一本

新书:作为政治学的生态—社会主义———重建我们现代文明的基石].

　　然而,“一个有实力的社会主义者的缺席反映在相应的生态社会主义

理论的一致性”①

　　“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作为绿色资本主义的替代品———在于对

资本主义生态弊端的社会政治批评.但是从促进理性及为红—绿替代②的结

构性设计来看,生态社会主义没有那么成功.”具体的替代物及转型的真实道

路是不足之处:“‘转型机构’的问题远没有解决.”③因此提供令人信服且

一致的生态社会主义概念及转型道路,这一点应该得到改进.

　　基本上,我们知道 M－C－M 的动力及自我上升速度,我们也知道被暗示

的“资本积聚体系———包括对于贫困人群,欠发达地区社会成本的外化,
及宏观上与这个积累体系相连的整个地球日益成为人类(及许多‘高等’物
种)④发展甚至生存的阻碍”.社会漠视起到了中心作用,这与利润率相近:
“如果污染物的生命期与决策者的时间相比非常长,比如一些温室气体或放射

性污染物,资本理论的标准结果将完全被颠覆.”⑤

　　主流经济风险是对利润的一个奖赏,但对全球风险的根本暗示与整个人

类社会相连.分析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概念是关于

资源流通,回收可能性,成本外化,贸易去规则化,自动化的影响—规模经济和

范畴经济的信息失误.

　　在去往循环经济道路上的阻碍性因素是反生产因素(资源价格不反映全

部“成本”,不合适的税收),锁定,道路失误,隐没成本,回跳效应和在职者寡头

市场能力.环境同样在位于一个新的资本积累领域,在范例范围内生产新的,
为省下的半途解决方案“既定利益”(例如对废品的焚烧).

　　是否或在什么程度上“生态资本主义”是可行的,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也没

①

②

③

④
⑤

PanitchLeo,LeysColin(２００６):comingtotermswithnatureSocialistRegister２００７．Preface
p．IX．

HuanQingzhi:Ecosocialisminaneraofcapitalistglobalizationbridgingthewestandtheeast．
In:HuanQingzhi(ed)(２０１０):Ecosocialismaspoliticsrebuildingthebasisofourmoderncivilization．
P．４．

HuanQingzhi:Ecosocialisminaneraofcapitalistglobalizationbridgingthewestandtheeast．
In:HuanQingzhi(ed)(２０１０):Ecosocialismaspoliticsrebuildingthebasisofourmoderncivilization．
P．４．

FosterBellamy(２００９):Theecologicalrevolutionmakingpeacewiththeplanet．P．１３．
BaumgaertnerStefan,Faber Malte,Schiller Johannes (２００６):Joint Production and

Responsibilityinecologicaleconomics．P．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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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解决.无论如何,一个社会生态更加有规制的资本主义几乎不能成为我们

至今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当资本主义体系整合资源和环境系统的可能性穷尽

时,朝生态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就会被提上日程.随后转变是必须的,生态社

会主义道路是真实的.进一步的事情通常将成为“乌托邦的幻想”①,有些至

今是真实的.

　　如果“看不见的手”通过尤金法码(EugeneFama)的“有效的”资本市场

(价格反映所有可获得的相关信息)可以偶尔达到复杂背景下的一个目标,这
将会是一个奇迹.如果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取得必要的重要目标,这将是

一个更大的奇迹.

　　２１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新条件如下:

　　(１)发达国家及工业化发展迅速的新兴国家不可持续的社会新陈代谢(大
自然的投入及对大自然的产出)暗示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流伴随着前所未有的

对资源和排放方面的暗示.目前,我们面临石油高峰,我们将面临经济投入的

所有资源的高峰.在产出方面,有各式各样的排放,最重要的是引起气候危机

的温室气体的排放.

　　(２)非线性的,会引起灾难的非常突然的发展是可能的,或许伴随着“传统

的”经济危机.因为,食品部门非常敏感,很大程度上由能源部门决定,这些领

域很可能成为系统危机的起因.

　　(３)温室气体积聚的隐含意义平行于资本的积累,直到本世纪目前为止将

引起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挑战.如果错失最后期限,不可逆转的过程将威胁

人类生存之基.

　　(４)对基本资源及排放的稳定的解决办法很可能是通过“公平的”分配(全
球及各种其他水平上)和团结.

　　(５)对许多问题“同步的”解决办法是必要和可行的.这些问题有资源,排
放,分配和发展.

　　生产和社会发展需要一方面一些完整的地区生态系统(如:水),另一方面

还需要完整的全球生态系统(如:气候);一些对地区和全球水平的限制及建议

不应被超越.

　　基本的现存经济体系物质流主要是线性的:

　　资源 ⇒生产⇒产品＋废品＋排放 (有害物)

　　一个能克服投入及产出方面问题的可替换系统的根本原则是合上导致循

环社会或(物质)循环经济的圆圈(这并不意味着自给自足).

　　联合生产和被暗示的经济和生态起因体系,生产的“社会主义化”是一个

① FosterBellamy(２００９):Theecologicalrevolutionmakingpeacewiththeplanet．P．２５９(citing
Ras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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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被遗忘的事实,这对适当的社会生态转型是十分重要的:“对联合生产和

其结果的全面了解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及承担起面对可持续生

产能力挑战的有责任的行动.”①

　　我们需要一个“改进的效率观念,考虑到一个特殊生产活动的投入产出

(不仅仅是一个特殊行业的利润差额中所计算的)”②这个要求可通过生态—
经济产出计划加以实施.

　　因此,理性的观念及(生态)效率观念的改进是应该肯定的.为了“最优”
或充分的发展,对投入方(资源)制约及对产出方制约需要一个改进的民主的

方案,这将被提上日程,产出方(复杂地)暗示了排放及废品.

　　社会生态主义的基本特征是“自然内在价值的识别”和“采用经济限制来

进行大规模物质生产和消费”.③

　　主要原则是“对长期物种的生存的关注”和“没有一部分人类有权以任何

借口否定其他部分人美好生活的假设”.④

　　社会生态主义方法可以和平等权利的老问题结合起来:对于稳定的生态

系统的关注指的是当前和未来的几代人之间对坚实基础的需求的纵向平等,
以及当前的分布有助于不同阶级、区域等之间的横向平等.

　　“除非社会生态主义是受过性教育的,否则它甚至不可能起到类似民主政

治的作用”.⑤

　　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是一个艰难的任务;从资本主义向社会生态

主义的转化更加困难.气候危机是多种生态危机中最重要的一个.任何一个

实质的生态进化都只是一个更大的社会进化的一部分.⑥

　　重要的生态公共资源比如气候并不受国际的限制.之前的口号“全局考

虑,局部行动”得变成“全局考虑,全局行动”.⑦

　　我们不能局限于有些合适的环境或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村;在宣传生态社

会解决方案中“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岛屿”可能是主要的,但有效且永久的解决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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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应该是全球的或者近乎全球的.因此不应该有可持续发展区与非可持续

发展区的战略共存.换句话说,从战略上看“生态社会主义”在一块土地上是

行得通的.

　　可以做的事情列表:

　　具体的生态社会主义的详细的结构设计应该给出.

　　对大自然的价值应用及其作为未来发展先决条件的多样性应该与劳动价

值理论相结合.

　　弱点在于确认这些转变的主题.我们可以要求权利和主宰,和环境空间

的不公平.我们可以看到原因,影响,和对不同解决方案的贡献,它们因阶级

和其他分布标准而不同.

　　汉斯乔纳斯(HansJonas)认为生态的当务之急是采取行动,以使此影

响与人类在地球上的生活持久兼容①.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提到过,哲学家们

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世界但关键都是改变世界.社会主义者的版本会是不仅要

改变它而且要保护它.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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