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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恩格斯在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分析中,已经开始关注人类生

产对生态的影响,尤其是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影响。恩格斯的农业生态思想散见

于其著作、评论及通信中。恩格斯认为在人与自然相互依赖的关系中,人类具

有主体性,但对自然的过度改造会导致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他从人的欲望、农
业生产方式、工业发展、土地规模化经营等方面考察了对农业生态的影响,并对

未来社会如何实现城乡融合、消解农业生态矛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 恩格斯 农业生态思想 农业生态矛盾的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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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农业在人类所处的生态系

统中具有特殊地位,是人类生产活动直接作用于自然的一个典型部门,农业生

产方式如何,对人类生态系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从目前来看,人类对农

业生态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面对日益严重的农业生态危机,人类在审视

农业发展历程的同时,也在寻找新的农业发展模式。深入挖掘恩格斯的生态

思想,梳理其中的农业生态思想,不仅体现了在生态危机的时代人们对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新的迫切需求,更为我国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解决农村的生态危

机提供了理论支持。

一、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生态文明研究的出发点,也是生态文明的回归点。
农业的发展直接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变化。研究恩格斯的农业生态思

想,其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基础。恩格斯自始至终都非常关注人与自然

之间的关系。早在19世纪40年代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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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了“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马克思、恩格斯,1956:603)
的观点。在该书中,恩格斯并没有详细展开说明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冲突,只是

直接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但他拥有人与自然应该和解、应该在和谐协调中共存

的观点是明确的,并且“人本身的和解”与“人与自然的和解”是密切相关的。
梳理恩格斯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其主线有四条: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
人在自然中具有主体性、自然对人的报复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思想。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研究者对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人在自然中的主体性、自然对人的报复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而对于恩格斯关

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思想却关注不多。通过对恩格斯著作的文本研

究可以发现,恩格斯所强调的人类必须遵循的自然规律,其生态核心恰恰就在

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一)自然界辩证发展的生态意蕴

  恩格斯认为,人类进行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寻找自然界和人类历史发展的

规律,并且,这些原则和规律不应该是从人的主观臆想中来,人类研究所得到

的原则和规律必须正确反映自然的发展和历史的演进。“事实上,我们一天天

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

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从21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
我们就越来越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

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越会重新地不仅

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

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存在了,这种

观点是从古典古代崩溃以后在欧洲发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发展的。”(马
克思、恩格斯,1971:519~520)这种强调认识自然规律的重要性的观点,实际

是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按照恩格斯的观点,人类和自然界应该是一致的,
那种把人类和自然对立起来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反自然、反生态的,从长远来

看也是不可能存在的,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人要遵循自然规律的观点,对
于生态文明的建设、对于农业生态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现代农业的发展往

往以利润为原则,人类为了从自然界获取更多的农产品,往往采用多施用化

肥、农药等化学化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忽视了农业生产中应该遵循的自

然规律,导致农业生态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是不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方

式。
  自然界的规律还表现在自然界有它自身的辩证发展过程。认识和利用自

然规律,必须认识自然界的辩证发展。恩格斯在《爱尔兰史》、《劳动在从猿到

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现实》中,充分表达了他的自然辩

证法思想。对1870年到1880年之间恩格斯的著作进行研究可以发现,恩格

斯对自然界自身辩证发展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乐观到警觉再到客观的认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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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在《爱尔兰史》中,恩格斯考察了爱尔兰的泥炭沼泽地,认为这种泥炭沼泽

不能直接用于开垦,在当时的耕作制度下,它们边上的土地也只能逐渐地用于

耕种,这无疑是不利于农业种植的;但恩格斯同时看到,“在这些古老的湖泊所

形成的水塘的底部,到处都是含石灰的灰泥。这些石灰来自淡水湖的外壳。
因此,每一片这种泥炭沼泽的地下,都有使它适宜于耕种所必需的物质”(马克

思、恩格斯,1964:540)。恩格斯认识到,农业耕作的物质基础———土壤,不是

各自孤立地存在的,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在自然界中,土壤中的化学成

分会随着水土的运动而发生运动。因此,在当时看似不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

条件,也许潜藏着未来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物质基础。在考察由于发展铁

工厂而进行的大规模砍伐森林造成的山地沼泽时,恩格斯指出:“但是爱尔兰

的泥炭沼泽本身对农业来说绝不是一种无可挽回的损失,恰好相反,到一定的

时候我们会看到,某些这样的沼泽,以及那200万公顷被拉维涅所轻视的‘相
当糟糕的土地’,在进行适当耕作的情况下将提供多么好的收成。”(马克思、恩
格斯,1964:540)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恩格斯对自然界自身的辩证发展以及

人类活动对自然产生的影响还持有非常乐观的态度,他认为,人类对自然所施

加的影响,可能会在短期内产生不利于农业生产的结果,但如果从长期来看,
自然界有其自调节和自恢复能力,从一个角度看是消极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

看却是有利于人类生产发展的。但是,如果从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中产生可以

对水土流失问题听之任之的想法则是错误的。因为《爱尔兰史》是恩格斯“为
了了解现代爱尔兰的土壤性质”而对爱尔兰“远古时代”的考察(马克思、恩格

斯,1964:526)。在远古时代,人类对自然的改造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的,没有

破坏自然的自调节能力,人类活动对自然界产生的破坏可以通过自然生态系

统的自我调节而得以恢复。
  而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的开发能力大大增强,无论是工业生产

还是农业生产,其规模和影响力都远远超过了自然界所能承受的范围,自然界

再也无法完全实现生态自行恢复。恩格斯认识到这一点,在《劳动在从猿到人

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提出了著名的“自然对人的报复”的论断。恩格斯告诫

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
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
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

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

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

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

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需要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
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给摧毁了;
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枯竭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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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雨季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的人,并不知

道他们也把瘰疬症和多粉的块根一起传播过来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
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一样,绝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

样,———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

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

确运用自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1971:519)这一论断表明恩格斯此时对人

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态度,认为如果总是抱着征服自然的态度,忽略自然规律过

度地从自然界掠夺物质资料,一定会引来自然对人的报复。另外,我们还可以

看出,恩格斯以“为了得到耕地”、“高山畜牧业”、“栽种马铃薯”为例来说明自

然对人的报复,这本身就表明他的农业生态思想,即警示人类农业生产活动必

须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认识所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产

生的影响,要在自然承载力范围内从事生产活动。
  虽然已经认识到自然对人的报复,但恩格斯并不是悲观主义者,不会由此

而倒向“自然中心论”。恩格斯始终认为自然有其辩证发展的客观规律,人和

自然和谐统一发展的关键就在于认识和利用这种客观规律。在1880年所著

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现实》中,恩格斯提出:“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
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

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么,要使它们越

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

了。”(马克思、恩格斯,1963:241)这意味着,“人本主义”不是“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要利用自然获得自身发展,但人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人的发展必须符

合自然规律,只有正确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规律从事生产活动,人
类才可能与自然和平相处,人类才可能获得持续发展。

(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马克思的生态思想的核心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一观点在学界

已经基本取得共识。恩格斯没有明确使用“物质变换”一词,但研究发现,恩格

斯所主张的人类需要寻找和遵守的自然规律,就是要遵守人与自然之间的物

质变换和新陈代谢的法则。
  19世纪40年代,恩格斯以调查报告的形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资

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环境状况进行了揭露,包括工人住所与工作场地的

环境状况、工业发展对河流的污染、工业发展对空气的污染。其中,恩格斯谈

到了“在马车往来频繁的通向城市的大路上,可以看到许多人推着小车,时刻

冒着被往来奔驰的轿车和公共马车车轮碾死的危险,拾取新鲜的马粪去卖”,
“在许多地方这种营生是根本禁止的,因为要不禁止,收集起来的垃圾里面所

含的马粪就会太少,不能当作肥料卖出去”(马克思、恩格斯,1957:370)。显

然,这表达了恩格斯对当时“肥料还田”的认可。在化学刚刚被应用于农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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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有机肥在农业中的使用还是主要的,此时的英国还比较注重肥料的还

田。但工业的发展,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却使这种肥料还田越来越困难,尤其

是集中在城市中的人口的消费排泄物,只能变成城市的污染物。“工厂的脏水

和废弃物统统汇集在艾尔克河里,此外,这条小河还要接纳附近污水沟和厕所

里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1957:331)在这部早期著作中,恩格斯虽然还没

有系统的理论陈述,但我们看到他此时实际已经注意到资本主义工业发展造

成了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障碍,已经看到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进行消

费后,其消费排泄物不能以正确的方式回归自然。这会有两方面的负面影响:
一方面是肥料不能还田的损失,另一方面是直接造成环境污染。恩格斯对此

问题的看法为马克思所接受,在《资本论》中直接引用了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形
成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思想的内容之一。
  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受阻就会出现代谢断层,这一生态

思想在恩格斯的著作中同样有体现,并且,恩格斯是从生物学的角度对物质变

换和新陈代谢问题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有机体的新陈代谢是生命的最一般

的和最显著的现象”,“新陈代谢本身即使没有生命也可以发生”(马克思、恩格

斯,1971:88)。恩格斯以此说明,新陈代谢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命都具有的

特征,即使没有人类活动,自然界也有自身的新陈代谢活动发生。在《反杜林

论》中,恩格斯提出:“一切生物所共有的这些生命现象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

呢? 首先是在于蛋白体从自己周围摄取其他的适当的物质,把它们同化,而体

内其他比较老的部分则分解并且被排泄掉。”(马克思、恩格斯,1971:89)这正

表达了生物体从环境摄取营养物转变为自身物质,同时将自身原有组成转变

为废物排出到环境中的不断更新的过程,这实际就是一个人与自然、自然本身

的物质变换过程。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现实》(1880)中,恩格斯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

换关系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批判了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的形而上

学思维方式。在阐述事物之间的互相联系发展的变化过程时,恩格斯有这样

的描述:“同样,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瞬间都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

一瞬间,它同化着自外界供给的物质,并排泄出另一种物质;在每一瞬间,它的

机体中都有细胞在死亡,也有新的细胞在形成;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这
个机体的物质便完全更新了,由其他物质的原子代替了,所以,每个有机体永

远是它本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1963:221)人就是这样一

种有机体,生存在自然界中的,不断从自然界获取物质,又向自然界排泄出另

一种物质。在这种人与自然实现物质变换的过程中,人一方面通过从自然界

取得物质改变自然界,另一方面也通过向自然界排泄物质改变自然界。同时,
“自然界不是循着一个永远一样的不断重复的圆圈运动,而是经历着实在的历

史”(马克思、恩格斯,1963:222)。恩格斯在这里指出,达尔文极其有力地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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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证明了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以及包括人类在内,都
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自然界自身的发展也具有历史性,人
类对自然的影响也具有历史传承性。
  既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和新陈代谢是自然界的基本规律,那么人类

从事生产活动时,即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资料以及向自然界进行排泄时,就必须

认识并利用这一规律。农业生产是直接从自然界获取物质产品的生产活动,
正确认识和利用这一规律尤其重要。恩格斯的物质变换思想对我们分析农业

生态有重要启示。人类农业生产活动以什么样的方式从自然界获取产品? 这

种农业生产方式在从自然界获取物质的同时向自然界返还了什么? 这种农业

生产方式对自然施加的影响是否超出自然的承载能力? 在通过提高农业劳动

生产率加大从自然界获取物质的数量的同时,我们应该怎样向自然归还人类

应该归还给自然的物质? 这些都是我们发展农业生产迫切应该考虑的问题。
另外,恩格斯的物质变换和新陈代谢思想中所包含的发展观告诉我们,我们传

承了先辈留下的生态环境,我们的生产方式也决定了我们将会交给后代一个

什么样的生态环境,因为自然界经历着实在的历史。工业化、化学化的农业生

产方式帮助我们从自然界获取更多的产品,但这种生产方式却使我们必须借

用子孙后代的土壤营养、水资源等农业生态要素。这种非生态化的农业生产

方式不但破坏了当前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也使后世人类与自然之间

的物质变换提前遭到破坏。

二、影响农业生态的因素分析

  农业生态是指农业生产中的有机体和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农业生

态环境的好坏,一方面与农业发展所需要的自然禀赋有关,另一方面人类的生

产活动会对农业生态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在恩格斯的研究中,尤其是晚年时

期的历史著作中,恩格斯对古代的自然条件、耕作方法等进行了考察,其中蕴

含着丰富的农业生态思想。
(一)农业生态状况既取决于自然条件又取决于人的欲望

  土地用于种植何种作物,不仅取决于该地块的自然条件,而且受到人的利

益驱动。在18世纪中叶以前,英国粮食供应充足,恩格斯认为“一方面,由于

当时的条件,谷物价格必然低廉;另一方面,由于肉类价格昂贵,许多耕地变成

了牧场”。随后,随着机器的使用,人口的增加,英国开始从国外输入粮食。对

法战争使粮食输入发生困难,谷物价格上涨了,不久前变成牧场的大部分土

地,又重新种植谷物了。在《爱尔兰史》中,恩格斯认为,地主和资产者为了自

己的利益,不考虑爱尔兰当地的气候和自然条件适宜于种植什么,而是根据自

己的需要来决定爱尔兰的农业发展。比如,“今天英国亟需有保证地输入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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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于是爱尔兰就似乎是天生适于种小麦的;明天英国需要肉类,于是爱尔兰

就又只适于作牧场之用了”(马克思、恩格斯,1964:549)。恩格斯的初衷并不

是要分析和说明人类的生产活动对农业生态的影响,但其对爱尔兰地主和英

国资产者从自身利益需要来决定爱尔兰农业生产的分析中充分说明,人类为

了获取高额的利益,不顾气候和自然条件来安排农业生产,一方面是对自然条

件的浪费,另一方面也造成农业生态的破坏。
  在自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土地被人类用于何种用途主要取决于土地作

物能给种植者带来的收益。这一方面表达了在资本主义利润原则驱动下,人
类可能会为了多获得利润而忽略土地的自然条件及周围的生态环境使用土

地,造成农业生态的破坏。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工商业、房地产的巨额

利润会诱使人们更愿意将土地投入工商业和房地产的发展中。从牧场到耕地

的转变还较容易,但从工商业、房地产用地向耕地的转变则非常困难。因此,
一个国家需要一定的政策来保证耕地的供给量,以保障一国的粮食安全。
  另一方面,为了恢复及改善生态系统,我国实行了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

政策,在一些具有较大生态效益的地区还实行了禁止开发的保护政策。但一

直以来,生态保护则经济贫困、经济开发则生态破坏的两难境地困扰着政策执

行者。恩格斯的农业生态既取决于自然条件又取决于人的欲望的观点告诉我

们,无论是退耕还林还是退耕还草又或是禁止开发的政策,要想真正达到恢复

或改善农业生态的目的,必须使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通过保护生态而获得的

收益大于忽视生态而进行经济开发所能获得的收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就需要

政府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加大生态补贴力度,引导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主

动保护生态环境。
  另外,在市场经济深化发展的过程中,农户和农业合作组织在选择作物种

植及土地利用时,必定会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但从经济利益出发的农业生

产,未必有利于农业生态的发展,甚至一定程度上会靠牺牲农业生态化来实现

利润最大化。因此,农业生产的发展要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结合,而要

做到这一点,除了提高生产经营者的生态意识外,政府在农业生产发展方向的

决定上要有一定的指导。
(二)农业生产方式对农业生态的影响

  农业生产方式首先是指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所采用的农业生产方法和农

业科学技术水平。研究恩格斯有关著作中对耕作方法和农业科技问题的分析

可以发现,在农业生产方法的改良和农业科学技术提高过程中,如何有效恢复

地力,保持耕地的可持续利用,是恩格斯始终关注的问题。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指出,许多小土地占有者,“他们沿用祖

传的不完善的老方法耕种一小块土地,他们以那种一切都从习惯而且世世代

代都不知道改变的人们所特有的顽强性来反对任何新事物”(马克思、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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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285);相反,随着土地慢慢走向集中,“大佃农开始下本钱来改良土壤,拆
毁不必要的篱笆,排干积水,施以肥料,使用较好的农具并实行系统的轮作制”
(马克思、恩格斯,1957:293)。在土地集中的过程中,大佃农阶级可以用更合

理的方法耕种自己的土地,而且具有大规模经营和投资改良土壤所产生的一

切优越性。轮作制是恩格斯非常推崇的一种农业生产方式。在《爱尔兰史》
中,恩格斯引述了英国著名农学家阿瑟·杨格对爱尔兰农业生产状况所做的

记录,描述了一种农民的原始耕作方式,即农民采用轮播的方式,通过不同作

物的轮播种植来调节土壤营养,改良土壤的方式。这种农业生产方式虽然原

始,但却能在不借助化学肥料的情况下带来极好的收成。
  马尔克是古代日耳曼人按地域关系由若干大小不等的村落组成的土地公

有私用的农村公社,它是从氏族公社向土地私有制过渡的一种社会经济组织

形式。在《马尔克》(1882)中,恩格斯对这种古老的农村公社组织实行的强制

轮作制进行了研究。马尔克的耕地和草地的利用,是要受到公社的监督和调

整的。“凡是实行三圃制的地方(差不多到处都实行这种制度),村的全部耕地

被分成相等的三大块,其中每一块轮换地第一年用于秋播,第二年用于春播,
第三年休耕。所以,一个村每年都有它的秋播地、春播地和休耕地。在分配土

地的时候,就要注意到使每一个社员在这三块土地上都能得到同样大小的一

份,以使每个人都能不受损失地适应公社的强制轮作制;按照这种制度,他必

须在他自己这块秋播地里进行秋播等。”(马克思、恩格斯,1963:358)这种土地

的轮作制,是一种对土地的可持续耕作方法。在马尔克,每一块休耕地,在休

耕期间又成为公共财产,供整个公社当牧场使用。这种草田轮作制可以不断

地恢复和提高地力,增加作物和牧草产量。
  马尔克制度对于农业生态良性循环非常有利的特点在于,在公社的监督

下,每一块休耕地,在休耕期间成为公共财产,供整个公社当牧场使用。而其

他两块土地,在收获以后直到下次播种以前,同样又成为公共财产,被当作公

共牧场使用。但由于新的农业经营方式的采用,马尔克逐渐消失了。“对于小

农来说,不利用马尔克就不能养家畜,没有家畜就没有粪便,没有粪便就没有

合理的耕作。”(马克思、恩格斯,1963:368)在这里,恩格斯实际对马尔克制度

对农业生态的积极作用表示了赞赏,马尔克制度使农业生产形成一个良性循

环的小生态系统,休耕的土地不但实现了地力的恢复,而且作为公共牧场在养

家畜的同时,家畜的粪便又为合理的耕作提供了肥料。随着大农业的发展和

农业机械的使用,这种良性循环的农业生态系统被破坏了。由于农业的巨大

进步使农艺成为一门科学,并且在农业中采用了全新的经营方式,马尔克制度

在经济上显得落伍,作为农业经营方式已经失去了生命力。不仅是农业科学

的进步,而且还有新发明的农业机械,都需要土地的大规模经营,这就日益使

马尔克这样一种小规模的经营变成一种过时的、不再有生命力的经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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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角度看,马尔克的这种休耕的耕作方法对地力

的保护是值得我们在现代化的、大规模农业生产中借鉴的。
  恩格斯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早在《国民

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他就认为将科学应用于农业,可以使自然力服从于人类,
可以使无穷无尽的生产能力为大众造福。恩格斯认为,在耕地面积有限的情

况下,随着在这个有限的土地面积上使用的劳动力随人口的增加而增加,产量

也许并不能和化肥、劳动的使用量同比例增加,但科学技术作为农业生产的一

个重要影响因素,却可以大大提高农业产量。“一个对经济学家来说当然是毫

无意义的要素———科学,它的进步和人口的增长一样,是永无止境的,至少也

是与人口的增长一样快。仅仅一门化学,甚至仅仅亨弗利·戴维爵士和尤斯

图斯·李比希二人,就使本世纪的农业获得了怎样的成就?”(马克思、恩格斯,
1956:621~622)在大大肯定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对农业产量提高的巨大作用的

基础上,恩格斯表达了人口数量相对于产品数量来说不存在过剩的观点。值

得注意的是,恩格斯注意到了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农产品数量增加方面的

巨大作用,但却没有注意到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导致“掠
夺式农业”发展的动力之一。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农业生态会产生正反两

方面的作用,不顾自然承受力而一味地以增加产量为目标的农业科学技术的

发展必然会破坏农业生态系统,而这种被破坏的农业生态系统在无法实现自

我恢复的情况下,最终还须依靠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即兼顾农业生态系统的

恢复和农产品产量提高的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来实现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

展。
(三)工业发展对农业生态系统的影响

  工业的发展对农业生产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使农业生态系统发生

了很大的改变。恩格斯对此的分析是从两方面进行的:一是工业的发展对农

业生态系统的直接影响;二是工业发展对农业劳动力的影响从而导致了农业

生态系统的变化。
  工业的发展对农业生态系统的直接影响,首先表现在城市工业发展过程

中造成环境污染及聚集在城市的人口、牲畜粪便不能有效还田带来的损失,这
在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有详细描述,但恩格斯在这一时

期还没有明确注意到工业发展对农业产生的直接影响。1865年3月29日,
在致弗·阿·朗格的一封信中,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一

定阶段,“城市工业就能腾出足够的人员,给农业提供同以前完全不同的力量;
科学终于也将大规模地、像在工业中一样彻底地应用于农业;欧洲东南部和美

洲西部的天然肥沃的极其富饶的地区将以空前巨大的规模进行开发。如果这

些地区都已经开垦出来,可是还有匮乏现象,那才是该说‘应该警惕’的时候”
(马克思、恩格斯,1972:470~471)。这种“工业反哺农业”的思想也仅仅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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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机器、技术等方面对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的作用而言。这一时期恩格

斯在工业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上持乐观态度,认为在工业对农业的巨大推动作

用发挥出来之前,还不到对农业警惕的时候,因此,对于工业发展所带来的农

业生态方面的负面影响,恩格斯在这一时期也没有太多关注。
  恩格斯明确谈到工业对农业生态及农村环境造成破坏主要是在19世纪

70年代所写的著作中。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认为,蒸汽机在工业革命中

起了基本的作用,蒸汽机的资本主义使用使蒸汽机既可以在城市中集中,又可

以在乡村中进行工业生产。“蒸汽机的第一需要和大工业中差不多一切生产

部门的主要需要,都是比较纯洁的水。但是工厂城市把一切水都变成臭气冲

天的污水。因此,虽然向城市集中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但是每个工业

资本家又总是力图离开资本主义生产所必然造成的大城市,而迁移到农村地

区去经营。”(马克思、恩格斯,1971:320)工厂向农村地区的迁移,同时就将工

厂的污染带到了农村。蒸汽机的使用需要清洁的水,而从工厂排出的却是被

污染了的臭气冲天的水。这些被污染的水排向自然界中,对农业生态系统中

的水循环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作用。
  农业是一个人、自然、社会相互联系的完整的生态系统,农业生态系统中

正常的新陈代谢应该能保持这三者之间的平衡,因此,农业劳动力的状况也是

农业生态系统的重要因素之一。工业的发展在影响农业生态系统的自然状况

的同时,也对农村劳动力产生了重要影响。恩格斯在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的

同时,客观地指出,“马尔萨斯的理论却是一个不停地推动我们前进的、绝对必

要的转折点。由于他的理论,总的说来是由于政治经济学,我们才注意到土地

和人类的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1956:620),把人口问题和土地及人类的生

产力相联系,包含有一定的生态思想。工业的发展引起农村剩余人口的出现。
“这架最初很不完善的机器的出现,不仅引起了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而且也

促进了农业无产阶级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1957:285)由于工业的迅速发

展产生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工业部门的工资提高,原来工业劳动和农业劳

动的结合,现在,“因为织工在织机旁能赚更多的钱,他们就逐渐抛弃了自己的

农业而专门织布了”(马克思、恩格斯,1957:284)。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
这便导致农业的变革,即土地集中和耕作规模化。而农业的这种变革,又使小

自耕农无法同大佃农进行竞争,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土地,变成农村无产者。农

村剩余劳动力便在这种循环中产生了。然而,在工业的发展有些缓慢的时期,
“机器的不断改进已经不容许工业全部吸收来自农业区的过剩的劳动人口”
(马克思、恩格斯,1957:549)。恩格斯认为,农业领域的过剩人口是一下子出

现的,这种过剩人口不能像在工业区里面那样用扩大生产的办法来吸收他们。
大农场制度的不断发展引起了脱谷机和其他机器的应用,田间工作中大量采

用妇女和儿童劳动,这又促使农村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人口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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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集中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引起了极端不利的后果。伦敦的空气永远不会像

乡间那样清新而充满氧气。”(马克思、恩格斯,1957:380)并且,这种人口向城

市的大规模集中,在“使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的同时,也使人类对环

境的压力增加了100倍。人类对环境的压力一方面表现为城市环境的恶化,
另一方面表现为人类消费排泄物不能还田所造成的环境压力和土地营养的流

失。更为重要的是,大批青壮年农村劳动力离开农业生产领域,更促使农业生

产依赖于工业化、化学化的生产方式,是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土地规模化经营的生态影响

  土地的规模化经营一方面使农业生产中能利用机器进行集中耕作,提高

农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从对人的影响来看土地的规模化经营也促使农业

生产领域出现阶级分化,农业过剩人口出现。从对自然的影响来看,土地的规

模化经营会造成对土地的掠夺性耕种,导致地力耗竭。这些思想在恩格斯的

著作中都有论述。
  在英国,工业的初期迅速发展产生了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工资提高了,
因此,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在产业工人放弃了农业以后,
许多土地闲起来了,在这些土地的基础上,就产生了大佃农阶级。”(马克思、恩
格斯,1957:285)土地的集中和耕种的大规模化,对当时英国农村社会的进一

步分化起了很大作用。将土地集中起来的大佃农阶级,由于耕作得较好,而且

经营规模较大,能够提高经营土地的收益,他们的农产品可以比小自耕农卖得

便宜,这就使小自耕农在竞争中逐渐破产。而大佃农阶级因为耕作得较好而

且规模较大,所以能够提高土地的收益,“这些人用更合理的方法耕种自己的

土地,而且具有大规模经营和投资改良土壤所产生的一切优越性”(马克思、恩
格斯,1957:285~286)。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农业机器的使用,在加剧农村劳

动力向城市和工业流动的同时,也开始破坏地力。在19世纪70年代写的《伦
敦来信,英国农业工人的罢工》(1872年4月20日)中,恩格斯又一次谈到了

大土地所有制对农业工人的影响:“土地被分成大的地段,由人数不多的为租

佃农场主做工的农民用机器耕种”,“农业工人的人数同他们耕种的土地比较

起来本来已经很少,而由于采用新机器,人数还在逐年缩减”(马克思、恩格斯,
1964:81)。在农业生产中,大土地所有制总是和机器耕作相联系的,而大土地

和农业机器的联合,必然使农业生产中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即农业耕作中所需

要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这些被农业机械排挤的农业工人如果能很快在工业

中找到工作,也不会形成什么社会问题。但是,由于工业资本有机构成甚至比农

业资本有机构成更快地提高,工业生产领域的工人也不断被排挤出劳动领域,这
就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城市的就业遇到了困难。加之,农民由于自己原有的知

识结构,不能很快地跟上工业化发展的步伐,这更加剧了就业的困难。
  在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过程中,土地的大规模耕作模式形成,这种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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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面,同时又有破坏地力的一面。1881年7月

2日,恩格斯在《劳动旗帜报》上发表的一篇社论《美国的食品和土地问题》描
述了大规模耕种的优越性:美国西部大片正在开垦的土地,那些土地无论从地

势上还是从营养物质上来说都是极好的,适合于直接耕种而不需要做任何准

备工作。这是最适合于大规模耕作的土地,并且也正在以最大的规模来耕种。
这种农场土地,“是由训练、指挥和组织得像兵士一样的人、马和工具的正规军

来耕作的”(马克思、恩格斯,1963:296),美国在农业生产方式上的这种革命,
加上新的运输工具的发明,使美国的小麦价格非常低廉。同时,恩格斯也认识

到资本主义竞争中的这种大规模耕种的恶劣后果。从恩格斯对美国农业生产

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利润仍然是农场主和大地主所极力追求的。如果谷物无

利可图,肉类会有利可图,则耕地就变成牧场。因此,农业生产种植什么,怎样

耕种,都是由利润规律所决定的。有人认为,这种耗尽地力的耕作制度是不能

永远继续下去的,事情一定会好转的。但是恩格斯认识到,只要还有未开垦的

土地,这种耗尽地力的生产过程就会继续进行下去。“这种制度,在它灭亡以

前,还将存在很长一个时期,至少足以把欧洲所有的大小地主扼杀两次。”(马
克思、恩格斯,1963:298)

三、城乡融合及农业生态矛盾的消解

  工业的发展、农业机械的使用、土地规模化经营都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

力的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恩格斯在肯定这些因素对农业生产的积极作

用的同时,也看到了相反的一面,从而向人类作出“自然的报复”的警示。同

时,对恩格斯的著作、手稿的文本分析中,还可以看到恩格斯对如何消解所出

现的农业生态矛盾有独到的看法,主要表现在恩格斯对“城乡关系”、“社会组

织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的分析中。恩格斯关于如何消解农业生态矛盾的思

想,对于我国化解当前农业生态危机、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路径选择有重要的

借鉴意义。
(一)城市与农村的对立及其消解

  传统的城市化、工业化在利润原则的驱动下一味地追求高增长,以牺牲资

源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增长,不仅造成城市的污染,而且对农村生态造成了

恶劣的影响,在清洁的水资源的占有、土地利用及劳动力使用等方面形成了城

市与农村的对立。对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对立及其逐渐走向融合,恩格斯在

其著作中曾多次论述过。
  在1847年10月底到当年11月所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对城市

和乡村之间对立的消除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认为,由于私有制的压迫和土地

的分散,很难在农业中运用当时的改良和科学成就,只有在社会按照实有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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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整个社会需要而制订计划来支配农业生产时,农业生产才会进入繁荣的时

代,并将给社会提供足够的产品。在此基础上,恩格斯认为,阶级的存在是由

分工引起的。若要把工业和农业提高到能够为全社会提供足够产品的那种水

平,单靠机械的和化学的辅助工具是不够的,还必须相应地发展运用这些工具

的人的能力。因而,恩格斯主张通过教育使人摆脱分工所造成的人的片面性。
“由此可见,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从事农业和工业劳动的将是同

样的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单从物质方面的原因来看,这已经是

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必要条件了。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

中只是工农业发展水平不够高的表现,它是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种障碍在目

前已经深深地感到了。”(马克思、恩格斯,1958:371)在这里,恩格斯是通过对

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认为可以通过共同联合体统一组织生产,通过消除

旧的分工、进行教育等,来实现城乡的融合。
  到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进一步阐明自己的城乡融合思想。在《反杜林

论》中,恩格斯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

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正如它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的需要一

样。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毒才能排除,只
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现在城市中日益病弱的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
是用来作为植物的肥料。”(马克思、恩格斯,1971:321)在这里,恩格斯重申了

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述过的工业发展对城市空气、水及土地造成的

污染。恩格斯不仅认识到工业对生态所造成的污染,而且认识到城市中人类

的消费排泄物不能还田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在恩格斯的笔下,城乡对立既不

利于城市工业的发展,又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那么,这种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如何消灭呢? 如何实现城市和乡村之

间的融合呢? 恩格斯指出:“大工业在全国尽可能平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

乡村的分离的条件。”这种“尽可能平衡的分布”应该是一种考虑到生态系统承

受能力的工业分布。这一思想与恩格斯1853年在《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
中所推崇的工业与农业交错分布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恩格斯对瑞士工农业

的考察向人们勾勒出一幅工农业生产和谐发展的美好画面。“在瑞士,人们几

乎不知道利用蒸汽;大工厂仅仅在少数地方才有;人力便宜,人口稀少,适合修

建磨坊的山地小河比比皆是———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情况,就促使瑞士

建立与农业错综结合的小型分散的工业,这是对瑞士最适合的工业生活形

式。”(马克思、恩格斯,1961:103)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谈到工业的发展对

农村环境造成的污染时,说:“要消灭这种新的恶性循环,要消灭这个不断重新

产生的现代工业的矛盾,只有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只有按照

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的那种社会,才能允许工业按照最适

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的原则分布于全国。”(马克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122  海派经济学 第12卷第2期

思、恩格斯,1971:320)恩格斯的这些论述表现了他的一个思想,即每个国家都

有适合自己发展的工业生活形式。瑞士当时的这种与农业错综结合的小型分

散的工业发展模式,没有引起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这在资本主义工业大发展的

当时看似乎是落后的,但它同时也表现为工业的发展没有对农业的发展造成

大的破坏。在农业生态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受到工业发展的影响而遭

到破坏的今天,这种与农业错综结合,在工业发展的同时充分考虑农业生态的

发展空间的工业形式,无疑是值得借鉴的。
  城乡融合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问题。恩格斯在

《马尔克》的考察中认为,马尔克虽然是历史上已经过时的一种农耕制度,但马

尔克的方法是好的,应该采用马尔克的方法,但不用陈旧的过时的形式,而要

采用新的形式,这种新的形式就是采用一种更新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方法,以便

使这种土地占有制不但能保证小农社员得到大规模经营和采用农业机器的全

部好处,而且能向他们提供资金去经营(除农业以外)利用蒸汽和水力的大企

业,不用资本家而依靠公社本身的力量去经营大工业。“经营大农业和采用农

业机器,换句话说,就是使目前在耕种自己土地的大部分小农的农业劳动变为

多余。要使这些被排挤出农业的人不致没有工作,或不会被迫集结城市,必须

使他们就在农村中从事工业劳动,而这只有大规模地、利用蒸汽或水力来经

营,才能对他们有利。”(马克思、恩格斯,1963:369)他认为,大土地所有制和采

用农业机器能给农民带来好处,但为了保证小农社员得到这种好处,就必须采

用新的形式,即在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同时,由公社经营大工业。土地的大规模

经营和农业机械的使用,必然会使土地所需要的劳动力减少,从而使农业劳动

变为多余。由公社经营大工业,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可以在农村中从事工业劳

动,这样,既可以发展大农业,又可以有效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避免农业

劳动力集结在城市中形成的贫困。这仍然是一种农业与工业相结合发展的思

想,与他在《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中对瑞士工业发展模式的看法是一致的。
(二)社会组织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根据恩格斯的分析,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生产必然会逐渐走向土地集中

和规模化经营。在这种农业大规模经营过程中,会形成农业生态的破坏及城

乡对立的加剧。恩格斯认为城乡的融合需要联合体统一组织生产,在《论权

威》中强调了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社会组织的重要性。
  对于“权威”,恩格斯并不一概地反对,相反,他主张客观地认识权威的作

用。“我们只要考察一下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那些经济关系,即工业

关系和农业关系,就会发现,它们有一种使各个分散的活动越来越为人们的联

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甚至在农业中,机器和蒸汽也越来越占统治地位,
它们正缓慢地但却一贯地使那些靠雇用工人耕作大片土地的大资本家来代替

小自耕农。可见,联合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的复杂化,正在取代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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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立活动。但是,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
(马克思、恩格斯,1964:341~342)恩格斯认识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经营需要

“权威”来组织生产,同时,“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

大农业的发展而复杂化,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马克思、恩格

斯,1964:343)。
  这一强调社会组织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的思想,对于我国当前农业生

产方式的改革尤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由于新型农业机械的使用、农业科

学技术的发展,一家一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局限性越来越暴露出来,在
保持农村基本土地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加快土地流转,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
是我国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的唯一出路。土地流转并不意味着农民失去土

地,而是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现以土地为纽带的联合经营,农民专业合作

组织是实现这一联合经营的新型组织形式。值得注意的是,是否兼顾农业经

济效益和农业生态效益,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选择种植什么、如何种植、农
产品市场如何开发等问题的关键。我国的农业生产方式转变,需要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权威”组织首先确立农业生态化发展的理念,
摆脱单纯以“增产”为目标的发展观念,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新型农业科学技

术的采用等都要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最终以农业生态效益促进农业经

济效益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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