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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能摆脱生态危机吗 ?＊

———评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世界观当代意义的揭示

陈　学　明

提　要  福斯特认为 ,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 ,消除生态危机的关键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他依据当今世界上

所发生的种种事实 , 证明了马克思的观点的正确性 , 并指导人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生态

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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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  男 , 1947年生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 、副主任 , 中国当代国

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 , 200433。

＊本文是下述研究项目的成果: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 “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历程研究”(批准号为

03ＢＫＳ006)、教育部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复

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项目 “苏东剧

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当代意义的研

究”(批准号为 02ＪＡＺＪＤ720006)、教育部应急委托课

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研究”

(批准号为 2008ＪＹＪＷ018)、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

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家创新基地项目 “新帝国主义

研究 ”(批准号为 05ＦＣＺＤ009)、教育部重大攻关课

题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批准

号 07ＪＺＤ0002)和上海市重点学科 “当代国外马克思

主义 ”。

　　“条条道路通罗马 ”,这是古罗马在其鼎

盛时期为世界所瞩目的写照。 20世纪 60年

代末 ,全世界再次把目光投向罗马。几十名

专家 、学者成立了专门研究全球问题和人类

困境的 “罗马俱乐部 ”,写出了一份份足以使

全体地球人惊心动魄的报告 。这些报告指

出:人类在对自然界进行征服的同时 ,正在侵

犯自己乃至子孙后代的生存基地 ,人类赖以

生存的生命圈正在缩小 ,自然灾害将空前地

增多并趋向恶化 ,人类的生存空间正在被沙

漠吞噬……。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 ,纵观整个世界 ,环境

污染 、生态破坏仍在继续 ,甚至在有的地区还

变本加厉。人类仍然面临自然危机 、生态危

机的威胁。

那么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人类在环境保

护方面如此举步维艰 ?约翰·贝拉米·福斯

特(ＪｏｈｎＢｅｌｌａｍｙＦｏｓｔｅｒ)对马克思的唯物主

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生态意蕴的揭示以及对

马克思 “新陈代谢 ”理论的研究 ,就旨在借助

于马克思主义对此作出正确的回答 。

在福斯特看来 , “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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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深刻的 、真正系统的生态世界观 ”。①这一

生态世界观实际上早已对人类何以不能卓有

成效地摆脱生态危机的缘由作出过深刻的分

析 。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清清楚楚地告诉人

们:人类消除生态危机 、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

起真正和谐的关系的最大障碍就是资本主义

制度。资本的本性是与自然根本对立的 ,只

要资本的逻辑在这一世界上还畅通无阻 ,那

么人类要走出生态危机就是一句空话。福斯

特强调 ,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对当今人类的

最大启示就是 ,如果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 ,要

摆脱生态危机就只能是梦想。人类反对资本

主义的理由不仅仅在于这是一个促使一些人

残酷地剥削另一些人 、造成人与人之间不平

等的制度 ,也在于这是一个促使一些人无止

境地掠夺自然 ,造成人与自然之间对抗的

制度。

一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共产党宣

言 》和 《资本论》是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三部

主要著作。在福斯特看来 ,马克思的这三部

著作集中表述了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 ,他正

是通过对这三部著作的研究 ,论述了马克思

是如何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在本质上是反生

态的。

马克思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以

发展劳动异化概念而闻名。福斯特指出 ,马

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是将论述劳动异化与论述

自然异化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 ,马克思

谈论异化的时候不仅是指劳动异化 ,而且也

把自然异化包含于其中。福斯特认为 ,马克

思所说的异化既是人类对自身劳动的异化 ,

也是对人类自身改造自然的积极作用的异

化 。马克思指出 , 这种异化 “使人自己的身

体 ,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 、他的精神本质 、

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 ”。福斯特认为 ,

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是改造了黑格尔的异化概

念而提出来的 ,其中一个重大改造就是把自

然异化也纳入异化的范围 。马克思把黑格尔

视为第一个发展了劳动异化概念的人 ,但认

为他是在唯心主义领域内发展的 ,其主要表

现为只是把异化视为脑力劳动的异化 ,未能

认识到人类实践活动的自我异化是人类异化

的基础 ,这种异化不仅仅包括人类对其自身

的异化 ,而且也包括人类对其自身的和真实

的感性存在的异化 ,亦即人类同其与自然关

系的异化。黑格尔也谈到过自然界的异化问

题 ,但认为这是自然界本身造成的 ,提出 “自

然界的目标就是自己毁灭自己 ”。在福斯特

看来 ,马克思与黑格尔不同 ,他把人类实践活

动的自我异化视为异化之基础 ,即一切人类

异化都由此而产生 ,因此马克思就顺理成章

地把人类同其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也包含在异

化范围之内 ,这是对黑格尔异化概念的一个

根本性的改造。

欲知马克思究竟是如何看待自然异化的

根源的 ,只要看一看他是如何分析土地异化

的就清楚了 。福斯特指出 ,马克思的土地异

化概念 “既意味着那些垄断了地产从而也相

应垄断了自然基本力量的人对土地的统治 ,

也意味着土地和死的事物对大多数人的统

治 ”。②这就是说 ,土地的异化不仅是指那些

垄断者对土地的统治 ,而且也指土地和死的

事物对大多数人的统治。而且 ,这两个方面

的含义是联系在一起的 ,前者是后者的基础 ,

而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马克思认为 ,这

种土地异化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封建社会

中就早已出现。封建领主成为土地的主人并

用土地来统治农民 ,实际上 “封建的土地占

有已经包含土地作为某种异化力量对人们的

5

①

②

Ｊ.Ｂ.Ｆｏｓｔｅｒ, Ｍａｒｘ' ｓＥｃｏｌｏｇｙ: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ｅ, ＭｏｎｔｈｌｙＲｅｖｉｅｗＰｒｅｓｓ, 2000,ｐ.Ⅷ .福斯特

的这一著作已有中译本 ,刘仁胜等译 , 高等教育出版

社于 2006年出版。本文在翻译福斯特的相关原文

时 , 参阅了这一中译本。

Ｊ.Ｂ.Ｆｏｓｔｅｒ, 2000, ｐ.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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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马克思认为 ,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

种土地异化日趋完善 , “资产阶级在表面上

反对地产制度的同时却在其发展的关键时期

依赖于地产制度 ”, 资产阶级变本加厉地通

过对土地的统治来实现对其他人的统治。

“大地产”在 “把绝大多数人口推进工业的怀

抱 ”的同时 , “把它自己的工人压榨到完全赤

贫的程度 ”。福斯特认为 ,根据马克思的理

论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大地产在土地垄断过

程中的作用 , 即在土地异化过程中的作用

“同资本对金钱的统治作用相类似 ”,也就是

“死的物质 ”对绝大多数人的统治 。人们常

用 “金钱没有主人 ”来说明 “死的物质对人类

的完全统治 ” ,我们同样可用 “土地没有主

人 ”来表达 “死的物质对人类的完全统治 ”。

马克思一语中的:土地异化表明了这样一个

事实:“土地也像人一样” ,已经降到 “买卖价

值的水平”。①

土地异化如此 ,其他自然物的异化也是

如此。福斯特认为 ,强调自然异化是人为造

成的 ,具体地说 ,是由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

造成的 ,这是马克思的 《1844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的最重要的核心内容。福斯特认为 ,

马克思从 16世纪初伟大的农民战争中的革

命领导者那里获取灵感 ,这些领导者在那时

就已把 “物种转化为如此五花八门的财产形

式 ”视为对人类和自然的打击 。马克思也同

样强调把自然物变为私有财产 ,既是人类异

化 ,也是自然异化的真正根源。私有制是一

种金钱崇拜的制度 ,而正是金钱崇拜使金钱

成为一种独立的东西 ,成为一切事物的 “普

遍价值 ”,于是人类本身的价值被剥夺了 ,自

然本身的价值也被剥夺了 。

福斯特非常重视马克思在 《1844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 》中第一次引入的 “联合 ”和 “联

合生产者”的概念。在他看来 ,这是马克思

对如何消除自然异化的深刻探讨。既然自然

异化是由私有财产制度带来的 ,那么消除异

化也就是必须以消除私有财产制度为前提。

那么如何消除私有财产制度呢 ?马克思在这

里提出通过 “联合 ”来实现 。马克思特别研

究了如何使这种 “联合”“应用于土地 ”,即在

农业生产中实施 “联合 ”。马克思指出 , “联

合也就通过合理的方式 ,而不再借助于农奴

制度 、老爷权势和有关所有权的荒谬的神秘

主义来恢复与土地的温情脉脉的关系 ,因为

土地不再是买卖的对象 ,而是通过自由的劳

动和自由的享受 ,重新成为人的真正的自身

的财产 ”。②福斯特认为 ,通过 “联合”来消除

私有制 ,进而消除自然异化的社会就是共产

主义社会。共产主义在马克思那里不仅是一

个人道主义的社会 ,而且也是一个自然主义

的社会 。马克思明确地说道 ,这种积极的共

产主义 , “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 ,等于人道

主义 ,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 ,等于自然主

义 ,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 、人和人之间的矛盾

的真正解决 ,是存在和本质 、对象化和自我确

定 、自由和必然 、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

解决”。共产主义之下的社会因为不再把私

有财产制度和积累财富作为工业的推动力而

被异化 ,从而 “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

质的统一 ,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 ,是人的实现

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

义 ”。③

《共产党宣言》常被一些人说成是 “反生

态的”。福斯特指出 ,这些人对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 《共产党宣言 》的这种指责 ,实际上是

站在后现代主义立场上来反对现代主义 ,即

“隐含着一定的反对现代主义的假设” ,而这

种后现代主义的假设 “在许多绿色理论中都

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认为 ,这些人攻

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共产党宣言 》的基本

手法一方面是把本来不属于马克思的思想硬

说成是马克思的观点 ,例如这些人把马克思

所批评的蒲鲁东对机器的颂扬的论点 “以某

6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卷 , 人民出版

社 , 1979年 ,第 85页。

同上 ,第 85 ～ 86页。

同上 ,第 118 ～ 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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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式转换成马克思的观点 ”,另一方面则

抓住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话大做文章 ,

肆意歪曲。福斯特不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描述过 “农村生活的愚

昧状态 ”,但他指出 ,最要紧的是不能把马克

思和恩格斯对 “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 ”的描

述理解为他们认为 “自然应当受到轻视 ”,而

应当理解为他们强调了 “城乡对立是资产阶

级文明异化本质的一个主要表现 ”。① 马克

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深刻地揭露了在城乡对立

下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的包括生态环境在

内的生存环境之恶劣。马克思始终认为 ,在

无产阶级被剥夺了空气 、清洁和真正的物质

谋生手段的同时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乡村农

民则被剥夺了与世界文明的所有联系。福斯

特也不否认在 《共产党宣言 》中能够找到对

“自然力的征服” 、“整个大陆的开垦”加以赞

扬的词句 ,但他强调 ,这里看不出他们祈求一

种 “机械的普鲁米修斯主义” ,即并没有推崇

“毫无保留地”以牺牲农业 、牺牲生态为代价

的所谓机械化与工业化。

福斯特认为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

的伴随资产阶级文明而产生的资本主义各种

矛盾中 ,就包括生态矛盾。他们强烈地意识

到 , “资本主义创造财富的特征伴随着大多

数人口相对贫困的增长 ”,与此同时 ,他们也

明白 , “`自然力的征服 ' 伴随着自然的异

化 ”,并且提出这种自然的异化 “存在于作为

资本主义核心问题的城乡分离之中 ”。②福

斯特认为 ,在 《共产党宣言 》的第二部分 ,特

别是在第二部分的 “十点计划 ”中 ,马克思和

恩格斯就生态矛盾问题已作出了简短而又深

刻的论述。例如 ,他们在关于如何建设一个

劳动者联合起来的社会的建议中 , 强调了

“完全可以如此称呼的生态因素 ”。而在他

们以后的著作中 ,则更是对生态矛盾问题进

行了系统的思考 ,并且已把此列入 “批判现

代文明 ,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内容 ”。

福斯特承认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共产

党宣言 》中对生态矛盾的分析 ,并没有把解

决生态破坏问题视为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运

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 “在他们强调生态矛盾

的地方 ,他们似乎也不相信生态矛盾有可能

发展到成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起到

核心作用的程度 ”。但与此同时 ,他也指出 ,

正是在 《共产党宣言 》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已

经把关于建立与自然的可持续性关系的思考

作为 “关于共产主义建设论证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③福斯特强调 ,马克思的生态世界

观的一些核心理论实际上在 《共产党宣言 》

中已经形成 ,即所有的生态问题都是由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所引起的。城乡对立的解决乃

是超越人类对自然异化的关键因素 ,而要消

除城乡对立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这

就是说 ,人类生态问题的解决 “有赖于超越

资产阶级社会的视野” , “有赖于把此作为无

产阶级运动的直接目标 ”。他这样说道 ,在

生态问题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

言 》中一方面 “小心翼翼地避免陷入空想社

会主义者为未来社会设计远远脱离现实的蓝

图的陷阱” ,另一方面还是强调了 “通过行动

来解决自然的异化问题 ”, “以便创造出一个

可持续的社会”。这里所说的 “行动 ”就是反

对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这里所说

的 “可持续的社会 ”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

产主义社会 。

《资本论 》被公认为马克思最重要的著

作 ,但人们往往忽视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所

提出的 “新陈代谢 ”理论 。福斯特认为 ,实际

上 “新陈代谢”理论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

极为重要 ,正是借助于这一理论 ,马克思把他

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以下三个方面的批

判连接在一起:对直接生产者的剩余产品的

剥削的批判 、对资本主义地租理论的批判以

及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批判 。也正是借助

于这一理论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深入

7

①

②

③

Ｊ.Ｂ.Ｆｏｓｔｅｒ, 2000, ｐ.137.

同上。

同上 ,ｐ.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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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领域 ,从而展开了

对 “环境恶化”的深刻批判 ,而正是这一批判

“预示着许多当今的生态学思想”。①在福斯

特看来 ,研究马克思的 “新陈代谢 ”理论首先

要弄明白马克思关于 “新陈代谢 ”这一概念

的含义 ,即要明了马克思所说的 “新陈代谢”

指的是 “自然和社会之间通过劳动而进行的

实际的新陈代谢相互作用 ”;其次要搞清楚

马克思所说的 “新陈代谢断裂 ”是什么意思 ,

即要了解马克思用 “新陈代谢断裂 ”来表述

“在相互依赖的社会新陈代谢的过程中存在

着不可挽回的断裂 ,导致土壤再生产的必需

条件持续被切断 ,进而打破了新陈代谢的循

环 ”这样一个事实。②马克思的 “新陈代谢 ”

和 “新陈代谢断裂”的概念主要取自于农业

化学家Ｊ.Ｖ.李比希 ,但马克思对 Ｊ.Ｖ.李比

希的相关概念的内涵作出了重大修正 。例

如 ,马克思对 “新陈代谢断裂 ”概念的修正包

括两个方面:一是不再把这一概念局限于描

述土壤肥力的衰竭 ,而是用来指称资本主义

社会的整个 “自然异化” 、“物质异化 ”;二是

不认为这种 “断裂”仅仅发生在某一地区和

国家 ,而是强调这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甚至

是全球性的特征 。

福斯特认为 ,研究马克思的 “新陈代谢”

理论 ,最重要是要知晓马克思对 “新陈代谢

断裂”的原因的分析。他认为可以从中得出

以下 8点结论:(1)资本主义在人类和地球

的新陈代谢关系中催生出 “无法修补的断

裂 ”,而地球原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永久性

生产条件;(2)这就要求新陈代谢的 “系统性

恢复”成为 “社会生产的固有法则 ”;(3)然

而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规模农业和远程

贸易加剧并扩展了这种 “新陈代谢断裂 ”;

(4)对土壤养分的浪费反映在城市的污染和

排放物上;(5)大规模的工业和机械化农业

共同参与了对农业的破坏;(6)所有这一切

都是城乡对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写照;

(7)理性的农业需要独立的小农业主或者联

合而成的大生产商自主经营其生产活动 ,这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的;(8)需

要对人类和地球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进行规

整 ,从而指向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 。③在这 8点结论中最核心的就

是把包括土壤退化 、城市污染等在内的 “新

陈代谢断裂 ”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 。

福斯特引用了马克思在 《资本论 》第三

卷论述 “资本主义地租产生 ”的部分内容来

说明马克思是把 “新陈代谢断裂 ”与资本主

义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 ,马克思明确

地提出 ,正是资本主义的大土地所有制以及

由这种所有制所产生的 “各种条件 ” , “在社

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

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 ” ,马克思

在这里还强调 ,正是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和按

工业方式经营的资本主义大农业的 “携手并

进 ”,才带来了如此严重的 “新陈代谢断裂 ”,

前者 “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 ,即人类的

自然力 ”,而后者 “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

的自然力”。

福斯特还引用马克思在 《资本论 》第一

卷讨论 “大规模的工业和农业 ”时对资本主

义农业的批评来论证马克思总是结合资本主

义制度来分析 “新陈代谢断裂 ”的 。他认为 ,

马克思把批判对象直指 “资本主义生产 ”,认

为正是 “资本主义生产” “破坏着人和土地之

间的物质变换” , “从而也破坏了土地持久肥

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马克思还提出 “资本

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 , “不仅是掠夺劳动者

的技巧的进步 ,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

步 ”, “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

技术和结合 ”, “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

泉 ———土地和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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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Ｊ.Ｂ.Ｆｏｓｔｅｒ, 2000, ｐｐ.141 ～ 142.

Ｊ.Ｂ.Ｆｏｓｔｅｒ, ＴｈｅＥｃｏｌｏｇｙｏｆ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ｏｎｔｈｌｙＲｅｖｉｅｗ, 2007, 2, Ｖｏｌ.58, Ｎｏ.9, ｐ.10.

Ｊ.Ｂ.Ｆｏｓｔｅｒ, Ｍａｒｘ'ｓＥｃｏｌｏｇｙ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Ｗｉｎｔｅｒ,

2002.中译文载《国外理论动态》, 2004年第 2期 , 第

34 ～ 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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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特认为 ,阅读 《资本论 》, 特别是研

究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所提出的 “新陈代

谢 ”理论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马克思的如下

告诫:“资本主义积累的逻辑无情地制造了

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的断层 ,切断了

自然资源再生产的基本进程。”①如果说在

19世纪 40 ～ 50年代 ,马克思所关注的 “新陈

代谢断裂 ”主要是土壤肥力的衰竭 ,从而马

克思更多地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城市与

乡村的分离以及由此带来的产品的远程贸易

是 “新陈代谢断裂 ”的原因 ,那么到了 19世

纪 60 ～ 70年代 ,随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

中 “新陈代谢断裂”的关注从土壤肥力的丧

失扩展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的异化 ,

也就是说 , “新陈代谢断裂 ”这一概念已被马

克思普遍地用于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态

问题 ,马克思对 “新陈代谢断裂”根源的分析

也从比较直接 、表面的城乡分离 、远程贸易深

入到较为深层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大土地

私有制 。 “对马克思来说 ”,所有可以用 “新

陈代谢断裂 ”表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问

题 , “都是和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私人财产制

度 ”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或者说是 “它

的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果”。②

二

福斯特并不满足于通过对马克思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 》、

《资本论》等著作的研究 ,原则性地说明生态

与资本主义的对立 ,他还在此基础上依据马

克思的相关论述 ,具体地阐述了生态与资本

主义的对立究竟是如何展开的 ,也就是说 ,对

资本主义如何按照其 “内在逻辑 ”破坏生态

环境这一点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

福斯特在一篇题为 《反对资本主义的生

态学》的论文中明确地要求人们按照马克思

的思路认真地思考一下 “在全球资本主义与

全球环境之间潜在的灾难性冲突问题 ”。他

认为 ,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 ,人们对增长究

竟是否有极限的探讨尽管存在着片面性 ,但

无论如何 “揭示了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

所不愿意正视的自明之理 ,即有限环境内的

无限增长是一个矛盾”。追求利润 、追求无

限增长是资本主义的本性 , 而关键就在于 ,

“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一要务是利润的增长 ,

也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的经济增长 ”,而 “急如

星火地追求增长一般地说总是意味着迅速消

耗能源和原材料 ,总是意味着与此同时把越

来越多的弃物堆积到环境之中 ,从而也总是

意味着环境退化的日益加剧”。③

福斯特在这里还提出 ,与资本主义不顾

一切地追求扩张相伴随的是资本主义在投资

上的短视行为 。在对投资远景作出分析时 ,

资本家所关心的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收回

投资并确保永久的利润。即使在有些领域的

投资者 ,如投资矿山 、油井和其他自然资源的

资本家 ,从表面上看也有长远观点 ,但这种长

远观点全然出于要确保最终产品生产的原材

料供应 ,确保这种回报率从长期来看也非常

高 。而且这里所说的长远 ,时间视域也很少

超过 10 ～ 15年 ,这距离保护生物所需的 50

～ 1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差得太远了 。他强

调 , “资本家在决定投资时普遍存在的短期

考虑已成为从整体上影响环境的关键因

素 ”。这是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 。 “资本按

其本性需要在可预见的未来收回投资 ,再加

上需要有把握的利润为投资风险提供保证 ,

更需要所意向的投资比其他投资机会赚更多

的钱。”既然这是由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 ,那

么就与资本家是 “好人 ”还是 “坏人 ”无关。

福斯特这样说道:“主导投资决策的时间视

野并不是一个资本家本性是 好̀ '还是 `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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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Ｊ.Ｂ.Ｆｏｓｔｅｒ, ＴｈｅＥｃｏｌｏｇｙｏｆ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Ｍｏｎｔｈｌｙ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58, Ｎｏ.9, 2007, ｐ.9.

Ｊ.Ｂ.Ｆｏｓｔｅｒ, 2000, ｐ.174.

Ｊ.Ｂ.Ｆｏｓｔｅｒ, 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ｇａｉｎｓ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Ｍｏｎｔｈｌｙ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53, Ｎｏ.5, 2001, ｐｐ.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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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 ,而是一个制度如何运作的问题。”①

福斯特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以鲜明的立场

说道:“那些忠实地报效于 利̀润和生产这一

上帝 '的人 ,不断地要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

别处 ,降低我们的关切度 ,明明是现行的经济

制度造成了环境的退化 ,可他们却还在这一

制度本身寻找解决环境退化的途径 。从而在

当下 ,假如要真实地表述生态学与资本主义

之间的冲突 ,那就需要一种知识反抗形式(ａ

ｆｏｒｍ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即需要一种无情

地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既往的

支持这一制度掠夺环境的思想体系的知识反

抗形式 。我们正面临着一种严酷的选择:或

者拒绝把 利̀润这一上帝 '作为解决我们的

生态问题的途径 ,与此同时走向自然与人类

社会和谐地共同进化 ,以此作为建立一个更

公正 、平等的社会秩序的基本要素;或者我们

`吞下 '大自然的报复 , 吞̀下 '一种将马上失

控的生态和社会危机 ,这场危机将对人类和

与我们休戚相关的无数其他物种带来不可逆

转的 、极具破坏性的后果。”②福斯特所说的

人类所面临的抉择是切实存在的 ,但只要真

正知道了当前环境恶化的根源之所在 ,那么

人类实际上是不难作出选择的 。

福斯特在另一篇题为 《生态的破坏 》的

论文中 ,借助于电影 《燃烧 》的情节 ,来帮助

人们更为深切地理解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与

自然界关系的理论。他说 ,约瑟夫 ·熊彼特

曾经赞扬资本主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 “创

造性的破坏 ”,但这一电影所表现的真实的

故事却告诉人们 ,资本主义的这种 “创造性”

是 “具有毁灭性的创造性 ”。福斯特要表述

的基本观点是:破坏生态环境是资本主义的

本性之所在 ,是资本主义的最终命运。他指

出 , “资本对基于阶级的资本积累渠道的不

懈追求 ,不断地要求破坏现存的自然状态和

早先的社会关系 ”, “阶级剥削 、帝国主义 、战

争和生态的破坏不是资本主义历史上偶然发

生的事件 ,而是资本主义发展内在的本质的

特点”。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一天 ,就始终存

在着这样的危险:其 “破坏性冲动 ”就会转变

为 “破坏性的失控 ”,这就是 “资本主义的最

终命运 ”。而且 , “资本主义所破坏的不仅是

生产条件而且还有生活本身 ”。他强调 ,马

克思当年所说的资本主义的这种 “破坏的失

控性” ,即对环境的破坏失去了应有的控制 ,

在今天 “已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世界显著

的特点 ”, “而且在总体上也已成为整个星球

的特点 ”。③

在这篇论文中 ,福斯特继续把批判的矛

头直接指向资本的无限积累。在他看来 ,根

本的问题就是马克思所说的 “资本的积累没

有任何限制 ”。在资本无限积累这一 “致命

的 ”冲击下 , “自然界仅仅被看作是进行社会

统治的工具 ”。资本积累的天经地义必然导

致它强制实施毁掉地球的战略。 “全球生态

危机的愈演愈烈就是快速全球化的资本主义

经济的不可控制的破坏性的结果 ,资本真的

是无法无天 ,它只知道无限制地进行指数式

扩张”。④在他看来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还

强调 “我们这个社会的基础一切正常” ,就意

味着要继续 “实行资本主义经济 ”,也就意味

着继续 “根据利润和积累逻辑运转 ”,当然也

意味着继续对环境的肆意破坏 。霍布斯曾经

把资本主义说成是 “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

争 ”,但人们很少认识到 , 按照马克思的理

论 ,这种 “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必然

带来对自然的全面战争 ”。 “每当社会出现

反抗从而对于资本的扩张设置障碍时 ,答案

总是用新的方式更加密集地去开发自然资

源 。”福斯特强调 ,这就是 “利润的逻辑学 ”,

具体地说就是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 “建设是

为了赚钱 ,但有时候为了能够继续赚钱或赚

更多的钱必须去毁灭 ”。⑤这样 ,福斯特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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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Ｊ.Ｂ.Ｆｏｓｔｅｒ, 2001, 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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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对人的剥削 ,而且把对自然的破坏也纳入

“利润的逻辑学”。

福斯特在 《生态的破坏 》一文中对生态

保护的前景表示了深深的忧虑:“资本主义

的这种破坏性的难以控制 ,导致它要毁掉整

个地球来取得阶级 /帝国主义战争的胜利。

当今世界上少数人的财富加起来比全世界几

十亿人的收入还要多 。为了维持全球不平等

的体系 ,一个全球性的强行压制系统业已建

立 ,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地破坏性开发地球

的系统 。”他说 ,在这种情况下 ,充分认识马

克思从生态与资本的对立中所得出的这一结

论是多么重要:“解决资本主义生态破坏的

惟一途径就是改变我们的生产关系 ,以实现

新陈代谢的恢复 。但是这要求与资本主义的

利润逻辑彻底决裂。”①

福斯特曾就生态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

接受过采访。记者问道:“一些激进的生态

主义者把环境破坏主要归结于 `现代性 '或

`工业主义 ' ,而你和他们不一样 ,你强烈主

张生态的理论和实践应该建立在对资本主义

系统的批判的基础之上。那么你究竟基于什

么把生态与资本主义对立起来呢?”他这样

回答道 ,资本主义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资本

主义制度 ,关键在于 ,我们是不是像马克思那

样把它看成是资本主义制度 , 只要 “把它看

成是资本主义制度 ”就能知道它与生态的不

相容 ,所以 , “将其看成是资本主义制度是我

们认识和理解这种制度的主要方法 ”。② 他

不同意简单地把生态危机归因于 “工业主

义 ”,他认为 , “我们需要记住 ,早在工业革命

之前 ,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对环境的破坏

就已开始了 ,从而环境遭到破坏的问题不能

简单地归因于工业生产方式的出现 ”。③他

也反对笼统地让 “现代性 ”对环境的恶化负

责 。他指出 , “现代性”这一范畴的时间跨度

太大 ,以至于有时很难准确地理解其含义。

纵观当今对 “现代性 ”含义的各种解释就可

以知道 ,不管人们如何理解 “现代性 ”, “它并

不是我们描述一种社会制度的有用的方

法 ”, “它或许能够描述当今所有的社会制度

的某种历史发展的特征 ,但它无法真正地向

我们揭示出任何具体的东西 ”。他还这样说

道:“倘若现代性本身要为环境恶化负责的

话 ,那么这个问题就只应该发生于`现代 '社

会之中 ,显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④

福斯特强调说 , 生态问题已经存在了

1000多年 ,但是为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理

解这个问题 ,我们就不得不研究具体的 、现存

的历史制度 ,这种制度就是资本主义制度。

实际上 ,在当今世界上不同学科对资本主义

制度的运行方式有着共识 ,尽管有些刊物 ,如

《财富 》和 《商业周刊 》之类总是在那里赞颂

资本主义制度 ,但对于我们来说 ,资本主义制

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是没有什么可怀

疑的。在他看来 ,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一种以

“资本 ”为本 ,以 “利润 ”为中心的制度 。对于

这一点 ,马克思早已讲得一清二楚。只要资

本主义存在一天 ,它就必然以追求 “资本 ”、

“利润 ”作为推动力 。福斯特这样指出:“当

你开始具体涉及产生生态危机的力量的时

候 ,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 ,这就是这一危机与

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基本动力是密切相

关的。”⑤今天的资本主义如同以往的资本

主义一样 ,它需要快速和稳定的经济增长。

从历史的角度看 ,人们一般都这样认为 ,资本

主义经济每年以大约 3%的速度增长 ,而按

照这种速度 ,世界经济在一个世纪中就可以

增长 16倍 , 在两个世纪中就可以增长 250

倍 ,而在三个世纪中就可以增长 4000倍。这

一事实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一个扩张性的

制度在一个有限的生物圈中运行不可避免地

带来许多问题 。 “确实 ,全球经济体系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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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上正在逐渐开始与这个星球自身的地球化

学过程进行搏斗 。”①

福斯特在这次采访中反复强调 ,按照马

克思的观点 ,我们必须避免 “把资本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造成的生态破坏简单地归结为个

人的责任”。从表面上看 ,确实是一些 “富裕

的投资商 ”的短期利益造成了生态危机 ,但

从本质上看 ,要他们负全部责任是不公平的。

他分析说 ,在一定程度上 ,他们要对他们个人

的行为负责任 ,但是这些个人行为在许多情

况下并不完全是自由选择的 , 而是 “受到我

们生活在其中的特定的社会结构的诱导和强

迫的” ,说得透彻点就是受资本主义制度所

驱使的 。在他看来 ,这正是马克思分析生态

问题的立足点 。他这样说道:“马克思当然

不会用玫瑰色来描绘资本家 ,但与同时代的

其他一些主要的社会批评家相比 ,马克思并

没有更多地根据个人的贪婪动机和错误行为

来指责资本主义的缺陷 ”。②马克思非常清

楚地告诉人们 ,如果把资本家阶级置于某种

制度之中 ,那么就不能因为他们根据已有的

市场原则进行运作 ,竭力获取股票和投资的

高回报而指责他们 。那个正在起作用的 “资

本主义的市场原则”才是罪恶之源。 “真正

的问题就在于 ,这种非个人的 、受利润驱使的

市场过程往往系统地让一些人把他人手中的

财富剥夺过来 ,与此同时破坏环境。”③马克

思曾经说过 ,人类不拥有地球 ,我们只是使用

地球 ,因此我们必须为未来几代人保护好地

球 ,维护好它的完整 。但是 ,看看当今的世

界 ,马克思所说的这一原则在 “我们自己的

这个正被迅速耗尽未来几代人赖以生存的自

然环境的社会”中 “不起一点作用 ”。所有现

存物种中的 30% ～ 50%在本世纪内遭到灭

绝 ,一些科学家称之为 “第六次物种灭绝 ”,

最近一次大规模的物种灭绝发生在 6500万

年之前 ,恐龙就是在那个时候灭绝的。人类

正在做这样的愚蠢的事情 ,但是人类在做这

种蠢事时 , 不仅仅是作为个人 ,而且是作为

“驱使我们走向那个方向 ,并除了对资本积

累以外不对任何事情作出价值判断的社会制

度 ”的一个组成部分去做的。福斯特认为 ,

无论是马克思的生态理论 ,还是摆在我们面

前的客观事实 ,都无可辩驳地告诉我们 ,保护

环境的目标必然遭到资本主义市场法则以及

建立在市场法则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的权力结

构的 “极为不妥协的反对 ”,在这种情况下 ,

“实现环境的可持续性”就需要我们 “转变资

本主义的市场法则和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本

身 ”,而不是 “简单地改变它们的某些无关紧

要的表现形式”。④

类似这种论述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反生

态的话语在福斯特的文章中随处可见。福斯

特的这些话语已非常清楚明白地把资本 、利

润 、扩张 、短期投资行为 、市场 、无限积累与生

态之间的对立关系表述出来了 。难能可贵的

是 ,他是依据于现实来阐述马克思把生态危

机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观点的 ,从而

显得既具现实感又富有说服力 。

(责任编辑:高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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