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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西方形形色色的生态理论当中，生态社会主义独树一帜，试图把生态学同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当代环境危机，从而为克服人类生存困境寻找一条既能消除生态危机，又能实现社会主义
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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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及发展

分离出来的左翼势力。
生态社会主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首先与８０

生态运动开始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是西方

年代末、９０年代初苏联、东欧等原社会主义国家的

能源危机和生态失控直接引发的群众运动。生态社

剧变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各种危机有关。一方

会主义是生态运动的一个主要思潮和派别，它在绿

面，因一批社会主义国家演变为资本主义国家，使人

色生态运动中逐渐成长起来，特别是经历苏东剧变

们对现实（或传统）社会主义的希望破灭了。另一

之后，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理论日益清晰化。

方面，尽管资产阶级宣称社会主义“失败论”，社会

１．１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产生

主义已成为历史，只有资本主义才是未来的希望，但

生态环境问题是人类诞生以来就遇到的一个永

人们又普遍对资本主义的不公正、不平等、低效率的

久性的话题。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经济社会

现实感到不满，产生破灭感。这样，自我标榜既非

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随着人们开始大

“红”色，亦非“白”色或“黑”色，而是一种“绿”色的

规模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同时也就开始了大规模

生态社会主义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地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这正如恩格

其次，它与９０年代初兴起的对社会主义的新一

斯早就指出的那样：“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

轮大讨论有关。苏东剧变后，西方一批左翼理论家

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

并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的追求。他们认为，苏东演

Ｊ

了我们。”【ｌ 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相继

变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死亡，而只是宣告了某种

发生的经济危机、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失控以

特殊形态的、甚至是一种“不好”或“不够好”的社会

及核战争威胁日趋严重的现象，使得适宜人类生存

主义形态的终结。因而，他们以此为契机，结合社会

的空间日益缩小，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日益

主义由来已久的危机，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的特点和

恶化，从而使人们产生了强烈的紧迫感和危机感，萌

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对社会主义进行彻底

发了一种“生态意识”和“生存意识”。在这种情况

反思，重新展开了一场对社会主义的大讨论。在这

下，７０年代初，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了一

场大讨沦中，生态社会主义因其对人类面临的日益

场绿色运动。绿色运动兴起伊始以反对环境污染、

恶化的生态环境的关注，对社会主义的独特见解而

维护生态平衡、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宗旨，其后

倍受人们的重视，它的发展前景也被看好。可见，生

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和政治要

态社会主义的出现及其发展是当代资本主义政治、

求、主张把生态状况与政治状况相结合、实现社会公

经济发展的结果，是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情况。

正的政治运动。而生态社会主义就是从绿色运动中

１．２

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
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一１０—１７
作者简介：包毅（１９８０一）。湖南彬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Ｅ—ｍａｉｌ：ｂａｏｙｉ２００５＠１２６．ｔｏｍ

第一个阶段是六七十年代，这是生态社会主义
的最初崛起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是前东德共产党人
鲁道夫·巴罗和前波兰共产党意识形态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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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亚当·沙夫。６０年代末，由于生态灾难和生态环境

含义上使用的。也就是说，生态社会主义虽然将可

问题成为西方国家公众关注的热点，人们不断走上

持续性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讨论，但关心的重点是

街头游行、示威、抗议，要求政府当局采取有力措施

自然生态的稳定持续，即生态可持续性。

控制和治理环境污染，这就促使绿色公民组织和政

在他们看来，工业化以来的近代经济发展模式

党纷纷成立。新西兰于１９７２年成立了第一个绿党

都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型开发和对自然环境

（新价值党），但此后西欧成了绿党发展的中心。德

的破坏基础上的，而人类目前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文

国绿党的创立和发展，对全世界绿党产生了极大影

化价值都是保护和鼓励这一模式的。现代资本主义

响。早期生态运动的目的相对比较简单，参加生态

的市场体制是一种为了经济利润而剥削他人和自然

运动的人员成份非常复杂，并且缺乏严密的组织，常

的、鼓励竞争、贪婪、社会统治和无限增长而与生态

常是围绕某一具体生态环境问题而展开活动。

可持续性极不协调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企业不得

第二个阶段是８０年代，这是生态社会主义的兴

不为利润增长而竞争并尽可能使环境支出外部化，

旺发展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是加拿大学者威廉·莱

结果必然是对人类生活和经济活动不可替代的生物

易斯和本·阿格尔。随着生态运动的深入，特别是

资本的大量消耗和认为破坏。这就是资本主义性质

在７０年代末，人类对生态环境问题危害性的认识有

生产方式的内在生态矛盾，而且生态破坏总是与这

了很大提高，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思索超越了生

种掠夺性的生产方式相伴随。

态学范围，生态运动的目标出现了多元化趋势。生

他们认为，人类真正积极的生存方式应是基于

态运动成为集环境保护、和平运动和女权运动等为

自然整体及其生态平衡尊重的可持续性而不是物质

一体的全球性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西方各国政府迫

财富量的无限增长，而且只有生态全面的前提下的

于公众的压力都直接干预环境管理，组建专门环保

增长才是可持续的。高兹指出，生态上非理性的东

机构，制定污染排放标准和环境法规，增加了环保开

西不可能是经济上合理的东西。现在，生态必要性

支等等。这一时期绿党的队伍也进一步壮大。

不得不成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３０也既是说，生

第三个阶段是９０年代，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形成

态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理念是以生态可持续性为基

了体系，并且在社会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代表人

础的，认为它是一切可持续发展的基石，没有生态的

物是乔治·拉比尔、瑞尼尔·格仑德曼、安德列·高

可持续性，无论经济还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

兹、大卫·佩珀等欧洲学者和左翼社会活动家。９０

可思议的事情。

年代以来，生态运动出现了新的变化，“在社会变革

２．２经济增长的理性克制

的途径方面，既坚持‘非暴力’原则，又重视阶级斗

在经济方面，生态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学

争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２１从公众关注生态环境

说、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深人的批判，特别注重把经

问题转为公众与政府共同关心“可持续发展”问题，

济问题和生态问题联系起来。他们认为，不惜一切

生态运动的参与面更广，效果更加明显，特别是公共

代价地用倍增的速度去求取经济的增长是得不偿失

决策和政治过程的“绿化”，使生态运动真正成为不

的，这样的增长注定要使人类社会和自然两个方面

折不扣的绿色政治运动，“地球村”的意识深入人

都达到极限，引起灾难性的后果，这表明人类的经济

心。

发展模式必须改弦更张，实施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

２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
２．１生态保护的基础地位
由于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运动的渊源以及对生

２．２．１在经济增长方面，从稳态经济向适度增长转
变
早期生态社会主义主张建立一种以保护自然和
理智地使用自然资源并为后代着想为特征的“稳态

态危机的关注，他们对可持续性的理解首先强调的

经济”，限制当前的经济发展速度，将生产规模和经

同样是生态关心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担忧。

济发展速度稳定下来，实现经济的零增长，并认为这

如美国绿党党纲指出：“将经济体制以一种可持续

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不难看出，这种主张在现

的方式——不最终破坏地球——与自然生态联系起

有的世界经济格局中是不现实的。９０年代的生态

来”，可持续明显是在限制和改造现行经济体制的

社会主义者已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不再坚持“稳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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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而主张经济的适度增长。他们认为社会主

的目标。在生态主义社会，由于抛弃了高度繁荣和

义经济应随着人们需求的增长而增长，当然这种增

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社会公正和公平有着其

长是适度的，它仅以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以追求利

自身的特殊性。他们认为社会公正与和谐是社会可

润为目的，这种适度的增长与自然生态不会发生冲

持续的核心，并对社会公正的价值意蕴进行全面阐

突。

述：第一，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把属于人

２．２．２在对待市场的态度上，主张建立计划与市场

的权利还给人自身；第二，改变“由财富和权力不平

相结合的“混合经济”

等造成的机会不平等，也就是人的实现能力的不平

生态社会主义者批评市场自由主义，认为它是

等”，使人的自由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第三，反对利

造成生态危机的重要根源，同时也指出传统社会主

己主义，确立“社会责任感”，使一切私人的或公共

义取消市场、货币与国际交换的观点是不现实的，明

权力机构的决策和行为符合社会正义。【５０从中体现

确“当转型时期实现以后……只能是一种强调计划

了从人的解放到个性解放的价值精髓。

和调控的混合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４１这种市场

２．３．２保障社会安全与稳定

行为，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有着根本的不同，因

社会安全与稳定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又一重要

为对积累和利益的盲目追求不存在了。“混合型”

目标。其中生态安全充当重要角色，它首先涉及的

经济的基本特点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集中与分散

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对科学技术发展与运用的

相折衷，中央政府作用与地方当局作用相互补充。

理解及把握，是整个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稳态发展的

２．２．３

在生产观念和消费观念上，主张“小既是

美”

重要内容和战略选择。其次，生态社会主义把保证
积极的对社会有贡献的工作机会的充分供给看作是

基于大规模、集中化的经济可能导致环境污染、

社会安全的一项重要措施，只要是对社会有意义的

资源枯竭等负面效应的认识，生态社会主义者一度

工作，都应得到一定的社会报酬，以调动社会成员的

接受了英籍法国经济学家舒马赫在《小的即是美好

积极性和创造性。再次，社会安全与稳定和人口政

的》一书中提倡的小规模、分散化的经济模式。９０

策有很大关系，生态社会主义虽然不把人口增长看

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认为舒马赫主义带有一种乌托

作是社会贫困、环境破坏以及生态危机的唯一原因，

邦的性质，因而是不现实的。当然，生态社会主义也

但他们认为，在社会转型时期，人口控制政策尤为重

不赞同高度集权化的经济，因此他们提出社会主义

要。【６１在生态社会主义看来，社会安全和稳定、人口

经济是过分分散与过分集中之间的折衷。

控制和社会就业本身就是一项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但是，这种“小既是美”的观念引入消费领域则

的系统政策工程。

有着积极的意义。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发达资本主

２．３．３建立以丰富而全面的生活方式为核心的，兼

义国家是一个典型的消费社会。资本家为了延缓经

顾人类长远利益与自然统一的，以人的全面自由发

济危机而力图歪曲满足需要的本质，并操纵了消费，

展为目标的新的生活方式

使人们扩张了物质欲望，把追求最大度的消费当作

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有个人的自由、平等、身体

真正的个人追求和满足，从而造就了前所未有的异

健全和自决的权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人们的这

化形式——消费异化。异化消费造成一种对自然无

些权利变为现实，它将是一个有助于个人的解放和

度的索取和占有，这就必然破坏生态平衡造成生态

发展的社会，使每个人都能够自觉地团结，自愿地合

危机。“小既是美”的消费观念提倡节约和适度消

作在社会的舞台和空间，充分地发挥个人的社会能

费，为持续发展提供了可靠保证。

力，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在新的社会生活方式中，

２．３社会发展的正义理想

劳动成为自由自主的活动，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工

为了协调社会内部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
谐共处，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生态社会主义提出了
一系列的政策主张。
２．３．１追求社会公正与和谐
社会公正和社会和谐足一切社会主义共同追求

作时间，充分享受到生活的意义和工作的快乐。
２．３．４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新秩序
生态社会主义的国际政策主张依据其生态学、
社会责任感、基层民主和非暴力原则，将生态成本作
为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参数，并从世界体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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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整个人类现代化的立场出发，提出了自己的社会

［２］刘艳．９０年代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Ｊ］．社会主
义研究，１９９９，（６）：５．

可持续发展理念。［７１拉比卡指出，发达国家对不发
达国家的掠夺和剥削是造成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生态

【３］

１９９ｒ７，（４）：８—１３．

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８１这种生态殖民主义不可能
解决全球生态危机，并阻碍了人类整体的可持续发

［８］周穗明．生态社会主义述评［Ｊ］．国外社会科学，

［４］汤传信．生态社会主义析评［Ｊ］．江淮论坛，２００２，（４）：
６０．

展。因此他们倡导世界和平与生态保护，反对生态

［５］王立．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及其当代意义［Ｊ］．党政论

殖民主义的“生态犯罪”；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
治；反对战争，主张建立无核区和无化学生物武器

坛，２００４，（５）：３７—３９．
［６］汤传信．生态社会主义析评［Ｊ］．江淮论坛，２００２，（４）：

区，维护世界和平；主张团结第三世界，建立国际政
治经济新秩序。

６０一６７．

［７］

张友春．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及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
献［Ｊ］．前沿，２００４，（３）：１５９—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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