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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说
生态马克思主义（Eco-Marxism）a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是西方马克

思主义者在生态危机语境下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结合的产物，其目的在于寻找生

态危机根源，探索生态危机出路，具有红绿交融色彩。生态马克思主义经历了萌芽、

发展和渐趋成熟阶段，从西方发展到东方，涌现出莱斯（William Leiss）、阿格尔（Ben 
Agger）、格伦德曼（Reiner Grundmann）、高兹（André Gorz）、奥康纳（James O’Connor）、
佩珀（David Pepper）、克沃尔（Joel Kovel）、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伯克特（Paul 
Burkett）、岩佐茂（Iwasa Shige）等主要代表。其理论与实践超越伦理生态主义（ethical 
ecologism）、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和后殖民生态主义（postcolonial ecologism）。

对生态危机根源的认识从科技、“控制自然”（domination of nature）的意识形态、异化

消费（alienated consumption）到资本主义制度，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从否定、中立

到肯定，解决危机的途径从开放型科技、人与自然关系控制、消费欲望消除，到生态社

会主义（eco-socialism）乃至共产主义，呈现出向经典马克思主义回归的趋势，标志着马

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为解决全球生态困局提供指导，为破解生态批评困境提供启示。

综述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阶段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人类陷入生存困境，西方掀起环保运

动，学术界也立足不同学科，追问生态危机根源，探寻走出危机途径。西方马克思主义

的重要一支——生态马克思主义——随之诞生，至今经过半个世纪发展已趋于成熟，

主要包括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等理论内涵。20 世

纪六七十年代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形成期，法兰克福学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最早

关注科技和环境关系。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的
《启蒙辩证法》继承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传统，批判了科学技术，认为人

类启蒙现代性促进科技发展，却造成人与自然的对立，加强了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控制。

《启蒙辩证法》对科技的否定截然不同于马克思科技是生产力的思想，但其对资本主义

科技的批判启发了马尔库塞（Hebert Marcuse）。在《单向度的人》等著作中，马尔库塞

批判了资产阶级技术理性加强对工人和自然的双重剥削和压榨，破坏了生态环境，造

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导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马尔库塞发展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

的观点，但并不否定科技，而强调生态危机根源于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标志着生态马

克思主义的萌芽，影响了他的学生莱斯及其追随者阿格尔。在《自然的控制》等著作

中，莱斯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与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指出生态危机根源于控制自然

的意识形态，赞同马克思的科技观，但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已“过时”，生态危机

a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英文是 Eco-Marxism 或者 Ecological Marxism，国内学界的译法主要有两种：“生态

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本文采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译法。



80

外国文学2020 年 第 6 期

已取代经济危机，异化消费是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也加强了对

人的控制。莱斯的著作初步奠定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但未引起学界重视，直

到 1979 年，北美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加拿大的阿格尔发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

首次提出“生态马克思主义”概念，莱斯的著述才开始得到关注，生态马克思主义初步

形成。莱斯是早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其理论和思想具有文化批判特征，影

响深远，除阿格尔外，格伦德曼、高兹、奥康纳等人都曾受其影响，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

的技术是生态危机根源；但与莱斯过分强调意识形态观念不同，他们认为自然解放的

关键在于运用何种技术，而不在于限制经济增长。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标志着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批判从科技转向社会制

度。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生态马克思主义进入发展期，主要代表有法国的高兹、英国的

格伦德曼和佩珀。高兹指出，资本主义对利润追逐的本性破坏了自然环境，这源自资

本主义的经济理性，追求生产至上、效率至上、越多越好，经济理性造成社会异化，导致

生态危机。要走出危机，就要用生态理性代替经济理性。经济理性批判是高兹生态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增长或死亡”资本本性的新阐释，也是对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谓工具理性的拓展。资本的无限扩张引发了对落后国

家的生态掠夺和环境破坏，由此导致全球生态危机，奥康纳、克沃尔、福斯特把资本主

义的这一恶行称为生态帝国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高兹继承了莱斯、阿格尔对

科技、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更全面，提出了人类社会理想

是生态社会主义，主张意识形态和文化革命，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明显忽视资本主义

基本矛盾，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改良的资本主义。 
高兹较早构想了生态社会主义，影响了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的生态马克思主义

者。生态社会主义是环境保护和社会主义运动结合的产物，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解决生

态危机的社会实践方案。a 除高兹外，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期的代表还有格伦德曼和

佩珀，二人都主张重返人类中心主义，保持经济适度增长，强调马克思主义对解决生态

危机的指导意义，开辟了具有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的英国生态马克思主义。20 世纪 90

年代前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具有生态中心主义倾向，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对解决当代生态

危机的指导作用，主张用生态学观点“修正”或“补充”马克思主义，主张稳态经济。格

伦德曼和佩珀的主张截然不同，标志着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深化和发展，表现出生态主

义向马克思主义的回归和经济零度增长向适度增长的转向，以及生态社会主义构想的

渐趋成熟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逐步重视，影响了后来的奥康纳、克沃尔、福斯

特、伯克特等人，也预示了下一阶段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发展和深化。

20 世纪 90 年代后，生态马克思主义进入多元和深化发展期，渐趋成熟。首先，

a 关于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关系，国内学界大致存在相异说、包含说、阶段说、一致说等看

法。本文认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当代生态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包括社会主义理论，

所以生态社会主义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是后者探讨和解决生态危机的实践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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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社会主义构想更加全面彻底，主要代表是克沃尔革命的生态社会主义。在《自然

的敌人》中，克沃尔批判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和以奥康纳为代表的改良生

态社会主义，论证了增长的极限与生态危机的关系，批判了生态帝国主义对落后国家

的生态掠夺，构建了比较完整和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论述了生态社会主义

的基本目标、实现途径和建设原则。克沃尔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私有制，代

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主张工人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生态社会主义，是迄今为止比

较全面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其次，不少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挖掘更加

深刻，肯定了蕴含生态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对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指导意义，呈现出向

马克思主义回归的趋向，主要有福斯特对马克思新陈代谢断裂理论（Marx’s Theory of 
Metabolic Rift）的构建，伯克特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自然价值论和共产主义中生态

蕴意的阐释。对于马克思主义是否蕴含生态思想，西方学界大致有三种态度：否定、中

立、肯定；否定的以奥康纳、克沃尔为代表，中立的以高兹为代表，肯定的以福斯特和伯

克特为代表。福斯特是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每月评论》主编。在《脆弱的星球》和

《马克思的生态学》等著作中，他描述了资本主义生态恶化历史，批判了资本主义反生

态本质和生态帝国主义，挖掘并解读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构建了比较完整的生态

马克思主义体系。伯克特在《马克思与自然》中，批判了奥康纳和克沃尔的生态社会

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否定，挖掘并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劳动价

值论和共产主义思想中的生态蕴涵，得出马克思是生态学家的结论。而后，岩佐茂把

生态马克思主义引介到日本，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逐渐在东方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在

《环境的思想与伦理》等著作中，岩佐茂批判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认为生

态文明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

建设生态文明，对人类历史终将进入共产主义充满信心。

综上，生态马克思主义自萌芽至今已历半个世纪，波及东西方众多国家和地区，可

谓著述如云，思想丰富，彼此之间关系密切，既有重合也有差异，关注的主要问题则是

生态危机根源、马克思主义是否存在生态思想和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下文将打破生

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地域和代表人物局限，围绕三大问题，论述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

要理论内涵。

对生态危机根源的认识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根源的认识经历了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控制自

然”意识形态、异化消费和资本主义制度几个阶段。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法兰克福学派最早关注科技与生态危机。霍克海默和阿

多尔诺批判了西方技术理性主义，认为科技加强对人和自然双重控制，给自然和人类

社会带来巨大灾难。启蒙没有实现人类对自然的绝对统治和人的普遍自由和幸福，自

然对人的主宰和掠夺进行了报复，“人类不是进入到真正合乎人性的状况，而是堕落

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2）。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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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福人类、实现人类自由和解放的强大武器，其前提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

马尔库塞继承了霍阿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认为生态危机根源不在科技本身，而

在于科技的资本主义使用，使工人阶级沦为丧失思维和批判能力的“单向度的人”，加

剧了资产阶级对自然和工人的双重控制，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异化（129）。

受马尔库塞影响，莱斯批判了资本主义科技膜拜和把科技作为生态危机根源的

错误观念，指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西方根深蒂固的“控制自然”意识形态，

“把满足人类物质需求的生产力发展作为首要任务”（179）。莱斯和阿格尔创立了资

本主义生态危机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已“过时”，生态危机已取代经济

危机：资本主义危机根源不在劳动异化，而在于消费异化，“异化消费”是资本主义生

态危机的直接根源，是“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

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阿格尔 494）。如此只能暂时避免经济危

机，延长资本主义寿命，但工人阶级的痛苦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与生态

资源的有限性之间仍存在尖锐矛盾，严重破坏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终将导致生态危

机。莱斯和阿格尔的生态危机和异化消费理论实现了从资本主义科技批判到制度批

判的转变，但由于回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而陷入历史唯心主义。

20世纪 90年代后，资本主义经济和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家、《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杂志主编奥康纳由此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和生态危机

并存的双重危机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批判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原因，

初步展望了生态社会主义。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矛盾和危机，第一类

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及其导致的经济危机，第二类是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性和资本主

义生产条件有限性矛盾及其导致的生态危机，原因在于资本主义资本积累和追逐利润的

本性；这一本性决定着资本主义对外部自然的破坏性乃至灭绝性的占有和利用，由此导

致生态危机，“产生第二类矛盾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经济对劳动力、城市基础设施和

空间、以及外部自然或环境的自我毁灭性的占有和使用”（177）。奥康纳不赞同莱斯和

阿格尔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否定，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对批判资

本主义的价值，但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触及生态危机的核心，要对之进行“补充”与“修

正”，这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不全面，对资本主义批判不彻底，具有明显缺陷。

从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到马尔库塞，从莱斯到阿格尔再到奥康纳，生态马克思主义

者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的批判逐步加深，从科技批判发展到资本主义内部因素批

判，但一直未触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真正把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批判的

是福斯特。他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与生态系统之间无法协调的矛盾，做出生

态危机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论断，认为资本主义历史就是一部破坏自然的历史，资

本主义发展、资本逻辑与生态规律背道而驰。参考康芒纳（Barry Commoner）提出的四条

生态法则，福斯特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四条反生态法则：“事物之间唯一持久的联系是现

金联结（cash nexus）；只要不重新进入资本循环，事物的去向无关紧要；自我调节的市场

懂得什么最好；自然资源是有产者免费的午餐”（Vulnerable 120）。 资本主义追逐交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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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巨额利润和剩余价值的本性，把复杂多样的生态系统和丰富多彩的人类社会简化成

了金钱关系，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利润是最高的、唯一的目标，自然资源、自然环境

和自然条件是赐予资本家的免费午餐，资本家只关心“计算和核算”，从不关心生态成本。

因此，资本主义本性是反生态的，和生态环境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势必导致生态危机。

“生态帝国主义”的概念由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首先提出，指的是欧洲殖

民者的生物扩张，给殖民地带去了植物、动物和疾病，对当地生态系统造成巨大破坏。

福斯特把自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生态剥夺统称为

生态帝国主义：“从 15 世纪末和 16 世纪初萌芽开始，资本主义就一直是一个世界体

系，把地球划分为中心与边缘地区。这种等级制的存在意味着，处于边缘地区的人们

和生态系统被视为满足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发展要求的附属。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阶

段——重商主义、早期工业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都见证了这种帝国主义关系

在全球的扩张”（Vulnerable 85）。福斯特认为，生态帝国主义有以下特征：“某些国家

对另一些国家的资源掠夺，和对这些国家和民族所依赖的整个生态系统的改变；伴随

资源榨取和转移的大规模人口和劳动转移；利用欠发达社会的生态脆弱性加强帝国主

义控制；以拉大中心和外围国家差距的方式倾倒生态垃圾；最终形成体现资本主义与

环境关系的‘新陈代谢断裂’，同时限制资本主义发展”（Revolution 234-35）。毫无疑

问，生物掠夺是帝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导致了全球生态危机。

由上述分析可知，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的探寻和批判由浅入

深，经历了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因素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过程，还提出

了生态帝国主义理论，对批判历史上早期工业资本主义和当今世界垄断资本主义生态

危机和社会本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意识的挖掘和阐释

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的第二个主要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态思想和

生态意识的挖掘与阐释。对于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生态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非

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以来存在争论；即便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间也存在争议，例

如，奥康纳就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高兹更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辩证性，

但对其是否具有生态意蕴保持中立态度；而福斯特和伯克特则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蕴

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二人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重建，使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跃升

到新阶段，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解决当今全球生态危机中的发言权，开辟了生态马克

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领域。

福斯特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蕴涵的生态思想，重构了“马克思

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Marx’s Ecology 155），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构想。福斯特早期

受卢卡奇、葛兰西的影响，继承了马尔库塞、阿格尔和奥康纳的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历

史唯物主义方法，详细解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生态意蕴，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

的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辩证统一思想。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蕴含独特自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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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人与自然辩证统一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包括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自在自然

具有优先性，指人类历史之前的自然或荒野，和人类认识或实践之外的自然。人来自自

然，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

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9：560）。人类依赖自然求

得生存，依靠劳动实践从自然界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料，“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

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2：161）。自由自觉的实践活

动是人的本质属性，也是连接人类与自然的中介，人通过劳动实践而在社会生产中不断

与他人建立社会关系，由此确证自身社会存在的属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不

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05）。人类

社会的历史就是人类通过实践将自在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的过程，“历史是人的真正

的自然史”（马克思，《手稿》126）。自然史与人类史辩证统一，人类、自然和社会是一

个有机整体，人类社会是人类与自然的结合体，“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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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集》 1：187）。人类与自然具有统一性，破坏自然就是破坏人类自身。马克思主义

自然观包含人是自然组成部分而自然是人化自然的思想，将自然纳入了人类实践的范

畴，成为“历史的自然”，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人类史和自然史内在地统一在一起，既不

是生态中心主义，也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解构了二者对立，解决了二者争端。福斯特认

为，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自然观，“不仅注重社会与自然、人类史与自然史、历史观与

自然观的内在统一，而且注重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的内在统一，为解决传统历史唯物主

义理论和实践唯物主义理论之间的两极对立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为解决当代人类的

现实问题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理论视野”（转引自吴宁 203），为生态主义、生态马克思主

义、生态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文学批评等探寻解决生态危机之道提供了理论指导。

其次，在社会与自然关系中，福斯特构建了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揭示了生

态危机的产生机制。福斯特通过仔细解读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梳理了当

代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提出了马克思的生态学论断。他认为，马克思新

陈代谢断裂理论对资本逻辑进行了批判，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新陈代谢”

（metabolism）又译“物质变换”，指有机物将从环境中吸收的物质和能量转化为体内所

需复合物的过程。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运用这一概念，分析了英国城市和乡村

分离导致了人类与土地之间新陈代谢中断，土地里的有机养料以粮食形式输送到大城

市，大城市人口将消耗掉的粮食以粪便形式排泄到河里，土地的矿物质没有归还，导

致肥力下降，使人口发展和粮食生产产生矛盾。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李比希的新陈代

谢理论，并将之运用到社会及人与自然关系领域，既包括自然与社会之间、也包括物质

之间的新陈代谢，认为圈地运动导致的城市化和城乡发展不平衡，造成了人与自然之

间新陈代谢断裂和自然生态破坏，“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

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全集》 23：552）。马克思还将这一

批判拓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之外，进一步批判了资本主义对全球生态环境造成的破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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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

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

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

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文集》 7：918-19）。奥康纳

发展了马克思新陈代谢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理论，将其拓展到发达和欠发达国家关系研

究，认为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自然和人民的剥削和掠夺，导致了全球新陈代谢断裂。

伯克特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和共产主义思想中的生态思想，探讨了马克

思主义与社会生态学理论的一致性，认为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生态学家，并列举了共产

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240），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人与自然和谐、

生态健全的社会。

综上，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生态思想的态度经历了从否定

到中立再到肯定的过程，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意识的挖掘和阐

释逐步深入和系统，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态价值，澄清了对马克思主义缺乏生

态思想的误解。

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案

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的第三个主要方面，是对生态危机解决方案的探索，大

致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法兰克福学派生态马克思主

义者提出的开放型科学技术、控制人与自然关系、“期望破灭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shattered expectations）的主张，到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的生态社会主义主张，再到 21

世纪的共产主义主张。

受马克思“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人化自然和人类史是自然史的一部分”的

思想影响，马尔库塞提出自然和人双重解放的思想。他认为，人与自然关系异化折射

的是人与人关系异化的实质。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也是一种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要

解决生态危机，就要实现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发展一种新型科技，破除技术的资本

主义使用对人和自然的双重统治，从而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和人的异化问

题。莱斯指出，要消除生态危机，既不在于控制自然也不在于控制人类，而在于控制人

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建立守成社会。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从道德和伦

理层面控制人的本能欲望，控制人的非理性的、破坏性的欲望，实现自然和人类双重解

放。阿格尔认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于异化消费，出路在于“期望破灭的辩证法”，

通过变革人们的消费观念和人们消费希望的破灭消除生态危机：“正是在我们称为期

望破灭的辩证法的动态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有力的动力”（496）。

莱斯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把现实问题和文化批判结合起来，但夸大了社会意识的反作

用；阿格尔的方案则忽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体现出乌托邦色彩。

20 世纪 90 年代前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解决危机的方案未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缺乏

现实性；90 年代后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反思和弥补，致力于以生态社会主义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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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设想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奥康纳进一步构想了生态社会主义。生态马克

思主义认为，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都无法解决生态危机。要解决生态问题，

实现生态正义，就必须首先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正义。没有生态正义，就没有社会

正义，反之亦然。奥康纳指出，“社会经济和生态正义问题史无前例地出现了；事实越

来越清晰，它们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272）。他主张生态学和社会主义的融

合，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对生产方式和目的、信息等民主控制基础上的生态合

理而敏感的社会，并以高度的社会经济平等、和睦和社会正义为特征”（278）。奥康纳

的生态社会主义没有否定马克思的理论，以生产条件为切入点研究资本主义危机和出

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夸大了人类与自然的矛盾，忽视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

缺乏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基础，没有触及资本主义制度，其实质是一种自然资本主义。

推进奥康纳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是克沃尔的革命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与之前的

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相比，克沃尔的理论比较全面和彻底。他认为之前的生态社会主义都

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因为没有强调社会主义的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二

是劳动者的自由联合。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公

有制，克服私有制造成的劳动异化，实现劳动者的自由联合，因为“生产者的自由联合毫

无疑问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念的基本原则”（219）。生态社会主义应实行生态中心生

产，包括“生产过程与产品一致，制作过程是产品的一部分；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代替生

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力；生产过程和产品相互认可是生态完整的条件；生产保持在自然循

环的熵的关系内，周围太阳辐射足以创造秩序；‘增长限度’可通过重新定位人的需求预

测；适当使用技术；树立人与自然一体意识”（235-38）。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包括

“发现并激活生态系统、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政党和生态社会主义革命”（刘仁胜 106-12）。
克沃尔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否定、对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生产者

自由联合的倡导、对暴力革命的主张而独树一帜，大大超越了其他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是

对奥康纳改良的生态社会主义的批判，其理论体系相对系统完整，具有明显的生态马克

思主义倾向；但他否认马克思具有生态思想，体现出矛盾性，对生态中心的提倡无疑有反

人本主义之嫌，也使其理论陷入乌托邦。进入 21世纪后，生态社会主义研究依然如火如

荼，对前期理论有所反思、发展和超越，主要代表是福斯特和伯克特，主张马克思为全人

类设计的共产主义社会是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最终出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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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

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42：120）。这些观点体现出生

态社会主义从生态马克思主义向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归的倾向。由此可见，生态马克

思主义在解决生态危机方案上经历了从生态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

结语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形态，有一定局限性，如将生态危机看作

资本主义主要危机，从而带有生态化马克思主义倾向；试图以人与自然的矛盾代替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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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矛盾等。但其对于生态危机的制度批判，超越了生态伦理学的伦理批判和生态女性

主义、后殖民生态主义的文化批判，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挖掘

和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展望，对解决当代生态危机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生态马克思

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坚持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解决了生态中心主义和

人类中心主义的争端，构建了马克思主义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批判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

生态帝国主义本性，对于我们全面认识生态危机、防范生态殖民、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

指导意义。生态马克思主义把生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案，为社

会主义赋予了新的理论内涵。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于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批评研究具有

重要理论意义；对于资本主义技术使用、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异化消费、资本主义制度

的批判和对于生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展望，具有巨大理论空间，大大拓展了生态文

学和生态批评视域，为新时代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批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其辩证

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人学观、社会观和历史观，超越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和后殖民

生态批评，有望克服生态批评理论与实践断裂的缺陷，推动生态批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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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王佐良外国文学研究奖”评奖公告

为纪念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做出巨大贡献的著名学者王佐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

学特设立“王佐良外国文学研究奖”。王佐良外国文学研究奖旨在继承和弘扬王佐良

等老一辈学者的学术传统，促进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和繁荣。该奖项面向全国，

奖励国内有重大影响的外国文学研究专著。

王佐良外国文学研究奖每三年评选一次，2018 年进行了首届评选，2021 年将进行

第二届评选（自第二届开始，该奖项改为每三年评选一次）。2021 年本奖共设一等奖 1

项，二等奖3项。奖金分别为10万元、5万元。为确保学术水准，允许奖项有空缺。本次

参评著作应为2017年 7月至2020年 6月之间出版、并用中文撰写的外国文学研究专著。

评奖程序为：提名、复选和终评。

1. 提名：在全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内邀请 100 位专家学者独立推选优秀成果，每

人限提名 1—2项，并附成果出版时间、出版单位、内容摘要等相关信息。

2. 复选：在第一轮提名成果名单中，聘请 50 位专家学者在排名前 50% 的成果中，

每人再推选 1—2 项。选取票数最高的前 10 项成果进入终评名单。评奖委员会办公

室将征得终评成果作者同意。

3. 终评：由 15 位知名专家学者组成评奖委员会，从终评名单中投票选出王佐良外

国文学研究奖获奖成果。

评奖专家本人著作被推荐或评奖专家与被推荐人有密切关系等情况时，评奖过程

将实施回避制度。

评奖办公室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

联系电话： 010-88815782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9 号院

 北京外国语大学西院国际大厦 307 室

邮政编码： 100089
网  址： https://wzlgyy.bfsu.edu.cn/
电子邮箱： wzlgyy@bfsu.edu.cn

北京外国语大学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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