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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人与自然关系是认识和理解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重要的理论
视角，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是马克思主
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内涵极为丰富，深刻阐释了人类、社会、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性关系，在
实践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生活方式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根源，强调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找到
人与自然合一的和解途径，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社会主义新时代节点重新审视马克思人与自然关
系思想，对我们建设绿色生态文明乃至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实践价值意义，为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提供了理论指南和深厚的价值基础，从而推动美丽中国的建设，助力实现中国梦。

关键词
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异化，当代价值

On Marx’s Thought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Huijie Lv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Received: Apr. 26th, 2021; accepted: May 21st, 2021; published: May 28th, 2021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a long-lasting topic.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and comprehend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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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it is also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building a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a harmonious society in China. Marx’s though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rxist ideological system, which is extremely rich in
connotation. It profoundly explains the dialectical and unified relationship among human beings,
society and nature, reveals the root of ecological crisis caused by the production and lifestyle in
capitalist countries on the basis of practice, and emphasizes that only by changing the capitalist
system can we find a way to reconcile the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and realize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Re-examining Marx's though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is of practical value to our construction of gree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even the glob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guide and
profound value foundation for actively building a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thus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hina and helping to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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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些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破坏程度的不断加深，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及自然灾害频发等现象越来越
呈现在人类眼前，使得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矛盾、越来越对立，这就让我们不断反思人与自
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重新回归我们的视野，成为国家社会关注和聚焦的问题之一。
从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形成的认识论前提出发，阐述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内涵及突出特征，并从人
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对立冲突及其和解路径上进一步科学分析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在新时代的价值意义，深
刻把握马克思理论文本中蕴涵的丰富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内涵，站在当代时间节点，对于贯彻落实好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略[1]，努力实现好“十四五”时期的生态文明新
进步的奋斗目标[2]，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新时代美丽中国以及对全球生态文明安全体系构
建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

2. 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形成的认识论前提
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的，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关系
首先是实践的，自然与人类是在实践活动基础上的辩证统一的关系。马克思强调出人类与自然都是客观
现实的存在，而自然是先于人类产生的客观存在，具有其先在性，人类社会后于自然界而存在。劳动是
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中介，正是人类在长期的劳动实践过程中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变化、发展
和演进。他认为，在劳动实践中的作为功用性和效率性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与自然之间进一步协调
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在二者关系的形成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马克思的上述观点是在批判黑格尔、
费尔巴哈等有关人与自然思想理论提出来的，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用劳动实践的观
点阐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这是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也
是其精华，是形成人与自然思想的认识论前提，马克思在其著作中零散记录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深邃
性和前瞻性在当代看来仍然具有很强的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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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人是自然存在物，自然有其先在性与本原性
马克思把整个世界理解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自然界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源泉。马克思认为，自
然界和人都是客观的现实存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3]，人是自然存在物，
也是社会存在物，在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被显现出来。马克思提出：“人和自然
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成为实际的、可
以通过感觉直观的。”也就是说，在现实存在中，超越自然界或者人类社会的存在物在实践活动中是不
可能存在的。马克思提出，自然界之于人类社会而言，先于人的客观存在，具有绝对的先在性和本原性
[4]。自然界给人提供生存发展的生活资料以及实践劳动的生产资料，离开了自然界的物质支持，人类社
会就难以支撑发展，所以，人靠自然生活。这就体现了人类是在自然界演变过程中诞生的。因此，自然
中的人是具有双重性质，既有客观实在性也是自然存在物，要将人类本质与自然界的属性统一起来，协
调好人与自然及人本身的关系。

2.2. 劳动实践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联结纽带
在马克思看来，马克思自然观与其他的自然观最根本的区别是在实践基础上阐释人与自然关系的本
质，这种实践是人类在长期劳动过程中的积累。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抽象的，是在不断劳动实践中的形
成的对象性关系，劳动以人类自身活动为中介，调控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5]。在人类发展进程
中，劳动是人生存和发展的首要条件，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未经人类修饰与改造的自在自然向
人化自然演变的关键步骤，改变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而劳动实践是一个社会进化的过程，也是自
然演进的过程。劳动实践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联结纽带，是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基本途径，也就是说，一
切劳动实践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统一结果。

2.3. 科学技术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方式或手段
在人类生存发展进程中，由于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高效率、功用性的科学技术应运而生，人们去
不断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本质上是自然力与人的智力、自然规律与人的目的需
要的统一[4]。科学技术的表现在人们利用先进的理念或者是工具用来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而丰富人
类对自然界的可知论的认识。如果我们说劳动实践是人与自然的联结纽带，那么在人们劳动实践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则是人们改造自然或进一步深入认识自然的重要方式和手段。马克思说自然科学“只
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6]，技术则是“劳动者
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7]。因此，在人类
的实践活动中，一方面借助科学技术去增强人类对自然界的作用力度，主体作用于客体，更加满足人类
的欲求；另一方面则是科学技术使得人类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客体主体化，达到人与自然界协调发展。
就目前看来，科学技术的应用是一把双刃剑，要趋利避害，更多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
人类造福。
马克思在实践基础上，坚持辩证主义唯物论，阐释了人与自然之间客观存在性的关系，提出劳动是
人与自然关系联结的纽带以及科学技术在二者关系形成发展、协调的作用，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人与自然
关系的辩证的认识论前提，从这个前提出发，才能真正把握人与自然发展关系的核心内涵。

3. 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基本内涵与突出特征
3.1. 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内涵
第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统一基础上的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的一致性。马克思提出，自然界根据人类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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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实践划分为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8]，自在自然指的是未经人类接触或改造的自然，保留其原始社会的
自然性质；人化自然是受到人类实践活动的影响的、人类依据自己的目的要求改造过以及有些许人类特
征的自然界。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的关系有着一定的社会历史性，随着人类实践活动形式的不断丰富，
二者的关系相互交织、相互依赖，最终达到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的有机统一。当今社会发展中，人化自
然的矛盾更多地显露出来，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趋于紧张，因而，要在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指导下，
高度重视人化自然中的现实矛盾并努力去解决。
第二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与自然客体性的辩证统一。马克思在价值论的维度上认为人的主体性与自然
的先在性是协调统一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主体存在物，自然是客观存在物，人类发挥主观能
动性去认识和改造自然，即以自然界为依托，向自然界去索取生活生产所需之物，就是人们有意识地去
影响和支配自然界，那么在这一过程中人是处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主导价值地位的。自然界是客体，先
于人类而存在，为人类提供吃穿住行等物质资料，保持客观性。当今时代要遵循人与自然之间的主客体
的辩证统一关系，将人类与自然界的本质统一作为最高的价值追求。
第三是实践性维度上的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是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活动。人
类劳动是实践的体现，马克思自然观中表明，实践是联结人与自然的纽带，是揭示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
关系的本质的中介。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
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9]。人类社会对于自然界的实践就是体现在人的劳动之中，任何事物之间的问题或
者人与自然之间出现的矛盾都需要去能动地认识问题，之后通过实践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我们要在正确
认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有节制有限度合理性进行实践活动，做到人与自然之
间动态合理、价值化的物质交换。

3.2. 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的突出特征
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有其辩证统一性。马克思在人与自然关系形成的价值论前提出发，论证了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主要体现在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以及人与自然的同一性方面。
首先，一方面，马克思提出了在自然界中人的自然属性，认为人是自然存在物，人类要想满足自身存在
和发展的需要，就要依靠自然并受自然的限制，就是人在自然面前的受动性[4]。自然是人类物质生活资
料的来源，人靠自然界生活，是自然界的构成部分。因而人类要想从事有意义有价值的生产实践活动，
就不能脱离自然，就要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其次，另一方面，马克思提出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也是
社会存在物，有其社会属性，人与动物在自然界的实践劳动中有着明显的区分。动物在自然界的一切活
动都是出自于本能去进行生产建造，没有预期的、有目的的计划活动；而人类在自然界的实践活动是出
于意识下能动地创造性劳动，这体现了人在自然面前的主动创造性[4]，通过自己的思想观念、科学技术
等对自然进行积极改造，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支配自然。最后，人与自然是一体化的存在，是同一
的，统一于伟大的实践基础上。马克思认为，自然界中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发生的。各种物种之间相互
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一个休戚与共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之中。当今社会，随着社会生产
力的不断发展以及人类思想观念的进步，对人与自然的同一性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人与自然之间要相
互尊重、相互作用，科学准确去把握自然规律，真正认识到人与自然是出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之中，人类
自身与自然界是一体化存在的。
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有社会性、实践性。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性是指的是人类通过对自然的认
识和改造活动来获取生存与发展的物质生产资料，实践性的特点源自于人化自然，人化自然中表明了人
的主观能动性，人与自然是一种主体作用于客体的对象性关系，将自然视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人与
自然之间的劳动就是其实践性的表现；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性指的是自然问题被纳入社会问题的框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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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问题在本质上来说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协调，因而需要变革社会制度，破除
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使自然主义与社会人道主义逐渐等同，根本上化解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
然之间的矛盾，从社会层面去解决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实现共产主义。

4. 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问题及其实践把握
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方面，异化劳动是导致二者协调性丧失的直接原因，而人与自然对立更深层次的
根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所谓“异化”，异化(alienation)：哲学和社会学的概念，从马克思主义观
点看，异化作为社会现象同阶级一起产生，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
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私有制是异化的主要根源，社会分工固定化是它的最终根源。异化概念所反映
的是人们的生产活动及其产品反对人们自己的特殊性质和特殊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中，马克思在
批判性的角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异化问题，认识到在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上，只有
人类存在，那么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就不会消失，必须正确认识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认清资本主义
社会的异化问题冲突，并且在劳动实践中把握人与自然彻底和解的途径方法。
马克思深刻指出，人类通过劳动实践将自然界划分为“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4]，在人化自然
的过程中，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特殊生产生活方式，使得人化自然出现了违反生态自然性质、无限追
求资源利润的现象，也就是：自然异化状态。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存在的逻辑上来讲，自然界先于人类
而存在，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然要求，为人类实践活动提供丰富的物质基础。人类在实践活动中
由于受到社会工业文明所需物质的大幅度需要的影响，无限制地向自然界索取资源物质，进行严重掠夺，
使其自然环境受到了破坏，资源也将逐渐枯竭，自然灾害也不断发生，自然异化造成的一切现象都是人
与自然关系失调的结果。深层次来讲，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人化自然，是人类世代生产实践活动的产物，
具有社会历史性，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实际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自然异化的过程中，究其本质是在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制度下，拥有大量金钱资产的资本家在利益的驱使和诱惑下不断追逐剩余价值的结果，
因而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社会劳动也被异化，劳动者在资本家的压榨下，逐渐沦为无限夺取自然资源、
压榨自然的工具，在当时的效率优先、利润至上的资本主生产原则下，劳动者自身越来越丧失对象性的
关系，生产的劳动产品远远超出了自身劳动的价值，工资掩盖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罪恶，这种程度上使
得人与自然以及人自身劳动的异化程度就大大加深了。在当今时代，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以经济利
益为上的原则去治理国家，于过去而言，更加注重生态建设，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以及全球
资本的扩张，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将在全球范围内聚焦。
在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2020 年伊始爆发的新冠疫情就是由于人类的行为跨越了人与自
然的边界，使得人类与自然界关系不协调，引人深思。对于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问题中，资本主义私
有财产制是导致人与自然应然合一丧失的深层次根源[10]，是资本主义的贪婪和欲望破坏人与自然正常交
往的物质循环关系。从理论逻辑上看，要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真正协调好人
与自然关系，达到真正和解。马克思指出：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
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现完全的变革[11]。人类在自愿自由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有计
划有组织从事社会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组织，人类联合起来共同调控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达
到自由和谐交往。这就是建立共产主义组织形态即共产主义制度的建立。共产主义在扬弃私有制财产中
恢复劳动与人的对象性关系[10]，肯定劳动自身和劳动，劳动者创造的劳动与价值等同，是对人的本质的
真正占有，最终实现人从必然向自由的转变。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可以根本上消灭人与自然异化
的根源，是在人类实践活动基础上真正实现人的解放，逐渐能够进入人类理想的状态，使人与自然真正
和解，和谐共生，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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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当代价值意义
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具有伟大的前瞻性和超越性，实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的有机统一，
经岁月沉淀、时光流逝，仍在当前国家建设乃至全球范围内国家治理中有建设性意义。我国自十九大之
后步入了新时代的发展进程，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对于我们眼前实现 2035 年远景奋斗目标以及做好
“十四五时期”新规划有着很强的理论意义和指导价值。

5.1. 新时代走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道路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过去在农业国向工业国的建设发展道路上，难免会出现忽视生态文明、
人与自然关系的时段，我们不断向自然界索取所需，使得人与自然矛盾冲突愈演愈烈。在新时代发展时
期，要把人与自然关系同等看待，既要注重人的生存发展，也要尊重自然、保护自然，自然与人彼此依
赖、相互依存。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重视生
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上胡锦涛同志提到：“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建
设美丽中国做准备”[1]；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理念，强调人要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保护自然”[12]。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再一次强调了生态文明与人与自然的重要性，在十四五
时期经济领域目标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得到优化，生产生活方式绿色
转型成效显著等”[2]。一系列的目标举措表明新时代走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的决心。把坚持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有利于统一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走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道路也是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生
态环境问题及新冠疫情蔓延态势下的历史选择。

5.2. 新时代推动绿色发展，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
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坚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自信的信念，推进绿色发展，助力美丽中
国目标的实现。十九大报告中提到了“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要求，体现了当下中国人民对人类研究发
展规律的实践上的把握，人与自然关系协调发展的协同性和整体性，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化的坚定信心。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由于过多地重视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使之出现了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
的裂痕，也让人与自然关系失衡，因此要找到一条兼顾经济和社会生态效益的绿色发展之路。在十九届
五中全会分析了我国的生态环保方面还任重而道远，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的统
筹协调机制，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节约优先、保护优先、以自然恢复为主，构建绿色生
态文明体系。“建设美丽中国”就是在我国当前的环境生态与现代化进程中的提出来的切实可行的目标
要求，是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中兼顾好社会、自然与人类三者统一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体现。

5.3. 新时代推进全球生态环保、健康安全共同体建设
当今世界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越来越引起全球人民的关注，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
给中国和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也引发了世界人民对自然与人关系的深刻思考。
在人与自然关系统一形成的生命共同体处于重大威胁的背景下，人与自然关系和解的方式——人类生态
环保、健康安全共同体的建立，才能逐渐破除全球面临的资源短缺、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的严峻的生态
形势，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世界各国越来越处于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共同体之中，在社会
实践活动基础上正确把握马克思的辩证自然观，牢记并付诸实施习总书记的“人与自然是共同体”的观
念[10]，人类与自然界本就是命运与共的，一味去破坏自然，人类也终将不复存在，所以在世界生态文明
建设之路上，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全球人民的健康安全为核心，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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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坚守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生态伦理文化，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同体价值遵循，努力推进
全球生态环保、健康安全共同体的构建，共商共建共享，惠及世界人民。

6. 结语
世界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新冠肺炎疫情给予人类重大警示，深刻分析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有助于推动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以科学绿色发展为主题，
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美丽中国；促使世界各国增强生态文明保护意识，重视人与自
然关系。我国在继承并发展马克思自然观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论述。在人
类活动实践基础上对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深刻把握，有利于美丽中国目标的实现以及建设好更加
清洁美丽的世界，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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