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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学会估计生产行为的自然影响”的
思想及生态意义

解保军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其中“学会估计生产行为的自然影响”的思想就是重要

的内容。以往我们对生产行为的社会影响阐述很多，对生产行为的自然影响问题研究不够，而现实中的生态环境

问题，往往就是人们忽视生产行为的自然影响的结果。所以，挖掘恩格斯“学会估计生产行为的自然影响”的思

想，就是我们新的研究问题域。恩格斯批判了人们在生产中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提示人们学会认识、估计、控制

生产行为引发的自然影响。同时，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家贪婪本性等视角，分析了人们忽视生产行

为的自然影响的原因。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中还包含有生态辩证法的理论内核，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恩格斯

“学会估计生产行为的自然影响”的思想，在人类生态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提

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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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ls's Idea and Ec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Learning to Estimate the
Natural Effects of Production Behavior"

Xie Baojun

(School of Marxism,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50001, P.R. China)

Abstract:  Engels's  Dialectics  of  Nature  contains  a  wealth  of  ecological  ideas,  of  which  the  idea  of
"learning to estimate the natural influence of production behavior"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In the past, we
expounded a lot on the social impact of production behavior, and the natural impact of production behavior
was not studied enough, and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reality were often the result of
people ignoring the natural influence of production behavior. Therefore, the excavation of Engels's idea of
"learning  to  estimate  the  natural  effects  of  production  behavior"  is  our  new  research  domain.  Engels
criticized  the  short-sighted  behavior  of  people  in  production,  prompting  people  to  learn  to  recognize,
estimate,  and  control  the  natural  effects  of  production  behavior.  At  the  same  time,  Engels  analyzed  the
reasons why people ignore the natural influence of production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the greedy nature of capitalists. Engels's idea of natural dialectics also contains the
theoretical  core  of  ecological  dialectics,  which deserves  our  great  attention.  Engels's  idea of  "learning to
estimate  the  natural  influence  of  production  behavior"  has  left  a  strong  mark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ecological thought, providing important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compliance for today'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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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生态思想史上，恩格斯是一个有着深邃

丰厚的生态智慧的哲学家。今天，这个论断已经成

为学界的共识。当生态危机日益凸显，环境灾难的

伤害使人类深感恐慌和颤栗时，人们又一次回归经

典，想从中寻觅生态箴言，借思想巨擘的生态智慧

化解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在这个意义上，恩

格斯的经典著作《自然辩证法》就是人类生态思想宝

库中的“精品”，内蕴其中的一系列凝聚着生态智慧

的思想和警语，为我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态地思考并学会估计、认识、控制和调节人类生

产行为的自然影响，批判人类对自然界的宰制、盘

剥和压榨的行为，具有重要的价值引领和理论支撑。 

一、人类生产行为的自然影响：一个
值得高度关注的话题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中，关于生产力发展对社会

影响的论述是丰富的，它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逻

辑起点和理论架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

格斯就描述过生产力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资

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

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

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

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

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

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277
马克

思恩格斯还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社

会产生影响的诸多方面：阶级对立简单化了，分裂

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

阶级；蒸汽机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世界市场形

成，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发展；

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工业革命使

农村从属于城市，落后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东方

从属于西方……总之，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变

革，一切社会状态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

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

地方”[1]275
。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与自然的交往，生产

行为就是人与自然交往的诸多方式中最重要的一

种。以往人们对生产行为的社会影响有着比较深刻

的认识，相比之下，对生产行为导致的自然影响却

认识不清，重视程度不够。这个关乎人类生存的大

问题被边缘化了，甚至被遗忘了。正是由于人们生

产行为关注的只是眼前的经济利益，而忽视了对其

自然影响的估计、认识和控制，随即引发了一系列

人们始料未及的生态灾难和环境恶果。

为了更清晰地阐发论文的内容，对文中涉及到

的几个重要概念进行阐释和规定是必要的，也是为

了统一人们的认知。这里提到的“生产行为”就是特

指“人类生产行为”，是指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

需要，利用生产工具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资料的过

程。人类生产行为的后果势必会对自然生态系统造

成一定程度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同于社会影响，它

主要发生在自然生态系统方面，所以，我们称之为

“自然影响”或“生产行为的自然影响”。在传统的

理论框架中，人们对人类生产行为所导致的社会影

响有着深刻的认知和洞察，但对其导致的自然影响

和生态环境影响关注不够。所以，恩格斯提醒人们，

要“学会估计生产行为的自然影响”。

文章涉及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就是“生态辩证

法”，它与“自然辩证法”概念的关系是要明晰界定

的。“自然辩证法”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概念，它是关

于自然界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它既

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科技观，又是认识自然和

改造自然的方法论。该学科的创立者是无产阶级的

革命导师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内容主要有：

自然界的辩证法，自然科学的性质、特点及其在社

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一般规律，自然科学方法

论，自然界的运动形式和科学分类，自然科学中的

哲学问题等。“生态辩证法”是自然辩证法的重要内

容，是运用辩证法和生态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研

究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成、演化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

科学。“自然辩证法”研究领域更宏阔些，而“生态

辩证法”的研究视阈主要集中在自然生态系统的变

化及人类生产行为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作用、影响等

方面。但二者也有相同点，概括地讲，都是运用唯物

辩证法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特定领域的辩证发

展普遍规律的科学。

“生态辩证法”与学会估计人类生产行为的自

然影响之间有着合理的联系。一旦人们具有了生态

辩证法的视野，受到生态辩证法的启迪，就会使人

们具有生态慧眼，洞察自然生态系统内部要素之间

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和辩证发展的“生态景象”。恩

格斯就是具有“生态辩证法”视野的生态哲学家，他

在普遍关注生产行为的经济效益的年代，提醒告诫

人们，要警觉、反思眼前的生产行为可能导致的潜

在的、较远的生态后果和环境影响，要掌握自然界

的生态系统表露出的生态辩证法的“理性的机巧”。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

格，它时刻关注着人类社会发展中遇到的新情况、

新问题，并以“在场”的方式，为我们观察、解决这些

棘手的问题，提供深刻的思想启迪和理论牵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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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大都是从最紧迫、最直接

的社会需要出发，挖掘其中最具有直接指导意义的

思想观点，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在场”“出场”的

惯常方式。但这绝不意味着，只有已经“出场”的、

关注度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是有价值的，才是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标准版”。其实，正如马克思所言：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

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11
所以，人们正是在

社会“需要的程度”的促使下，深入到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宝库中，寻觅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利器。

在生态环境问题成为人类亟待解决的社会重大

问题的当下，我们也需要调整理论研究的侧重点，

创新我们的问题域。例如，我们在潜心研读恩格斯

的经典《自然辩证法》时，要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

社会需要为背景，从生态学的视角再现一个恩格

斯，努力挖掘恩格斯的生态智慧和生态辩证法思

想，发现恩格斯在人类生态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

用。从这个思路出发，我们就会看到，恩格斯用了大

量篇幅来论述关于“学会估计生产行为的自然影

响”这一思想，分析了人们忽视生产行为自然影响

的原因，阐发了纠正此类行为的思路和方法。恩格

斯生态思想的深刻性和前瞻性，在人类生态思想史

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恩格斯反思人们生产行

为所透射出的生态智慧之光，照亮了我们建设社会

主义生态文明的前行之路。 

二、“学会估计生产行为的自然影响”
的思想内容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抑或在人类生态思想

史上，恩格斯都是一个充满生态智慧的思想家，是

一个有着敏锐生态洞察力的智者。“智者见于未萌，

愚者昧于成事”，“智者防患于未萌，明者防患于未

然”，这些古训都说明，智者对事物存在状况和发展

趋势的感悟与洞察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和见识。在

透察、警示人们生产活动的自然影响方面，恩格斯

的许多论述都闪烁着深邃的生态智慧之光，为人们

观察、思考和处理生态环境问题树立起理论觇标。

在资本主义早期工业化高歌猛进的时代，急速

扩大生产规模，动用各种手段，以更快的速度生产

出更多的商品，以高效的生产占领并垄断市场，以

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是那个时代资本家的企业精神

和价值共识。正如恩格斯所言：“支配着生产和交换

的一个个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

直接的效益……销售时可获得的利润成了唯一的动

力。”[2]385
马克思也表达过同样的看法，资本家“他

们的灵魂渴求货币这唯一的财富，就像鹿渴求清水

一样。”[3]162
所以，在资本家眼中，自然界算不了什

么，只是服务于资本增殖的自然资源和物质条件，

只有经过资本的赋值，自然界才成为有用的物品。

在“资本狂欢”的年代，资本家根本不会去考虑与资

本增殖无关的问题，至于让资本家检视自己生产活

动可能导致的自然影响，那简直就是奢望。这不是

由资本家的学识和心性决定的，而是由资本主义生

产活动本质决定的。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了这点：“资

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

多地自行增殖，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

因而也就是资本家尽可能多地剥削劳动力。利润是

经营的唯一目的。”[3]384

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马克思恩格斯就敏

锐地注意到了“工业异化”问题，看到了大规模工业

生产给自然界带来的生态环境影响。马克思指出：

“一旦这条河归工业支配，一旦它被染料和其他废

料污染，河里有轮船行驶，一旦河水被引入只要简

单地把水排出去就能使鱼失去生存环境的水渠，这

条河的水就不再是鱼的‘本质’了，对鱼来说它就

不再是适合生存的环境了。”[1]97-98
这里，马克思明

确提到了“河流归工业支配”的问题。当年资本家的

纺织印染厂，给他们带来了滚滚财源，但是未经污

染处理的工业废水被直接排入了河流，给河流生态

环境和鱼类资源造成了灭顶之灾。恩格斯也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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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比较清洁的水。但是工厂城市

把一切水都变成臭气冲天的污水。”[4]646
技术的这

种异化，在于“它的资本主义的应用”，资本家陶醉

于蒸汽机的轰鸣声，欣赏着蒸汽机对工厂城市的深

刻影响，却忽视了它产生的煤炭过度消耗和“工业

黑化”等生态环境问题。所以，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

想脉络和理论表达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很早就

注意到了人类生产行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

恩格斯非常重视用辩证自然观来教育、启迪人

们。在《反杜林论》的序言中，恩格斯号召人们要确

立“自觉的辩证法”，并用它来帮助人们确立唯物主

义的自然观。在恩格斯看来，人们应当意识到自然

过程的辩证性质，要把“反思带进自然界”。人们应

当明白，在自然界中存在着的，似乎是偶然的、无数

错综复杂变化的生态现象，其实是生态辩证法存在

的生态证明，这些变化无疑都是生态辩证法运动规

律的具体表达。

与资本家只顾生产活动最近最直接的经济利益

相比，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阐发了“学会估计

我们的生产行为的较远的自然影响”的思想，发出

了考虑我们生产行为导致的往后、再往后的自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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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生态呐喊，并对资本家生产行为导致的环境恶

果表达了深沉的生态忧思和深刻的生态批判。在整

个社会弥漫着利润至上的资本主义时代，恩格斯却

警示人们要关注生产行为导致的自然灾难和自然影

响，这体现出恩格斯生态智慧的深刻性和前瞻性，

实属空谷足音，振聋发聩。

恩格斯承认人类生产活动的价值、意义和合理

性，但他高于常人并慧眼独具的地方在于， 他从生态

学的视角出发，告诫人们学会预见生产行为的自然影

响，拉响了人类生态思想史上最清晰的“生态警报”，

发出了堪称生态学经典语录的“生态恒言”。恩格斯指

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

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

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2]383

这段重要论述，的确值得我们经常研读、时刻

铭记。在恩格斯的那个时代，生态环境问题、生产行

为导致的自然影响问题远没有进入人们的认知范

围，人们还沉浸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集体狂欢”

中。“人是万物的尺度”“人为自然界立法”和“控制

自然”这类的理念，是当时人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

的价值遵循。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重占有的生产

方式”及其理念，成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性

格”。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人们关注和渴望的只是

生产活动带来的经济利益，至于这些生产行为“往

后”“再往后”导致的环境问题和生态灾难，还没有

引起人们的重视，更遑论引起人们的警觉与反思了。

幸运的是，即使在生态环境问题尚不严重的年

代，恩格斯还是凭借着生态辩证法的智慧和敏锐的

生态感悟力，清晰地指出了那个时代人们生产行为

导致的自然影响：在希腊，人们过度放牧，山羊数量

激增，破坏了植被，阻碍了当地森林的恢复。在美索

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

了增加粮食生产，不惜以毁灭森林的方式来扩大耕

地面积。这种生产行为起初的确达到了扩大耕地面

积的目的，粮食产量在头几年也的确有所提高，但

是，好景不长，这种生产活动引发的环境灾难接踵

而至。由于毁灭了森林，生态遭到严重破坏，森林所

具有的保持水土、积聚水分的功能逐渐丧失。令当

地居民做梦也想不到的自然影响出现了，绿水青山

变成了不毛之地。在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区，当地

人把山北坡精心保护的枞树林砍光用尽，这样的生

产行为使人们暂时获得了木材，但是人们估计不到

此举导致的自然影响。由于砍树毁林的行为毁掉了

高山畜牧业的生态根基，破坏了森林的蓄水功能，

致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

森林及地表植被受到破坏，其保持水土的功能也丧

失殆尽，使得泥石流在雨季频繁发生，引发了一系

列破坏山区生态环境的自然后果。在古巴的种植场

里，来自西班牙的种植场主为了给最能盈利的咖啡

树施肥，放火焚烧山坡上的森林，把木灰当作肥料。

他们得到的木灰肥料够施用一个世纪之久，但是，

种植场主们被眼前的经济效益遮住了双眼，根本不

会去为生产行为的自然影响负责。结果是，“自然界

的报复”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焚烧森林，破坏了山区

的植被系统和蓄水功能，热带的倾盆大雨冲毁了毫

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

针对人类短视、急功近利的生产行为导致的生

态环境问题，恩格斯把辩证法与生态学结合起来，

坚持用辩证法的视角去观察、认识和估计生产行为

的自然影响，阐发自然界中存在着的生态辩证法。

在批判资本主义掠夺型的生产方式时，恩格斯就是

坚持了生态辩证法的思维方法。他指出：“在今天的

生产方式中，面对自然界以及社会，人们注意的主

要只是最初的最明显的成果，可是后来人们又感到

惊讶的是：人们为取得上述成果而作出的行为所产

生的较远的影响，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

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2]386
可见，辩证法是普

遍存在的，自然生态系统中也存在着相互联系、运

动、转化的辩证关系，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

石。在一定意义上，自然界本身的演化进程和存在

状态就是展现生态辩证法的舞台和场域，生机无限

的大千世界就是体现生态辩证法的活教材。

但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人们对自然界中存在

的生态辩证法认识不到位，浅陋、僵化的形而上学

思维方法还在制约着、影响着人们对自然界的认

识。恩格斯看到了人们思维方式上的弊端，明确地

提醒人们：“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研究家到现在

还屈指可数。”[4]361

为了克服人们生产行为急功近利的弊端，培育

人们从生态辩证法的角度审视生产行为的生态意

识，恩格斯阐发了“学会估计生产行为的自然影响”

的生态思想。仅就人们生产行为的自然影响这个问

题，恩格斯阐述了“四个学会”的思想。他指出：“事

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

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以为常过程所作的干预

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特别自本世纪自然科

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

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

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学会估计我们的生产行

为的较远的自然影响。”[2]385
通过学习恩格斯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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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教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人类生态思

想史上，恩格斯对人类生产行为的自然影响的生态

约束和警示极具生态价值，促使人们从生态学的视

角反思、匡正自己的生产行为。

恩格斯运用自己的生态智慧去观察和认识当时

人们习以为常的生产行为引发的自然后果，的确比

同时代人有着更睿智、更深邃的生态意识。恩格斯

要求人们要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因为违背自然界

中存在着的生态辩证法同样是要受到惩罚的。他提

到了“对自然界的干预”问题，提到了“生产行为的

自然影响”和“生产行为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等

问题。这些论述都清晰地表明，恩格斯对资本主义

急功近利、罔顾生产行为的自然后果的生产方式是

深恶痛绝的，是批判否定的。他看到，无论是直接干

预自然界的活动，抑或是相对间接的影响自然界的

生产行为，无论是近期的环境影响，还是较远的生

态灾难，人类在利用、控制自然时势必会产生一定

程度的自然影响，导致人们始料不及的自然后果。

所以，恩格斯反复告诫人们，要从生态学的科学视

角反省、审视人们的生产行为，不要只看到生产行

为带来的经济效益，而忽视了对自然界的伤害和令

人后悔莫及的环境灾难。为此，恩格斯要求人们“学

会正确理解”“学会认识”“学会控制”和“学会估计”

生产行为的自然影响和后果。他在这里之所以反复

强调“学会”的重要性，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几

乎不会去关注生产行为的自然影响，更谈不上“学

会认识”和“学会估计”生产行为的自然后果，而这

也是导致后来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论根

源。在忽视、忘记生态辩证法方面，我们的确教训太

多，恩格斯“学会估计生产行为的自然影响”的思想

的确极具生态意义，值得我们深刻领会。 

三、人们忽视生产行为的自然影响的

原因分析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不仅阐发了“学会

估计生产行为的自然影响”的思想，而且还从多视

角、多维度深入剖析了人们忽视生产行为的自然影

响的原因。

首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导致忽视生产行为

的自然影响的根本原因。在探析导致生态环境恶化

的原因时，最值得人们高度重视的是马克思恩格斯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态批判。在《1844 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阐

发的理论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劳动本身，不仅在目

前的条件下，而且一般只要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

财富，它就是有害的、造孽的。”[5]55
马克思在这里

还特别强调指出，对生产行为的破坏性结果，资产

阶级的经济学家是不知道的。马克思为什么要强调

这点，就是因为资本家只关注生产行为增加财富的

结果，而忽视了、甚至根本没有考虑生产行为的自

然影响。故此，马克思把这种生产行为视为“有害

的、造孽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唯利是图、急功近利的特征有着深刻的揭

示。资本家“以资为本”，使资本增殖是其“天职”，

而资本增殖就是要更多、更快、更强。作为股东的

资本家也指望着尽快回收投资，短期内获得最大利

润，然后再以最快的速度加速资本周转与流通，推

进资本积累的速度，以期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立于

不败之地，所以，眼前利益最大化是资本家渴求的。

至于生产行为将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根本不入资本

家法眼，指望资本家能主动投资于周期漫长的生态

环境修复和保护工程那也是几无可能的。所以，恩

格斯明确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

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

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

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

了。”[2]384
恩格斯这里提到的“生产方式”，主要就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远的结果”当然包括人类生

产行为导致的自然影响和生态问题。以“最近的、

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而忽视生产行为的自然影

响，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

恩格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行为的自然影

响联系起来分析，是很有理论说服力的，可以说是找

到了批判的“靶子”，对准了批判的“靶心”。在揭示生

态环境危机的原因时，一些西方生态学者往往避实就

虚、避重就轻，回避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这些“硬核”问题，而是诉诸于科学技术的异化、生态

意识的缺失、人性的贪婪和法制的松弛等原因。相比

之下，他们的生态理论就显得有些浅薄，缺乏生态批

判的力度，弥漫着“生态乌托邦”的气息。相反，恩格斯

却秉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从社会制度的

层面上观察、分析生态环境问题，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和要害。从根本上讲，生态环境问题就是社会问题，与

社会制度、生产方式有着直接联系。从资本主义制度

和生产方式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问题，寻找导致生

产行为自然影响的真正原因，是恩格斯生态智慧的集

中体现，也为我们今天观察、分析和处理生态环境问

题提供了理论遵循。

其次，资本家奉行的利润至上的资本理性是导致

忽视生产行为自然影响的重要原因。“资本家”，顾名

思义就是操控、运转资本的行家里手，资本理性在资本

家身上有着明显的体现。对于资本与资本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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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有着生动的刻画：“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

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

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

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3]269

在这里，马克思把资本家视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增

殖、膨胀、贪婪的特性通过资本家的生产行为暴露出

来。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在自己的实际运动中不理

会人类在未来将退化并将不免终于灭绝的前途，就像

它不理会地球可能和太阳相撞一样。在每次证券投机

中，每个人都知道暴风雨总有一天会到来，但是每个人

都希望暴风雨在自己发了大财并把钱藏好以后，落到

邻人的头上。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每个资本

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4]733
马克思对资本家只

顾自己发财的贪婪本性的批判，真可谓淋漓尽致、入木

三分。资本家为什么不理会生产行为对人类社会的伤

害？为什么不担心人类的退化和岌岌可危的前途？资本

家为什么希望暴风雨落到邻居的头上？资本家为什么

厚颜无耻地喊出了“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口号？这

一切皆是资本理性肆虐的结果。在资本家看来，“自己

发了大财”才是硬道理，至于资本增殖之后带来的后果

和影响，就不是资本家担忧的问题了。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也对资本家、工厂

主和商人忽视生产行为自然影响的经济短视行为进

行了深刻的揭批。在恩格斯看来，资本家及其利益

集团都奉行唯利是图、利润至上的价值观，他们从

事的一切生产行为和商贸活动，都是把盈利、赚钱

放在第一位。所以，他们在从事生产和商业活动时，

首先考虑的只能是最近的和最直接的结果，那就是

利润最大化。恩格斯用了“直接的利润”“普通的利

润”和“最直接的效益”等概念，来描述资本家追求

的目标，而“销售时可获得的利润成了唯一的动

力”。所以，“一个厂主或商人在卖出他所制造的或

买进的商品时，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他就满意了，

而不再关心商品和买主以后将是怎样的。人们看待

这些行为的自然影响也是这样”[2]386
。恩格斯的分析

直接、透彻，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支配、控制、引导

资本家生产行为的只能是最直接的经济利益，他们

最关心的也只能是盈利，是资本增殖。他们的生产

行为将导致的自然影响和生态环境问题，根本不是

资本家考虑和担忧的。人们奢望资本家关注其生产

行为的自然影响和环境后果，可能也是一厢情愿。

正是资本家忽视其生产行为自然影响的资本理性的

作祟，使得生产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影响超出了人

们的预料，甚至大多数生产行为较远的自然影响与

人们的初衷悖逆，而呈现出完全相反的结果。

我们要认识到，恩格斯对资本家忽视生产行为的

自然影响的生态批判，也具有一般的生态意义。即使

在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人们的生产行为仅仅唯利润的

马首是瞻，奉赚钱为圭臬，以资本理性去宰制生态理

性，那么，人们的生产行为就将导致严重的环境危机

和生态灾难，生态规律的客观性就将以铁一般的事实

呈现在人们面前。恩格斯提醒过人们的“感到惊讶的”

“完全相反的”“出乎预料的”自然影响和生态恶果就

将不可避免，“大自然的报复”就将再一次来临。

再次，蔑视生态辩证法是导致人们忽视生产行

为自然影响的哲学根源。在观察、分析人们生产行

为的自然影响时，恩格斯批判了萦绕在人们思想深

处短视、僵化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坚持用生态

辩证法去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去分析人们生产行

为对自然界的影响和后果，恩格斯为我们贡献了

“生态辩证法”这样的思想利器。

最后，导致人们忽视生产行为自然影响的还有

社会历史的原因。在西方工业化早期，资本主义国

家还没有制定和实施完备的生态环境保护法，政府

缺乏相应的管理机构，社会舆论和社会组织在督促

改善生态环境的社会迫切程度方面力度不够，没有

形成约束和控制生态环境公害的社会氛围和大众共

识。马克思看到：“为了迫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

最起码的清洁卫生设施，必须由国家颁布强制性的

法律。”[3]554
但遗憾的是，这种强制性的生态环境保

护法，在当时还是法律上的空白。还要看到一个原

因，那就是当时的生态学刚刚萌生，人们对生态环

境污染的危害还缺乏清晰的认识，基本上处于麻木

状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引用枢密院的医官西

蒙医生的报告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工人受的教育

太少，不懂得自己享有卫生权利；不论极端恶劣的

住宅，还是污浊不堪的饮用水，从来都没有引起过

罢工。”[3]769
工人缺乏生态环境知识，对恶劣的生态

环境的容忍与沉默，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人们忽

视生产行为的自然影响。

众所周知，恩格斯是“自然辩证法”的创立者，

这里的“自然”当然是包括生态系统在内的自然。所

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包含有“生态辩证法”的

内容和原则，这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合理的。所谓

“生态辩证法”，就是从生态学的视角观察、认识自

然界的最一般规律，特别是生态规律的思维方法。

生态辩证法以生态学为基础理论，其理论主旨在于

从自然界中找出生态规律并从生态系统出发加以阐

发，而不是把生态规律硬塞进自然界。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非常重视生态学，

多次借鉴德国生态学家海克尔（第一个提出“生态

学”概念的人）的思想观点。恩格斯在分析生物学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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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分析人与自然关系、观察人们生产行为的自然

影响等问题时，都运用了生态辩证法的思维方法。

从恩格斯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生态辩证法的

智慧之光。

今天，当人们从生态学维度重读《自然辩证法》

时，恩格斯阐发的生态辩证法的真知灼见呈现在人

们面前。恩格斯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

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

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

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

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

消逝”[3]311
。在这里，恩格斯几乎是在用生态学的话

语论述着辩证法的精髓。的确，在生态系统中，各种

生态要素之间呈现出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转

化的生态画面，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万类霜天竞

自由”才是大自然的本真状态，生态系统无时不在

生成、湮灭、互惠、竞争、转化、同化、异化之中，生

机无限的生态系统是生态辩证法的活教材。恩格斯

所言极是：“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自

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运

行的。”[4]361
恩格斯还特别强调：“在自然界中任何

事物都不是孤立发生的。每个事物都作用于别的事

物，并且反过来后者也作用于前者，而在大多数场

合下，正是由于忘记了这种多方面的运动和相互作

用，就妨碍了我们的自然研究家看清最简单的事

物。”[2]381
是什么妨碍了自然科学家深刻地观察、了

解自然界，认识自然规律呢？在恩格斯看来，一个重

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只顾眼前利益，忽视了生态辩证

法的客观性。在人们的思维深处，形而上学机械、僵

化的自然观还在作祟，人们还普遍缺乏生态辩证法

的思维视角，“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研究者到现

在还屈指可数”。人们违背自然辩证法要受到惩罚，

违背生态辩证法更要受到惩罚。所以，恩格斯用了

大量生态辩证法的实例来警示人类，切不可过分陶

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更不能像征服者统

治异族人那样沾沾自喜于对自然界的统治和盘剥，

因为那是违背自然规律而必将遭到大自然报复的。

最后，生产行为自然影响的后发性和累积性也

是导致人们忽视生产行为自然影响的客观原因。人

们的生产行为一定会给自然界带来影响，会对生态

环境造成伤害，但这种影响和伤害不是一天造成

的，而是在经年累月中逐步发生的。自然影响的后

发性和累积性的特征，在客观上也造成了人们认识

上的缺失和松懈。对自然影响后发性和累积性的特

征，恩格斯有着深切的把握。在论述自然影响的这

一特征时，恩格斯使用了许多渐进性的概念：“晚些

时候才显露出来”“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

效用”“较远的自然影响”“间接的影响”“出乎预料

的影响”“往后和再往后”的自然影响等。恩格斯的

理论祈向是清晰明确的，他要提醒人们，生产行为

是“前因”，引起的自然影响是“后果”，有“前因”必

有“后果”。但遗憾的是，资本本性就是对眼前利润

疯魔般的贪求，对活劳动无止境的吞噬和对自然资

源无餍足的掠夺，“今朝有酒今朝醉”就是对资本短

视行为的生动刻画。在资本理性膨胀的条件下，人

们只关注了生产行为的经济效益，而忽视了较远的

未来才会出现的自然影响和生态环境问题。

恩格斯无愧于一个具有前瞻性和辩证思维的社

会生态学家，他对人们生产行为自然影响的提示和

关注，为我们敲醒了生态警钟，我们当谨记恩格斯

的教诲，从生态辩证法的理论视角审视人们的生产

行为，纠正忽视生产行为自然影响的思维恶习。 

四、必须坚持恩格斯“学会估计生产行

为的自然影响”的思想

对资本家生产行为引发的自然影响和生态环境

问题，恩格斯有着敏锐的体悟和洞察。在对人们生

产短视行为生态忧思的基础上，恩格斯系统阐发了

“学会估计生产行为的自然影响”的思想，深入挖掘

其中的生态思想精粹和时代价值，当是我们的学术

本分和理性自觉。那么，怎样学会估计生产行为的

自然影响呢？

首先，要学会深刻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特

别是要了解和把握内蕴在自然规律中的生态规律和生

态辩证法。恩格斯一贯坚信的理念就是：“我们对自然

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

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2]384
要注意，恩格斯

在这里强调的是：在一切生物中，人作为自然界的一

员，其长处和强项不在于对自然界的统治、主宰，而是

能够深刻地认识和正确地运用自然规律。人类只有俯

下身去，倾听自然的声音，把握生态的律动，我们才有

可能“认识到自身与自然界的一体性，而那种关于精

神与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

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2]384
。用

党的十九大的理念来讲就是：“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

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

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

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

无法抗拒的规律。”[6]

其次，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来一场自然观上

的“哥白尼革命”，从人主宰自然向人敬畏自然的立

场转变，树立自然界不从属于人，而人完全从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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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的生态理念。马克思早就说过“人靠自然界

生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5]95
。恩格斯说的更

加明白、具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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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的”[2]384
。所以，保护

大自然，就是保护人类，保护我们可持续发展的自

然条件和生态基础。如果人们忽视生产行为的自然

影响，经年累月之后，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就会遭

到严重破坏，其恶果不仅限制了生产活动的持续，

也会危及人们的身体健康。

最后，要尊重、敬畏自然，自然规律不可违逆，不

可虐待。恩格斯提醒人们，在从事生产活动时，人们不

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因为大自然的报复

会接踵而至。恩格斯还告诫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

住”，统治自然界是徒劳的，控制自然界的结果只能是

被自然界所控制、所制约。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雄辩

地证明，“征服自然”“控制自然”是错误的理念，是人

类狂妄自大的表现。“不要过分陶醉”“每走一步都要

记住”，从这些语气和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对

人们生产行为的告诫和提醒，可以说是耳提面命、谆

谆教诲，值得我们在从事生产实践时谨记和遵循。

恩格斯“学会估计生产行为的自然影响”的思

想，在今天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生态实践

价值，给人们极大的警示和规诫。在检视人们的生

产行为，反思生产行为的自然影响方面，恩格斯不

愧为一个生态先行者、引领者，他在生态环境问题

上的先见和领悟，反过来指导人们去理解生态之

道，匡正人们的生产行为。

但令人汗颜的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像保

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

态环境”的今天，一些人把恩格斯的谆谆教诲置若

罔闻，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而不惜毁灭沙漠防护

林，引发令人心痛的生态悲剧。位于我国西北生态

脆弱地区的国营敦煌阳关林场，为了获取眼前更大

的经济利益，不惜毁林腾出土地种植葡萄，致使大

面积沙漠防护林遭“剃光头”式砍伐，万余亩公益防

护林在刀砍锯伐中所剩无几，由此人为撕开一道宽

约 5 km 的库木塔格沙漠直扑敦煌的通道。中国西

北部的土地主要是由干旱土地或沙漠构成，生态系

统极其脆弱，一旦遭到破坏很难修复。在那里，种植

葡萄需要频繁深耕土地，砂土顶层会变得松散，从

而加剧土地沙漠化，由此导致严重的生态灾难。另

外，在葡萄收割后的半年内，葡萄园的土地一直呈

裸露状态，加速了土地的沙漠化。同时，防护林被毁

也会破坏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面对这样的生态悲

剧，专家学者们发出了质问：“没有生态，人类所有

的一切都会消失。就是这么一个简单清晰的道理，

为什么就是装作不明白？为什么生态还是被一次次

的漠视、冲击和破坏？”[7]

反思人们今天的生产行为，我们再一次感悟到

恩格斯生态辩证法的客观必然性和严峻深刻性，领

悟到“学会估计生产行为的自然影响”思想的当代

意义。恰如恩格斯的告诫，阳关林场毁林种植葡萄

的行为，起初确实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是生

态辩证法的必然性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往

后、再往后，过度开发的生产行为必将引发生态灾

难，土壤沙漠化加剧，反过来又制约了葡萄种植。到

那时，人们生产行为导致了出乎预料的自然影响，

这种自然影响又把人们最初的结果消除了。面对沙

漠化的卷土重来，人们惊讶地看到，初衷与现实竟

然是完全不同的状态，而且出现了完全相反的结果。

事实证明，出现生态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

人们急功近利、短视无知的生产活动有关，也是忽

视生态辩证法遭到的惩罚。人们渴求着眼前的经济

效益，而忽视了生产行为往后、再往后所引发的自

然影响，于是乎，一幕幕生态悲剧就上演了：塑料产

品曾给人们带来极大方便，但废塑料成了土壤“癌

症”，污染了海洋，微塑料颗粒已经进入人类的食物

链；农药早期的杀虫效果是明显的，但后来却导致

了“寂静的春天”；草原牧民驱狼的初心是为了保护

羊群，但没有天敌的羊群过度繁殖，又破坏了草原

生态，人们又不得不“引狼入室”。

所以，人们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一定要谨

慎、谦顺，要学会认识、控制、估计、认清我们眼前

的生产行为往后、再往后可能导致的自然影响和环

境问题，  努力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

人”，过上“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

活”。这正是恩格斯“学会估计生产行为的自然影

响”的思想给我们的价值引领和实践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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