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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和构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
———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视角

■邱耕田

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马克思提出的“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的论

断， 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差异性尤其是人对自然而言具有的能动改造性； 马克思提出的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的论断，则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具有的

“统一性”或“一体性”。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思想是我们准确把握和有效建设人与自然生

命共同体的重要理论基础。马克思阐释的人在自然界面前具有“受动性”的思想以及恩格斯

强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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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常过程的干预

造成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的要求，对于我们以平等身份看待并善待自然界、自觉主动地建

设人与自然之间“生命共同体”提供了根本的实践遵循。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构建是人的

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双统一”的过程，这种过程可以从审美的角度予以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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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猿相揖别”、人类从大自然的“母体”中诞生出来之后，就立刻生成人与自然的关系———
这是人类在生存和发展中必须面对并妥善处理的最为重要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辩证性，
即对立统一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论断，并要求“坚持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这些论断和要求，其实是从统一性的角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揭示和把握。事实

上，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特别是他们关于人与自然之间具有“同一性”或“一体性”的

论述为我们党在新时代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论断，并实施绿色发展提供了直接的理

论依据，也为我们如何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

马克思的哲学具有强烈的实践变革性， 而这种实践性是建立在人与自然相互对立这一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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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的。事实上，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差异或不同，他明确指出：“主体是人，
客体是自然。”［1］(P9)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自然之间存在着对立性，这种“对立性”主要表达的

是：人类是一种自主和自觉的存在，而自然界则是一种自在和自发的存在。大自然虽然是人类的

“衣食父母”，但它不能现成和主动地提供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资料。大自然拥有肥沃的土地，
但它不能主动生产人类需要的五谷；大自然拥有各种矿藏，但它不能生产人类需要的生活资料；
大自然拥有洞穴和树荫，但它不能提供人类需要的房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自然界没有制造出

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2］(P219)还需要

指出的是，大自然时常以其暴虐和无常的一面或通过各种天灾，来威胁、损害和阻碍人类的生存

与发展。大自然的这种自在性、自发性及其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对人而言的损毁性，就与人类的

生存发展产生了对立性。但人绝不会像动物那样只是适应和利用外部自然界，从而过一种天然而

本能的动物式“生活”。人之所以是“主体”，自然界之所以是“客体”，关键在于人是通过社会实践

特别是生产实践，来积极主动地改造利用自然界以满足自己的需要的。恩格斯就指出：“人则通过

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3］(P559)或者说，人类正是在“人化

自然”的劳动实践中，通过对自然界的改造变革，使自然界发生人所希望的变化，并在与自然界实

现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中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当然，人与自然之间既具有对立性的一面，更具有统一性的一面。这种统一性或曰“和谐共

生”性，其实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中已有充分的论述。

二、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马克思、 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集中反映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
《资本论》特别是《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明确提出自

然界和人具有“同一性”的观点。 何谓“同一性”？ 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观点

来表述：“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4］(P161)，“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4］(P209)，自然界则“是人的无机的

身体”［4］(P161)。 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相关论述来表达：人绝不是站在自然界之外，“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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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560)。 马克思、恩格斯的

这些论断或主张，再明白不过地表达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同一性”或“统一性”关系其实就是一种

“共生”关系，换言之，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的人和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的自然界之间，就是

一种共生共荣的“生命共同体”。 当然，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生命共同体”并不是抽象和空洞

无物的，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之间具有同一性的思想至少还包括三方面的内

容。
第一，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没有自然

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4］(P58)

第二，自然界是人类“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5］(P428)。恩格斯早就明确指出：“政

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

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3］(P550)另外，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自然界既是人的物

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人的精神生产的前提和基础。“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

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

无机界。”［4］(P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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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实践特别是生产劳动，是人类

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途径或根本方式，而在生产劳动中，人类生成和调整着两种最为基本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天”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即“人际”关系。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

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

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

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4］(P724)当然，这两种关系绝非平行并列、互不相干，而是

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
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4］(P184)

马克思关于这两种关系之间具有“直接同一性”的论断，其实深化了关于人与自然之间共生

性关系的认识，也为我们如何构建人与自然这一“生命共同体”指明了方向，即只有处理好人与人

的关系，才能真正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人际”关系恶劣如爆发战争时，对自然生态的破坏

几乎是毁灭性的。当代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已经看到了这两种关系之间的关联性，他们就是从

资本主义制度入手来分析造成当今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的：“世界正变得危机四伏，
而罪魁祸首就是资本主义。无论从短期的政治角度还是长期的生态角度，资本主义都在威胁着我

们的星球。”［6］(P40)这实质上是一种基于人与人的关系来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分析路径。
人与自然关系的两个方面，即对立性和同一性，也不是彼此孤立、互不相干或静止不变的。它

们之间同样具有辩证性，即对立性中包含着统一性，统一性中又包含着对立性，这两个方面是相

互依存、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阐述的：“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

也是幸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7］(P209)

而当我们以这样一种科学的思维观念来指导人类的行动时， 就要求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

进程中，要把改造自然、变革自然与建设自然、保护自然有机统一起来，即“我们要坚持节约资源

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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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形

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7］(P210)。
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还存在着一种形而上学的态度或错误：要么只看到人对自然

改造、征服的一面，以生态的破坏为代价来实现人类的进步；要么只看到人对自然顺从和保护的一

面，以限制甚至停止人类正常的生产与生活活动来换取对所谓“自然权利”的保护———如西方一些

学者或人士所持的“动物解放论”就认为，为了保护动物的权利，人类必须停止为自己的饱餐而饲

养和杀戮动物或在动物身上做实验的活动。总之，这种割裂人与自然之间辩证关系的极端化的看

法和做法，既不符合人与自然关系的本来面目，也不利于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
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但很不幸的是，共生而非“共荣”，即这种共生关系在人的不当或不

良行为的作用下呈现出不和谐性，这种关系基本上被人变成一种自然对人而言的“供养”关系。自

从告别原始的渔猎文明，在创造农业文明特别是工业文明的进程中，人类一改远古时期“在自然力

量面前还无能为力”的受奴役和压迫的状态，逐步走上了一条“征服者”的“超人”之路。在日趋先进

发达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推动与武装下，人类把支配变革自然的一面推向了极致甚至极端化的

状态，使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趋于片面化从而发生了严重扭曲：一方面向大自然索取物质的

“精华”，另一方面却把“三废”毫不留情地回报给了自然界，由此导致了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并对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

在中国，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这是值得

我们自豪和骄傲的，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羡慕我们的地方。同时必须看到，我们也积累了大量生态

认识和构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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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成为明显的短板，成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比如，各类环境污染呈高发态势，
成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生态危机的发生、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反映了自然界对于人的不当

的行为的“报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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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559-560)恩格斯还举例说：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

南坡把那些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

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

枯竭了，到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你善待环境，环

境是友好的；你污染环境，环境总有一天会翻脸，会毫不留情地报复你。这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不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8］(P187)

三、人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

在马克思、 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中， 还包含着如何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关

系、建设人与自然这一“生命共同体”的方法论的内容和要求。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揭示了人的“受动性”。一方面，马克思看到了人的实践性或能动

性，在马克思看来，“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P501)，即人“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

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9］(P405)的、能动的社会性存在物；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揭示

了人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10］(P169)，也就是说，相比于自然界，人虽然是主体，但这种主体绝不是

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的：“人作为自然的、肉体

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4］(P209)马克

思关于人在自然界面前具有“受动性”的思想，为人类以平等的身份来看待并善待自然界，积极主

动地建设人与自然之间的“生命共同体”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指南。
那么，人的这种“受动性”要求人在处理自身与自然界的关系中应当做些什么呢？根据马克

思、恩格斯的论述：第一，人要认识并遵循自然规律，因为“整个自然界是受规律支配的，绝对排除

任何外来的干涉”［5］(P506)。在恩格斯看来，人之所以能支配整个自然界并优于其他一切生物，关键在

于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3］(P560)。第二，要高度关注人的生产活动的短视性或短期后果

问题。恩格斯指出，“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3］(P560)的重要表现，就是要充分察觉到人的改造

自然的活动造成的较近与较远后果的不一致性问题。 而人改造自然及社会的活动之所以会造成

眼前结果和长远结果的不一致，是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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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562)。
这里，恩格斯强调的要“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以及“学会认识并从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

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造成的较远的自然后果”［3］(P560)的论断与要求，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
和其他一切生物相比，人的优势和强大，绝不在于“单向度”地对自然进行改造与征服，而在于在改

造变革自然的实践中能够认识并正确运用及遵循自然规律。 换言之，认识和遵循自然规律，是我们

今天构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推进绿色发展的首要方法论原则与要求。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的：“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 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个规律谁也无法抗拒。 ”［7］(P207)

众所周知，物质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运动变化，是一个有规律的过程。自然界正是

通过其内在的客观规律来约束并惩罚人的不当或不良行为的。 马克思1866年8月7日在致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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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中就特意提到了这一点：“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11］(P251)从

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目前面临的一系列严重发展问题特别是生态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

违背客观规律包括自然规律的结果。山上一般要植树造林，湖里一般要放养鱼虾，而不是反向行

事，如在山上伐树种粮，在湖里围湖造田，可能一时增加了粮食产量，但由于违背了自然规律，最

终会导致大自然的惩罚和报复，使人类遭受沉重的代价。
我国古代早就有着顺天而动、遵循自然规律的思想。如《管子》指出：“山泽各以其时而至，则

民不苟。”（《管子·小匡》）要求人们必须按照山林川泽自然发展的规律取用，合理利用其中的生物

资源。今天，我们提出并建设生态文明，推进绿色发展，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一种遵从，而且要求

我们沿着自然规律作用的方向用力，而不能南辕北辙、反其道而行之。那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

高产”以及拔苗助长、拽着自己头发上月球的种种言行，貌似聪明，实则是违背事物规律的蠢举，
只能招来无谓的损失和牺牲。总之，“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

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7］(P209)。
人的活动，就其结果或后果而言，具有双重性或双效应性。从活动结果的空间维度上看，有正

面的、积极的结果，也有负面的、消极的结果；从活动结果的时间维度上看，有最初的或较近的积

极结果，也有较远的或第二步、第三步等的消极结果。前已所述，恩格斯已经谈到人的活动的最初

或较近的结果与较远或长远的结果之间的关系问题。 最初人确实取得了预期的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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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560)。人在改造自然

界方面导致的这种出人意料的具有负面意义的较远结果，在现实中大量地存在着。
那么，造成这种人的活动的较近结果和较远结果的对立性的原因是什么呢？正如恩格斯所指

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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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560)。而

这种对眼前“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的过度追求，可以说是造成人的活动的较近结果和较远结果

相对立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这同时也提醒我们，要想减少或

缓解人的活动的较远影响对自然界的危害性，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就必须在“正确理解自

然规律” 的基础上，“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习常过程的干预所造成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3］(P560)。
具体地说，就是要处理好人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在兼顾人的活动的眼前追求和长远的

影响的同时，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可见，恩格斯不仅从人的活动的角度来谈论自然界对人

的反作用， 而且从人的活动的双重结果的角度来深入论述人对自然界的不良影响及自然界对人

的报复作用。根据恩格斯的论述，我们建设生态文明、实施绿色发展，重点要对人的活动进行约

束，特别是要处理好人的活动的较近的影响与较远的影响的关系，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必须确

立一种“瞻前顾后”的战略眼光和敬畏意识。

四、以审美的方式把握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

构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发生的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这种相

互作用是通过人的自然化或生态化以及自然或生态的人化的双向运动实现的。
所谓人的自然化，是指人在掌握自然知识、遵循自然规律、培养或增强环保意识的前提下，通

过对自己坚持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进行生态化的改造，改善与大自然的关系，从而

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一切实践活动。所谓自然的人化，是指大自然在人的实践作用下发生的人所希

望或要求的变化，是大自然以原材料、能源、环境或条件等的因素或方式而向人的“社会域”包括

认识和构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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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域”的一种渗透和转化。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实际上是通过各自的肯定和否定途径实

现的。在人的自然化的实践中，肯定的一面是指人对自然规律的掌握和遵循、对自然权益的认可

与维护；否定的一面是指人对自身曾经不受限制的本质力量的一种约束，并在这种约束中设法克

服或去除掉人在对待自然态度上的自我中心性、价值追求上的自私自利性、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做

法上的不当性等，从而在肯定和否定中不断调整和追求一种合理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自然的人化实践中，基于人的价值视角而言，肯定的一面主要表现为两种：正效应的肯定

和负效应的肯定。就自然人化的正效应肯定来看，大自然通过向人类社会输送物质资源、能量和

信息等要素，以支持和维护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从而证明或肯定大自然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具有

的基础意义；负效应的肯定，是指大自然通过铁的规律对人的不当行为的惩罚，从而以一种反面

的方式强制性地肯定自己的存在和作用，迫使人类在遵循自然规律、克服“自大狂”的前提下务必

合理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自然人化的否定的一面， 是指自然界不断进入人的认识和实践领

域，从而成为人的实践的“非对象化”的存在，在这种自然相对于人而言的非对象化的过程中，自

然失去了其天然的、原始的对象化的形式，并减少甚至消除对人而言的自在性、神秘性和破坏性。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构建正是在这种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的相互作用中实现的， 是这种

“双化”的统一，只有人的自然化或自然的人化，都不可能建构起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合理的人与自

然的生命共同体。
在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实践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 当然是一种理

想的存在，这种生命共同体的出现，反映了人在生存和发展方式方面具有划时代的转型意义。在

建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实践中，蕴含着人特有的求真、趋善、审美的基本追求。所谓求真，是

指人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本质与规律、系统与要素、结构与功能、属性与条件等的认识、把握

和遵循，它为人的建构活动提供着认知论或知识论的支持。所谓趋善，是指在保障自然生态权益

的基础上对人的具有长远意义的可持续发展或世代发展的一种追求。“善”的核心是“利”，但这种

利是人之利和自然之利的统一，如果损自然以利人，那么，这样的善就是不完整当然也无法持续

的。所谓审美，是指在人的建构实践中存在的“求真”与“趋善”的统一，体现的是人“自由地面对自

己的产品”并“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4］(P163)的方面，昭示的是“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

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4］(P162)的正确方向。
基于美学或审美的视角来把握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及其构建活动，是一个基本的维度。人与

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构建是一种社会化的物质性活动，其过程特别是结果，是人的构建目的和愿望

的对象化，是人的实践力量的感性物化。这样，作为感性的构建结果，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完全可

以成为人们审美观照的对象，这意味着，在建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实践中存在着审美的意蕴

和尺度。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提出的“美

丽中国”等概念，启示着我们完全可以从审美的角度来观照把握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构建，进

而打量整个中国的发展进步。换言之，审美尺度的运用在衡量和范导美丽中国建设及人与自然生

命共同体的建构活动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审美尺度对于我们的建设或构建活动具有重要的衡量观照意义。具体而言，审美观照

是我们衡量或把握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建设得如何的重要标尺。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
并在绿色发展基础上实现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它的建构及其取得的

成果是可以通过大量直观得到的具体景象表现或体现出来的。如清水绿岸、鱼翔浅底、蓝天白云、
繁星闪烁的自然景象，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清新、鸟语花香的田园风光，等等，这些当然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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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直观到的美的景观，是在人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美的对象。而这些美的景观或对象是美丽中

国的具体内核，是表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得以形成的标志性要素。就人们对社会进步认知、评

价的逻辑进程来看，总是经历一个先感性、后理性的认识过程。而感性的层面就属于审美或审丑

的范畴。如人们初到某一个地方，该如何衡量判断此地建设发展得如何呢？首先当然得观察，当发

展的成果通过大量可以直观到的优美景象，包括人们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和谐安全的社会环境

等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时，一般会做出正面的肯定评价；相反，如果初到某地在总体上看到的是一

个比较糟糕的景象，如看到的是“脏乱差”时，一般就会得出负面的评价。可见，衡量一个地方有没

有发展或发展得怎么样，第一步就是要观察，这其实是一个诉诸人的感官的审美或审丑的过程。
在这里，审美起着虽然直观但却重要的衡量标尺的作用。这实际上也启示我们，在发展中，要努力

创造令人愉悦的美的对象或美的成果。
其次，审美尺度具有团结人、激励人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关于未来发展的美好目标

或宏伟蓝图的规划设计给体现出来的。美丽中国包括具有和谐性质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当然

是一种具有审美属性的应然性的存在，它发端于现实但超越现实。众所周知，在现实中，人们不仅

是不自由的，而且，现实本身也存在着种种令人不满意、不愉快的丑陋之处。因而，人们总是寄希

望于未来，这种未来当然是以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存在着的未来，或是关于未来发展的美好愿景，
它消除了现实中的种种丑恶并超越现实，当这种美好的理想生成之后，就具有了一种强大的团结

激励的力量。美丽中国以及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显然具有这样一种审美激励作用，总体上“富起

来”的中国，要及时通过对美的创造和追求，使我国的建设发展活动获得一种具有新质意义的转

型和升华， 从而为我国的发展包括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建构起到一种重要而正确的导向或定

向作用。
最后，审美尺度为我们提供关于创美规律的方法论指导作用。马克思曾在对比动物的本能活

动时分析了人的生产活动的三种尺度问题。 马克思认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

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

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4］(P163)建设美丽中国包括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也

要遵循“美的规律”，这种美的规律为人的建设活动起着定则的作用。
其一，审美尺度的解放作用。当前，整个社会盛行着拜金主义的倾向，人们急功近利甚至不择

手段， 为此严重损害了人与自然及人与人的关系。 为了建设美丽中国及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

体，在发展的境界上，就必须实现由拜物的发展向尚美的发展转变。这种转变，要求对发展主体进

行一种具有美学意义的解放，即要引导人们追求一种高尚雅致的具有美学意义的生活，营造一种

“诗意”的生存状态，这是总体上“富起来”的国人应当追求的一种理想化的生存境界。这意味着，
审美尺度的运用，对于当下拖着沉重的“肉身”而处于“物欲横流”中的人们具有重要的解放意义。
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把功利尺度绝对化或至上化，就很容易引导整个社会向着“唯物质化”的方向

发展，人们也很容易为物欲束缚从而成为“单面人”或“经济人”，这显然会造成社会与人的发展的

“异化”或病态化的倾向。而审美尺度的贯彻运用则有望克服这一目前存在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

普遍的、致命的问题，就是说，它具有将人从“物化”的“囚笼”中提升和解放出来的功能。在新时代

的背景下，用审美尺度观照指导我们的建设发展活动，关注的侧重点就不仅仅是发展的功利性价

值，而更多是发展的审美价值。
其二，审美尺度的协调作用。建设美丽中国特别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要处理好眼前

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就离不开审美尺度的规范指导。人们的发展建设活动总是从近前而趋向

认识和构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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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从自我而波及他我，实践活动的这种“直接现实性”就容易使人们只顾眼前需要的满足、当

下利益的实现，而审美尺度则具有超功利性，即超越了眼前的利害关系。审美尺度具有的超功利

性使得它可以以无限目的匡正有限目的，以情感尺度制约功利尺度，克服或避免实践建设中的急

功近利性，使当下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以增强人的实践活动的自由自觉性和可持续性，这

与美丽中国的建设及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构建在本质上是高度契合的。
总之，审美尺度分别从审美观照、审美激励、创美规律等方面为我们建设美丽中国和人与自

然生命共同体发挥着衡量标尺及定向、定则等的范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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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1）Understanding and Constructing the Community of Human and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Ecological Philosophy Qiu Gengtian

It is a unity of opposites between man and nature. Marx’s thesis that The subject is man, the

object is nature reveal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an and nature, especially for the ability of man to

change nature. Meanwhile, Marx’s thesis that Man is a part of nature and Nature is the inorganic

body of man reveals unity or oneness of man and nature. Marxist ecological philosophy is an impor-

tant theoretical basis on which we can accurately grasp and effectively build the community of human

and nature. The thought interpreted by Max that Man’s passivity in the face of nature, and the re-

quirements emphasized by Engels that we learn day by day to understand the laws of nature better,

and to recognize the near or the distant consequences of our intervention in the familiar processes of

nature, provide a practice basis for us on how to treat and love nature on an equal basis and how to

take the initiative voluntarily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lif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and nature is a “double unification” process of the naturalization of hu-

man and the humanization of nature, which can be understood from an aesthetic point of view.

(2)China’s Structural Macroeconomic Risk Analysis and Prevention in New Era Yan Zetao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hina’s macroeconomic structural problems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t is found that macroeconomic structural problems accumulation has already formed five struc-

tural risks: the problem of social financing structure evolves into the financial risk of the economic

entity; structural imbalance of industry development spawns the industrial bubble risks; excessive

profit of banking sector pushes up the risk of deterioration of the real sector profitability; industrial

bubble dilution triggers the risk of endogenous inflation; structural imbalance of national wealth dis-

tribution causes the distortion risk of demand structure. China’s macroeconomic structural problems

and the five major structural macroeconomic risks intertwine and interrelate,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four comprehensive measures to prevent and defuse those risks: enhance the profitability of real e-

conomy enterprises; steadi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into market or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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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心理契约:构建员工与企业的生命共同体

33. 生命的共同体

34. 构建与自然的和谐

35. 学习共同体视角下英语高效课堂的构建

36. 国际共同体视角下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37. 基于“学习活动”视角下的生命教育研究

38. 师生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意义及构建策略

39. 基于儿童视角构建灵动课堂——《认识负数》教学

40. 构建生命共同体促进师生共同发展

41. 基于合作性视角职业教育共同体构建研究

42. 认识儿童——基于复杂性的视角

43. 基于儿童视角构建“乐学”课堂

44. 学习共同体视角下英语高效课堂的构建

45. 生命哲学视角下的师生关系及其构建

46. 从"课眼"视角构建生命力的课堂

47. 生命哲学视角下的师生关系及其构建

48. 教师共同体的构建策略——知识管理的视角

49. 心理契约:构建员工与企业的生命共同体

50. 导师与研究生命运共同体:理念与路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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