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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蕴涵

方世南

摘 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一个核心理
念，也是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根本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四条基本方略之

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

为 “十四五”时期十二个方面重点工作方向之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三卷第十三专题是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丰富

的价值意蕴，主要表现为，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互促共进的价值蕴涵，人文

价值与经济价值协调共增的价值蕴涵，代内价值与代际价值承续共保的价值

蕴涵，区域价值、民族价值、国别价值与全人类价值分担共享的价值蕴涵。

这些价值意蕴在紧密联系中彰显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明价值色彩和价值

诉求。

关键词　生态文明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价值意蕴　习近平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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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一个核心理念，也是指导生态

文明建设的一个根本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 “推

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 “十四五”时期十二个方面重点工作方

向之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十三专题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下设

四个主题，分别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原则、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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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绿色生活、共建美丽家园、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等方

面，全面地阐述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要内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丰富的

价值意蕴，有着明晰的价值指向，展示出多样性的价值诉求、价值目标和价值愿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蕴涵，主要表现为，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互促共进的价值蕴

涵，人文价值与经济价值协调共增的价值蕴涵，代内价值与代际价值承续共保的价值

蕴涵，区域价值、民族价值、国别价值与全人类价值分担共享的价值蕴涵。这些价值

意蕴在紧密联系中彰显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明价值色彩和价值诉求。

一、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互促共进的价值蕴涵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蕴涵的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的互促共进，指的是，在属人的世

界里，人与自然是一个具有内在有机联系和无法分割开来的统一整体，自然人化与人

化自然的发展趋势将人与自然紧密地连接起来而成为一个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利

益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和共享共同体，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状态

下得到双向促进和提高。

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和社会的关系，是人类的两大最基本、最重要的关系，

也是人类必须始终要面临和解决的重大关系，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又是始终与人与社会

的关系紧密联系着的。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的不同理念和不同态度，直接决定着人的

价值和自然价值，简言之，直接决定着人的价值和自然价值得失、多寡以及双向互促

共进程度。

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正确认识和实践，是随着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人类

认识能力不断明确的。在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阶段，人与自然关系总体上处于人对自

然的屈从和臣服阶段，人的受动性，即人受制于自然界和外部条件的特性处于主导地

位，自然价值得到呈现，而人的价值难以充分体现。到了工业文明阶段，人的能动性

空前张扬，自然界成了人恣意索取的对象，征服自然和向自然界开战以获得大量的生

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是充分显示人作为 “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重要表征，

人的价值在高度显示的同时，使自然价值边缘化、缩小化，最终也无法保障人的价

值。只有到了克服和超越工业文明局限性的生态文明时代，才能彰显出人是能动性和

受动性相统一的实践活动主体，才能构建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相得益彰的崭新格局。

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必须坚持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样有助于人们在对

待人与自然关系时，能够自觉地、主动地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不视为相互对立的关

系，也不视为绝对的人是主体、自然是服从和满足人的需要的客体的关系，而把人与

自然的关系当作是一种始终处于平等关系和双向互动建构关系的主体际关系。马克思

认为，人与自然有着血肉相连的内在联系，人本身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是在

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自然为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提

供物质资料，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是自然有机的身体。马克思指出，人在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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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人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界的存在物，因而具有自然属

性，表现为人的受动性，人类实践活动始终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必须自觉地尊重自

然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是属人的自然存在物，即在一定的社

会关系中的自然物，是一种有着社会交往关系、呈现出社会属性的类的存在物。

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从野蛮到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地创造价值和获得

价值，从而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人类是在不断创造和获得经济价值、政

治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中实现自身价值的。人的价值和自然的

价值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作为人类社会活动主体的人必须要充分

考虑自身的价值，并且是在不断满足自身价值中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但是，人的价

值与自然价值并不是绝然对立的，也不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包

容和同构关系。人的价值的获得是以自然价值的存在和发展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条

件的，不注重和维护好自然价值，也就没有人类价值，即使暂时性地获得了一些价

值，也是不可持续的。美国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在 《环境伦理学———

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一书中认为，在地球生态系统中，一切事物

都是整个生态系统价值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有其内在价值的。自然

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是客观的，不能还原为人的主观偏好，因此，维护和促进具有内

在价值的生态系统的完整和稳定，就是人类为了自身价值实现而必须肩负的一种客观

义务。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认为，不仅人的身体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结果，甚至人的

思维能力、创造精神文化的能力都是大自然赐予的。人类如果只是顾及自身价值而忽

视自然价值，整个生态系统在价值链条上就会失去动态平衡。① 因此，人类应该尊重

自然、顺应自然、呵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而尊重自然、呵护自然就是尊重和呵

护人自身。不能只是让人类只满足自己的需要，更不能通过任意地征服和破坏自然获

得人类自身的价值。人类必须充分尊重自然价值，维护好自然的稳定性、完整性、多

样性和延续性，在人和自然双向价值保全和发展中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二、人文价值与经济价值协调共增的价值蕴涵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蕴涵的人文价值与经济价值协调共增的价值蕴涵，指的是，坚

持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能创造出丰富多样的人文价值，又能同时创造出丰厚

的经济价值。人文价值与经济价值协调共增的价值实现，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表现

出来的一种经济与人文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的重要价值形态。

人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体，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以及良好人际关系

都会彰显出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人类普适性的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前途与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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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内与代际、理想与现实的深刻关切、主动反思和不断追求精神，人文精神通过人道

主义、人文情怀、人文理想、人文氛围等表现出来，科学的人文精神体现为对人类生

存和发展以及构建良好人际关系的深刻关切，将人文精神贯穿于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

之中，通过伦理学、教育学、管理学、文化学、健康学、生命学等表现出来，同时，

人文精神之光普照到人与自然关系上，推动环境伦理学、环境教育学、环境管理学、

环境文化学、环境健康学、环境生命学等学科的发展，推动人类更加要关注地球生态

系统的健康状况，注重人对大自然的责任和义务。因此，人文精神既是创造人文价值

的强大精神力量，也是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巨大文化软实力。

通过人文精神实现人文价值，是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

明、生态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强大动力。古今中外生态与文明内在关联的历史经验说明

了生态兴衰与文明兴衰的关系。马克思在１８６８年３月２５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了
他在阅读一本很有趣的书，是当时担任巴伐利亚兽医管理局局长、大学教授、全国农

艺实验所所长的弗腊斯的 《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二者的历史》 （１８４７年）一
书，马克思指出：“耕作的最初影响是有益的，但是，由于砍伐树木等等，最后会使

土地荒芜。这个人既是化学家、农学家等等，又是知识渊博的语言学家 （他曾经用

希腊文著书）。结论是：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 （他作

为资产者当然想不到这一点）———会导致土地荒芜，像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以

及希腊那样。”①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生态环境是生产力发展的重大源泉，具体

的和现实的生产力应该是注重生态环境发展的生产力，简而言之，应该是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经济增长和物质财

富积累为标志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提高，生态环境作为劳动对象既是生产力持续

发展的源泉，也成了人类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的源泉，极大地改善和提高了人类的生

产和生活质量，人类也显示出了作为自然界主体的强大力量，人类在持续不断地创造

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充分体现出人类自身作为主体性的自身价值。因此，马克思、恩格

斯强调，人类端正科学的价值观，对生态价值的可持续利用，有助于推动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也有助于经济价值、人的价值和生态价值的一体化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历史地看，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古今中外，这方面的事例众

多。”② 楼兰古国、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都发源于水量丰沛、森林茂密、田野肥沃、

物产丰富、生物多样的地区，造就了繁荣富庶，后来由于过度砍伐树木而导致土地荒

芜、文明衰落。我国古代河西走廊、黄土高原都曾经水丰草茂、人丁兴旺，由于毁林

开荒、乱砍滥伐，致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加剧了经济衰落。唐代中叶以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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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中心逐步向东、向南转移，很大程度上同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变迁有关。这一客

观事实充分说明，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一样，都是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形成的，生

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也是人文精神助推人文价值、经济价值实现的强大

力量。生态环境发生的变化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从而对人类的

生存发展，以及地球生态系统的发展予以重大影响。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蕴涵的人文价值与经济价值协调共增的价值蕴涵，要求人类在

实践中必须正确处理好经济理性与人文理性、生态理性、科技理性等多方面的关系。

以经济理性追求经济价值无可厚非，但是，经济理性、经济价值都是服务于人类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都是为以实现全人类福祉的人文理性、人文价值为目的的。在为人民

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大同的人文情怀下，经济理性与人文理性、生态理

性、科技理性发挥着协调共增的重大价值功能，如果无视人文理性、人文价值和人文

精神，一味地张扬经济理性和追求经济价值，经济价值既毫无意义，又难以为继。

马克思十分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作用，但是，马克思是始终将生产

力发展与人的发展以及与生态环境的优化紧密地结合起来的。马克思在 《评弗里德

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提出了必须破除美化 “生产力”

的神秘灵光问题，指出： “如果弯腰驼背，四肢畸形，某些肌肉的片面发展和加强

等，使你更有生产能力 （更有劳动能力），那么你的弯腰驼背，你的四肢畸形，你的

片面的肌肉运动，就是一种生产力。如果你精神空虚比你充沛的精神活动更富有生产

能力，那么你的精神空虚就是一种生产力，等等，等等。如果一种职业的单调使你更

有能力从事这项职业，那么单调就是一种生产力。难道资产者、工厂主关心工人发展

他们的一切才能，发挥他们的生产能力，使他们象人一样从事活动而同时发展人的本

性吗？”① 马克思尖锐地抨击了资产阶级片面地追求经济价值的错误，尖锐地指出，

如果生产力发展只是将人当作财富的力量，而不是当作人，那么在这种生产力发展的

状态下，即使人具有生产力的美誉，但是，一旦人失去了人文理性，失去了人固有的

价值，这种经济价值越多，人越是受到摧残而不成其为人。马克思主义坚持生产力发

展中的人文精神和人的价值，以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前提条件和价值追求，就

是要坚持通过重视和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达到生态环境优化以及实现发展的人

文性和可持续性。

三、代内价值与代际价值承续共保的价值蕴涵

代内价值与代际价值承续共保的价值蕴涵，指的是，坚持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既能满足和实现当代人的价值，又能在满足和实现当代人的价值的同时满足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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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子孙后代世世代代人的价值。代内价值与代际价值承续共保的价值蕴涵，是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所彰显的人的价值和自然价值在阶段性与连续性结合中表现出来的前后相

继、薪火相传的价值发展性，是一种坚持和促进自然界与人类永续发展的价值蕴涵。

人类文明在发展中虽然存在着局部性、阶段性的断裂现象，但是，从总体上看，

无论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都经过从低级到高级、

从简单到复杂的不断绵延发展的过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过程论的思想逻辑，一部人

类历史，就是一部先辈们与当代人、当代人与下代人以及子子孙孙世代人在前后相

继、薪火相传中不断地创造文明的历史，同时也是将先辈们和当代人创造的价值不断

地传承给后代人以促使价值保值增值的历史。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生”，突出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

程，是一个开放延续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共生体，经历着生长发育的过程。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价值诉求和价值目标，从近期看，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当代人的价

值，让当代人得到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就业、更满意的收入、更高质量的医疗卫生

服务、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生态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

化生活、更安全的发展，实现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从长期看，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则体现代内价值与代际价值在前后相继中的同时实现。代内价值与代际价值是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价值链条中紧密关联着的两个方面。如果不能实现代内价值，也无法谈

论当代人的价值传承给后代人的所谓代际价值，而没有代际价值，人类社会就无法实

现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人类社会有机体就无法生长发育。马克思认为，不

考虑自然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而只考虑本代人财富增加的劳动是一种有害的、造孽的劳

动。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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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此，马克思指出，我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呵护

好土地，让改良了的土地留给子孙。马克思说：“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

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

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

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

的土地传给后代。”② 与马克思的观点一样，恩格斯批驳了傅立叶的抽象的和理想的

所谓满足一切人的需要的论断，恩格斯嘲讽了傅立叶这种观点的荒谬性，“因为每个

人天生就爱好或者喜欢某种劳动，所以这些个人爱好的全部总和就必然会形成一种能

满足整个社会需要的力量。从这个原理可以得出下面一个结论：如果每个人的爱好都

能得到满足，每个人都能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那末，即使没有现代社会制度所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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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种强制手段，也同样可以满足一切人的需要。这种论断尽管听起来是非常武断，

可是经过傅立叶论证以后，就像哥伦布竖鸡蛋一样，成了无可辩驳的、几乎是不言而

喻的道理。”①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现了永续发展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家园，人类对地球以及在地球上

生存的当代人以及子孙后代都承担着重大历史责任，我们应该共同呵护好地球家园，

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子孙后代 （习近平，２０１７）；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 “为子孙后

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②

坚持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地确立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的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高度注重代际关系以及代际价值，达到发展的可

持续性，如果只是将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当作价值实现的话，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满足当

代人的需要与满足下代人的需要以及满足世世代代人的需要的关系。从主客体的关系

看，现实的主体仅仅是也只能是当代人，现实的价值也仅仅是和只能是当代人的需

要，如果以此来衡量，人们就会无视价值的历史性和动态发展性，代际之间的关系就

会被人为地割断，代际价值就无法实现。因此，代内价值与代际价值承续共保的价值

蕴涵，是坚持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价值原则和价值遵循。

四、区域价值、民族价值、国别价值与全人类
　　价值分担共享的价值蕴涵

　　区域价值、民族价值、国别价值与全人类价值分担共享的价值蕴涵，指的是坚
持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能实现区域价值、民族价值、国别价值，又能在实现

这些价值的同时实现全人类的价值。区域价值、民族价值、国别价值与全人类价值

分担共享的价值蕴涵，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展示的将个体价值、局部价值、群体

价值、民族价值、国家价值与全人类共同的价值紧密结合起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价值意识。

马克思在其著作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提出了 “人的类本质”思

想③，这一思想以后又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以 “人的社会本质”④ 的思想加

以进一步发展。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从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出发分析考察

９

方世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蕴涵

①

②

③

④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１９５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第５７８页。

《习近平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２０１３年年会的贺信》（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８日），《人民日报》２０１３年７月
２１日。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１９７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第９７页。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２００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第５０１页。



“人的类本质”和 “人的社会本质”，揭示出人的本质就是人在与社会环境紧密联系

的实践活动中证明了的人的自由而有意识的活动的本质。针对要解决资本主义危机和

生态危机所叠加的整体性危机，要实现阶级解放、政治解放、生态解放和全人类解

放，马克思强调了全人类面临的 “类危机”问题，提出了人的 “类主体”、 “类意

识”和 “类联合”、“类行动”问题。这些思想都充分体现了将局部价值、群体价值、

民族价值、国家价值与全人类价值有机结合起来，从全人类整体性发展的高度实现人

类价值的整体主义价值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本质上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地

球生态系统与人类生命系统息息相关的情况下，单一的个体、群体、民族和国家都无

法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呼唤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为了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目标。

随着马克思所说的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趋势越来越明显，节律越来越快，

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以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问题也越来

越突出，单一的个体、群体、民族和国家的力量都显得十分弱小。在生态治理中，如

果为了局部性的区域利益和单一的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将 “守土有责”刻板化、

教条化，将民族和国家利益优先化，而无视生态系统运行的客观规律，无视自然生态

系统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客观事实，过分强调个体价值、种族价值、民族价值，信守

并践行 “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必定走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孤立

主义。其结果是，全人类价值根本实现不了，与此同时，任何个体、群体、民族、国

家都不能独善其身，都无法得到应有的价值和永续的价值。只有站在超越个体价值、

局部价值、群体价值、民族价值、国家价值的高度，注重全人类利益，确立全人类的

价值目标，才能激发和强化马克思所说的 “类主体”、“类心理”、“类意识”，从而

产生强大的 “类合作”、“类行动”，在全球不论国别、种族、民族、信仰的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指导下风雨同舟、守望相助，携手合作共建地球美好家园。习近平总书记

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应该坚持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理念，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

环境，对自然心存敬畏，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共同保护不可替代的地球

家园，共同医治生态环境的累累伤痕，共同营造和谐宜居的人类家园，让自然生态休

养生息，让人人都享有绿水青山”（习近平，２０１７），表现了站在全人类价值立场上
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胸襟，是指导人们自觉地将个体价值、区域价值、民

族价值、国别价值与全人类价值紧密结合起来促进地球生命系统和人类社会世代永续

发展的根本指针。

参考文献

习近平 （２０１７）：《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
旨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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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方世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蕴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