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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
当代经济的伦理问题研究专题

编者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举世瞩目。然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也逐步显示出其成长过程中被忽视乃至
由于缺乏远见或者急功急利而制定的宏观、中观以及微观政策上的问题所暴露出的危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
之间、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威胁着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生存安全。因而，追寻和审思当代人及后代人
的生存法则成为了当代哲学、伦理学的学术使命和学者的责任担当。造成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生态紧张
关系的根源，不仅在于人的主观欲望所追寻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自由主义以
及享乐主义等思想的作祟，更在于当代技术为当代人满足自身欲望开辟了物质主义的工具理性和时空的可能性。
为此，本刊特设专栏探讨当代经济伦理问题，以期今人能够“慎思之”
、
“明辨之”乃至“笃行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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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要］ 当代人类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以自然资源为支持、以工业文明为基础、以资本逻辑为机

制的经济增长方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当代人类生存危机的直接根源。传统经济伦理学探讨的基
本问题是在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问题，它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排除在伦理学
之外，单纯探讨实现人类内部的经济行为，即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公平正义法则。从当代人类生
存危机的角度看，这一法则不利于捍卫人类可持续性生存和发展的目标。因此，当代经济伦理应该把
生存法则确立为经济伦理的最高法则。
［关键词］ 经济增长方式 ；经济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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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为什么当代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一个原因是，从宏观上看，
经济增长变成了生活的主旋律，经济的增长模式出现了危机。人们开始质疑经济增长模式。而这种危
机，如果抛开经济自身的危机不论，其最显著的后果就是导致了人类生存危机。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人
与自然之间的伦理问题、人与环境之间的伦理问题、人与生态之间的伦理问题。而更进一步，很多学
者意识到，这些问题并非是根本问题，因为导致上述所有人与自然、人 与环境、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
系，归根结底都在于当前全球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
。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导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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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人类生存危机，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参与所导致的结果，因此提出了科技伦理问题。然而，科学技术
也不过是经济增长的手段。因此，很多学者便进一步把问题的症结追溯到了经济增长方式本身，从经
济增长方式本身来考察当代人类生存危机的症结。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提出了“经济伦理”的
问题。本文试图从经济伦理学的角度，来探索一种以生存法则为基础的新的经济伦理学的可能。

一、从经济增长方式看生存危机的根源
自 2008 年全球范围内发生金融危机以来，学术界一直关注经济增长方式及其伦理学问题。有学
a

者把当前的资本主义新特征概括为“金融垄断资本” 。金融垄断资本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体现
了资本逻辑自身所存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而且更深层次地触及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而导致了
生存危机。因此，世界各国都在探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试图开辟一条摆脱经济危机和生存危
机的道路。
1. 以自然资源为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
经济增长说到底，是人类为了获取更大的支配自然的能力，从自然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的活动。
b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

人类毫无疑问要依靠自然提供的种种资源来生存。这一点是人类生存的绝对无条件的前提。因此，我
们不能否认人类生存对自然条件的依赖。那么，对我们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怎样加以概括呢？首先就
是，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以自然资源为支撑的。当然，这里就要进一步对自然资源加以区分。自然资
源当中，如果从资源本身来看，可以分为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如果相对于人类的生产形式而
言，可区分为农业资源和工业资源，或者是把农业资源也作为工业资源来使用。而一旦农业资源被作
为工业资源来使用，那么它也就成为工业资源了。在以上区分的基础上，本文所探讨的作为当代经济
增长方式支撑的自然资源，这里主要指的是不可再生资源和工业资源。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甚至是资本主义的早期，自然资源对人类生存来说，只是一个被预设的“不
成问题”的前提条件。一切经济学甚至也都预设着这一前提，包括马克思也不例外。
“如果世界是丰
裕的，一个人取得他所能取得的东西就不会损害任何其他的人，只要他是以自己的劳动交换别人的劳
c

动”。 这一前提就是 ：自然资源被设想为无限的。然而，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就不会导致今
天所谓的生存危机了。因此，如果没有生存危机的出现，人们根本不必要去反思经济行为，就不必要
去思考一种经济伦理的问题了。所以，在古典的经济学当中，甚至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当中，如果
说涉及伦理问题，那绝不是在人类可持续生存的意义上讨论的，而是在人类内部，具体说是在人与人
之间的经济行为关系中的伦理问题，比如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伦理关系。
目前，世界通行的衡量经济增长的标准就是 GDP。它仍然是以生产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作为最根本
的要素的。这就意味着，GDP 标志着人类生产力的提高。而按照教科书的经典概括，生产力就是人类
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而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说到底就是要从自然获取更多的物质资料。而
获取的物质资料就需要我们从事工业生产，工业生产就需要有自然资源的支撑。所以，自然既提供了
我们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同时也提供了生产资料。这样，我们经过上述的一系列的推演，就可以得出
一个结论 ：
当代人类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以自然资源作为支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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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资本逻辑为机制的经济增长方式
明确意识到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这应该是在 20 世纪后期的事情。随着人类生存危机的加剧，人类
才有意识地去反思自然资源的界限问题。比如，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美国学者蕾切尔·卡逊出版
的《寂静的春天》
、艾伦·杜宁的《多少算够》、罗马俱乐部提交的《增长的极限》人类发展报告等等，都
展开了对人类生存危机的思考。此后，全球学术界也逐渐开始反省人类的生存危机问题，人类与自然
之间的关系问题随之在各个学科当中获得了显学地位。众所周知，率先对资本主义制度展开批判的巨
人应该是马克思。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归根结底就是要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当然也包括着经济增
长方式。但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批判，其着眼点并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
题，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人类生存主题
的演变，却获得了更为广泛的世界性意义。这就是，无论是当代的生态伦理、自然伦理、环境伦理、科
技伦理、消费伦理以及经济伦理等，全部当代新兴的“部门伦理”几乎无一例外地是针对人类生存危
机这一事实展开的。这使得我们对资本逻辑主导的生产方式的反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广度。
经济增长是需要有动力的，那么，这个动力从主观上来说，当然就是人类的生存欲望，是人类追求
物质财富的欲望。但是，经济增长方式在资本主义确立的资本逻辑体系诞生之后，就获得了它的客观
的表现形式，即人类是通过在资本私有制下的市场交换和竞争机制的基础上，来追求主观的生存欲望
的。这样，经济增长方式就与资本逻辑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们可以把资本逻辑看作是经济增长方
式的一种动力性“机制”
。正是通过这一动力性机制，在生产关系中形成了人类追求物质欲望的活动，
与自然资源紧密地联接在一起，并不断地趋向于自然为人类提供的生存界限。到此为止，这种经济增
长方式就获得了两个基本的属性 ：其一是以前文所说的不可再生资源和工业资源为支撑的 ；其二是以
资本逻辑作为其动力机制的。所以，这两条基本属性共同构成了当代世界性的经济增长方式。前者提
供的是经济增长的目标对象、资源手段 ；而后者则提供了一种生产的组织形式，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
从而使人类追求物质财富的行为获得了无限扩张并逼近自然界限的可能。
3. 以生存危机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
以上所介绍的经济增长方式，它的终极性弊端就在于，它会导致人类的生存危机。因为，如果是
农业文明，它的生产是天然保持在自然的界限之内的。它利用土地和植物的可再生性进行生产，年复
一年，周而复始。因此，在农业文明中是不会出现人类的生存危机的。人与自然保持着天然的和谐，
自然提供什么，人类就在怎样的条件下生存。自然的节奏决定了人类生存的节奏。然而，当工业文明
出现以后，不可再生资源成为主要的生存资料。而这种不可再生资源是必然要走向枯竭的。不仅是自
然资源的枯竭问题，而且工业生产同时也是制造垃圾和破坏环境的活动。这样，工业文明的生存方式
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进一步，工业文明与资本逻辑在近代以来形成了坚固的“联盟”，再加上科学技
术的力量，进一步加剧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所以，这种经济增长的方式，从根本上看是不
符合可持续生存理想的。实践经验证明，目前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增长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就是
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存危机。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在社会主
义建设的总布局当中，也提出了“科学发展”和“生态文明”的问题。

二、从传统伦理的正义法则到当代伦理的生存法则
在探讨经济伦理问题的时候，首先对伦理学的前提进行反思是必要的。在传统伦理学的解释原则
中，伦理原则的局限性何在，这是我们探索新的伦理原则的逻辑前提。为此，必须要找到传统伦理学
中伦理法则的局限，并以此为基础探索新的伦理学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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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伦理学的基本法则是正义法则
传统伦理学问题是不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按照传统伦理学的本质规定，伦理是对某
种公共秩序的自觉服从，并将公共秩序视为个体自由的条件的行为法则。这就是说，伦理是一个共同体
中，每个个体得以自由存在的理性条件。伦理根植于理性，因此为人的行为确立具有普遍性的行为规
范。一切社会行为，都要以利益为媒介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之间展开。因此，伦理的出现，有
两个条件，其一是利益，其二是理性。那么，说到底，伦理的实质就是用理性来规范和调节人们的利益
行为，从而使行为具有正义性。一般来说，普遍利益，或者就叫作共同体的利益（这个共同体可以是家
庭，也可以是社会群体，也可以是国家）总是与个人利益看起来是对立的，仿佛一端是共同体的利益，另
一端是个人的私利。而真正说来，伦理的真理性就在于，它能够把个体的私利与共同体的普遍利益协调
起来，也就是说，在伦理的原则下，才能够真正实现个体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统一。否则，如果没有伦理，
那么个体的利益就不具有真理性和正义性了。这是一个共同体得以存在的条件，也是其中每个个体得
以存在的条件。因此，传统伦理学的实质就在于，它为共同体确立一条普遍的行为法则，这一法则就是
正义。所以，我们可以把传统伦理学的基本法则定义为正义法则。它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
2. 传统伦理的局限性需要一场革命
无论在什么领域，只要是有不同的人以共同体的方式参与其中，都会涉及伦理问题。经济活动也
毫不例外。本文所使用的经济伦理概念就是指经济行为主体的伦理。经济活动的目的是实现物质利
益的增长，它首先是一个利益行为。它借助于市场，依赖自然资源，通过生产、交换、分配到消费等环
节，实现人们对物质利益的占有。而伦理是共同体的理性秩序。所以，传统的经济伦理的实质就是 ：
如何使人们在获取物质利益的经济活动中，同时能够符合理性的秩序。经济活动是包括诸多环节的活
动，比如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这些都构成了经济活动的不同环节。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
“在我看
来，所谓经济伦理，指的应是‘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及其实践活动本身内含的伦理属性与伦理形
a

态和伦理要求”
。 因此，经济伦理是一个广泛的伦理，这样，要么从宏观上，把全部经济活动看作是一
个有机整体，在宏观上思考经济活动中的伦理关系 ；要么就从微观上，从经济活动的每个环节出发，来
思考其中的伦理问题，比如 ：生产活动中的伦理，分配活动中的伦理，交换活动中的伦理以及消费活动
中的伦理问题。
如果单纯在传统伦理学的意义上讨论经济伦理问题，并不是当代经济伦理学凸显的根本原因。因
此，我们初步判断，当代经济伦理问题的兴起，首先是伦理学领域里的一次变革。因为不只是经济伦
理问题的提出会促使我们反思传统伦理学的问题，而且其他的“部门伦理学”的兴起，也同样涉及对
传统伦理学的反思。这也就是说，经济伦理与其他的环境伦理、生态伦理、消费伦理、科技伦理等等一
道，都在反思着传统伦理学的困境，试图在不同的角度提出适应这个时代需要的新的伦理学。为此，
我们就要反思传统伦理学的困境，并找到新兴伦理学的一条根本的伦理法则，这是我们理解经济伦理
问题的首要问题。因为唯有在伦理学变革的意义上，我们才能重新提出经济伦理的解释原则。
3. 伦理学中可持续生存法则的提出
然而，传统伦理学显然是没有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考虑到其中的。因此，当人类的行为哪怕全部符
合正义的原则，但是，如果这些行为最终是危及人类整体的生存，那么这样的伦理法则也就失去了意
义。因此，从当代人类生存问题出发，一种新的伦理学应该以生存作为第一法则，这似乎正是当代新
兴伦理学的一个共识。那么，讨论经济伦理问题也自然应该在这个框架之下展开。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今天人类性的生存主题大概没有比生存危机更为重大的了。因此，伦理学

《“经济伦理”论辩——关涉经济伦理学对象和范围问题的思考》
，
《学术界》2011 年第 9 期。
a钱广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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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也应该把生存问题放在最高的原则上来对待，这样，我们提出了当代伦理学的新法则——可持
续生存法则。所谓伦理学的可持续生存法则是指 ：一切行为都要以不违背共同体的可持续生存为最
高原则。这与传统伦理学的正义法则不同。因为，正义法则是在预设生存不成问题这一前提下，探讨
人与人之间如何正义的问题，它不考虑人类是否可持续生存，因此不能保证共同体的可持续生存。比
如，虽然人类在获取自然资源的时候能够达成理性的共识，形成平等和正义的占有自然资源的制度，
但是，如果这样的占有破坏了自然的底线，那么，虽然经济行为是正义的，但也不符合人类共同体可持
续生存的法则，因此，这种传统伦理学就无效了。而按照可持续生存法则，人类共同体就会以自然的
界限作为一切行为的尺度。这一点，在经济伦理当中应该尤其重要。

三、可持续生存法则是经济伦理的最高法则
我们所提出的经济伦理的可持续生存法则，并非是对原有的生产方式内部矛盾为核心的传统伦理
学的彻底抛弃。而是说，在当前生存问题成为人类的最高关切的特定时代，可持续生存法则应该优先
于生产方式正义的伦理学法则。
1. 生产方式的正义是马克思的最高伦理学法则
如果在传统伦理学的框架下，经济伦理的问题是指如何在一个经济活动当中实现公平正义。这
也正是马克思所关注的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经济活动包括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几个环节。
a

“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全体由此结合在一起。
” 而生产无疑是经济活动的最
基础的领域。因此，马克思首先就把生产活动中的正义问题作为他讨论的核心问题，这集中表现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在异化劳动中，工人生产的产品不归工人所有，
“人
b

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
” 这显然
违背了正义原则。而最重要的是，它形成了资本家和工人两大对立的阶级，通过对剩余价值原理的分
析，马克思看到了这一事实 ：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构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方式的非正义行为。因
此，马克思提出废除私有制的主张，从而实现人类经济生活的正义，这是马克思的经济伦理的基本思
想。然而，这一传统经济伦理在当代已经不再是第一位的问题了。这当然不是说马克思的理论过时
了，而是说，随着资本逻辑的扩张，人类遇到了比正义更为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人类的可持续生存问
题。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经济伦理应该超出传统伦理的正义法则，而把可持续生存作为第一法则。
2. 当代生存价值超越了生产方式的正义价值
一种经济增长方式是否合理，其评价和衡量标准会有多个层次。而每一个层次都是有其针对目
标的。比如 ：如果我们着眼于经济增长的数量，那么凡是有利于提升经济增长速度的做法就都是合理
的 ；如果我们着眼于经济增长的质量，那么凡是有利于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做法就都是合理的 ；如果
我们着眼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公平正义，那么凡是促进经济增长中生产、分配公平正义的做法就都是
合理的。然而问题是，可能上述目的总是纠缠在一起的，我们很难把某一个目的作为最高的终极价值
尺度，因此，考量经济增长方式是否合理的问题，就会使人陷入一系列的矛盾。比如公平和效率的矛
盾、结构与手段的矛盾、个人与社会的矛盾，等等。为了协调上述矛盾，经济伦理就要重新确立普遍性
的标准，这就构成了经济伦理学的内在冲突。然而，上述这些经济伦理问题提出的正义法则，在人类
生存危机这一背景下，便不能构成绝对的伦理法则。因为它们都没有把如何捍卫人类共同体的可持续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3 页。
a《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
（第 1 卷）
，第 163 页。
b《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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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作为目标，而是把经济过程本身的协调作为目标的。而如果我们跳出单纯的经济活动的视野，上
升到人类可持续生存的高度，伦理法则就会发生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可持续生存法则”
视为是经济伦理的最高法则。
简言之，当人类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原有的生产方式内部的种种矛盾问题，已经退居为第二位
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所分析的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失去了它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是说，
超出生产方式的领域以外，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已经跃居为第一位。因此，生存价值超越了
生产方式的正义价值。
3. 生存法则所要解决的伦理学问题
在可持续生存法则之下，经济增长方式就应该作出重大的调整。当然，我们不可能改变工业文明，
在一段甚至很长时间内也不能废除资本逻辑的统治。有学者认为，
“资本的逻辑没有正当性和永恒性。
因此，我们不是必然地要陷入到资本的逻辑中而无法自拔。这就意味着经济伦理在资本的时代是否可
a

能这个问题要求我们要跳出这个资本的逻辑，因为这个逻辑并不是神圣的和正当的。
” 我个人不赞成
这一观点，因为一切经济伦理的探索都不能突破资本逻辑的秩序，而是以它为前提。但是，正是因为工
业文明和资本逻辑秩序暂时是不可改变的，因此才需要对经济增长方式作出调整。这样，在经济行为
当中所要处理的基本矛盾就是 ：如何使作为个体的经济实体的经济利益与全人类的普遍的可持续生存
利益相协调。它同样需要在必要的时候，为了捍卫普遍的可持续生存利益而放弃个体经济实体的个体
利益，这是当代经济伦理的一条重要的生存法则。我们可以把这一法则以命题的方式确立下来 ：对于
每个个体的经济实体来说，你应该这样完成你的经济行为，使你在获取个体利益的同时，以不违背人类
共同体的可持续生存为准则。这是当代经济伦理应该坚守的一条最高的法则。或许正是在这一法则的
引导下，当代开始了对“绿色经济”
、
“环保经济”
、
“循环经济”以及“低碳经济”等经济增长方式的探索。
综上所述，因为时代的变化，人类生存的主题发生了变化。对此，在经济伦理学的意义上，应该打
破传统伦理学正义法则的界限，重新确立可持续生存法则，这是经济伦理学在当代应该深入探讨的一
个重大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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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preme Law of Contemporary Economic Ethics：The Rule of
Sustainability
HAN Xi-ping，WANG Li-xin
Abstract：The contemporary economic growth is based on and driven by the following three factors：
natural resources，industrialization and capital. Such mode of growth is the direct cause for today’
s crisis of
human existence. The traditional economic ethics focused on the eth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in
economic activities，trying to explore the law of justice governing the production，exchange and consumption
while ignoring the eth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Considering the crisis of human existence，
this cannot meet the objectives of the sustain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existence. Therefore，the
contemporary economic ethics has to take the rule of sustainability as the supreme law governing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Key words：mode of economic growth；economic ethics；rule of 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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