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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每天都在谴责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并将这些不良行为归咎于经

济失灵。在不浪费自然资源和危害生物多样性或人类健康的情况下，经济能否得

到发展？被告：生产和消费的选择。这一审判是否公正合理？环境影响是否是由

于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造成的？要回答这个问题，不仅需要清楚地了解经济活

动与环境之间的本质关系，还需要清楚地了解两者之间的演变方式。经济分析真

的对上述问题有影响吗？随着时间的推移，是朝着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还是趋

向于自我退缩？其结论是否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经济包括商品和服务的所有生产、流通和消费活动，与之相对应的是收入分

配，其中一部分被储蓄起来用于投资，并以此得到发展。这些活动是社会性的，

因为它们是由非经济机构（政治、科学、文化）所产生的，从生物圈的不同组成

部分（即大气、水环境、土壤和深层土壤）的角度来看，它们与环境相互作用[1]。

这些互动是什么？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技术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图 1）  



 

图 1 环境中的经济,经济领域吸收资源并拒绝废物，其数量和质量因不同社会可获得的技

术水平而异。 

[图片来源： 原始图表© Jean-Marie Martin-Amouroux] 

1. 经济活动所需要的自然资源 

无论是地方、区域还是国家，所有经济体都有其自然环境的标志：气候、地

形、水文或土壤质量。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热带地区的生产或消费与温带

地区并不一致。然而，由于这些影响过于分散，导致经济分析无法将其纳入生产

或消费函数中。 

这同样适用于在生物圈中存在的那些以易于识别的物质流形式所产生的资

源获取。其中一些涉及所谓的可再生资源：来自河流、湖泊和海洋中的鱼类；来

自森林中的木材；来自湖泊或河流中的淡水。其他的则涉及不可再生资源，因为

它们是从一种稀土资源中提取的：铁矿石、有色金属矿石和稀土；矿物煤、常规

和非常规原油、天然气等形式的化石能源。 



这些资源的数量、质量和可获得性显著地影响生产条件、成品成本、企业竞

争力、消费和经济结构。把各种自然资源匮乏的日本经济特征与地下富含原油的

沙特阿拉伯经济特征进行比较，就足以让人信服。在荷兰，由于从 1959 年开始

开采格罗宁根天然气而带来的暴富甚至导致了部分经济的崩溃（图 2）。 

 

图 2 格罗宁根气田是经济学家称之为荷兰病的现象的根源，它显示了与自然资源开采有关

的收入急剧增加对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荷兰的案例。 

[图片来源: Skitterphoto [CC0] , 通过维基百科] 

2. 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产生的排放 

经济发展与从自然环境中获得的资源息息相关，也与它们以固体、液体或气

体废物的形式向自然环境排放的物质有关。这些物质有的是自然吸收和再生的，

有的是因质量或数量的原因不能吸收和再生的。不可吸收的物质很可能威胁到自

然环境的质量，对生物资源、人类健康和经济活动，以及岩石圈、水圈和大气层

的组成成分造成整体损害。其中由工厂烟雾造成的城市污染对大气的破坏是众所

周知的，而且其在建筑退化和公众健康方面的成本也难以估量的。 

直到 20 世纪末，一些国家的经济可能由于其生产结构而免受局部污染带来

的危害。但自从确定全球污染排放物以来，情况就大不相同：来自太平洋废弃物



质的漩涡（http：plastic pollution of the oceans ）、威胁两极上空臭氧层的氟氯化

碳气体和二氯甲烷、温室气体排放、全球变暖的来源、寿命极长的放射性废物。 

这些排放物在不同程度上通过对环境的影响进而影响经济活动。有些国家提

高了公司的生产成本，或向排放污染物质的公司收税迫使其减少污染物质的排放。

除此之外，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生态系统的某种平衡遭到破坏，其他国家的经

济活动最终可能完全瘫痪。 

3. 技术变革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技术变革的推动下，经济-环境相互作用（资源开采和

排放）的双重影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空间上亦是如此。后者大多倾向于

通过资源开采的持续增长来增强两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前两次工业革命之后，

其标志性技术（焦钢和蒸汽机，以及内燃机和热电技术）导致了铁矿石、煤和碳

氢化合物的大规模开采。 

另一方面，一些技术变革阻止了部分环境的退化：从 18 世纪起，煤矿的扩

张挽救了西欧森林的残余部分；一个世纪后，通过用矿物油代替鲸鱼的脂肪，获

取了石油资源从而阻止了鲸鱼的灭绝；20 世纪末期，清洁取暖技术使伦敦得以

解决部分“烟雾事件”[2]。在 21 世纪，能源效率、太阳能光伏和电力储存技术

的进步可能有助于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 

4. 经济与环境关系的社会维度 

因为生活水平高的人比低收入人群更容易受到环境退化的影响，那么经济的

发展是否会导致污染量的减少？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1901-1985）

提出的环境曲线回答是肯定的，但它只适用于某些地区的情况，正如世界银行的

分析所示（图 3）。 



 
图 3 环境—增长关系分析的三个层次。只有对城市 SO2平均浓度的观测证实了 Simon-

Kuznets 曲线，即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影响减小。 

[图片来源:摘自 Shafik N. Bandyopadhay S，《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时间序列和跨国证

据》，政策研究，工作文件] 

事实上，由于文化因素，在人均收入相当的国家中，并非所有国家都对其领

域内的环境变化同样敏感。此外，并非所有国家都有一个生产性和体制性的组织，

其能够以符合环境保护的方式重新引导技术变革。中国在这方面所做的行动，不

是其东南亚邻国所能及的！更为普遍的一点是，并非所有国家都具有生态意识。 

5. 经济思维演变中的环境 

经济分析正确对待了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了吗？在塑造商品和服务的价

值时，赋予自然资源多大的权重？是否将经济活动排放物对自然环境造成的损害



的成本归因于经济活动排放物？在这些问题和一些相关的话题上，经济学家的著

作有所体现（图 4）。 

 
图 4 环境处于经济学家争论的核心 

[图片来源: DR, Éditions les Liens qui libèrent] 

6. 一段小历史：从最初的开端到重商主义 

关于经济的第一个已知观点可以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的版本，接着是后来的

中国或印度的版本，在希腊哲学家之前，从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或色诺芬



(Xenophon)到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都认为：贸易、市场、价格或税收等概念的

兴起都只涉及由原始农业和手工艺品所构成的经济活动的一小部分，但这些经济

活动在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如地中海沿岸）因毁林已经影响到了自然生态系统[3]。 

在欧洲中世纪，尤其是在 13 世纪，经济思想开始从与之不可分割的哲学甚

至神学背景中解放出来，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发展使之得以实现：一方面，一些哲

学家正在复兴亚里士多德的知识概念；另一方面，贸易的扩张正在引发巨大的经

济动荡，虽然其进程不时被打断，但随后通过欧洲向包括亚洲及其丝绸之路在内

的新大陆开放以此来实现扩张。经院哲学家以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或尼古拉斯·奥雷斯梅（Nicolas Oresme）的著作为基础，讨论了商品的公平价

格和利率的合理性（图 5）。在西班牙，萨拉曼卡学派通过证明人和货物的自由

流动是正当的，使私有财产合法化，并为货币理论和（主观）价值理论奠定基础，

进一步扩展了这一领域。 

 
图 5 重回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对经济感兴趣的经院哲学家：托马斯·达金(Thomas 

d'Aquin)和尼古拉斯·奥雷斯梅（Nicolas Oresme）。 

[图片来源: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作者 Lysippos）CC BY-SA 2.5]，通过维基共享资源；

托马斯·达金（Thomas d'Aquin）（作者 Carlo Crivelli）[公共领域]，通过维基共享媒体；尼

古拉斯·奥雷斯梅（Nicolas Oresme），https://giselefayet.wordpress.com/2017/02/04/nicole-

oresme/] 

因此，在经院哲学家们的认知里，没有什么能影响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他们对市场、价格和货币的担忧并没有延伸到农业或冶金商品的生产条件中，而

这些商品却已经是造成欧洲许多地区的森林退化和生物圈的改变的元凶[4]。 

16 世纪初期继承经院哲学的重商主义者对这些主题也不感兴趣[5]。随着新

世界的发现、贵重金属涌入西班牙以及君主制的加强，经济思维正集中于通过货



币积累使国家富裕起来，这是通过国内保护主义和出口支持实现贸易顺差的结果。

一些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如《为戈丁而斗争》（“L’Élégie contre les bûcherons 

de la forêt de Gâtine”）中的朗萨尔（ Ronsard ），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环境正在

恶化，但很少有人会将这种状况与欧洲社会的繁荣联系起来[6]。 

7. 法国的重农学派 

大约一个世纪后，事情似乎处于变化的边缘，因为现在某一学派代表着经济

思想，这个学派被称为“重农主义”，其含义不亚于“自然（实体）政府（奎特

斯）”[7]。重农主义者认为，自然是矿场提供的总产值的来源，矿场“无疑是

国家的新财富”，也是农业净产值的来源，“因为土地每年都结果实”。为什么

会有这种差别？因为“农业允许其他活动在其土地上单纯地加和”。农业是国家

和公民所有财富的来源。“只有地球归还给人类的价值比它从人类那里得到的价

值还要多”[8]。 

因此从逻辑上来讲，在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的《经济表》

（Tableau économique）（1749-1804）[9]中所描述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财富流

通的表现形式”中，“确保重建创造国家财富的条件”的恰恰是农民。这一功能

基于他们提供土地所需的原始条件（建筑、排水）和年支出（种子和农场工人工

资）等预付款的能力，这得益于他们提供的净产品，即“每年产生的财富中可以

在不影响其生产条件的情况下被消费的部分”。（图 6） 

特别是在重农学派的故乡—法国，这种将贸易财富的基础转移到农业的做法

反映了农业的迅速发展，除此之外，在农学快速进展的影响下，一些大地主知道

了如何从中受益。这样一来，人类经济又回到了自然经济中。圣皮埃尔·博纳丁

（Bernardin de Saint-Pierre）的《自然世界》（Études de la nature）一书的出版恰

恰说明了这点[10]。 

 



 

图 6 弗朗索瓦·奎斯奈（François Quesnay），博士兼经济学家，国王路易十五的顾问 

[图片来源 : 不知名作者[公共资源], 通过维基百科共享] 

8. 英国古典主义学派 

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的《经济表》（Tableau économique）（1758

年）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自然与民族的复兴的缘由》（Recherches 

sur la nature et les causes de la richesse des nations）（1776 年）之间的不到二十年

的时间里，经济思想又一次背弃了自然，尽管一些发展本应延续重农主义思想。 

18 世纪，“尤其是 18 世纪末期，人们对自然的强烈兴趣达到了顶峰；尽管

自然和上帝之间的联系还没有被打破，但自然正逐渐成为科学单独的研究对象”

[11]。1735 年卡尔· 冯·林内（Carl von Linné）的《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

（1707-1778）第一版就说明了这一点，该书了提出了 “自然经济”，其适用于

矿产、蔬菜和动物三大部类。该论点在法国的主要评论家—布冯伯爵（the Count 

of Buffon）（1707-1788）的影响下，广泛传播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所有知识[12]。 

但同时，18 世纪诞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从铸铁到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的矿物煤焦（1709）和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的蒸汽机（1776）的

转变，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煤矿扩张”，煤矿的低开采成本促进了英国的经济



增长。与之相对应，自然环境的退化引起了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s）（1819-

1900）的愤慨。 

对这些发展漠不关心的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排除了财富形成的本

质。“不管一个国家的土壤质量 、气候或领土大小，其每年提供的物质丰富与

否”只取决于工人的技能和他们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只考虑人为因素，不考

虑自然因素”[13]。因此，只要人们能够自由地追求各自的特殊利益，社会就会

变得更加富裕，而市场价格机制则确保了集体-私人利益的趋同（图 7）。 

 

图 7 国家财富调查 

[图片来源:基于两个来源的图片剪辑组合：约翰凯（John Kay）[公共领域]，通过维基共

享；亚当·斯密（Adam Smith）（国富伦）[公共领域]，通过维基共享媒体] 

然而，并不是所有古典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都完全打破了经济活动和环境之

间的联系。对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

来说，自然为动植物提供了大量的生存胚芽，但却给予它们有限的生存空间和食

物，因此，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导致了自然对每个物种的限制[14]。人类无法

逃脱这条定律：按几何级数增长的人口（每 25 年翻一番）将不可避免地遇到以

算术级数增长的农业生产的极限。贫穷不是经济制度的结果，而是地球贪婪的结

果，只有通过节制才能与之斗争。 



大卫·里卡多（David Ricardo）（1772-1823）通过具体说明地球的贪婪是异

质的，对马尔萨斯分析进行了细微的改动。因此，粮食需求的增长鼓励人们耕种

越来越少的肥沃土地，这反过来又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与没有生态限制的工业不

同，农业活动遵循产量递减规律，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采矿活动。1928 年，弗朗

索瓦·迪西娅（François Divisia）在他的《理性经济》（Rational Economy）一书中

总结道：“经济活动对自然的需求越多，自然就使其服务的成本越高”除非他被

告知，技术进步推动了自然的极限！ 

9. 新古典主义将经济学与环境完全分离 

一些英国经济学家对环境的开放态度只是短暂的。即使生态学随着查尔

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和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

（1834-1919）的崛起而腾飞，但由于新古典主义学派的兴起，经济也切断了与环

境的最后联系全身而退。 

自从马克思把古典主义学派的劳动价值观与自由主义对立以来，范式转换的

思想一直在推进。1871-1874 年间，曼彻斯特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维也纳的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

和洛桑的莱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1834-1910）创立了所谓的新古典主义

学派，因为它是亚当·斯密传承的一部分，但其提议将商品的价值建立在边际分

析得出的使用价值的基础上。在现存的分歧之上，新学派的成员们都有这样的想

法：“对每一个理性人来说，每一单位商品的价值都会随着他拥有的总数量的增

加而降低，而正是从这些额外单位的“边际”价值中，交换才决定了价格”[15]。

这种在完全竞争体制下的决定，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经济均衡的条件，界定了经

济的范围。 特别是在莱昂·沃尔拉斯（Léon Walras）的论著中，其认为后者必

须把物理科学，更准确地说是理性力学作为其模型。 

对于这些构成主导 20 世纪经济思想的经济学家及其继任者来说，自然环境

和技术一样，属于世界的一部分数据，因此不属于世界的实物范畴。从生产函数

中消除了“土地”因素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当下的生产函数只限于劳动力和资本

（图 8）。 



 

图 8 不考虑环境因素的生产函数 

尽管与这些认识论基础相去甚远，但这一时期的其他伟大的经济学家也并没

有弥合这一鸿沟：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 Keynes）（1883-1946），

因为他过于关注寻找对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的解释；约瑟夫·阿洛伊

斯·熊彼特（Joseph Aloys Schumpeter）（1883-1950），想把市场分析融入到一

种以技术进步为驱动力的结构性分析方法中。 

10. 需要铭记的信息 

面对伴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影响，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后，经济分析的思维进入瓶颈期。为了摆脱困境，必须从 19 世纪末形成的认识

论框架内，创造性地回答联系经济和环境的两个主要问题： 

⚫ 自然资源的真实价格是多少？ 

⚫ 污染的真正代价是什么？（《面对环境现实的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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