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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会协调发展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在生产

力发展基础上实现人、自然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其中人的发展是社会协调发展的终极目的和最

高价值取向。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大力发展生产力及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是实现社会协调发

展必备条件。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发展并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协调发展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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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探讨世界历史之谜的进程

中, 逐渐形成了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社会发展理

论。社会协调发展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组

成部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唯物史观的探索和对

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 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的和谐发展。他们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

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为基石, 揭示了人类社

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并突出了人的历史主体地位,

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社会的最终目标和最高价值

取向。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社会协调发展内容维

度的思考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协调发展思想蕴涵了丰

富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以及人的发展

是社会协调发展的终极目的等内容。马克思看到资

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是以人发展的异化, 自然界破

坏与社会发展的扭曲为代价的。在对资本主义现实

社会的批判中, 马克思对人、自然与社会的协调发

展做了系统、历史的考察与分析。

1. 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在马克思看来, 人是由自然界长期进化而来

的,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提供人类生存发

展的一切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 人和自然是互相联

系的统一体。 人靠自然界生活, 这就是说, 自然

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 人的

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

系, 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 因为人是自

然界的一部分。 [ 1]
人类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 就

通过劳动与自然界发生物质交换关系, 劳动把人与

自然界更加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劳动首先是人和

自然界之间的过程, 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的、

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 [ 2]
人

们在从事物质生产、改造自然的同时, 形成自己的

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 进入了人类历史发展阶段,

自然界作为人活动的产物, 也就成了人化的自然

界。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紧密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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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人存在, 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因此, 人类利用改造自然的活动要遵循自然规律,

人对自然界的不恰当干预行为会引起自然界的强大

的反作用, 甚至导致严重后果。恩格斯在列举人们

与自然界交往中的惨痛教训时讲到, 美索不达米

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它各地的居民, 为了想

得到耕地, 把森林都砍完了, 但是他们梦想不到,

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 因为他们

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 也失去了积累和贮存水分

的中心。恩格斯告诫人们: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

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

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 在第一步都确实

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 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

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 常常把第一个

结果取消了。 [ 3]
人与自然之间的交互作用和互动

关系, 要求人类在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要遵循自然

规律, 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2. 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马克思明确指出,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

有的抽象物, 实际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的本质是社会性的, 只有人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

系才能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

社会则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社会是人的社

会, 是所有个人以一定方式组成的人群共同体, 离

开了人的发展就谈不上社会的发展, 社会发展从根

本上说就是人的发展, 人的发展是衡量社会进步的

价值尺度。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是统一的, 又是

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一方面, 社会的物质生

产、精神生产、社会关系生产和人自身生产之间的

矛盾互动, 推动了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

其中, 物质生产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离开物质

资料的生产实践活动, 人的发展就无从谈起。恩格

斯曾高度评价了马克思这一伟大发现, 人们首先

必须吃、喝、住、穿, 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

艺术、宗教等等; 所以, 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

生产, 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

阶段, 便构成为基础, 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

点, 艺术以至宗教观念, 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 因此, 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 而不是像

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 4]
同时, 精神实践活动与人

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要相吻合。另一方面, 人是历

史发展的主体, 人具有主观能动性, 人的社会实践

活动又改变了社会结构, 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生产

关系、政治制度、社会意识及其相互关系, 也是人

类活动的产物。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以一定的方

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 发生一定的社会关

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

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 [ 5]
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

关系, 要求人类遵循社会发展规律, 发挥人的积极

能动性, 实现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3. 人的发展是社会协调发展的终极目的

马克思视野中的 人 , 指占人群绝大多数的

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

理应是社会一切成果的享用者。马克思倡导以经济

发展为基础, 以人发展为中心的人、自然与社会的

协调发展。在马克思看来, 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协

调发展的最终目标, 无论是经济发展, 还是技术进

步, 都应该为人的发展服务。在资本主义不合理的

制度下, 社会的发展以物的发展为目标, 广大劳动

人民的发展是片面、畸形的, 马克思猛烈抨击了资

本主义制度对人性的全面摧残。马克思指出在资本

主义社会, 工人生产的越多, 他能够消费的越少;

他创造的价值越多, 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

工人的产品越完美, 工人自己越畸形; 工人创造的

对象越文明, 工人自己越野蛮; 劳动越有力量, 工

人越武力; 劳动越技巧, 工人越愚钝, 越成为自然

界的奴隶。在资本主义时代, 一方面是机器、技

术、财富、科学、现代工业的发展, 即物质资料的

发展; 另一方面则是人的体力的衰退、道德的败

坏、愚昧无知的盛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化以及

社会对人个性压抑的增长, 即反人类力量的增长。

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人的发展表现出了极大的不

一致性。由于资本主义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

础上, 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生产的最终目的, 不可能

真正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更不可能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因而必须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共

产主义社会, 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进

步。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

社会的, 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 每个人的

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 6]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协调发展普遍性

规律的阐释

马克思把社会有机体看成是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统一体, 生产关系

一定要和生产力的发展相协调, 是整个社会协调发

展的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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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的矛盾与协调运动规律推动社会有机体的整体协

调发展。

1. 社会有机体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调互

动规律

马克思以物质生产实践作为社会发展理论的逻

辑起点。人类在物质生产实践中改造自然的能力,

就表现为一定的生产力; 人们在生产实践中结成一

定的交往关系, 形成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

系的性质和发展状况, 同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巨

大的反作用。人类社会就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

断协调的过程中, 实现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演

进。马克思侧重从社会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角度来阐

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调互动对社会发展进程的

影响。 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 即社会

生产关系, 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

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

谓社会关系, 构成所谓社会, 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

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 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

会。古典古代社会, 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

这样的生产关系总和, 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

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特殊阶

段。 [ 7]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处于协调与不协调的矛

盾运动中, 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向更高阶段的发展。

马克思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调互动的规律分

析资本主义这一具体社会形态, 得出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相互协调的必然结果是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

义, 实现社会向更高形态的转变。 现代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由它创立的财富分配制

度, 已经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产生激烈的矛盾, 而

且矛盾达到了这种程度, 以致于如果要避免整个现

代社会灭亡, 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

个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 [ 8 ]

2. 社会有机体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协调

互动规律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调互动过于抽象, 深入

到具体社会形态的社会协调发展, 还需要说明国家

政治上层建筑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等观念的上层建筑

与生产方式的相互关系及协调互动。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 # 中指出: 人们在自

己生活的社会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

意志为转移的关系, 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

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

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 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

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

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

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 9]
由此可见,

马克思把社会看成是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

构三部分构成的有机整体, 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生产

关系的总和, 社会政治结构与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相

对应, 哲学、道德观念、宗教、艺术等多种意识形

态上层建筑构成文化结构, 属于观念上的上层建

筑。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 必须与社会

生产水平相适应, 社会才能实现协调发展; 如果上

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 迟早会发生变

革, 从而达到二者新的协调状态。 社会的物质生

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 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

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 (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

律用语 ) 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

发展形成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

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 全部庞大的上层

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 10]

3. 恩格斯晚年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诸要素

交互作用的补充与拓展

为了反对唯心主义的社会发展观, 马克思和恩

格斯早期偏重于阐述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

用, 相比之下, 对上层建筑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以

及上层建筑相互作用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阐述得很不

够。德国哲学家保尔∃巴尔特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歪曲为 经济决定论  , 误解马克思社会发展理
论, 认为只有经济因素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 政

治、观念等上层建筑无足轻重。恩格斯晚年已认识

到这一点, 只有一点还没有谈到, 这一点在马克

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 在这方面我们

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 我们大家首先是

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

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

动, 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

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 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

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 [ 11]
恩格斯晚年全面

阐述和补充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在继

续肯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同时, 着重阐述了

上层建筑各种要素对社会进程的推动作用。 1890

年 9月在致约 ∃布洛赫的信中说: 经济状况是基

础, 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

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 还有上层建

筑的各种因素: 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后果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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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 各种

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

反映, 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 宗教的观点

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 12]

三、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协调发展思想的实现

条件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实践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要实现协调发展必

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其中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大力

发展生产力及变革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对于这一思

想, 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并结合实际作了进一步的拓展

与延伸。

1. 大力发展生产力, 奠定社会协调发展的经

济基础

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

最终决定力量, 是社会进步的基本尺度, 生产力的

发展是社会其他领域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生产力

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 还

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 那就只会有贫穷, 极端贫

困的普遍化; 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 必须重新开

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 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

灰复燃。 [ 13]
因此, 马克思主张在生产力发展基础

上的社会协调发展。离开生产力的发展, 抽象地追

求社会领域各方面的协调发展就会陷入唯心史观的

误区。同时, 马克思强调社会发展是在物质生产实

践中各种因素、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同要

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 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

样。但是, 有机协调发展的社会结构诸要素并不是

起到等量齐观的作用, 生产力的发展往往具有相对

决定的意义。

因此, 马克思的社会协调发展观是一种社会有

机体各要素发展的非同步性的发展, 强调在生产力

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与人的协调发展。在

生产力没有极大发展的条件下, 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的进步是不一致和不协调的, 甚至是相互冲突的。

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前提下, 社会一定时期的进步要

以某些领域的停滞和倒退为代价。资本主义社会相

比以往的社会形态具有一定历史进步性, 但是这种

社会进步以牺牲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协调发展

为代价的, 只有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的

公正合理的共产主义社会, 经济、社会与人才能真

正实现协调发展。所以, 马克思认为, 要实现社会

的协调发展首要是大力发展生产力。

2. 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实现人、自然与

社会的协调发展

如上所述, 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协调发展中具

有决定性作用, 但生产力的大力发展, 离不开合理

社会制度的建立, 只有在合理的生产关系下, 才能

处理好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

马克思在 ∀资本论 # 中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大

生产时指出, 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

主义制度, 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不合理社会, 工

人劳动成果被资本家无偿占有, 社会两极分化, 资

本的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并存。 在我们这

个时代, 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

们看到, 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

的神奇力量, 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渡的疲劳, 新

发现的财富的源泉, 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

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 [ 14]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

看, 资本家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 无限制地

榨取剩余价值, 不顾自然界的承受能力, 一味地

征服 、 统治 、 剥削 自然, 导致人与自然关

系的紧张。马克思认为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

展, 就必须消除导致只关心自己利益行为的制度因

素, 即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 以及和这种生

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社会制度实行

完全的变革。另一方面, 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看, 资

产阶级虽然打破了奴隶制下人对人的直接占有和封

建制下的人身依附关系, 实现了 以物的依赖关

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 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

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实际上与 人的依赖关系  
一样, 还是一种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片面形式。因

此, 为了实现人与人关系和谐相处, 马克思呼吁必

须推翻那些使人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藐

视的东西的一切生产关系。可见, 只有消灭生产资

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制度,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合

理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 才能建立起

合理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良好关系。

3.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协调发展思想在当代中

国的实践

理论来源于实践, 指导着实践, 同时在实践中

得以检验, 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成熟与深化,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协调发展思想也是如此。改革开

放以来,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要取得巨大成就离不开

社会协调发展思想的指导, 同时, 这一思想又在具

体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就社会协调发展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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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而言,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生产力的解放与

发展在社会协调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尤其是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 党更是把工作重心重新放在了经济

建设与生产力发展之上。我国目前仍然处以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 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 为自然、社会

与人的协调发展奠定经济基础。邓小平、江泽民对

生产力的发展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 他们分别提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的科学论断及 先进生

产力 的科学范畴, 从而拓宽了生产力发展的内

涵, 更加强调了社会协调发展的基础 % % % 生产力的
发展。无论邓小平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

展, 还是江泽民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三位一体的协调发展, 都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新一

代领导集体在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 则明

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

展观。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飞

跃, 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不断探

索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

就社会协调发展的制度保障而言, 中国共产党

带领全国人民打破旧的生产关系, 建立生产资料公

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 极大地解放了生产

力, 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人民当家作

主, 这就为人、自然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奠定了制度

基础。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更是在坚持社会主

义制度的基础上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管理体制进

行变革, 注重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

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成就有力论证了这一举措的

正确性。为了更好地促进人、自然和社会在社会主

义制度中的协调发展, 党先后推行了科教兴国战

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跨越式发展战略。党在

十一五规划  中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 更加

突出人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终极目标, 要落实 五

个统筹  , 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

续发展的轨道。这一举措更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

协调发展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践推进, 丰富

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协调发展思想。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2卷 )

[M ]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95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3卷 )

[M ]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201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0卷 )

[M ]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519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 )

[ 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574

[ 5] [ 6] [ 7] [ 13 ]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 [ M ] . 北 京: 人 民 出 版 社,

1995 71 294 345 86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

[ 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94

[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 )

[ 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626

[ 9] [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卷 )

[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32

[ 11] [ 1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 ) [M ]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726 732

[ 1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2卷 )

[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2 4

责任编辑: 刘淑娟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