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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现实出发，探讨了人的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并把人的需要提到了人的本质的高
度，认为私有制是造成需要异化和人的本质扭曲的根本原因，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消除异化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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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作为马克思早
期较为全面、系统论述需要问题的著作，初步地论述了需要的层次
或类型、需要与人的本质、需要的异化及其扬弃等问题，深刻地批判
了资本逻辑对人的控制和利用。人类文明发展至今，资本逻辑并没
有因社会的进步而有所消减，反而愈演愈烈。在资本全球化背景下，
我国要避免资本逻辑的浸入，解决好民生需要问题就必须坚持以马
克思的需要理论为指导。
一、需要的层次或类型
人的需要是一个从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发展的历史过程。起
初，人的需要完全出于动物式的本能。但随着分工和私有制的出现，
人的需要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人们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为
人自身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提供了物质条件。《手稿》中马克思对
人的需要的层次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首先，马克思区分了人的需要和动物的需要。他认为人的需要
与动物的需要的根本区别在于能否进行自由自觉的活动。动物的
需要是纯粹生物本能的反应。而人作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则可以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自身内在的尺度作用于客观世界以满足
自身需求。诚如马克思在《手稿》中所言“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
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
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
美的规律来构造”。[1]“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即按照人的需要来
构造，这是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
其次，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从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的递进是一
个历史发展过程，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人的需要是随着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不同，人们需要的对象、内容、水平和满足需要的程度是不
同的。即使是同一时期、同一阶段，不同的地域、民族，由于地理位
置和经济条件的差异，人们的需要也不尽相同。“马克思创始人把
人的需要按照从低到高的层次划分为三种：生存需要、享受需要、
发展需要”。[2] 生存需要是人最低层次的需要，也是人最为基本的
需要。在物质生产十分落后的社会中，人们的活动主要以满足“生
存需要”为目的。当物质生产条件到达一定程度时，人们在生存需
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开始追求享受需要和更高层次的需要。发展
需要是人的最高层次的需要，是人的本质的体现，它只有在劳动成
为人的第一需要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从人的“生存需要”
向“发展需要”的逐步发展来看，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迁，人的
需要不仅在数量、质量上有所变化，而且人们对追求更高层次需要
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总之，人的需要从低层次向高层次的递进表
明人的需要及其实现是一个历史过程，必然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影
响和制约。
二、需要和人的本质
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是人的生命的直接反应，是人的天然的、
必然的、内在的规定性”，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3]《手稿》中马
克思始终把需要与人的本质联系起来考察，概括来讲主要包括以下
三点：第一，人的需要反映了人的本质。马克思认为需要是人的一
切对象性活动的动力和根据，人的需要的满足就是人所追求的对象
力量在现实中的展开。因为作为类存在的人，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
必然会不断地向外界追求对象物，将自身力量作用于对象，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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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需要改造、利用对象，从而在对象性活动中展现和确证自己的
本质，确证自己的本质就是把自己的需要对象化。因此，人的需要
是人的本质的表征。也就是说，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必须既在自
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己。”[4] 第二，马克思
认为人的需要是展现和确证自己本质不可缺少的对象。如果一个
存在物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那么他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即非
存在物。因为“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
他的欲望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是，
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
少的、重要的对象”。[5] 第三，需要的异化同时也是人的本质的异化。
人的需要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证明，因此，一旦人的需要成为与人相
对立的东西并支配着人的活动时，人的需要便发生了异化，异化了
的需要不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真实展现，而“是对共同的人的本质
的普遍利用。”[6]
三、需要的异化及其扬弃
人的需要发生异化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未开化
的野蛮状态下，人的需要的界限也就是他进行生产的界限，他生产
的东西不会多余他的直接需要，直接需要的量是衡量生产的尺度。
因为“人进行生产只是为了自己拥有；他生产的物品是他直接的、
利己的需要的对象化……这种需要的内容直接是他所生产的物品
本身。”[7] 随着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生、发展，人们对产品的生产或占
有已经超出了利己的需要，“这种需要不是直接在本人的产品中，
而是在另一个人的产品中对象化”。[8] 在这种状态下，
“产品的生产，
更确切的说，产品的占有，是衡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使需要得到满
足的尺度。”[9] 货币的出现使需要异化扩散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为对物质和财富的追逐，使“每个人都指望使别人产生某种新的
需要，以便迫使他做出新的牺牲，以便使他处于一种的新的依赖地
位并且诱使他追逐一种新的享受，从而陷入一种新的经济破产。每
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
面找到他自己的利己的需要的满足”。[10] 欺骗、不信任充斥着社会
的每一个角落。“因为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把一切事物
都混淆了、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是
一切自然的品质和人的品质的混淆和替换”。[11]
至此，人的需要已进入全面异化的状态。这种异化表现在：
“一
方面所发生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另一方面产生着需
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最彻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简单化，或者毋宁
说这种精致化只是再生出相反意义上的自身”。 [12] 由此产生的结
果便是：首先，人不再把劳动作为他的直接需要，而把劳动降低为
只是为了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那些需要的手段。其次，人“不仅
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不再以动物的
方式存在”，“人不仅没有了人的需要，他甚至连动物的需要也不
再有了”。[13]
由此可见，人们在创造满足需要的物质条件时，由于受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控制和利用，也使自身陷入了全面异化的窘境中。这
是马克思需要理论所要揭示并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
异化需要是私有制发展的产物，因此要扬弃异化需要就必须消灭私
有制。而私有制的消灭只有在物质财富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
中才有可能实现。因为“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下转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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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勤俭节约思想及其生态价值

和物质财富，肆意挥霍自然资源所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这些是
否是我们勤俭节约思想丢失的一种表现？是否是意识形态领域勤
俭节约思想的缺乏？勤俭节约不仅是美德，也是我们建设生态文
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思想。
2、勤俭节约思想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实践依据
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勤俭节约是前提。早在
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就曾告诫全党全国各族人员“我们应当教育
全国城市、乡村的每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目标、有志气。要勤俭持家，
作长远打算。什么红白喜事，讨媳妇，死了人，大办其酒席，实在可
以不必。应当在这些地方节省，不要浪费。这是改革旧习惯。”[8]
当前，勤俭节约思想虽仍然是我们的主流思想，可不乏有一些人忘
了本、丢了根、肆意地铺张浪费，浪费数额触目惊心。对此，2013 年
1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浪费之风务必狠刹”的重要批示。
一个“狠”字，足够引起我们的重视与反思。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可我们仍要时刻牢记勤俭
节约的思想。在面对东西部发展差异不平衡、经济结构有待更合理
的优化以及如何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等问题时，毛泽东勤俭节约的思
想我们不能丢，不能只看到眼前所取得的一些成果。我国各项方针
政策的制定，各项工作的开展都应该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本国
策作为前提，树立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生态文明理
念，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过程中，把节约资源放在重中之重。将勤俭
节约思想融入发展的全过程，才能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
顺利进行，
为生态文明建设打好牢固的思想基础，
提供理论支撑。
3、
勤俭节约思想为实现资源的代内、
代际分配公平提供路径选择
我国国情和发展的需要，要求我们必须节俭的发展。我国的发
达必须是节俭的发达，在发展过程中不能以破坏资源为代价。回顾
历史，人类的任何文明都是由勤俭推向繁荣，不可能由奢侈走向辉
煌，奢侈只会招致毁灭，同样生态文明建设也是如此。生态文明建
设的目的是实现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生态文明建
设的目的是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而我们的发展是不能够以消
耗子孙后代资源为代价，破坏子孙后代利益为前提的。在资源供给
量与发展需求量的问题上，应极力避免“吃干榨尽”的现象，发展
的成果应大家享有，资源的使用也应世代平等。资源的有限性与发
展的无限性形成鲜明对比，现今发展秉承勤俭节约的思想，不仅可
以防止资源的浪费，还可以改善生态环境。解决在资源分配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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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做到满足当代人需要同时又不以损耗后代人利益为代价的问题
迫在眉睫，勤俭节约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之一。发达是简朴
的，而绿色却是昂贵的，贫困时保持勤俭节约的作风，富裕时依旧应
该勤俭节约，保持简朴。豪华大楼、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不但
消耗后代的资源，也阻碍了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勤俭节约，在资
源使用上成为一种习惯来推进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
四、小结
回顾历史，勤俭节约思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之一，在历史
的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展望未来，勤俭节约思想也必将为我们生
态文明建设起重要作用。正如总书记习近平所说，“要大力弘扬中
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
观念，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9] 只有这样，
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才越走越宽，中国梦的实现才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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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与本质、对象化和自我
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4] 是人的
需要和人的本质得到真正满足和展现的理想社会。
四、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当代意义
从《手稿》中可以看到，在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以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以基本特征的资本逻辑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随着资本全球化，资本逻辑对人的控制和利用也有向全球蔓延的趋
势。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要避免受资本逻辑的影响，防止以“物
本”取代“人本”现象的产生，就必须以马克思需要理论为指导，
更好的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民生需要。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人们
从追求“满足温饱的需要”逐步向追求“享受、发展的需要”转变。
新的发展时期，人们则更加注重生活质量的提升、生产生活环境的
改善和对非物质性需求方面的消费，这表明人们的需要正朝着更加
丰富、全面的方向发展。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保障和
改善民生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最广大人民日益增
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制定民生政策、建设民生工程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这既是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又表明我们对民生
需要问题的重要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人们更加关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
态等涉及民生需要的问题，同时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也要求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协调发展、全面进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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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们要充分发挥马克思需要理论的指导作用，以更加合理的方
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
综上所述，马克思从需要角度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反人
性的本质，不仅有利于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进一步
深化对人的需要的认识，以避免受资本逻辑的影响而走资本主义发
展的老路，更为我们协调发展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提
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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