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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与绿色发展] 特约主持人 方世南

主持人语:共同富裕与绿色发展是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下面临的重大时代

课题,也是充分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以及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重大研

究课题。在学术界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聚焦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前沿

问题时,深入研究共同富裕与绿色发展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全面把握推动共同富裕和实现绿

色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实践问题,对于推动理论研究的深入进行和发挥理论对

于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都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为此,本刊特开设“共同富裕与绿色发展”专

栏,诚邀各位专家学者就相关选题开展深入研究并惠赐优秀成果。本期推出的两篇文章聚焦

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论述了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奠定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构筑

共同富裕的精神家园与厚植共同富裕的生态价值的理论及实践问题,以及绿色发展理念所蕴

含的人类共同价值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意义。

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进共同
富裕研究

方世南,韩 叶

摘 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核心理念,是对人类现代化发展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方向的科学展望。共同富

裕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和进程中基于人民群众共同理想而追求共同利益实现的一个重大价

值目标,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始终为人民谋利益的本质要求。立足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经济社会发展,对于我们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构建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推进共同富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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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贯穿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至第四卷的重要论题。习近平

总书记站在切实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全局性、战略性高

度多次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

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题,要以更有效的举措不断推进共同富裕,朝着共同富裕

方向稳步前进。这些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指明了方向。共同富

裕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和进程中基于人民群众的共同理想而追求共同利益实现

的一个重大价值目标,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始终为人民

谋利益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旗帜

鲜明地强调:“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①我们应当站在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推动共同富裕。实现

共同富裕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地推进经济价值、政治价值、社会价值、精神文化价值

以及生态价值成为客观现实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地将人民群众的经济权益、政治

权益、精神文化权益、社会权益、生态权益融合起来一体化地予以切实保障和提升,
从而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与实现共同富

裕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契合关系,两者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行为主体和价值取

向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确保人与自然、人与社

会、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相互协调以及和谐共生的张力,有助于为新时代稳健

扎实地推动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构筑丰富的精神家园,厚植永续的生态

价值。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与共同富裕具有内在契合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朝着共同富裕目标迈进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②。“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蕴涵着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共同富

裕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十部分的主题是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他深刻阐述了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高度谋划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一步明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

从根本上决定着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对于我们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背景下,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进新时代共同

富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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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

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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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追求的共同富裕有着多维度的价值诉求和价

值目标,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价值指向,在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

等多重关系的基础上不断追求人民群众的物质财富丰裕、经济社会发展、精神文明

富足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的有机统一过程。其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实

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前提条件和坚实基础。现代化一词起源于西方,却并不止

步于西方,追求现代化是当今世界的根本目标,体现了社会进步发展的时代潮流。
中国共产党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与西式现代化区别开来,坚持走以人民

为中心而不是以资本为中心、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人与自然相互对立的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如果说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自身认识不到位,而
忽视了对环境的破坏尚有客观因素可循,那么在理性主义高度发展的当代资本主

义社会,无视工业发展可能给生态和环境带来的毁灭性影响,则充分显露出了资本

利益优先的狭隘“人类中心主义”。中国式现代化倡导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的命运

共同体,坚持保护自然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的理念,将现代化中的经济理性和生

态理性紧密地结合起来,为自然发展与人的发展提供福祉。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视野下,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生态之间决不是非此即彼的矛盾对立关系,
而是一种将彼此的存在视为整体发展的条件和妥善解决对立面困境的和谐共生关

系。对现代化的追求不应是以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为前提,相反,要将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一方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创造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条件。共同富裕不是单指物质财富

的增长,也不是仅限于一代人的富足,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和永续共享也是共同

富裕的重要内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论”指明了人们共同的自然资

源通过有效保护会转化为全民共享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深刻道理。因此,在
确保自然生态安全不受威胁的前提下,充分挖掘自然生态的内在价值,形成绿色生

产方式、绿色生活方式,就能使当代人所享受到的优美生态也能让世世代代人享受

得到,达到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永续发展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生态

基础的目标。另一方面,共同富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从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视角为实现共同富裕指明了方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与共同富裕之间的这种内在契合关系,是由两者具有共同的行为主体和

价值追求所决定的。
一方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内在契合关系是由两者在

行为主体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所决定的。自人类社会步入现代化以来,人与自然

的关系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紧张起来。正如风险社会理论的创始人德国思想家乌尔

里希·贝克所言:“生产力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指数式增长,使风险和潜在自我威胁

的释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①由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所引发的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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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风险成了现代化发展的最大阻碍。人如何对待、如何协调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同

社会、同自然的关系,直接决定了现代化发展的未来、前进方向以及价值实现程度。
任何不以客观规律为依据的现代化,必然会带来一系列重大风险和巨大灾难。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充分体现了尊重客观规律的现代化发展逻辑。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依靠人来建设,人是其间的行为主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发展程度取决于客观现实的人对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和践行

程度。共同富裕体现了共建共享,共建共享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

关系。现代化所产生的经济价值、精神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都是由人民辛勤劳动

创造出来的,理应为人民共享,因此,共同富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现实的客观

的人民群众身上。人类以什么样的方式开发和利用自然,直接决定了人与自然的

和谐程度,也决定了共同富裕的发展程度。习近平深刻地指出:“当人类合理利用、
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自
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

拒的规律。”①这里道出了生态价值和人类价值之间的内在辩证互动关系,有助于

我们全面地理解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对于推进共同富裕实现的重

要性。
另一方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内在契合关系也是由两

者所具有的共同的价值取向性所决定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追求的是在

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协调,要通过大力发展绿色产业,提倡绿色生活,
以绿色发展方式推动现代化永续发展,实现生态资源的代内和代际公平。作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共同富裕追求的也不止是一部分人或者一代人的物质

富裕、精神富足、生态优美,而是要实现代内和代际的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共同富裕都反映出一种深刻的代内价值关系和代际价值关

系。既要以现实的人民群众及其利益为出发点,满足和实现当代人的价值,又要从

代际关系的高度同时关照子孙后代人的价值的实现。我们坚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现代化,需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在全社会形成“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
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的价值共识,尽力防范化解生态领域可能出现

的各种系统性风险,聚焦新时代共同富裕的主体和主题,以满足当代人民对于优美

生态环境和共同富裕的需要,同时也要关照子孙后代对优美生态环境和共同富裕

的同等需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协调并进。

二、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奠定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新时期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时必须重点予以关注

的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并不是简单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是关系党的性质、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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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关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民生福祉的重大政治问题、重大经济问题、重大社

会问题和重大民生问题。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必须协调好、处理好人与自然

的关系问题。新时期“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国现代化注

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

明发展道路”①。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不仅关系生态文明领域的

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关涉物质文明的建设与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优美的生态环境可以直接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持续满足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可以直接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坚

实的物质基础。
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奠定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其着力点是大力发

展绿色产业。绿色产业是相对于传统产业而言的关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产业,
绿色产业充分兼顾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有助于强化发展生产力过程中的生

态环境的承载力。在实际生活中,缺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意识的人,往往更愿意去

追求看得见、摸得着的资源和财富,而忽视生态资源所能带来的物质财富,甚至会

出现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物质财富的现象。因此,必须转换现代化的发展方式,摒
弃以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导致人与自然对立的现代化,代之以将经济理性

与生态理性、人的理性结合在一起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从而明确经济发

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决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要将彼此的充分发展视为自身发展

的必要前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在保护生态系统所蕴含的内在生产力,就
是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要以绿色发展理念引导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

境保护同向而行,实现经济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同时,要大力发展绿色

生产力和绿色科技以确保人民群众能够在获得相对稳定的绿色收益中提高共同富

裕水平,在充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过程中确保共同富裕目标的稳步

推进。实践证明,发展绿色生产力以取代传统的忽视自然资源的承载力和严重破

坏环境的重污染、高浪费生产方式,有助于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自然资源和环境

的承载力,达到进一步提高对资源的利用效率之目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
“所谓的废料,几乎在每一种产业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②看似是生产废料,实则

是可以利用的资源。在马克思看来,对生产废料的循环使用,既提高了资源利用效

率,同时也提高了生产的利润率。发展绿色科技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力量。生产工具作为“物化”了的技术创新,在借助绿色

科技实现自身的创新和发展过程中,可以有效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有效减少

废弃物、污染物的排放,进而减轻对自然生态的压力和对环境的污染,不断提高人

民群众的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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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奠定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还要大力倡导绿色

生活方式和绿色消费方式。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
充分调动人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性和积极性,实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

消费方式的全面绿色转型,提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水平。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和财产

安全休戚相关,人作为其间的行为主体,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共同富

裕目标实现的重要推动力。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仅仅依靠国家层面

的单一治理或者企业履责还不够,必须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在全社会范围

内普及并践行绿色生产方式、绿色生活方式、绿色消费方式,与国家生态治理、企业

生态履责形成良性互动的责任共同体、使命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共享共同体。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还包括了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大力倡导绿色

生活方式,引导人民群众从单一的注重物质利益、物质享受的生活方式转变为将物

质享受与精神享受叠加在一起的丰富多样的生活方式,促进人们在享受物质生活

的同时,不以无节制的自然生态环境消耗为代价,而进一步明确“人与自然是生命

共同体。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①。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是

紧密相连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也是倡导绿色消费方式的现代化,是以

简朴、实用、便利、健康为目标的科学消费方式取代传统的以享乐、攀比、奢侈等为

目的的消费方式的现代化,“过高尚而节俭的生活,才能既实现人生的价值,又有利

于生态与环境的发展”②。在全体人民共同践行绿色生活、绿色消费的过程中,构
建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方式,有助于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优美、健
康、可持续的生态环境,以绿色生产方式、绿色科技为共同富裕提供稳定、可持续的

绿色收益,不仅满足当代人对共同富裕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且关照子孙后代、世世

代代对共同富裕美好生活的需求。

三、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构筑共同富裕的精神家园

共同富裕是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与精神文化生活共同富裕的有机统一,通俗

形象的话就是“富口袋”与“富脑袋”的有机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也
是促进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发展的现代化。关于“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

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

环境”③这样生动而形象的话语,都表达了良好生态环境在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和精

神文化生活共同富裕的重大价值,都要求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程

中,注重现代化的科学理念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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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一种完全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全新现代化发展

模式,高度注重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对传

统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发展方式的彻底摒弃。只有真正确立起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理念和发展方式,自觉地抛弃旧有的征服自然、掠夺自然以及为了经济

发展毫无节制地向自然索取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方式,才能在全社会营造出新型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氛围和文化价值观,为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构筑尊重自

然、敬畏自然、顺应自然、呵护自然的精神文化家园。
绿色生态文化、绿色发展理念在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动共同富裕

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引作用。人作为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与自然绝对不是处于

一种矛盾对立、水火不容的关系之中,恰恰相反,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任何伤

害自然、消耗自然的行为,最终都会投射到人类自身,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因此,普遍存在的生态危机、环境问题,从根源上讲都不是生态或者环境的问题,而
是人的问题,是人的文化价值观念出了问题而引发的问题。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推进共同富裕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正确界定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自

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在自然面前,人同时具有受动性

和能动性。且人在自然面前的受动性是能动性发挥的重要前提,人的能动性的发

挥必然以某种特定的受动性为依据,受动性既阻碍人的能动性的发挥,又能够促进

人的能动性的有效发挥,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相互转换。当人片面追求自我价

值,违背自然规律,自然就会对人类的活动予以严厉报复,人的能动性就会转换为

受动性;相反,当人顺应自然规律时,自然对人的约束就会潜藏、消失,人的受动性

就能转化为能动性。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进共同富裕,内在地蕴含了

作为主体的人要自觉地将自己在自然面前的能动性和受动性紧密地结合起来,按
照客观的自然规律发展,从而充分彰显出人作为主体的能动性。在经济发展与自

然环境的关系问题上,必须明确,自然环境是优先于人类社会存在的,人类社会的

发展、经济的发展必然以自然的存在为前提。因此,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决不能

违背自然规律、肆意破坏自然生态,否则必然会陷入不可持续发展的境地,并且一

切对自然规律的违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都会在自然界的激烈报复中危及人

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进共同富裕的另一个重要

途径,就是在全社会各领域要大力培育绿色生态文化、绿色发展理念。只有全社会

普遍形成绿色发展理念,大兴绿色生态文化之风气,才能超越传统的罔顾自然规律

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不良风气,助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赢发展模式,促
使共同富裕行稳致远。

生态文明制度在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发挥着重

要保障作用。生态文明制度是着眼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设计,依靠国家层面制

度的规范性、刚性以及结合环境伦理、绿色文化价值观的灵活性、弹性双向发力,起
着有效防止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的不良生态行为产生,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7·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代化建设,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的作用。长期以来,生态环境一直作为一种免费的物

品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必要生产和生活条件。然而,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发展对

自然资源毫无节制的索取,使得自然资源在转瞬间成为稀缺资源,且这种稀缺程度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愈加凸显。生态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尖

锐矛盾,迫切需要生态文明制度发挥平衡两者关系的作用。一方面,要充分兼顾生

态环境保护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促进两者之间实现良性互动;另一方面,借助

制度的力量有助于有效规避单一剥夺和牺牲生态环境资源以满足人类经济社会发

展的做法,缓和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生态之间的尖锐矛盾。生态文明制度倡导的

是一种和谐共生、共存、共荣的全新现代化发展模式。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

在着一些突出问题,“一定程度上与体制不健全有关”。对此,习近平强调,要构建

“科学适度有序的国土空间布局体系、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产业体系、约束和激励

并举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①,这是基于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的客观认识而

提出的符合我国实际的生态文明制度设计。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过

程中,也只有不断探索自然规律、遵守自然规律,才能通过不断创新生态文明制度

以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挥出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功能。通过加强生

态文明制度建设,有助于持续深化人民群众对于生态环境保护观念的认识,将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厚植于心,为共同富裕提供精神养料。

四、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厚植共同富裕的生态价值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内在蕴含了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的同向共促,人
的价值与自然价值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得到充分发展和实

现,是新时期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要前提。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是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明晰的,大致经历了由对自然的臣服和顺从到

对自然无节制的索取、征服和掠夺的发展阶段。其间,伴随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

识,人的价值在得到高度彰显的同时,自然价值却在不断地被淡化、边缘化,直至出

现无法保障人的价值实现的恶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理念的提出,
促使人们进一步加深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认识。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之间不是

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彼此促进、共同发展的价值整体。人的价值的实现以自然价

值为前提,自然价值因为人的价值的彰显而得到发展。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认

知,直接决定了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的发展和实现程度。只有充分认识到人与自

然是生命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共享共同体,才能在构建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崭新发展格局中,充分实现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的双向互促,厚植

新时期共同富裕的生态价值。
为此,应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出发,高度重视促进共同富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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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价值的巨大功能。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又是自然界的有机的身体,
人与自然之间不应当存在彼此之间的征服或者掠夺,人的价值的实现所需要的每

一步,都是树立于自然价值之上的,如果只是顾及人自身的价值而忽视自然价值,
那么必然会遭受到来自自然界的严厉报复。因此,人类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与利用,
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尊重和呵护人类自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就是在

充分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顺应和呵护自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的现代化,也是一

种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以及生态文明的同步发展中迈向共

同富裕的现代化。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培育人的绿色思维方

式,就是新时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把握和解决生态危机的思想根基。在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培育人的绿色思维方式,以清晰的底线思维约

束和规范人的行为,既要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要兼顾自然承载力的生态红

线、生态底线;既要考虑和满足当代人的发展和需要,也要考虑子孙后代的发展和

需要。通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在全社会范围内培养人的绿色生态价

值观,不断提高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对生态环境的认识水平,促进人的感性的生态

意识向理性的生态意识转变,在全社会形成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追求和价

值共识,形成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发展绿色生产力就是发展人类自己的价

值取向,让绿色思维方式成为人类发展的思维“底色”,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

经济社会,实现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同时又以共同富裕推动人们的生态理性、生态

文明素养的形成和发展,自觉地摆正人在自然界的位置,主动地呵护自然环境,促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发展和提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水平。
基于此,必须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构筑起绿色、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

展模式,厚植共同富裕的永续生态价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区别于传统

的以牺牲生态环境作为获取经济效益的发展模式,更彰显出鲜明的价值追求,助推

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共同富裕的追求,绝不是

忽视生态承载力对经济发展的片面追求,也不是目光短浅只顾当代人的利益而不

顾及子孙后代的需求,而是兼顾社会伦理和生态环境伦理、经济公平和生态公平、
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可循环的绿色发展、公平发展,是在物质

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文明基础上互促互进的共

同富裕。无论是历史教训还是现实经验都充分证明,共同富裕的实现离不开优美

的生态环境,离不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化氛围。因此,建设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现代化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促进人与社会关系协调、
人与自然关系协调的共同富裕以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增添了鲜明的绿色色彩。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在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生态

环境问题,成为妨害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生态阻碍。生态环境的问题,归根究底是

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倡绿色、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方式,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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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方位各领域,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能为共同富裕提供可以永续发展和利用的经济资源、生态资源;另一方面,通
过发展可持续、可循环的绿色生产力、绿色生产方式,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营造

出优良的生态环境,促进人的价值的复归,实现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的双向互促。
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中构筑绿色、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充分彰显

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内涵的生态价值,必将会有力地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和人的

自由而全面发展。

在当今这个生态危机和生命危机交织并存发生并已经严重地威胁人类生存和

发展的时代,在现代化已经成为世界性潮流的态势下,能否在实践中科学认识和准

确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蕴涵的共同富裕内容,关系到人与自然、人与社

会以及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能否协调发展,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成效,直接

影响我国新时期共同富裕的实现。“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的本质内涵在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共享共同体。
共同富裕作为一个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精神文化等多种要素的总体性概念和总

体性价值目标,绝不能忽视或无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实现共同富裕中

的重大功能。对自然的尊重、顺应和保护就是对人自身的尊重和保护。基于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基础上的绿色经济发展方式,就是为了创造更多物质财富、
精神财富以及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更有力地佐证

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真理性,更深刻地揭示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与实现共同富裕之间的内在逻辑契合关系。古人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说
明了经济富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生命安全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如今,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战

略任务更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的高度促使“风调雨顺”与“国泰民安”紧
密联姻。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将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坚持绿色发展、绿色生活的实际行动,将实现经济发

展与生态保护相结合,将经济现代化与生态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相结合,我们就

一定能够建成天蓝、地绿、水清且全体人民享受共同富裕的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完成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的宏伟战略目标。
(责任编辑:张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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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latformFunctionofFarmerCooperativesand
TheirPromotiontoSmallFarmersCommonProsperity

—ACaseStudyoftheDaiZhuangVillageinJurong,Jiangsu
ZhuangJincai,TaoXiqian

(SchoolofManagement,JiangsuUniversity,Zhenjiang212013,China)

Abstract:Modernagriculturaloptimizationofelements,raisingefficiencyandpromoting
industrialintegrationhavebecomeaneffectivemeasuretorealizefarmerscommonprosperity.
However,Chinascurrentsmall-scalescatteredrunningoffarmsisfarfromtherequirementsof
modernagriculture.Soweneedtoorganizethesmallfarmerstodockwithmodernagriculture.Inthe
newera,theplatformoffarmercooperatives,viasuchfunctionsaselementintegration,product
innovationandvaluerealization,realizesthecommonprosperityofsmallfarmersbyincreasingtheir
trustinthecooperativesbymeansofexemplifying,byjointcreationofvaluesforagricultural
products,byincreasingthemarketandbywealthredistributiononthepartofsmallfarmers.Inthe
process,thecooperativeshelpedsmallfarmersdockwithmodernagriculture,andleadsmallfarmers
tocommonprosperity.Therefore,weshouldincreasesupportfortheconstructionoffarmer
cooperativeplatform,perfecttheirfunctionalsystem,andraisesmallfarmers modernized
developmentcapability.Weshouldcreateagoodenvironmenttoencouragethecooperativesto
participateinjointinnovation,anduprootthe“weakness”oftraditionalagriculture.Weshould
promotesmallfarmersparticipationintheinnovationofdistributionsystem,assuringthattheir
joiningthecooperativeswillhaveduereturns.

Keywords:smallfarmer;farmercooperative;platformfunction;modernagriculture;
commonprosperity;DaiZ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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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theCommonProsperityResearchwiththe
ModernizationofHarmoniousCoexistencebetweenManandNature

FangShinan,HanYe
(SchoolofMarxism,SoochowUniversity,Suzhou215021,China)

Abstract:Theharmoniouscoexistenceofhumanandnatureisoneoftheimportant
featuresofChinese-stylemodernization,thecoreideaofXiJinpingsecologicalcivilization
thought,andthescientificvisionofthedevelopmentrouteofhumanmodernizationandthe
developmentdirectionofnewhumancivilizationform.Commonprosperityisamajorvalue
aimbasedonthecommonidealsofthepeopleandthepursuitofcommoninterestsinthe
contextandprocessofChinese-stylemodernization.Itreflectstheessentialrequirementsof
soci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toinsistonthecentralityandinterestofthecommon
people.Sotoplanthe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from theperspectiveofthe
harmoniouscoexistencebetweenmanandnatureistothepointandinstructivetopromoting
themodernizationofharmoniouscoexistencebetweenmanandnaturesoastostrivefor
commonprosperityinthenewera.

Keywords:commonprosperity;harmoniouscoexistencebetween manandnature;
modernization;ecologicalcivilization;greendevelopment;Chinese-style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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