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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10
th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Biocosmology (10 ISBC) 

 

“Contemporary Issues and Biocosmological Perspectiv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sian Naturalism” 

 

The notion of “naturalism” has currently a large number of meanings that apply as to science 

and philosophy, as to the arts. Consequently, modern scholar can easily become confused - in 
which meaning s/he ought to understand “naturalism”. Indeed, one may think about various 

aspects: of materialism, physicalism, empiricism, or of sociological or religious naturalism, or 
of naturalistic pantheism or supernaturalism, or Hinduist systems of knowledge, or the 
philosophy of A.N. Whitehead, or of naturalist styles in literature, visual arts, theatre, etc. 

Among this great variety of different meanings, our Biocosmological (naturalist) 
approach essentially appeals to the original (fundamental, true) significance of naturalism. 
Modern science started from Aristotle‟s Physics (study of nature, in Greek – φύσις phúsis) – 
Naturalist Organicist phusislogy.Essentially, Aristotle‟s science (with reference to all modern 
divisions of scholarly knowledge: natural, human and social, ethical and philosophical, formal, 
applied) have the common (Naturalist) principles and laws of their organization, which 
ultimately are reduced to the sam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his Physics (naturalist 
knowledge). At the same time, essentially, Aristotle's Hylomorphism and Organicist aetiology 
is cognate with Asian naturalism that treats all the phenomena (natural, social, cultural, ways 
of life) as the constituents of the one whole real Organicist world (Cosmos).  

Famous British Sinologist Joseph Needham characterized Chinese worldview as 
“organic naturalism”, wherein “the harmonious cooperation of all beings arose, not from the 

orders of a superior authority external to themselves, but from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all parts 
in a hierarchy of wholes forming a cosmic pattern, and what they obeyed were the internal 
dictates of their own nature” [Needham, 1991]. In the similar vein, renown American 

Sinologist Frederick Mote emphasized that “the basic point which outsiders have found so 

hard to detect is that the Chinese, among all peoples ancient and recent, primitive and modern, 
are apparently unique in having no creation myth; that is, they have regarded the world and 
man as uncreated, as constituting the central features of a spontaneous self-generating cosmos 
having no creator, god, ultimate cause or will external to itself” [Mote, 1971]. 

In general, Asian naturalism is characterized as “Pan-naturalism” [Kwang Myung Kim, 
2015]. Another Korean scholar, Hee-Sung Keel supports this thesis and complements that 
“Naturalism is a pan-Asian view of the world and way of life,” [2012] and which embraces all 

the constituents of the real world: natural, social, cultural, religious, scientific, way of life,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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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H.-S. Keel states that Asian naturalism “goes beyond the traditional Western antithesis 

of naturalism and supernaturalism,” and that Asian naturalism (“an old vision”) must be 

rehabilitated “for a new world”, for “the ecological-environmental crisis of our age cannot be 
overcome without a fundamental change in our attitude toward nature” [Ibid.] Similarly, 

Japanese outstanding bioethicist Prof. Hyakudai Sakamoto, raised (in 2004) the issue of 
exploration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Asian humanism and (in general) Asian naturalism, 
because “the Asian view of Nature is historically heterogeneous from the European” and is 

essentially different from Euro-American mindset that is basically “Human-centric”. 

According to Sakamoto, “Fundamental naturalism is pervasive in all Asian thought…. the 

essence of the Asian ethos is... „a holistic harmony‟ in contrast to the modern European 

inclination to dualistic individualism.” [1999]  

Biocosmology fully supports afore stated standpoints and, moreover, endeavors to 
actualize the potentials of Asian naturalism in the area of scholarly activity. Substantiating 
and developing the contemporary (neo)Aristotelian scientific Organicism (that is based on the 
cosmological principle of Hylomorphism and Four-causal aetiology, with the leading role of 
intrinsic teleodriven causes) – Biocosmology presents a clear perspective of scholarly 
execution and, thus, of a contemporary update and globalization of Asian naturalism 
potentials. Substantially, the Biocosmological Association (BCA) relates to Aristotle‟s (Father 

of science) philosophical (super)system as the  unified whole of scholarly knowledge – of 
Naturalist (scientific) Organicism; and which is autonomic, serving in all times as the Type of 
cognitive activity (Organicist type of rationality). Thus, the latter is essentially active and 
efficient in all eras of scholarly endeavors and all spheres of philosophy and science (all its 
sections), and which any and all are reduced to one the same fundamentals of aetiology, 
gnoseology, methodology, anthropology, as well as the principles of socioculturology, global 
and evolutionary studies. 

A key point is that the Biocosmological (neo-Aristotelian) approach perceives the natural 
world as it really is – essentially Organicist (Biocosmist): Heterogeneous, Hierarchic and 
inherently Changeable – Dynamic, Cyclic, Bipolar and Triadic (and with the natural change in 
domination of the cycles of Potentiality and Actuality). Likewise, the Biocosmist naturalism 
is teleological, while modern Western „naturalism‟ (which is synonymous with materialism) 

rejects “purpose” and intentional realities, in principle. 

Thereby, applying the Triadologic approach (firstly, with reference to Pitirim Sorokin‟s 

dynamic cyclic theory) and attracting the actual potentials of Asian naturalism (mainly 
inherent in the powerful Eastern philosophies of Daoism, Confucianism, Hinduism, 
Buddhism) – we aim at positive results in substantiation true (effective) methodologies, on 
this basis – turning to the appropriate use of modern enormous (objective scientific) 
knowledge. A cornerstone is that in full accordance with the viewpoints of aforementioned 
professors (Needham, Mote, Keel, Sakamoto) – which treat Asian naturalism as the 
autonomic holistic cognitive potential - our endeavor (Biocosmological approach) aims 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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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tantiation and rendering the main forms of Asian naturalism as the paradigms of Integral 
knowledge (Integral T_SCSS – Type of SocioCultural SuperSystem, in terms of P.Sorokin‟s 

theory), and which (Integral T_SCSS) is intermediate -in-between - other two autonomic 
polar T_SCSS and, accordingly – two poles of scholarly knowledge: modern dominating 
Positivism (with its mathematical-physicalist essence); and, which still is out of due concern 
and use – the Aristotelian scientific Organicism. The latter, in the Biocosmological approach, 
is basically taken and viewed as the comprehensive, top-to-bottom supersystem and Type of 
knowledge, i.e. which is reduced to its own autonomic Naturalist, of Biocosmist essence 
principles: the Four-causal aetiology (with the main or equal significance of inherent 
teleodriven causes), Integral gnoseology (with central or equal value of scholarly intuition), 
Functionalist telic methodology; bio-socio-Cosmist anthropology and socioculturology, and 
universalizing Bio-metaphysics and Bio-physics (Bio-sciences - of all classes - natural, 
human and social, formal, applied) which follow or recognize the Naturalist (Organicist) 
principles of Heterogeneity, Hierarchical order and Changeability of the real world-cosmos 
(with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Dynamicity, Bipolarity, Triadicity, and Cyclicity). 

In general, our main endeavor – assigned to the 10ISBC and conceived primarily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Asian naturalism potentials - is to introduce and substantiate a new global 
(Naturalist, Biocosmological)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cholarly, first of all) explorations, 
aimed at the resolution of topical sociocultural issues in the course of on-going  (local and 
global) safe and prosperous development. 

 

With kindest regards, 

 

 
Xiaoting LIU, Ph. D. 
President of Biocosmological Association, College of Philosoph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 Center for Science and Humanity Studies / Vice Chairman of The Chinese Society for 
Dialectics of Nature 
Email: liuxiaoting@bnu.edu.cn   
 
 
Konstantin S. Khroutski, Ph.D. 
Secretary of the Biocosmological Association, Editor of Biocosmology – neo-Aristotelism, 

Docent at the Novgorod State University after Yaroslav-the-Wise 
Email: konstantin.khrutsky@novsu.ru, biocosmolo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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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nsors: 

School of Phlosoph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NU) 
The Chinese Society for Dialectics of Nature (CSDN) 
Biocosmological Association (BCA) 

 

Co-sponsors: 

Specialty Committee of Philosophy of Future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CSDN 
Specialty Committee of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CSDN 
Specialty Committee of Philosophy of Geology, CSDN 
Specialty Committee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China Association for Ethical Studies 

(CA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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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国际有机宇宙论论坛 

从当代问题和有机宇宙论的视域看亚洲自然主义的发展 

当前在科学、哲学和艺术中，“自然主义”的概念有很多涵义。因此，当代学者很

容易感到困惑——即他（她）应该从何种意义上理解“自然主义”。的确，一个学者可

能从很多个方面来思考：如从唯物主义、物理主义、经验主义方面，从社会的或宗教的

自然主义方面，从自然的泛神论或超自然主义方面，从印度教的知识体系方面，从怀特

海哲学方面，或者从文学、视觉艺术，戏剧的自然风格方面等。 

在这众多涵义中，我们的有机宇宙论（自然主义）路径基本诉诸于自然主义的原始

（根本，真实）意义。现代科学始于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关于自然的研究，希腊语为– 
φύσις phúsis）– 自然的有机物理学（Naturalist Organicist phusislogy）。基本上，亚里

士多德的科学（涉及到所有现代学术知识的类别：自然的、人与社会的，伦理和哲学的，

形式的和应用的）有着共同的（自然主义的）原则和组织法则，最终被还原为同样基本

的物理学（自然知识）原则。同时，本质上看，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说和机体原因学

与亚洲自然主义是同类的，即把一切现象（自然、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看作这个真

实的有机世界整体的组成部分。 

著名的英国汉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认为中国的世界观具有“有机自然主

义”的特征，因为万物的和谐运作并非来自一个外在权威的命令，而是基于这样的事实，

即它们作为一个有层级的宇宙样态整体的构成部分，所遵守的是其自身的内在指令（李

约瑟 ,1991）。与李约瑟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知名的美国汉学家弗雷德里克•莫特

（Frederick Mote），他强调“这个局外人很难察觉的基本点是，中国人，无论是古代人

还是近代人、原始的人还是当代的人，在都没有创世纪神话这一点上显然是独特的，即，

他们认为世界和人不是被创造的，而是构造了一个自发的自我生成的没有任何创造主、

上帝、终极原因或外在意志的宇宙（Mote, 1971）”[Mote，1971]。 

一般来说，亚洲自然主义具有“泛自然主义”的特征 （Kwang Myung Kim, 2015）。

另外一位韩国学者，Hee-Sung Keel 支持这个论点并补充说：“自然主义是一种‘泛亚

洲’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2012），这种世界观和生活方式包含了现实世界（自然、

社会、、文化、宗教、科学、生活方式等）的所有组成部分。Keel 教授认为亚洲自然主

义“超越了传统西方的自然主义和超自然主义的对立”，且亚洲自然主义（一种古老的

视域）必须为了新世界而复兴，因为如果我们对待自然的态度没有根本改变的话，我们

这个时代的生态环境危机就无法克服。类似地，日本杰出的生命伦理学家 Hyakudai 
Sakamoto 教授于 2004 年提出要探索“亚洲人文主义和（一般意义上的）亚洲自然主义”

的本质的问题，因为“亚洲的自然观自古便与欧洲的自然观不同”，且本质上也不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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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根据 Sakamoto 教授的说法，“几乎所有的亚洲思想中

都渗透着基本的自然主义„„亚洲民族精神的本质在于„„‘一种整体的和谐’，这与

当代欧洲二元论的个体主义倾向形成了对照。”（1999） 

有机宇宙论完全支持上述提到的观点，此外还致力于在学术活动领域把亚洲自然主

义的潜能实现出来。要证实和发展当代（新）亚里士多德科学的有机论（基于形式质料

说和四因说的宇宙论原理，支持固有目的动力因的主导作用），有机宇宙论提出了一个

清晰的视角，从学术上推动亚洲自然主义的全球化和当代更新。实质上，有机宇宙论学

会 (BCA)将亚里士多德（科学之父）的哲学（超级）体系联系成一个自然主义（科学）

的有机论学术知识的统一整体，它是自主的，作为认知活动的类型（有机论的合理类型）

服务于所有时代。因此，它实质上是活跃的和有效的，不仅在学术探究的所有时代而且

在哲学与科学的全部领域（包括其所有分支），成为原因论、认知论、方法论、人类学

以及社会文化学原理、全球与进化学研究的相同基础。 

一个关键点在于有机宇宙论（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路径认识到自然世界本质上是

有机的（有机宇宙论的）：是多样态的、分层次的和内在变化的——是动态的、循环的、

两极和三极的（自然的变化由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循环所支配）。同样地，有机宇宙论的

自然主义是目的论的，而现代西方‘自然主义’（与唯物主义同义）原则上拒斥‘目的’

和意向的实在。 

因此，运用三元式的进路（首先，参照索罗金（Pitirim Sorokin）的动态循环理论），

激发亚洲自然主义（主要根植于极具思想性的东方哲学，如道家、儒家、印度教、佛教）

的现实潜能。我们旨在用真实有效的方法论获得积极的成果，在这个基础上，转向现代

大量（客观的科学的）知识的适当应用。基石在于，与上述教授们（Needham, Mote, Keel, 
Sakamoto）的观点完全一致，把亚洲自然主义看作是自主的、整体的、认知的潜能。我

们（有机宇宙论的路径）致力于实证，并提出亚洲自然主义的主要形式作为整体知识的

范式（整体的 T-SCSS，社会文化的超级系统类型，就索罗金的理论而言），而它（整

体的 T-SCSS）在另外两个自主的 T-SCSS 之间，即两个学术知识极之间也起到了中间

媒介作用：一极是现代占据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拥有数理本质），另一极是依旧没有

得到应有关注和使用的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有机论。后者在有机宇宙论的路径中基本被采

纳并被看作是可理解的、从上至下的超级体系和知识类型，即它被还原为自己自主的自

然主义的、有机宇宙的根本原则：四因说（与内在的目的-动力因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整体认知论（与学术直觉具有同等的价值）、功能主义有目的的方法论；有机-社会-宇
宙的人类学和社会文化学，以及普遍化的有机-形而上学和有机-物理学（有机-科学——

涉及所有分类——自然的、人类的、社会的、学术的、应用的），它们都遵循或承认自

然主义（有机论）的关于现实世界-宇宙（拥有动态性、两极性、三重性和循环性的基

本原理）的多样态的、多层次性秩序和动态变化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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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第十届国际有机宇宙论坛主要关注亚洲自然主义潜能实现的问题，致力于引

入和确立一种新的全球（自然主义、有机宇宙论的）的文化（首要在学术上）研究的视

域，旨在解决（地方和全球的）安全与繁荣发展进程中所论及的社会文化问题。 

 

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刘孝廷 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 

国际有机宇宙论学会主席 
Email: liuxiaoting@bnu.edu.cn  

  

康斯坦丁 S. 克罗斯基 博士 
国际有机宇宙论学会秘书长 
诺夫哥罗德州立大学副教授 

Email: konstantin.khrutsky@novsu.ru, 
biocosmolog@gmail.com 

 

主办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国际有机宇宙论学会 

 

协办单位：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未来哲学与发展战略专业委员会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环境哲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地学哲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伦理学会环境伦理学专业委员会 

mailto:konstantin.khrutsky@novsu.ru,
mailto:biocosmolo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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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ch on the 10
th 

Organic Cosmology International Forum 

 

SHANG Zhi Cong 

Oct 31, 2015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morning! 

In the golden autumn of October, we get together in the Chinese capital city,   Beijing, 

to hold the 10th Organic Cosmology International Forum. First of all, please allow me to 

express a warm welcome to you, on behalf of all the members of Chinese Society for 

Dialectics of Nature. 

 

Chinese Society for Dialectics of Nature, also known as Chinese Society for Philosophy 

of Na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unded in 1981, is a community of Chinese philosophers 

of na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researchers o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It‟s a group member of Chinese Associ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also a 

national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 IUHPS ), 

Logic,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branch. In more than 30years of the past, the 

society promoted the academic study and communication of the philosophy, sociology and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had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China. Presently, 

there are 40 branch academic committees, 8 administrational panels, and 3 kinds of academic 

journals in the Society. The society encourages academic communication all over the world. 

In the August 8th -15th of 2007, the society held the 13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ogic,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jointly with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other 

institutes. In the July 3rd-5th of this year, the society held the 1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in Shenyang. Today, we gather here, carry on the 10th Organic 

Cosmology International Forum. I believe this forum will be fruitful. 

Naturalism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philosophy. In the past years, a number of Chinese 

scholars, such as Prof. Liu Xiaoting, researched on this topic and achieved some good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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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lding of this forum will greatly promote the study on the Asian naturalism, enhance the 

academic cooperation of the philosophers all over world. We look forward to the positive 

results of this meet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Entering 21st Century, China welcome friend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e October 

autumn in Beijing is beautiful and pleasant. Wish you, my friends, have a wonderful and 

unforgettable session here!  

Thanks very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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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届国际有机宇宙论坛 

——亚洲自然主义发展的有机哲学视域及其当代问题的致辞 

 

尚智丛 

2015年 10月 31日 

 

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 

金秋十月，我们齐聚中国首都北京，迎来第 10届国际有机宇宙论坛。在这里，我首

先代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祝贺会议的胜利召开！对来自海内外各地的学者、朋友，

表示热烈欢迎！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又名中国自然哲学与科学技术哲学学会（Chinese Society 

for Philosophy of Na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是由全国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和热心自

然辩证法事业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工作者、科学管理工作者和哲学、社会科

学工作者自愿组成，依法登记的公益性、学术性的法人社会团体，是中国科学技术协

会（CAST）的组成部分，是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IUHPS）逻辑学方法论科学

哲学分会（DLMPS）的国家会员。自 1981年建会以来，我会积极推进关于自然、科学、

技术与工程方面的哲学、社会学及历史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学

会积极参加国家和各行各业、各部门、各地区的发展战略和规划研究，参与对国民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论证与咨询工作，为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服

务。目前，学会设有 8个工作委员会、36个专业委员会；在各省市自治区以及一些地区

建立了地方研究会；有着庞大的从业人群；在中国主要大学中设立了学科博士点和硕士

点。学会主办《自然辩证法研究》、《医学与哲学》和《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三份学术

期刊，在学术界享有良好声誉。 

我会一向积极开展与国际各类学术机构的交流与合作，2007年 8月 9-15日在北京

友谊宾馆，与相关单位和组织联合主办了“第 13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与科学哲学大

会”（The 13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ogic,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第十届国际有机宇宙论论坛 

 xii 

今年 7月 3-5日，我们在沈阳召开第 19届国际技术哲学会议。今天。我们在北京召开

第 10届国际有机宇宙论坛。来自世界各地的同行学者，齐聚一堂，探讨学术，交流思

想。我相信，在未来几天的交流与研讨，一定会产生丰硕的成果。 

自然主义是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多年来，刘孝廷等一批中国学者对此积极开展学

术研究和国际学术交流，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本次会议的举办将大大促进亚洲自然主义

研究的发展，扩大中国哲学的国际合作与影响，更好地促进国际自然主义的研究。我们

期待着本次会议的积极成果！ 

 

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 

进入 21世纪，中国以崭新的面貌迎接世界各国、各民族友人的到来！十月的北京，

秋高气爽，景色宜人。祝愿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在这里度过一个美好而难忘的会期！ 

最后，预祝第 10届国际有机宇宙论坛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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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 10/31/2015 

开幕式/Opening Ceremony（主楼/Main Bldg.:A802） 

 

主持人/Chair：    刘孝廷/LIU Xiaoting 
翻  译/Translator：王小伟/WANG Xiaowei 

9:00-9:30 

致辞/Address： 
李建会/LI Jianhui（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School of Philosophy, B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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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报告/Plenary Session： 

有机宇宙论与亚洲自然主义/Biocosmology and Asian Naturalism 

 

主持人/Chair：    尚智丛/SHANG Zhicong 
翻  译/Translator：王小伟/WANG Xiaowei 

9:50-12:00 

章伟文：“道”文化的自然主义精神及其现代价值 
ZHANG Weeiwen：Naturalistic Spirit of Taoism Culture and Its Modern Values 
康斯坦丁：亚洲自然主义发展的有机宇宙论观点 
Konstantin S. KHROUTSKI：Biocosmological Perspectiv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sian 
Naturalism 
卢  风：为什么需要超验自然主义？ 
LU Feng：Why Transcendental Naturalism is Needed? 



刘权锺：以有机宇宙论的方法应对 2030 联合国议程中的全球紧迫问题 
Kwon Jong Yoo：Biocosmological Approach to Pressing Problems of the Globe with the 
UN Agenda 2030 
刘华杰：博物学（BOWU）:了解世界的一种古老方式 
LIU Huajie: Natural History: An Old Way of Knowing 

12:15-13:15 午餐/Lunch（兰蕙餐厅二楼/2
nd Floor, Lanhui Hotel，自助/Buffet） 

分组报告/Group Reports (两组同时进行/The 2 branchs will carry on simultaneously) 

第一分会场 Branch 1（主楼/Main Bldg.:A805） 

 协助/Assistants：黄传根/HUANG Chuan-gen, 杜疆/DU Jiang 

中国自然主义/Chinese Naturalism 

主持人/Chair：王楷/WANG Kai 

14:00-15:30 

谢彩虹：过程视域的生态女性主义及其与道家生态智慧的契合 
XIE Caihong: Ecofemi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cess Philosophy and Its Agreement 
with Taoist Ecological Wisdom 
郭笑宇：对话老子:道家的自然主义思想及应用 
GUO Xiaoyu: The Naturalism of Taoism and its Application 
刘孝廷：老子的生命宇宙论原理 
LIU Xiaoting: Lao tze Cosmological Principle of Life 
赵月刚：试论墨家的自然主义思想 
ZHAO Yuegang: The Study on Naturalism of the Mohist School 

Tea Break  

亚洲心灵问题/Issues on Asian Mind 

主持人/Chair：肖显静/XIAO Xianjing 

15:50-17:20 

董  达：泛心论：一般观念和问题 
DONG Da：Panpsychism: General Ideas and Its Problem 
黄传根：《庄子》与《坛经》的汇通：基于精神实践视域 
HUANG Chuangen：On Similarity of Chuang-tse and Altar Script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iritual Practice 
卡  瑶：精神物理学的锻炼: 关于自我拯救的心灵之旅: 斯瓦米•维威卡南达的瑜伽 
Kayo Uejima：Psychophysical Exercise on Inner Journey for Self-saving: Yoga of Swami 
Vivekananda 
王天民：实践的两个层面及其历史性统一 
WANG Tianmin：The Two Aspects of Practice and the Historic Unity of Them 

第二分会场/Branch 2（主楼/Main Bldg.: A802） 

协助/Assistants：李润虎/LI Runhu  阙玉叶/QUE Yuye 

科学与宗教 Science and Religion 

主持人/Chair：张超中/ZHANG Chaozhong 



14:00-15:30 

王立志：儒教与科学:一个从“天人关系”视角的考察 
WANG Lizhi：Confucianism and Science: From a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of Man 
and World 
杨渝玲：在通往近代科学的路上:中世纪伊斯兰文明与近代科学 
YANG Yuling: Analysis on the Medieval Islamic Thought of Science: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Science Traditions in the Medieval Islamic World 
费劳斯：伊斯兰世界主义和社群主义的自然主义在撒马尔罕的古与今 
Philos. Nargis: Islamic Cosmopolitanism and Communitarian Naturalism in the 
Ancient/Modern Samarkand 
廖志军：哈尼族民间信仰中的生态伦理意识 
LIAO Zhijun: The Ecological and Ethical Consciousness in the Hani Folk Beliefs 

Tea Break   

宇宙论问题/Cosmology Topics 

主持人/Chair：刘华杰/LIU Huajie 

15:50-17:20 

陈广思：霍金的依赖模型实在论和有机宇宙论 
CHEN Guangsi：Stephen Hawking’s Model-dependent Realism and the Theory of Organic 
Universe 
齐一真：一种完全归纳整体的有机宇宙理论模型暨《国际统一科学百科对象/概念全书》 
QI Yizhen：A Fully Integrated Theory Model of Organic Universe International Unified 
Scientific Encyclopedia Object / Concept Book 

苏志加：开放的有机宇宙和封闭的世界观 
SU Zhijia：The Open Organic Universe and the Closed World View 
蒋  谦：智慧圈文化及其建构 
JIANG Qian：Noosphere Culture and Its Construction 

17:40-18:10 晚餐/Supper（兰蕙餐厅二楼/2
nd Floor, Lanhui Hotel，自助/Buffet） 

大会报告/Plenary Session (主楼/Main Bldg. A805) 

 
协  助/Assistants：靳达/JIN Da, 东梦丹/DONG Mengdan 

东亚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 of East Asia 

主持人/Chair：张华/ZHANG Hua 

18:30-19:50 

刘永谋：庄子的生态理想国：生态政治学的视角 
LIU Yongmou: The Ecological Utopia of Zhuangz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Politics 
王  楷：荀子天人观新论 
WANG Kai：New Discussion about Xunzi’s Views on Nature and Man 
强  昱：能知所知，并自然也：成玄英自然观的时代精神 
QIANG Yu：Knowing What Can be Know and Being with Nature:Spirit of Time of CHENG 
Xuan-ying’s View about Nature 

Tea Break  



宇宙论哲学/Philosophy of Cosmology 

主持人/Chair：吴建国/WU Jianguo 

19:55-21:15 

张百春：协同学与协同人学里的协同概念 
ZHANG Baichun：The Concept of Synergy in Synergetics and Synergetic  Anthropology 

赵建敏：有机宇宙论，是的，但什么类型？ 
ZHAO Jianmin：Organic Cosmos? Yes, but What Kind? 
米兰：现代哲学和精确性中“主观世界的没落”： 从普罗塔格拉到混沌理论 
Milan Tasić: ''The Oblivion of Subject'' in Philosophy and Exactness at the Present Time: 

from Protagoras to Theory of Chaos 

Sun., 11/1/2015 

分组报告/Group Reports 

第三分会场/Branch 3 (主楼/Main Bldg. A805): 

社会哲学/Philosophy of Society 

主持人/Chair：   章伟文/ZHANG Weiwen 
协  助/Assistants：靳达/JIN Da, 东梦丹/DONG Mengdan 

8:30-10:00 

张曙光：从人的活动看社会的有机性 
ZHANG Shuguang: Social Organ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Activities 
张爱军：马克思的自然主义与社会正义：《基于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视角 
ZHANG Aijun：The Perspective on Marx's Naturalism And Social Justice Based On 
Manuscript Of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in 1844 

郭  菁：从有机宇宙视域看“马丁布伯与道” 
GUO Jing：Martin Buber and Tao from the Biocosmological Perspective 
清忠中诚：无与爱的哲学 
Kiyokazu Nakatomi：Philosophy of Nothingness and Love 
李  尚：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研究 
LI Shang：Research on Marx’s Theor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Tea Break   

工程技术哲学/ Philosophy of Engineering Technology 

主持人/Chair：  刘永谋/LIU Yongmou 
协助/Assistants：李尚/LI Shang 何景毅/HE Jingyi 

10:20-12:00 

徐治立：人工自然的悖论与有机哲学的解决 
XU Zhili：Paradox of Artificial Nature and the Solution of Organic Philosophy 
杜  疆：中国古典工程的自然思维 
DU Jiang：The Natural Thinking of Chinese Classical Engineering 
张秀华：走向“工程 4.0”: 有机宇宙论与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一种当代表达 
ZHANG Xiuhua：Towards Engineering 4.0: A Contemporary Expression of Biocosmology 
and Neo-Aristotelism 



 
刘  欣：过程思想与生态文明 
LIU Xin：Process Though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第四分会场/Branch 4 (主楼/Main Bldg. A802) 

医学哲学/Philosophy of Medicine 

主持人/Chair：    王小伟/WANG Xiaowei 
协  助/Assistants：李润虎/LI Runhu, 阙玉叶/QUE Yuye 

8:30-10:15 

童  丽：自然主义的藏族传统医学视域及其当代问题 
TONG Li:Naturalism Horizon of Traditional Tibetan Medicine and Its Contemporary Issues 
塔奇亚娜：自然主义的美学：西方和东方（比较分析） 
Tatiana BYSTROVA: The Aesthetics of Naturalism: The West and the East (Comparative 
Analysis) 
柳濟東：批判佛教与亚洲自然主义的邂逅： 亚洲自然主义有助于克服社会歧视吗？ 
Ryu, Jeidong：An Encounter between Critical Buddhism and Asian Naturalism: Can Asian 
Naturalism be a Tool in Overcoming Social Discrimination? 
张超中：定性之后的中医世界 
ZHANG Chaozhong：The Worl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fter Qualitative 

Tea Break  

过程哲学/Process Philosophy 

主持人/Chair：   田  松/TIAN Song 
协  助/Assistants:黄传根/HUANG Chuan-gen, 杜疆/DU Jiang 

10:25-12:00 

刘魁、王常冉：怀特海与孔子的有机本体论承诺比较研究： 基于格伦德曼对自然主

义的批判 
LIU Kui, WANG Changran: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Organic Ontological Commitment 
between Whitehead and Confucius----Based on the Critiques towards Naturalism by Reiner 
Grundmann 
罗杰：作为从怀特海的有机哲学中引申出的一个发展的理论 
Roger Coe：Theory of Development as Derived from Whitehead’s Organismic Philosophy 

杨富斌：阿卡莎范式与自我创造的宇宙 
YANG Fubin: Akasha’s Paradigm and Self-created Cosmos 
俞明三：本体论中“哥白尼倒转”的意义: “函学”对过程哲学的理解和应用 
YU Mingsan：The Meaning of Ontology of “Copernicus Inversion”: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Process Philosophy by “Han Philosophy” 

12:15-13:15 午餐/Lunch（兰蕙餐厅二楼/2
nd Floor, Lanhui Hotel，自助/Buffet） 

生物哲学/Philosophy of Biology 

主持人/Chair：   徐治立/XU Zhili 
协  助/Assistant：刘欣/LIU Xin, 聂宁涟/NIE Ninglian 

14:00-15:40 
肖显静：生态系统：是物理化学实体，还是生命有机体？ 
XIAO Xianjing: Ecosystem: Physical and Chemical Entities, or Living Organisms? 



李建会：进化没有方向吗？ 
LI Jianhui：Evolution Without Direction? 
阿普杜勒：从道德到存在主义：对生物伦理学话语的当代挑战轨迹 
Abdul Wahab Suri：From Moral to Existential: The Trajectory of Contemporary Challenge 
to Bio-ethical Discourse 
田  松：非机械自然观的三种可能形态 
TIAN Song: Three Possible Forms of Mechanical View of Nature 

Tea Break  

报告及闭幕式/Report & Closing Ceremony：16:00-17:45 

 
主持人/Chair：    张秀华/ZHANG Xiuhua 
协  助/Assistant：郭菁/GUO Jing，王琦/WANG Qi 

报告/Closing Reports: 

 

小约翰·柯布：过程哲学与有机宇宙论 
John Cobb, Jr.: Process Philosophy and Organic Cosmology 
王治河：科学的希望在中国——第二次启蒙与有机思维 
WANG Zhihe: The Hope of Science in China: Second Enlightenment and Organic Thinking 
米罗诺夫：（题目待定） 
叶平：生物宇宙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据 
YE Ping: Biological cosmology: the Basis of Non-Anthropocentrism 
卡尔波夫：肺结核的历史和前景：自然主义和宇宙生命学的形势 
Anatoly V. KARPOV: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in the Treatment of Tuberculosis: Aspects 
of Naturalism and Biocosmology 

闭幕致辞/Closing Speeches： 

 

刘权锺/Kwon Jong Yoo（韩国/Korea） 
卢  风/LU Feng（环境哲学专业委员会/Specialty Committee of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CSDN） 
叶  平/YE Ping（环境伦理学专业委员会/Specialty Committee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China Association for Ethical Studies(CAES)） 
王天民/WANG Tianmin（未来哲学与发展战略专业委员会/Specialty Committee of 
Philosophy of Future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CSDN） 

答谢晚宴/Banquet 

 18:00- 兰蕙餐厅二楼/2nd Floor, Lanhui Hotel 

代表离会/Leaving Date 

 

中国代表/Chinese participants: 11/2/2015 

外国代表/Foreign participants: 11/3/2015 
 
  



 

会议联系人/Contacts 

 

中方学者事宜/Chinese participants： 

靳  达/JIN Da，971377997@qq.com，18810637911 

外方学者事宜/Foreign participants： 

李润虎/LI Runhu，564438944@qq.com，18813109126 

会场及其他事宜/Venue and Others： 

黄传根/HUANG Chuangen，592284465@qq.com，18811350369 

会场及其他事宜/Venue and Others： 

东梦丹/DONG Mengdan，1308756806@qq.com，1810125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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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esthetics of Naturalism: 

The West and the East (Comparative Analysis) 

 
Tatiana BYSTROVA 

(Ural Federal University, Russia) 
taby27@yandex.ru 

 

All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ulture is supposed 

 to be the history of not creating new cultural values only,  

but revealing of the old one`s. 

 This development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other cultures,  

to a certain degree, coordinates the history of humanism. 

Dmitriy Lihachev  

 

The aesthetic value is considered to be as a special spiritual value and its emotional and 

sensual perception promotes spiritual harmonization for the pers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genesis and modifications of aesthetic values are supposed to be the main subject of 
aesthetics. 

The aesthetics of naturalism puts at the forefront the value of the natural component in 
the different outputs of culture, from the body to the art. We don`t consider naturalism as a 
method of art activity only, although the Russian sources viewed this phenomenon in this 
perspective and the authors agree about the difficulties in definition of this term. The 
axiological meaning of the natural phenomenon is directly linked to its philosophical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This report focuses on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aesthetics of naturalism in the 
Western, Eastern and Russian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and culture. The main points for 
comparison are the following: understanding nature and aesthetic attitude to it and its objects; 
interpreta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body as the manifestation of nature; aesthetic value of the 
natural component in the human environment. 

The Platonic tradition, which prevails in the European culture, considers the materiality 
as an inert amorphous substance and views the naturalism with increasing suspicion. This 
position reaches heights in medieval culture and art. One can emphasize the following 
representations of Plato's approach to aesthetic side of natural basis: negative attitudes to the 
body in medieval Christian culture; corsets and veils in women's clothes; classicist Park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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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XVIIIth century or allonge wigs; aesthetics of functionalism (1920–1960). French 
naturalism (1840–1920) can be viewed as a reaction to the long-term oblivion of natural and 
body components in the world and culture. This art method oriented to the photographic 
"objectivity" of the art images in their reflection of natural phenomenon and engaged the 
spheres that supposed to be ethical taboo at that time. At the same time the new philosophical 
and scientific position based on the crucial role of materiality arises. Art and literary 
aesthetics coexist with this approach in a proper way.  

Philosophical, scientific and artistic naturalism as an apogee and an abnegation of Plato's 
aesthetics as well, appreciates nature described in terms of natural and technical sciences (E. 
and J. Goncourt, E. Zola, A. Daudet, etc.), the body in its life and natural forms (G. de 
Maupassant, T. Dreiser, K. Hamsun, T. hardy, etc.). Paradoxically these approaches don`t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aesthetics of environment, that had been formed under influence of 
Victorian style as well as of the modern style. 

One can outline, that, despi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aturalism of the XIXth century 
and the aesthetics of Platonism, their basis is thought to be a common epistem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nature as an opposite basis to the world of ideas. Until the XIXth century 
(with exception of pantheists and empiricists) the nature viewed as "voidness" of form and 
sense. The rare exceptions include the architecture projects made by A. Gaudi and Goethe`s 
concept of the anticipation that implied the orientation to a natural phenomenon in the 
creative process. 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ical naturalism has scientific focus and 
rarely refers to aesthetic issues being concentrated more on the methodological monism. 

The aesthetic tradition in China, Japan, Korea, based on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views the natural phenomenon as a subject of disclosure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subject 
of admiration. One can say that this tradition is more consecutiv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uralism and gives it new meaning. Natural beauty is the subject of contemplation and result 
of (spontaneous) creative efforts at all levels of the organization of aesthetic objects. The 
nature is original, primary substance in relation to human, art, technology, that historically 
based (especially in Dzen tradition) on strong orientation to nature. Such naturalism leads to 
holism thinking, ideas of organicism and ecological culture. Due to the broad concept of 
―nature‖ the aesthetics of naturalism is universal, flexible in responding to the socio-cultural 
changes (for example, the interpretation of design as one of six types of aesthetic activity 
done by Kenji Ekuan). It easily incorporates and adapts the elements of other teachings and 
styles. 

Nature is estimated as the embodiment of wisdom and knowledge in the aesthetic 
tradition of this region. The orientation to nature facilitates the creation of expressive forms as 
well as discovery the truth. 

The climate is supposed to be the crucial in the definition of aesthetic value of nature in 
Russian culture. It is complicated to coexist in harmony with nature that thought to be severe 
and rigid. Despite this, nature deals with an absolute implementation of spiritual beauty an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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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of bright, strong emotions in pagan tradition. Vitalism of Russian aesthetics is reflected 
in the predominance of red color, bright color combinations, redundancy of forms. This 
approach corresponds in a proper way to the theory of Aristotle, who argued the ability of the 
Master to disclose the potential putted into material. The main value is supposed to be the 
character of relation to nature,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homo faber and nature. It reveals not 
only in the texts, but in the way of everyday life, in the phenomena of culture, in 
philosophical and artistic tradition, from ancient wooden architecture to free urban planning. 

In the Russian concept of nature not epistemological but vital content prevails. This leads 
to the aesthetics. The nature is beautiful because it creates life in all its dynamics and diversity. 
The cultivated nature is even more beautiful because it creates order and thought to be the 
home for each person. In turn, person (Vl. Soloviev, N. A. Berdyaev, N. Fedorov, V. I. 
Vernadsky) is characterized as   able to active discovery of the potential of nature and 
considered to be beautiful due to this activity. These ideas form the basi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aesthetic and moral perspectives, whereas the Western philosophy views these categories 
as separated one`s till S. Kierkegaard and F. Nietzsche. 

 
KEYWORDS: aesthetics of naturalism, aesthetic value of nature, body aesthetics, aesthetics 

of the environment, Western European aesthetics, the aesthetics of China, the Russian 
aesthetic t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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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主义的美学：西方和东方（比较分析） 
 

塔蒂阿娜·BYSTROVA 
(乌拉尔联邦大学, 文化研究与设计系） 

taby27@yandex.ru 

 

人类文化发展的所有历史理应不仅是创造新的文化价值的历史， 

而且是揭示旧的文化价值的历史。 

对其他文化的理解的发展， 

在某种程度上，与人文主义的历史相协调。 

Dmitriy Lihachev 

 

美学价值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价值，并且其情绪的和感觉的知觉能提升人的精

神和谐。对美学价值的起源和变化的研究应该是美学的主要课题。 

自然主义的美学把不同文化产出中，从身体到艺术，自然的组成部分的价值置于最

重要的地位。我们不认为自然主义只作为艺术活动的一种方法，尽管俄罗斯的原始材料

曾对这种现象持这样的观点，并且作家们承认对这一名词下定义存在困难。自然现象的

价值论意义与其哲学的和文化的阐释直接相关。 

本研究主要着眼于西方、东方和俄罗斯的哲学传统和文化中的自然主义美学的比较

分析。比较的主要观点如下：理解自然和美学对它及其对象的态度；解释并评价身体作

为自然的表现；在人文环境中的自然的组成部分的美学价值。 

在欧洲文化中盛行的柏拉图传统认为物质性是一种惰性的不定形实体并对自然主

义的质疑也与日俱增。这种情况在中世纪的文化和艺术中达到高峰。我们可以强调柏拉

图对自然基础的美学方面所采用的方法的下述表现：在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对身体的消

极态度；女士服饰中的束身衣和面纱；十八世纪的古典学者公园或假发套；功能主义美

学（1920-1960）。法国自然主义（1840-1920）可以被看做是对世界和文化中自然的和

形体的成分的长期遗忘的一种反应。在他们对自然现象的反思中，这种艺术方法定位于

艺术图像的逼真的“客观性”，并保证在那时本应是伦理禁忌的领域。同时，立足于物

质性的重要作用的新哲学的和科学的态度得以产生。艺术和文艺美学以这种适当的方式

得以并存。 

mailto:taby27@yandex.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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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科学的和艺术的自然主义作为一种极点和对柏拉图美学的一种舍弃，高度

评价了自然的和技术的科学所描述的自然（E. and J. Goncourt, E. Zola, A. Daudet, etc.），

以及在其生命和自然的形态中的形体(G. de Maupassant, T. Dreiser, K. Hamsun, T. hardy, 
etc.)。自相矛盾的是，这些方法并没有考虑环境的美学，这种环境美学的形成不仅受到

维多利亚式的风格的影响而且也受到现代风格的影响。 

人们可以概括，尽管十九世纪的自然主义与柏拉图主义的美学不同，它们的基础被

认为是一种关于自然的普通的认识论解释，这种基础与作为理念世界的基础相反。直到

19 世纪，（泛神论者和经验论者除外）自然被视为形式和感觉的“虚空”。极少的例外

情况包括由高迪所建造的建筑工程和歌德的期待概念，这个期待概念暗含了在创造过程

中对一种自然现象的倾向。同时代的西方哲学自然主义具有科学的聚焦点并很少谈及那

些更加重视方法一元论的美学问题。 

基于儒家和道家，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美学传统不仅把自然现象看作是一种披露和

发展的对象，而且是赞美的对象。这种传统在自然主义的实现中更加连续并赋予其新的

意义。自然之美是沉思的对象和美学客体组织的各个层次的（自发的）创造性努力的结

果。在与人类、艺术和技术的关系中，自然是原始的初级实体，这一点从历史观点上说

是基于（尤其是在 Dzen 传统中）自然强定位。这样的自然主义导致整体论思想、有机

体说和生态文化。由于“自然”广义概念，在回应社会文化的变化时（例如，Kenji Ekuan
认为，将设计解释为六种美学活动之一），自然主义的美学是普遍的和灵活的。它容易

合并或放弃其他技术和风格的元素。 

在这一范围的美学传统中，自然被认为是智慧和知识的具体化。这种对自然的取向

不仅促进了表现形式的创造，而且促进了对真理的发现。 

在俄罗斯的文化中，气候在自然的美学价值的定义中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与严格

死板的自然和谐一致的并存是很复杂的。尽管如此，在异教徒的传统中，自然涉及一种

精神之美的绝对实现和一种光明的和强烈的情感的源泉。俄罗斯美学的活力论反映在红

色占主导地位、明亮颜色的合成和形式的冗余。这种方法以一种适合的方式与亚里士多

德的理论相一致，亚里士多德认为能够使潜在之物显露出来的大师的能力是体现在物质

中的。主流价值观应该具有与自然有关的特性，能够调和人类创造（homo faber）和自

然的关系。它不仅暴露于文本之中，而且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文化的现象中和哲学的

和艺术的传统中，从古代木质的建筑到自由城市的规划。 

在俄罗斯的自然概念中，不仅是认识论的而且是活力论的内容占主导。这就形成了

美学。自然是美的，因为它以其所有的动力学和多样性创造生命。能耕种的自然甚至是

更美的，因为它为每一个人创造秩序和思想的家园。反过来，人（Vl. Soloviev, N. A. 
Berdyaev, N. Fedorov, V. I. Vernadsky）以能够主动地发现自然的潜能为特点，并被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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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能如此活动而为美。这些想法构成了识别美学的和道德的观点的基础，然而西方哲学

认为直到克尔凯郭尔和尼采才实现了这些分类。 

 

关键词：自然主义的美学；自然的美学价值；身体美学；环境美学；西欧美学；中国美

学；俄罗斯美学传统 

（李天慧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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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 Hawking’s Model-dependent Realism and the Theory of 

Organic Universe 

 

Chen Guangsi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hilosophy school, Beijing) 

chenguangsi123@163.com 
 

Abstract: Stephen William Hawking‘s Model-dependent Realism has demonstrated from the 
point of theoretical physics that the reality of the world and human‘s cognitive structure 
complement each other. This viewpoin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heory of Organic Universe. We 
have analyzed the Model-dependent Realism and discovered that it is a kind realism of 
epistemology. We have, guided by the analysis result, propounded some proposals about how 
to improve the theory of Organic Universe: firstly, we should reject firmly all kinds of the 
First Cause, because they inevitably go against the standpoint of the theory of Organic 
Universe. Secondly, the theory of Organic Universe should be promoted to a practice theory. 
We should establish the complementary organ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ality of the world 
picture and the human‘s activity, and this is the socio-historical meaning contained in the 
theory of Organic Universe. 

 

KEYWORDS: Stephen Hawking; Model-dependent Realism; the Theory of Organic 
Universe; Kant; The Theory of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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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金的依赖模型实在论和有机宇宙论 

 
陈广思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 
chenguangsi123@163.com 

 

摘要：霍金的依赖模型实在论从量子物理学的角度说明了，人作为宇宙的观测者能够参

与到世界图景的实在性的构建之中，人与我们所观测到的宇宙之间存在着一种相生相成

的关系，因而无需一个外在的第三者来“创造”宇宙。这是一种有机宇宙论的立场。通

过对依赖模型实在论进行哲学分析，我们发现，它表达了一种在认识论层面上的实在论

和有机宇宙论的观点。由此，我们得到启示，从马克思的实践论的角度提供了一个在实

践论层面的实在论和有机宇宙论的观点：人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而与自然相生相成，从

而与自然形成一个有机的关联整体。 

 

关键词：霍金；依赖模型实在论；有机宇宙论；康德；实践论 

 

有机宇宙论强调宇宙内部的事物之间以一种有机的方式相互联系，并在这种相互联

系中相互生成。英国著名的汉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美国儒学家牟复礼和当

代著名的学者杜维明都曾经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观是有机宇宙论的自然观，在他

们的论述中，宇宙就是通过“气”、“理”等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范畴组织起来而形成

一个有机整体。那么，人作为宇宙之内的存在者，它在这种相生相成的关系中应当处于

一个怎么样的位置、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无论把人视为万物之灵还是视为万物中寻常一

个分子，这都是有机宇宙论必须考虑的一个大问题。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依照另一种叙述方式来说明有机宇宙论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尝

试，这就是霍金的依赖模型实在论（Model-dependent Realism），它具体地把人与宇宙

之间的有机关系归结到人对宇宙的认识活动之中。这是一个富有启示意义的做法。但是，

虽然依赖模型实在论的理论根据是具有说服力的量子物理学，然而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它作为一种有机宇宙论却未能在哲学上具有同样的说服力。因此，从有机宇宙论的角度

出发，阐述依赖模型实在论并对其进行哲学分析，从而为它寻找一个在哲学上具有充分

的说服力的立足点，是我们现在即将要进行的工作。 

一、依赖模型实在论 

霍金早在 1992 年就曾在一个讲演中说到：“至少对于一名理论物理学家而言，把

mailto:chenguangsi12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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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视作一种模型的实证主义的方法，是理解宇宙的仅有手段。”①在 2010 年与他人合

作出版的《大设计》中，霍金将这种想法进一步表述为“依赖模型实在论”。依赖模型

实在论总的观点其实并不复杂，用一句话来说明就是：“一个建构合理的模型就自发地

创造了一个实在。”②世界图景（world picture）的实在性依赖于我们用以解释它的理论

模型，当一个理论模型能够成功地、完善地解释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事件时，那么，这一

切事件的实在性也就是这个理论模型所向我们展示出来的那样。当然，这样一种理论模

型并不是轻易就能够找到的，甚至到目前，在自然科学上还没有一个理论能够完成准确

地、清晰和完善地解释我们所能够看到的世界。 

我们还是要回到《大设计》这本书里，才能够充分地阐述这种实在论观点。在第三

章“何为实在”一开始，霍金举了一个有关他的理论的有趣例子。有人向意大利蒙扎市

议会倡议，要求禁止宠物主人把金鱼饲养在曲面形的鱼缸里，这个倡议者认为，曲面形

的鱼缸会扭曲金鱼的视线，使它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变形的世界，这是一种非常残忍的做

法。霍金据这个例子提出他的问题：“然而，我们又如何知道我们拥有的是关于实在的

本真图景呢？我们难道就不会也存在于某个大型鱼缸当中，被一个巨大的透镜扭曲了视

觉？金鱼的实在图景的确与我们不同，但是我们就能确知它不够真实吗？”③这是一些

有趣的问题，也是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霍金的依赖模型实在论就是对这种问题的回答。

无论是金鱼还是人，都是通过感觉器官的功能（例如视觉、触觉等）来获得关于世界的

图景，因此关于世界的任何图像的产生都是通过某种“观察”或“观测”得来。对于人

来说，我们无法我们从我们对世界的观察中移除出去，因此，我们所观测到的东西的实

在性必然会依赖于作为观察者的我们对观察对象的感知。霍金认为，依赖模型实在论符

合我们感知物体的方式，他对人的视觉过程作了具体的分析和描述④，总结起来归为两

点：1）人的大脑有一种感性接受性，能够接受信号的输入；2）与此同时，大脑还有一

种自发的能力，能够根据自身的先天结构对这些信号进行加工整理，从而形成特定的图

像或模型。人的感觉方式是一种既有被动性也有能动性的感觉方式，这种观点与康德在

《纯粹理性批判》对人的认知结构的分析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与康德强调人的认知结构

的能动性的做法一样，霍金也强调大脑自主构建理论模型来观察事物的强大能力。根据

这种能力，只要大脑接受了某种理论模型，那么它也就会使人接受对事物的某种观察方

式和实在性概念。霍金举例说，假如人带上了一种使看见的图像上下颠倒的眼镜，那么

他会很快地就接受了这样被看见的世界，并对他的一切行为都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⑤假

如换了另一种使看见的图像旋转 90 度的眼镜，大脑最终也会接受所看到的图景并通过

构造出一个解释模型来解释这个图景的实在性。 

                                                      
① 史蒂芬·霍金霍金．讲演录：黑洞、婴儿宇宙及其他[M]．杜欣欣 吴忠超 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版，1995
年，第 34 页。 
② 史蒂芬·霍金 列纳德·蒙洛迪诺．大设计[M]．吴忠超，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年，第 133 页。 
③ 史蒂芬·霍金 列纳德·蒙洛迪诺．大设计[M]．吴忠超，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年，第 28 页。 
④ 史蒂芬·霍金 列纳德·蒙洛迪诺．大设计[M]．吴忠超，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年，第 35 页。 
⑤ 史蒂芬·霍金 列纳德·蒙洛迪诺．大设计[M]．吴忠超，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年，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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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这种被允许“更换”模型的特点是依赖模型实在论的立足点，因为这也即意味

着我们可以对同一事物建立起不同的解释模型，由此形成不同的实在性。霍金认为，托

勒密的地心说宇宙模型和哥白尼的日心说宇宙模型都不能被称为一个错误的理论，它们

都是对世界图景的一种解释，无所谓对与错，我们可以通过假定地球或太阳中任何一个

静止来解释我们对世界的观察，不同的观察会获得不同的关于世界图景之实在性的概

念。那么，我们应如何确定哪个理论模型更好？霍金的标准是：看哪个模型更为优美、

简洁和完美。如此一来，关于何为实在的概念也就似乎从事实判断转换成为一个价值判

断，霍金提出了“好的模型”的四个条件：“1、它是优美的；2、不包含任意的、可调

整的要素；3、符合并能解释现存的所有观测；4、能够详尽预言未来观测，如果预言不

成立则可证伪模型。”① 

显然，依赖模型实在论与传统的自然观点发生了冲突。根据传统的自然观念，事物

是外在于人、不依赖于人的客观、确定和唯一的存在，因此对于事物的解释也只能有一

个理论模型，一个模型要不就是错，要不就是对。但依赖模型实在论却允许不同的理论

模型来解释世界图景。这种冲突的背后，是依赖模型实在论所建立于其中的自然观念发

生了重大的转向：它基于量子物理学的自然观念。 

量子力学是富有哲学意蕴的一种物理学理论，它颠倒了人们传统的自然观念。按照

经典物理学理论，物体独立存在，并且处于确定的位置，沿着确定的路径运动，这样我

们也就能够通过计算它们运动的速度和方向来准确地把握它们的历史和未来。但是，量

子力学中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特征证明，粒子的运动不仅具有粒子性，而且具有波动

性，后者意味着不同的粒子之间会发现干涉现象，从而导致它们真实的运动轨迹偏离了

以经典力学计算方法得出的预定轨迹。粒子从 A 到 B 两点之间的运动，按牛顿物理学，

它们会沿着一条单独而确定的路径前进，但是按照量子物理学，它们的前进路径并不确

定，每一粒子的路径都会干扰其它粒子的路径，从而相互影响、相互决定，因而使粒子

存在着无数条可能的路径。不仅如此，量子力学中的不确定性原理更进一步探索了微观

粒子运行的不确定性，其揭示了微观粒子的运行动量与位置不可能同时测准。正因如此，

通过这些粒子来形成的图景也就无法确定。量子物理学表达了这样一种新的决定论：“给

定系统在某一时刻的状态，自然定律就决定了它各种各样的未来和过去出现的概率，而

不是明确地决定未来和过去本身。”②在物质粒子在运动过程中，粒子运动的路径除了

受到其它粒子的运动的影响之外，还会受到观察者——我们——的影响。例如我们的观

察需要光，而光无论多微弱，都必然影响着一个量子微粒的运动，我们的存在本身就影

响着物质的存在和运动。因此，当我们对由物质粒子所形成的物质世界进行观察，或者

在其中活动时，我们所观察到的世界图景就是必然与人相关的图景，我们无法根据一个

先验的标准或根据来形成世界图景的实在性。把这种测不准定律运用到宇宙整体中去，

                                                      
① 史蒂芬·霍金 列纳德·蒙洛迪诺．大设计[M]．吴忠超，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年，第 39 页。 
② 史蒂芬·霍金 列纳德·蒙洛迪诺．大设计[M]．吴忠超，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年，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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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结论也就显然而见：宇宙本身具有无数种可能，不仅宇宙的当下和未来是通过我

们的观测而被我们所“创造”的，甚至宇宙的历史也是我们“创造”的，因为要揭示它

的历史，我们就必须作为一个观察者对之进行观察，但这样一来我们也就必然影响着它

的历史的呈现。在解释对象的过程中生成对象，这似乎是一种循环解释，然而它却是量

子物理学所具有的哲学意蕴。 

霍金的依赖模型实在论是对这种哲学意蕴的进一步发挥。正由于作为观察者的“我

们”如此重要，所以霍金提出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宇宙学方法。①它强调我们从我们

当下的存在出发来理解宇宙的历史和未来。传统的探究宇宙的做法是“自上而下”进行

的，即通过假定宇宙有一个单一而确定的历史，从那里出发来理解我们当下的存在和宇

宙的未来。但显然而见，只有“自下而上”的宇宙学方法才真正符合量子物理学的立场，

依赖模型实在论就是这种“自下而上”的方法的体现。我们用以解释世界图景的理论模

型决定着世界图景的展示方式，而这种“决定”却并不影响世界图景的“客观性”，因

为宇宙的存在本身具有无数的可能性，我们的“决定”只能通过对这无数的可能性进行

某种选取或限制，使之按照我们所使用的理论模型展示出来。 

依赖模型实在论“自下而上”的方法蕴含着我们人本身就是宇宙的“设计者”的观

点，它的另一种表述就是不依赖“上帝”的实在性，排除一个外因的作用、强调世界图

景的实在性通过人的观察活动而与人相生相成，是依赖模型实在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对

此，我们可以霍金支持的宇宙大爆炸这个理论模型为例。宇宙大爆炸是一种“自下而上”

地解释宇宙的理论模型，它根据我们在当下所能观测到的、所有星云都以一种越来越快

的速度彼此相互远离的现象（宇宙膨胀论）来解释宇宙的起源与发展，能够合理地解释

我们所观察到的化石、放射性记录以及我们所接收到的距我们数百万光年之遥的星系发

出来的光的现象以及其它大部分我们能够观测得到的宇宙现象。这是霍金认为在目前仍

值得我们坚持的理论模型。根据这个模型，宇宙的产生是从无到有的自我形成过程。在

《大设计》中，霍金认为宇宙通过引力能量而能够在保持总能量为零的前提下从无中生

有②。如此一来，宇宙的存在本身也就无需一个外在的“上帝”来决定：“由于存在着

引力之类的定律，宇宙能够也将会按照第六章描述的那种方式从虚无中创造自身。自发

创生就是用物存在而非虚无、宇宙存在以及我们存在的原因。毫无必要援引上帝点燃蓝

色导火索来使宇宙运动。”③这种自发创生是一种通过有机联系宇宙“内部”一切事物

而与它们相互生成的一种关系。在一种具有实在性的世界图景来说，一个没有上帝或造

物者的世界，必然是一个自我创生、内部自我构建的有机整体。 

因此在这里，我们认为，依赖模型实在论实际表达着一种有机宇宙论的观点。有机

宇宙论向来都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自然观和宇宙观，它强调宇宙内部事物之间

                                                      
① 史蒂芬·霍金 列纳德·蒙洛迪诺．大设计[M]．吴忠超，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年，第 110 页。 
② 史蒂芬·霍金 列纳德·蒙洛迪诺．大设计[M]．吴忠超，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年，第 140 页。 
③ 史蒂芬·霍金 列纳德·蒙洛迪诺．大设计[M]．吴忠超，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年，第 141 页。 



第十届国际有机宇宙论论坛 

 12 

相生相成的有机关联，美国儒学学者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把这种有机关联称为

“本然自生”（spontaneously self-generating life）①。依赖模型实在论符合有机宇宙论的

这两个特征，它一方面强调宇宙的实在性与人之间的一种相互关联的关系，另一方面也

强调对作为“造物主”或“第一推动因”的上帝的排除。由于依赖模型实在论立足于自

然科学最为前沿的理论物理学，它有些特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机宇宙论所不具备

的，这些特征和内容无疑对完善有机宇宙论、进一步挖掘它的潜力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但首先，我们需要进一步对这种实在论进行哲学分析，才能看清楚它的性质以及对完善

有机宇宙论的启示意义。 

二、依赖模型实在论的哲学分析 

首先，我们发现，依赖模型实在论在某种程度上与康德的先验认识论具有一定的相

似性。如上所述，依赖模型实在论的一个立足点是人的大脑的两种机能：一种是对从输

入信号的被动接受能力，另一种是对这种信号的主动的整理能力。这与康德在《纯粹理

性批判》中对人的认识结构的分析相似。 

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感性论”中，康德认为，人有一种感性接受性，能够

接受自在之物的刺激而产生感性表象，这种能力康德称之为“感性”，它有两种先天结

构或纯粹形式：空间和时间，它们是人的意识结构，是一切现象的可能性条件，一切外

来的“信号”都必须通过它们才能够形成“信号”而被接受，其中时间最为根本，它是

一切对象（包括外在对象以及内在对象）在人的内心中产生表象的先天形式条件②。但

感性直观表象杂乱无章，它们还有待另一种先天能力来对其进行整理，然后才能够被我

们所认识。这是一种自发的“规则能力”③，能够根据自身的先天因素而对感性质料进

行规定，从而形成关于外部世界的真实的知识。康德把这种能力称为知性，一方面，知

性具有自身固有的、先验的形式或结构，即十二范畴，另一方面，知性具有对感性质料

进行综合统一的能力，十二范畴实质就是这种综合统一能力的具体体现，它们是对知性

的能力的“全面测算”④。诸范畴通过对感性质料进行综合整理，从而产生了具有普遍

必然性的经验知识，它们是对世界的实在性的反映，但同时也建构着这种实在性。 

对康德来说，对现象的认识与建立现象的实在性过程是一致的。康德的“知性为自

然立法”的主要目的是为当时的自然科学奠定普遍必然性的基础，但这种“立法”潜在

地蕴含着把自然作为自然“构建”出来的要求，也即是说，人的认识结构本身蕴含着把

认识对象建立起来的本体性能。知性为自然立法是“先天综合判断”，即把人的认识结

构的先天因素（纯粹感性形式和纯粹知性概念）与经验性的感性杂多结合起来，共同形

成关于现象普遍必然的知识，这种知识之所以是普遍必然的，因为它是对经验性表象在

                                                      
① 牟复礼．中国思想之渊源．[M]．王立刚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9 页。 
②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上）[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3 页。 
③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上）[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29 页。 
④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上）[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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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先天认识结构的整理下的状态的一种认识，用康德自己的话来说也即是：“我们关

于物先天地认识到的只是我们自己放进它里面的东西。”①但是，当我们把自己的“东

西”放进“物”里面去的时候，“物”并不是“原封不动”地接受我们对它的“添加”，

相反，只有当我们把这种“东西”放进“物”之中时，“物”才成为“物”，“物”是

在先天综合判断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与量子物理学认为我们对物质粒子的观察影响着这

些粒子的活动相似。我们放进去的“东西”不仅是“物”得以被我们先天认识的可能性

条件，而且同时还是“物”得以成为“物”的可能性条件，康德说：“一般经验可能性

的诸条件同时就是经验对象之可能性的诸条件。”②在这里，经验的可能性条件即普遍

必然的认识的可能性条件，即人的认识结构的先天因素；经验对象的可能性条件即认识

的对象的实在性条件，这两种条件的等同，是认识论条件和本体论条件的等同，这是先

天综合判断得以可能的最核心秘密。正因如此，海德格尔高度重视康德的这句话，认为

理解了它实际就能够理解整部《纯粹理性批判》③。 

在这里，我们看到，依赖模型实在论与康德的认识论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但是，

我们把这两者进行比较，并不是为了寻找这种一致性，而是为了表明，依赖模型的实在

性概念与康德的认识论所呈现出来的实在性概念都同样基于人的认识结构，这种实在性

概念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认识论的实在性。在康德的先验论中，现象的实在性通过人的

认识结构而获得；在霍金的依赖模型实在论中，世界图景的实在性是通过人的认识结构

和认识活动（观测）而获得。霍金一方面认为，世界图景是我们的大脑通过接受和整理

从外面输入来的信号而形成；另一方面认为，人的认识活动本身会影响着物质粒子的活

动，从而影响着它们在人的大脑中所形成的图景（当然，这也是量子力学的基本观点）。

认识论与本体论的统一是霍金和康德的理论共有的一个特点，通过人的认识结构或活动

而形成的实在性概念只能是一种认识论的实在性概念。 

这样一来，也就自然涉及到对人的理解的问题。在康德的现象论中，人无疑是作为

认识主体或者是静态的认识结构而出现的，霍金虽然也囿于认识论的范围内，但毕竟有

所不同：人在他那里是作为观察者而出现的，即作为在进行着动态的认识活动的主体而

出现。在康德那里，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主要体现在，人通过先天的认

识结构而参与到对感性直观表象的整理之中，从而参与了现象的建构；而在霍金的依赖

模型实在论那里，人不仅通过大脑的先天结构参与到世界图景的建构之中，而且还通过

观测活动来影响到世界图景的建构。总之，在霍金与康德在对人的理解方面，两者共同

的地方在于，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存在并不是与外界事物毫无相关，而是相反，它从本

体论层面上影响着外界事物的存在本身；主要区别在于，前者考虑到人的现实认识活动

                                                      
①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上）[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二版序言第

14 页。 
②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上）[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二版序言第

133 页。 
③ 海德格尔．物的追问——康德关于先验原理的学说[M]．赵卫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年，第 1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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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建构认识对象的作用，而康德则缺少这一方面的内容。而正是这一点让我们能够进

一步从霍金的依赖模型实在论中得到完善有机宇宙论的启示，虽然这种启示建立在对霍

金实在论思想的某种批判基础之上。 

三、启示：依赖“实践”的实在论 

霍金在《大设计》中说，我们对量子微粒的观察不能像拿着一支手电筒观察一个南

瓜那样来进行，因为量子微粒只要受到哪怕最为微弱的光线都会发生改变。①但是在现

实生活中，我们不仅会拿手电筒来观察南瓜，而且还会用锋利的刀子把它切成一块一块，

还会把它放进高温的锅里将它煮熟，然后送到嘴巴里把它吃掉。即使是理论物理学家霍

金在日常生活中也必然有类似的“大大咧咧”的行为。那么被霍金小心翼翼地呵护着、

担心它受到最为微弱的光线的影响的量子微粒——构成我们的宇宙的结构性因素——

也必然会被我们这种“大大咧咧”的行为所影响，准确来说，它们从来就是这样被我们

影响着的，因而由这些微粒所构成的、通过我们的观测而形成的世界图景也就从来都是

由人的这种日常实践生活影响乃至决定着，而不只由理论科学家们小心翼翼的观测活动

所决定。这也就是说，依赖模型实在论更应当是一种是依赖人的日常实践活动而形成的

实在论。 

显然，既然世界图景的实在性可以依赖于某种认识论的模型而展示出来，那么它也

应当可以依赖于人的现实生存而展示出来。而且，由后者所展示出来的实在性似乎更亲

近于我们，因为，纯粹的科学研究活动不过是人的现实实践活动的一部分，而且是一般

人少有接触的一部分，绝大多数的人以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现实实践活动的方式而存在

的。从实践的维度来理解的人是具有意识和能够进行各种生命活动的存在者（当然，我

们不能依然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把人的意识以及生命活动同样解释为人的某种纯粹物

质性要素的无生命的关联），那么，依赖人的实践维度来理解的世界图景又将会怎样一

种图景？ 

与霍金的认识论的实在性概念不同，这样一种实在性概念将会是实践论的实性概

念。我们正不知不觉地走进了以强调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为主的马克思哲学思想之中。李

约瑟在《科学思想史》中曾委婉地说到朱熹的有机宇宙论思想与辩证唯物主义之间有相

似关系②，他的“预感”或者是正确的：在一个没有上帝或神的宇宙图景之中，不是人

的其它活动而只是它最基本的生存实践活动才构成与世界图景相生相成的关系，从而与

世界构成一个充分的有机整体。 

马克思在他早期的著作《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深刻的眼光阐发了他这种独

特的有机宇宙论的观点。他的出发点是把人理解为对象性存在物和类存在物。作为对象

性存在物，人只能在他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产物中生成自身，这个过程实质也是人与他

                                                      
① 史蒂芬·霍金 列纳德·蒙洛迪诺．大设计[M]．吴忠超，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年，第 63 页。 
②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 科学思想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 4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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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产物彼此生成的过程，例如个人通过实践活动而生产出一定的物质条

件，他在这种生产活动中养活了自己。但人之所以是对象性存在物，他的活动之所以是

对象性的活动，是因为人是被他的对象所决定的，马克思说：“它（对象性存在物）所

以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

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

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①人之

所以需要产生各种物质生活资料，那是因为它作为自然界的一员被自然界规定为只能通

过自己生产的物质生活资料来生存的生物，在这里，自然界并不外在于人，它本身就是

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人是一种“被决定的决定者”，它能够决定（“创造”出）自然

界，但同时这种决定过程又是被自然界所决定的。人与自然界的这种关系涉及到人作为

一种类存在物的特征。 

马克思说：“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

以及其他物的类——当做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

—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

存在物来对待。”②类存在物的意思即，人不像动物那样只囿于自己的种类之中，相反，

人能够超越自己的种类而将一切种类当作自己的对象，人不是个别性的存在者，而是普

遍性的存在者。它出于自己的肉体存在而必须把一切事物当作自己的“无机身体”；同

时，它出于自己的普遍而自由的存在而能够把一切事物当作自己能够对象化或创造出来

的对象；在前一种情况下，人是被决定的，在后一种情况下，人是能够进行决定的，人

是一种其个别性不仅被普遍性对象（自然界）所决定的存在者，而且还是其个别性能够

对象化成普遍性的存在者。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对象化活动就是创造出普遍性对象的活

动，在这种对象化活动过程中，人与自己的对象化产物相生相成，共生共在，彼此赋予

对方以实在性。因此，简单点说，自然界就是被人“创造”出来的，当然这种“创造”

不是无中生有，人在“创造”自然界时本身又被自然界所制约和决定着。马克思说：“但

是，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
③也就是说，自然界只能是与人相生相成、而且通过人而被理解的东西，它的实在性通

过人的实践活动而被人所赋予，这样一种“自然界”属于社会的范畴，人与自然界的这

种相生相成的关系是社会关系，如马克思说：“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

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④ 

显然，与在霍金的依赖模型实在论对人的理解一样，马克思在这里也同样把人理解

为能够参与世界（自然界）的本体构成的主体，人是一个“有世界”的主体，而不是孤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M]，2009 年，第 20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M]，2009 年，第 161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M]，2009 年，第 220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M]，2009 年，第 1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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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抽象的、纯粹个别性的主体。在人与自然有机联系的情况下，否定一个外在的“上

帝”的“创世”活动就成为必要。马克思同样讨论到这一点，他批判了那种依赖一个上

帝“创造”人和自然界的说法，认为“自然界的和人的通过自身的存在”这种有机宇宙

论的观点即使人们难以理解，但仍然是必须坚持的一个立场。①他通过“回答”“谁生

出了第一个人和整个自然界”这个问题来完整表述自己的有机宇宙论的观点。这个问题

不仅预设了一个超越人和自然界的第三者（“谁”），而且将“人”理解为一种抽象的、

孤立的、与自然不存在本体论关系的个别性存在者，这种“人”是“无世界”的主体，

因而是非对象性的主体。但在马克思那里人是对象性的存在者，它通过实践活动而与自

己的对象（自然界）存在一种相互构成的本体论关系。因此这个问题的提法有根本性的

错误，它没有看到人与自然界和世界历史相生相成的有机关系，这种关系是：“整个所

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

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人和

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

已经成为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② 

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采用了类似于霍金的自下而上的“宇宙学”方法：通过已

经成为实际的和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事实——人的对象性存在和类存在特征——而来

理解整个世界历史。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充分的有机宇宙论立场，它较霍金的依赖模型

实在论更为深刻一点在于，它把人理解为进行着物质生产活动的主体，而不仅是只从事

着理论认识活动的主体。只有这样理解的人，才是全面的、现实的和最为“真实”的人，

只有从这样的“人”出发，我们关于世界图景所获得的实在性概念才更为具体和更为亲

近我们的存在。因此，如果说霍金的依赖模型实在论表达的是一种认识论层面的实在论

观点和有机宇宙论观点，那么，马克思所表达的则是一种在实践论层面上的实在论观点

和有机宇宙论观点。 

我们是从霍金的依赖模型实在论的立场出发，通过根据康德的先验认识论立场对这

种实在论观点进行哲学分析，最终进展到依据这种立场而将马克思的相关观点理解为更

具体的有机宇宙论。在这个过程中，霍金的观点起到了提供理论物理学的根据和启示性

的作用：依赖模型实在论在量子物理学的基础上为支持有机宇宙论提供了最为科学的理

论依据，同时它关于人和自然之间的有机关系启示着我们从马克思哲学的角度进一步完

善着这种关系，因而也就是进一步完善和丰富有机宇宙论的立场，为挖掘有机宇宙论的

哲学立场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视角。 

 

参考文献：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M]，2009 年，第 19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M]，2009 年，第 1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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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ory of Development as Derived from Whitehead’s 

Organismic Philosophy 

 
Roger Coe 

(Whitehead International School, Beijing) 
rogercoe@live.com 

 

源自怀特海有机哲学的发展理论 

 
Roger Coe 

（怀特海国际学校，北京） 
rogercoe@live.com 

 
The great capacity of the human mind is its ability to comprehend the Divine Unity of the 
World of Creation and to further its processes. 

Whitehead takes the entire universe as his data and with his speculative philosophy 
endeavored to construct a cosmological system of general ideas that is coherent, logical and 
necessary that is reflective of the data of the universe to such an extent that any and every 
thing can be interpreted within this scheme, so that…… What? 

So that cosmological philosophers might pass along their findings so as to bring the 
world of man into harmony with the world of nature, the world of creation! 

The perpetuation of the human world requires the perpetuation of the world of 
nature.Newly born children are the natural product of this cycle.But newly-hatched human 
beings require an environment that nurtures their development into the proper, natural use of 
their higher powers and capacities. 

Whitehead‘s cosmology, very much in harmony with the organismic philosophy found in 

Zhouyi, is unique among the Western philosophies because of its capacity to embrace the 
whole of life in terms of incessant creation – or re-creation – in every moment. 

These elegant philosophies must find their expression in all aspects of life –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education of the young so children learn to see themselves as within this 
Divine Unity and bring these harmonious and unifying principles into practice in every aspect 
of their lives. 

So cosmological philosophers need to assist in laying a sound basis for a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hese philosophers of science need to assist in laying a sound basis for a 
universal theory of development.  And these human development theorists need to assist in 
laying a sound basis for a holistic educational system, so that….What? 

mailto:rogercoe@live.com
mailto:rogercoe@liv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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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the incessant re-creation apparent in the human world - in the succeeding generations 
of man - can nurture the practice of consciousness of and harmony with the World of 
Creation. 

This Universal Theory of Development as derived from Whitehead and applied through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s just what I and my colleagues are doing in this science of education 
we‘re working on. 

We‘re far down the road, and we want to bring you along!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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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psychism: General Ideas and Its Problem 

 

Dong Da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Zhejiang University) 

feixiandd@163.com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iders general ideas of panpsychism and its problem. The modern 
reasonable form of panpsychism – naturalistic panpsychism – holds consciousnesss is the 
properties of complex organisms, within organizations of systems. And according to 
complexity degrees of realities, correspondingly, every complex reality has its mentality, 
transcends by far the limits human beings can perceive empirically, goes all the way down to 
the fundamental elements of reality. Panpsychism is radically opposed to emergence, against 
creating minds ex nihilo, and comes at its conclusion from stipulating principle of ontology of 
consciousness for itself, and principle of continuity of panpsychic systems. In the end, I think, 
a truly meaningful form of panpsychism with explanatory powers, must offer explanations for 
the combination problem. And I think it can not be acceptable that mental realities are 
reagarded as aggregates, which better to be seen as organisms. 

 

KEYWORDS: Panpsychism; Principle of Continuity; The Combination Problem; Organisms 
 

 



The 10th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Biocosmology 

21 

泛心论：一般观念和问题 
 

董达 
(浙江大学, 哲学系/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 

feixiandd@163.com 
 

摘要：本文关注泛心论的一般观念和问题。泛心论在现代的合理形式——自然主义泛

心论——认为意识是复杂有机物的内在性、主体性，内在于系统的组织。而且根据存在

物的复杂性程度，每一复杂存在皆具有与之对应的心智性，一直超出人可以经验地辨识

的范围，直到存在的根本构成。泛心论是彻底反突现的，反对心智的无中生有，通过规

定意识存在本身的存在论原理和规定泛心论体系本身的连续性原理获得它的结论。最

后，本文认为一种真正有意义的、有解释效力的泛心论形式必须对结合问题做出合理解

释。在对结合问题的讨论中，本文认为有心智物被看作是聚合体的认识取向是不可接受

的，更适合被看作是一个机体。 

 

关键词：泛心论；连续性原理；结合问题；机体 

 

一、引言 

我们从未拥有过一门真正关于意识（consciousness）的科学——关于有意识的复杂

机体的科学理论。在一般普适的意义上合理地设想有意识的人，找到人在自然界中的位

置：自然中若干遵循基本物理学规律的物质粒子及其构成，主要以生物学的方式结合为

更复杂的生命机体，具有第一人称视角，成为一个主体像是什么样的，具有个体的意识

体验„„更有甚者，尚且无法承认意识现象可以作为客观存在的自然事实被科学地研

究。很多人对于他们认定的人是偶然地犹如神赐般具有意识这一点持有莫名的信念。 

如果人作为物理世界中的复杂机体必然地具有意识，那么意识是复杂存在物的内

在性质，而且根据存在物的复杂性程度，它则具有与之相应程度的意识，一直超出人

可以经验地识别的范围，直到物质存在的根本构成„„这是一种与现代科学相适合的

自然主义泛心论（naturalistic panpsychism）思想，具有某种两面一元论（dual-aspect 
monism）的理论内核。法国哲学家、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ierre Teihard de Chardin）认

为一种自然主义泛心论思想可以从根本上合理地解释意识现象： 

意识，通过实验法被定义为有机复杂性的特定效应，远远超出我们以眼睛直接

感知的荒谬的狭隘范围。„„我们在逻辑上可以假设，在任何复杂性很小甚至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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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这使它变得完全不能被我们感觉到——的微粒里（我的意思是很大的分

子以下的），都有一种萌芽（极微小即分散的）状态的心智存在„„① 

从德日进、怀特海等 20 世纪泛心论者的理论中所概括的关于心-身问题的自然主义

泛心论（泛主体论（pansubjectivism））解释大致归为两点：（1）意识是复杂存在物的

内在性、主体性。泛心论蕴涵着意识不是从无中产生的——它是复杂世界演化的必然结

果；（2）心智（mind）是客观存在的一般建构形式（form），是任何客观存在成为其

所是的内在（within）。泛心论承诺宇宙中每一个现实的存在②（actual entity）皆具有它

的层级的心智，这意味着泛心论是彻底反突现的，反对心智完全产生于物质的观点。 

二、一般观念：反突现和连续性原理 

本文关注泛心论的一般观念和问题。一般来说，意识作为现实存在是被一般地赋予

的广泛建构的形式的个例，而心智作为抽象的概念结构形式，被一般地赋予一切事物的

内在性、主体性之中。泛心论的存在论承诺是：宇宙中每一个现实的存在皆具有它的层

级的心智，这意味着泛心论是彻底反突现。在泛心论的形而上学体系建构中，首先需要

承诺意识的实在性——至少存在一个有心智的存在（a mental entity）的个例，这一承诺

通过意识的存在论原理加以规定。我的意识，我的体验，这是我唯一可以立即、完全确

定的事实。意识存在，它的存在不需要原因，不需要解释，也可以这样说，意识存在本

身就是原因，是不证自明的。③ 哲学家如果承认意识是存在的，它必将存在于现实的存

在。意识的存在论原理认为意识的现实存在本身是唯一的原因。意识的存在论原理是关

于意识存在本身的一条基本原理，可以保证存在量词“一个”的实现： 

[1]意识的存在论原理：意识存在是其存在的原因。 

然而，在一个承认存在一个心智存在的形而上学体系，即使存在一个非心智存在，

该体系也不属于泛心论。泛心论和突现论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可以设想从一个非心智

存在向一个有心智存在的跳跃？如果是，突现论成立；如果否，泛心论成立。 

泛心论否定这一设想的可能性，认为在时间-空间中，就意识现象而言，如果它是

存在的，它不是跳跃地存在，而是连续地存在，它不仅连续地存在于同一现实存在的个

体的一生（时间），而且连续地存在于不同现实存在的个体（空间）。泛心论关于意识

                                                      
① 德日进，《人的现象》，范一译，2012 年，南京：译林出版社，第 244 页。 
② 在本文中，前置词“现实的”（actual）强调泛心论判断一个东西是否具有意识或心智首先取决于这个东西是否是

我们这一个现实的、具体的宇宙中的一个现实的、具体的存在。我们可能会把一个抽象的、概念的存在当成现实的

存在，也可能会把几个存在当成一个存在。例如，存在一元论（existence monism）认为自然中只存在一个现实的、

具体的存在。在斯宾诺莎一元论的情况中，因为只有自然本身这一个现实的存在，只要自然这一个东西具有心智，

泛心论就成立。参见：Schaffer, J. (2010). Monism: The Priority of the Whole. Philosophical Review, 119(1), 31-76. 
③参见：怀特海自笛卡尔“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发展出存在论原理的规定：“事物存在的理由总是能在

确定的现实存在的复合性质中找到。”以及“没有现实存在，就没有原因”。Whitehead, A. N. (1978). Process and Reality: 

An Essay in Cosmology, corrected edition (D. R. Griffin & D. W. Sherburne Ed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 19. 
亦可参见：“自然者，无所待而然。本者，本来。然者，如此。本来如此，无可诘问所由。”熊十力，《十力语要》，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年，第 2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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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的连续性可以看作是哲学家在时-空等基本存在的连续性议题上的扩展。① 如果意

识在当下是存在的，那么它必然一直存在于过去，以至宇宙创生的奇点；如果意识存在

于一个现实存在，它必然存在于每一个现实存在。一些哲学家认为宇宙的连续性原理

（principle of continuity）是如此的深刻——一切自然现象皆是连续地发生。自然中的一

切事物皆是连续地彼此相接，以致于连续性原理是不证自明的真理，例如莱布尼茨。② 而
持相反态度的哲学家如罗素则对把连续性原理引入形而上学体系建构的做法保持谨慎，

认为这是一些哲学家对规律、秩序的偏执。③ 

心智的连续性原理在形而上学上是必然的吗？在意识的存在论原理之外，如果连续

性原理依然是关于心智存在本身的一条基本原理，那么泛心论的结论是必然的，突现论

必然是错误的。但是大概出于两方面的原因，连续性原理并不是关于存在本身的基本原

理：一是连续性作为自数学学科引入形而上学的概念，在数学学科内部尚且存在连续性

与离散性之间的争论，同时该概念的哲学定义需要随着它在新时期更精确的数学定义的

变化而变化，不能照搬到形而上学中来；二是连续性规定一个自然系统中的现象是连续

的，但是一些心智理论涉及两个系统。例如，笛卡尔本人事实上没有违反连续性原理。

在笛卡尔二元论中，整个自然系统只包括在空间中广延的物质及其时空属性，心智是非

广延的，在自然这一个系统之外，不遵循适用于自然现象的连续性原理。总之，心智的

连续性原理不是关于心智存在本身的基本原理，它最好看作是一些形而上学体系（如泛

心论）建构的一条规范性原理。泛心论与突现论之间的争论依然会持续下去。对泛心论

而言，连续性原理可以保证全称量词“每一个”的实现： 

[2]心智的连续性原理（体系建构的规范性原理）：心智连续地存在。 

由上[1][2]，可以把对泛心论的论证归纳为： 

[3]泛心论=意识的存在论原理+心智的连续性原理 

就泛心论的具体形式而言，存在一些泛心论版本，既实现了反突现的目的，又没有

违反连续性原理，但是最终得到了被认为不合逻辑的、荒谬的形式，其中一个根本的原

因是，这些泛心论形式虽然满足抽象的、富有想象力的概括的连续性原理，但是并未顾

及或者违反了具体的科学事实。连续性原理归根结底是对自然连续性现象的科学事实的

                                                      
①一些哲学家认为一切自然现象都是连续地发生，以至包括意识现象。例如，莱布尼茨著名的口号：“自然从不飞跃。”

（natura non facit saltus） 
②参见莱布尼茨单子论第 13 小节的连续性规定：“一切自然变化逐渐地发生。”Leibniz, G. W. (1898). Leibniz: The 

monadology and other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223. 
关于连续性原理对反突现的重要意义，亦可参见：熊十力，2009 年，《体用论》，上海书店出版社，第 112 页，“宇

宙实体若只是单纯的物质性，本文他种性，则后来忽尔发现生命、心灵，便是无中生有。若果如此，宇宙间一切事

物都是无因而生。” 
③罗素在批判解释莱布尼茨偏好连续性原理的做法时称：“除了适用于数学，我并没有发现它具有任何重要的意义。”

参见：Russell, B. (1900). A Critical Exposi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Leibniz, with an Appendix of Leading Passages, by 

Bertrand Russell. Routledge: the University Press. p. 74. 
除了莱布尼茨，皮尔士，同样作为一名泛心论者，也显示出了对宇宙连续性现象的偏执。他认为宇宙显示出变得越

来越有规律、越来越连续的倾向，而且他把宇宙变得连续的观点称作“连续论”（synechism）。参见：皮尔士，瓦

尔著，郝长墀译，2014 年，北京：中华书局，第 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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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概括。一种合逻辑的、合理的泛心论不能违背科学事实，因此，当下时代的泛心论

形式的前提和结论均需要符合科学事实。一些哲学家注意到泛心论的前提是简单的，结

论却十分骇人，如内格尔所言：“它约莫从几个简单的前提出发，每一个都比它的否定

更可信，然而可能不比泛心论的否定更可信。”① 有的人注意到泛心论的前提和结论貌

似矛盾，就在泛心论的结论貌似违反了它的前提的意义上称它是“自我驳斥的体系”

（self-refuting system）② 我们在常识经验中并不习惯使用泛心论的表达方式，问题也同

样来自于大量的、轻率的泛心论结论：泛心论如果认为一个人的整体意识来自这个人的

部分意识，难道该个体的每个脑细胞也具有自己的意识吗？又或者如果每一事物皆具有

体验，难道手机、茶杯、椅子也具有它们的体验吗？这些结论显然都是荒谬的，不仅违

反常识经验，而且违反科学事实。以下列举三种在本文看来违反科学事实、没有实际意

义的泛心论形式： 

（1）泛-意识论：认为每一存在皆具有像人一样的意识。这种泛心论形式是在后康

德时代的德国观念论者中发展成熟的，支持者包括费希纳（Gustav Fechner）、陆宰（H. 
Lotze）、泡尔生（F. Paulsen）以及 F. C. S. 席勒（F. C. S. Schiller）等。泛-意识论无视

事物只有具备足够物质复杂性，具有类似人的神经系统和脑，才能具有像人一样的意识。

不过这一显然荒谬的泛心论形式尚且受到现代哲学解释的支持。斯图而加（（Daniel 
Stoljar）在为“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撰写的“物理主义”（physicalism）词条中在一

般意义上讨论了物理主义蕴涵泛心论的问题。斯图而加称，如果物理主义是通过对一个

物理性质（physical property）的对象概念加以定义的，则一个物理性质来自对作为范例

的物理对象的完整描述。但是迄今为止物理学对物理对象的描述均无关作为范例的物理

对象的本性，所以，即使在物理对象可能具有像我们人一样的意识的强泛心论的意义上，

物理主义蕴涵泛心论也是可能的。③ 

（2）泛-观念论：泛心论的观念论形式，认为具有心智的存在就是体验本身，而身

体并不是现实的存在。泛心论作为一种观念论形式是真正前提与结论相矛盾的。泛心论

的一个前提是：心智客观地、内在地存在于物质系统；作为观念论的泛心论的一个结论

是：物质系统是向心智显现的非客观的非存在。问题在于，如果最终只有心智存在，那

么一切事物起先又为什么要显现为物理的呢？威廉·蒙塔古（William Pepperrell 
Montague）形象地称：“如果身体不为心智所有，心智为什么还需要一个身体呢？”④ 该

                                                      
① Nagel, T., 1979, Mortal Ques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81. 
② 参见：Holt, E. B., Marvin, W. T., Montague, W. P., Perry, R. B., Pitkin, W. B., & Spaulding, E. G. (1912). The New 

Realism. Coöperative Studies in Philosophy: New York. P. 274. 
③ 参见：Stoljar, Daniel, "Physicalism",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pring 2015 Edition), Edward N. Zalta 
(ed.), URL =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pr2015/entries/physicalism/>. 
关于斯图而加之前的有影响力论证，可参见：Galen Strawson. (2006). Realistic Monism: Why Physicalism Entails 
Panpsychism, in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13(10/11), 3. 
④ 参见：Holt, E. B., Marvin, W. T., Montague, W. P., Perry, R. B., Pitkin, W. B., & Spaulding, E. G. (1912). The New 

Realism. Coöperative Studies in Philosophy: New York. P.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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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泛心论形式在历史上同样具有众多支持者，其中包括一些重要哲学家，如前面提到的

莱布尼茨、皮尔士。 

（3）泛-原心论：认为每一事物至少具有某一程度的原心智（proto-mind）或原意

识（proto-consciousness），作为构成心智或意识的潜力或基础。因为原意识并不是意识

本身，只是构成意识的基础材料，无法承诺意识的遍在性，这种形式似乎已经不足以称

作泛心论了。参考泛原心论（panprotopsychism）的支持者查默斯（David Chalmers）等

人的讨论，该理论更好归于某种中立一元论的形式而不是泛心论。① 这里，如果把泛原

心论看作是一种泛心论形式，在每一事物皆具有某种程度的原心智的弱泛心论的意义

上，麦金（Colin McGinn）认为它是“空洞的”（empty）。麦金称在建构泛心论的体

系中寻求第三方中立基础的方法是没有意义的。基于反突现的出发点，物质当然具有成

为有心智存在的某种基础，“这只是称意识不可能由魔法产生的一种方式。”即使泛心

论者不假设原心智的存在，物质也必定具有使意识产生的潜力或基础。这种方式不过把

泛心论的反突现任务重申了一遍，没有对泛心论体系做出实质规定。② 

以上三种泛心论形式，最终的泛心论结论严重违反或者无视科学事实：泛-意识论

和泛-观念论严重违反科学事实，变得“荒谬化”，泛-原心论的结论则是完全绕开了科

学事实，始终致力于科学事实无法解释的部分——科学无法解释的物理实在的内在性

质。在一些哲学家看来，像一个茶杯的内在性质当然可以被赋于心智，我们可以赋于每

一事物以心智，但是实质的意义在哪里呢？如果不能提出真正的问题或者解决真正的问

题，根据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泛心”将被消去，泛心论变得“无谓化”（trivialized）。
泛心论需要通过解决真正实质性的问题以建构自身。 

一种真正合理的泛心论形式需要解决什么真正的问题呢？让我们重新回到我们每

一个当下体验到的具体生动的意识现象本身。泛心论需要对主体的主体性做出自己的合

理解释，认为是众多的心智的部分通过某种方式结合到一起成为心智的整体，如何解释

意识现象的结合方式或者心智的整体-部分关系涉及到心智的结合问题（combination 
problem）。本文接下来讨论的是为本时代的泛心论者称作“任何意识的泛心论理论面

对的最困难问题”——结合问题。③ 几乎每一位当代的泛心论者都对这个问题阐述了自

己的理解，其中的大多数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④ 但是，这个问题本身能否被解决

尚且悬而未决。 

三、结合问题 

                                                      
① 重复：本文对泛原心论的批判性态度只就该理论作为一种泛心论形式而言，如果泛原心论被进一步严格区分为其

它理论形式，另当别论。参见：Chalmers, D. J. (2015). Panpsychism and Panprotopsychism. In T. Alter & Y. Nagasawa 
(Eds.), Consciousness in the Physical World: Perspectives on Russellian Monism (pp. 246-27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② McGinn, C. (1999). The Mysterious Flame: Conscious Minds in a Material World: Basic Books. P. 97-99. 
③ Seager, W. E. (1995). Consciousness, Information, and Panpsychism.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2(3), 272-288. P. 
280. 
④关于几位重要的当代泛心论者对泛心论结合问题及解决方案的最新阐述，可集中参见即将出版的《泛心论：哲学文

集》：Brüntrup, G., & Jaskolla, L. (forthcoming). Panpsychism: Philosophical Es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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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1781）中曾设想，如果物自体具有心智的一些基本性质，

使灵魂（soul）和肉体（body）共享，两者的异质性消失了，笛卡尔的心-身问题也就消

失了：① 

“如同已知的那样，这一任务所造成的困难在于预先设定的内感官对象（灵魂）

与外感官对象的异类性，因为作为直观的形式条件而属于前者的只有时间，属于后

者的却还有空间。但是，如果人们考虑到，这两种对象彼此的区别在这里并不是内

在的，而只是就一个显现得外在于另一个而言的，从而作为物自身而是物质显象的

基础的东西也许并不如此异类，这一困难就消失了„„”② 

康德虽然没有给出泛心论的心-身问题解决方案的明确设想，但是根据他的一贯逻

辑——“我们根本不洞识事物内在的东西”③——不排除事物的内在性质是心智或类似

心智的东西。④ 泛心论的结论是蕴涵其中的。但是接下来，康德认为产生了超出人类理

智之外的“诸实体共联性”的新问题。康德没有解释灵魂（心智实体）和肉体（物质实

体）共享如何可能，他称这个问题的解决完全在心理学之外，在一切人类知识领域之外。
⑤ 不过参考康德在前批判时期的思考，他认为即使让心智内在于物质，消除心与身之间

的异质性，“之后无法得出物质本身具有观念能力，因为许多个那类实体，结合为一个

整体，不可能形成一个思想的单元。”⑥ 

像康德这样，实体哲学时期的哲学家无法设想一个心智整体（一个实体）如何由众

多的心智部分（众多实体）结合到一起去。莱布尼茨直接使单子（精神实体）成为“无

窗口的”（windowless），通过预定和谐的方式，诸单子之间无需发生关系、发生交互

作用。 

对心智结合的一个无关历史背景的一般逻辑是：当我们称意识存在，意识是主观的

或“内在的”存在，无关外部观察者而存在，这也正是意识的存在论原理可以不证自明

的一大线索。但是，这也同样意味着意识不是“外在的”（extrinsic），无关外在，就

和外在不发生关系（relations），不存在关系性质。而心智结合或现象结合⑦（combination 
of phenomenology）讨论的正是心智的整体-部分关系。谈论心智就不能讨论关系似乎成

为思维定势，这样，心智结合或现象结合的问题到今天一直是禁区。 

                                                      
① 参考泛心论史家斯科比纳（David Skrbina）对康德关于泛心论的解读：Skrbina, D. (2005). Panpsychism in the West. 
Cambridge: MIT Press. p. 108-111. 
② 康德. (2011). 纯粹理性批判：注释本 (李秋零, Trans.).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P. 282-283. 
③ 康德. (2011). 纯粹理性批判：注释本 (李秋零, Trans.).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P. 235. 
④ 威廉·西格（William Seager）提出的泛心论的内在性质论证（intrinsic nature argument）大抵出于类似逻辑。参见：
Seager, W. E. (2006). The 'intrinsic nature' argument for panpsychism.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13(10-11), 
129-145. 
⑤康德. (2011). 纯粹理性批判：注释本 (李秋零, Trans.).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P. 283. 
⑥ Kant, I. (1900). Dreams of a Spirit-Seer (E. F. Goerwitz, Trans.). London: The Macmillan Co. p. 54. 
⑦ 我们对物质现象的结合方式有很好的认识，但是对意识现象的结合方式几乎一无所知。参见：Chalmers, D. J. 
(2003). Consciousness and its place in nature. In S. P. Stich & T. A. Warfield (Eds.), Blackwell Guide to the Philosophy of 

Mind (pp. 102--142): Black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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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对心智的关系概念理解的一个混淆之处在于：心智本身固然是内在的存

在，同外在没有关系，但是并不意味着心智的内在性本身的整体-部分关系无法被客观

地分析。心智存在，既是内在的现实存在，也是客观的概念存在，两者并不矛盾。 

现代泛心论者对“结合问题”的定义，无论是西格最开始的定义：“原子性的意识

的无数要素怎么可能结合成为一个新的、复杂的、丰富多彩的、像我们所具有的那种意

识？”① 还是查默斯的近期对它的理解：“基本物理存在如夸克、质子等的体验如何结

合产生了类似我们人类的认识、爱的意识类型？”② 基本符合威廉·詹姆斯（Williiam 
James）对心智结合的理解：“假定我们的心智状态在结构上是复合的，由结合在一起

的更小状态构成。”③ 早期的威廉·詹姆斯（1890），几乎盖棺定论地称心智结合是不

可能的。詹姆斯《心理学原理》第 6 章对“心智-质料理论”④（mind-stuff theory）的批

判包含对心智结合的历史上最经典的反对论证，直到今天依然常常被引用。詹姆斯认为

结合本身是不存在的。他给出的理由是：如果心智客观存在，同时根据泛心论，意识是

聚合体（aggregates）。因为结合的整体只在外部观察者感知的意义上存在，客观上只有

基本粒子（詹姆斯指没有部分的原子）存在，所以结合并不存在，所以聚合体客观上不

存在。这个结论与其前提“意识客观存在”相矛盾，所以结合的泛心论不成立。⑤ 查默

斯将詹姆斯的心智不可结合论证简要概括为： 

（1）如果构成的泛心论（constitutive panpsychism）是正确的，人类意识是一个

聚合体。 

（2）聚合体客观上不存在。 

（3）人类意识客观存在。 

（4）构成的泛心论是错误的。⑥ 

此外，戈夫（Philip Goff）的主体不可相加论证同样采用了詹姆斯的论证内核。⑦ 这
样，时下很多泛心论者对结合问题的研究似乎陷入了一个悖论：一方面，泛心论需要解

决结合问题以建构自身的形而上学体系，成为真正合理的、合逻辑的可能形式；另一方

面，心智结合最终被论证并不存在或者主体不可相加，结合问题其实已经得到解决：心

智结合是不存在或者不可能。我们只能基于心智结合不存在的前提，转而设想泛心论的

其它合理的非结合版本。根本问题在于：泛心论出于自身理论的优势，已经先在地规避

                                                      
① Seager, W. E. (1995). Consciousness, Information, and Panpsychism.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2(3), 272-288. P. 
280. 
② Chalmers, D. J. (forthcoming). The Combination Problem for Panpsychism. In G. Brüntrup & L. Jaskolla (Eds.), 
Panpsychism: Philosophical Essay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③ James, W. (1890).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vol 1 (Vol. 1).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p. 145. 
④ 心智-质料理论是威廉·克利福德（William Clifford）提出的一种观念论的泛心论，认为人的高阶意识由原子的更

简单的心智实体复合而成。 
⑤ James, W. (1890).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vol 1 (Vol. 1).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pp. 158-162. 
⑥ Chalmers, D. J. (forthcoming). The Combination Problem for Panpsychism. In G. Brüntrup & L. Jaskolla (Eds.), 
Panpsychism: Philosophical Essay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⑦ Goff, P. (2006). Experiences don't sum.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13(10-11), 5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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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心-身问题，如果继续规避结合问题，它什么也没有解释，那么最终得到的理论形式

必然变得“无谓化”，失去实质的理论意义。不过，内格尔认为即使心智结合是不可能

的，结合问题最终无法得到解决，也是有意义的：“正因为结合问题的不可能性，这正

是需要我们关注的最有希望的问题之一，因为我们可以因此在心-身问题上面产生新的

观念。”① 

结合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吗？心智结合是不可能的吗？心智的整体-部分关系不能被

分析吗？当我们像詹姆斯一样陷入穷思“许多个意识怎么能够同时是一个单独的意识”

的死胡同的时候，② 最好马上回到泛心论体系建构的起点：意识的存在论原理。意识现

象存在本身，我们每个人在当下体验到生动的、具体的主观体验，我们看到的、听到的、

触摸到的、嗅到的，是泛心论之后做出的全部抽象的整体-部分概念结构分析的现实存

在基础。根据意识的存在论原理，意识是之后所有泛心论解释付诸的唯一原因，意识是

现实存在的，它只在理论中被理解为一个“整体”，又被理解为众多“部分”，至于它

本身，既不是单纯的整体，也不是单纯的部分。所以像詹姆斯，认为心智是“聚合体”

只是对心智意识存在的一种可能的概念构成分析，不是实际关于意识存在本身。而且，

本文认为，把作为现实存在的心智看作是像一堆沙子一样的聚合物或集合的认识是错误

的。 

四、心智作为建构的一般形式：整体-部分 

回顾结合问题对泛心论体系建构的影响：泛心论先已规避了心-身问题，为了成为

一种真正具有解释效力的、有意义的理论，必须对结合问题做出合理解释，正确地认识

心智的整体-部分关系。但是詹姆斯以及之后的很多泛心论研究者认为矛盾在于，因为

“聚合体客观上不存在”，所以“意识是聚合体”与“意识客观存在”相矛盾。所以，

泛心论的“心智的整体来自心智的部分”的结合论题不成立。于是问题归结为，心智为

什么被看作是一个“聚合体”？ 

聚合体指整体等于部分之和，意味着一个东西实际上是一堆东西之和，这一个东西

是口头上的称谓，观念上的存在，客观上不存在。这就是詹姆斯一直纠缠在“许多个意

识怎么能够同时是一个单独的意识”的问题的原因。泛心论的聚合体取向最终将导致，

宇宙中唯一的现实存在只能是既无所谓整体、也没有部分的“终极物”（ultimates）。

这种泛心论形式在体系建构的过程中，在规避了心-身问题、结合问题之后，更有甚者，

选择成为一种客观主义观念论的形式（如前面提到的泛-观念论）：如果泛心论是正确

的，心智普遍存在，因为终极物没有部分，所以终极物本身就只能是心智。 

莱布尼茨在建构单子论体系时，一再规定终极物“单子”的性质，以避免自己陷入

逻辑不一致的矛盾，例如，“单子论”（1714）第 1 小节规定“单子„„指没有部分”，

                                                      
① 参见：Nagel, T. (1986). The View From Nowhere (Vol. 3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51. 
② 詹姆斯，《多元的宇宙》，吴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 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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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小节规定“单子没有窗口”，是彻底内在的精神实体，无法与外在发生关系，也不

存在关系性质；① “建立于理性上之自然与恩惠的原理”（1714）第 3 小节规定，某些

聚合体因“主导单子”（dominant monad）的存在，而成为一个合目的的整体。② 詹姆

斯对这一做法流露出窘迫，他在否定结合的泛心论之后，给出更合逻辑的形式参考了莱

布尼茨的“主导”方案，认为在诸脑细胞中存在一个“中心细胞”，其它所有的细胞均

能对这一细胞施加物理的、因果的影响。这一设想让詹姆斯颇感无奈：“我们的学说，

尽管没有自相矛盾，但已经变得如此遥远、不真实，和自相矛盾一样糟糕。”③ 于是，

反复的规定使泛心论成了无实际解释效力、无关实际经验的形而上学游戏。因此，泛心

论对心智的聚合体认识取向不可接受。聚合体取向根本否定了心智具有部分，心智只能

属于没有部分的终极物。 

一个聚合体，作为一个集合，它的各个部分不论是彼此分开还是合在一起，始终独

立存在，各自保持不变，以至心智只存在于绝对的、永恒的终极物。泛心论对自然系统

中是否存在没有部分的终极物的问题没有做出规定，它只是强调意识“一路向下

（down）”，但是没有规定意识一直到底（end）。而且，在一个终极物和终极物构成

的更高层级的存在物均是具体的、现实的存在的体系中，心智层级似乎不再满足连续性

原理。心智的连续性原理规定“心智连续地存在”，心智存在构成一个连续的、不间断

的层级谱系。终极物以上的具有部分的高层级存在之间的心智是相互作用、相互决定的，

因而整体-部分关系是相互决定的，部分结合为整体，整体又具有部分并不具有的新的

东西，大于部分之和，这之间的有心智存在是关系存在；然而，终极物是无法被决定的，

它只能单向地结合、影响、决定上一层级的存在，因为终极物本身是绝对的、永恒的存

在，终极物的心智也是绝对的、永恒的非关系的存在。因此，终极物和终极物的合成物

所具有的是两种并不连续的层级。 

形而上学家一直以来致力于寻求外在的繁杂事物的内在的简单性，甚至认定事物的

本性就是“简单”（simple），简单就是没有部分的意思。于是，规定没有部分的简单

的终极物一度成为形而上学体系建构的第一要义。甚至在欧几里德建构欧氏几何公理体

系时，他首先规定的是：点是没有部分的。20 世纪以来的系统论和复杂性科学的发展告

诉我们，自然的本性不是简单，而是复杂，自然是一个复杂系统。如果意识现象是自然

现象的一部分，它的性质也不可归于简单，而是复杂——心智是有部分的。 

于是，心智更适合存在于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集合。在一个系统中，部分之间的

相互作用必然使部分发生变化，因此，部分结合成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是继心智是

聚合体之后的第二种认识取向——机体取向，为怀特海所支持： 

                                                      
① Leibniz, G. W. (1898). Leibniz: The monadology and other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217-220. 
② Leibniz, G. W. (1898). Leibniz: The monadology and other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408-409. 
③ James, W. (1890).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vol 1 (Vol. 1).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pp.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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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维护的学说是：具体的持续存在是机体，所以整体的计划影响了作为其

一部分的下级机体的特征。以动物为例，心智状态是整个机体计划的一部分，它因

此修改了相继的下级机体，一直到终极的最小机体，例如，电子。① 

基于心智的机体认识取向，泛心论者在不考虑宇宙是否存在终极物的意义上②，可

以确定：心智是整体和部分共在地互相决定的，既是整体又是部分，是整体-部分。肯·威

尔伯（Ken Wilber）采用并发展的“holon”概念可以很好地说明泛心论对心智整体-部
分关系的认识。“holon”一词来自希腊词“holos”和后缀“on”，“holos”是整体的

意思，“on”是部分的意思，因此“holon”直译过来就是“整体-部分”。“holon”（整

体-部分）强调事物总是以“整体-部分”的方式存在，它既是整体同时又是部分，既不

能理解为整体，又不能被理解为部分，只能被理解为共在的整体-部分。③ 泛心论对心

智整体-部分关系的理解符合“holon”观念，这里归纳为心智关系的整体-部分原理： 

[4]（泛心论的）心智关系的整体-部分原理：心智是整体-部分。 

如此，本文认为，我们可以在认为心智具有部分或者心智是整体-部分的机体认识

取向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和尝试解决结合问题，重新建构合理的、有解释效力的泛心论

形而上学体系。 

五、结语 

泛心论，在西方逐渐成为它所关注的传统哲学问题——心-身问题、意识问题等—

—的一个强健的理论生长点。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在触及这些问题时，需要把泛心论作为

一种独立的情况加以讨论。泛心论更重要的理论意义是，哲学家中除了少数完全否认心

智实在性的极端者，如取消的物理主义者，大多数明确承认自己的心智理论蕴涵泛心论。

虽然时下许多哲学家在谈论着现代泛心论及其结合问题，试图提出某种更精致的合理形

式。泛心论总的来看，依然是属于哲学史上更一般的大问题。关于泛心论的研究，进展

较为缓慢，时间跨度较大，当然，意义更为深远。 

意识的形而上学首先把现实的意识转化为概念的、理论的存在的形式——心智，然

后分析它的构成，反过来推出成为一个有心智的现实个体应该是什么样的——心智存在

的主体性。如果心智是现实的存在，必然在现实的存在物中寻找到它的基本构成；如果

心智是连续的存在，必然在一切现实的存在物中寻找到它；泛心论认为，如果心智在当

下是连续的，必然衔接至过去，如果心智存在于此客体，必然衔接至彼客体，如此环环

相扣，以至心智一路向下，心智的层级一直延伸到存在的根本构成。心智层级一旦在某

一环节跳跃，或者存在一个完全无关心智的存在物，理论家便需要设想从一个非心智存

在向一个有心智存在的跳跃。如果我们每个人皆是从常识经验认为毫无感受能力、毫无
                                                      
① Whitehead, A. N. (1925).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P. 79. 
② 现代科学同样无法确定终极物是否存在，所以，泛心论在终极物的心智层级问题上并没有违反科学事实。 
③ 肯·威尔伯，《性、生态、灵性》，李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 
亦可参见：李恒威，《意识：从自我到自我感》，2011 年，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第 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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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受精卵（物质）通过物质合成的方式成为一个有意识的个体，那么我们每个人皆

无异于弗兰肯斯坦的怪物。然而泛心论者相信： 

宇宙万变万化万物万事之发生，必率由一大定则，曰不能无中生有。一切事物

之演变，无论若何复杂、若何新奇，然随取一物一事而推其因，则因果层层无尽，

都有可寻。如由现在向上推，则现在对前为果，而此果有前因可寻。复前而又前，

层层推去，则因果无尽。由现在向下推，则现在对未来为因，并可预测未来之未来，

因果层层无尽。不独生物界中物种嬗变有因果可寻，即就无机物界言，如海洋变陆

地，虽其时间极遥远，而有故迹可寻，断非绝无前因而偶然变陆。前因者何？即来

自他处之土壤，决不是水可变为陆也。① 

最后，一个流传已久的笑话可以揭示泛心论者的一般观念：当威廉·詹姆斯问一个

老妇如果世界是放在一只乌龟背上的，那么乌龟下面是什么时，老妇回答：“一路向下

都是乌龟。”泛心论者无法确定最后一只乌龟，但是他们将确定地告诉你：乌龟下面是

另一只乌龟。于是，心智的整体就来自心智的部分，部分之中还有部分„„② 

 

 

                                                      
① 熊十力，2009 年，《体用论》，上海书店出版社，第 95 页。 
② 另参见大卫·刘易斯（David Lewis）曾提出“gunk”概念。非原子的“gunk”是部分中永远有部分的个体，处于

世界的实在之底部，如此构成一个“gunky”世界。 Lewis, D. (1991). Parts of Classes: Basil Blackwell Ltd. P.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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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j0207@gmail.com 

 

As human activity, Engineering participates in constitute of mind-body-spirit. Engineering 
thinking includes the way of production and evaluation involves the morphology and function 
of engineering directly. Engineering should not be just regarded as static objective things that 
extrinsic to human, but more likely as a bidirectional interactive constructive activity.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think that the ancient Chinese project is samely and stagnant if only 
survey engineering from the aspects of tangible artifacts. Asian Natuaralism thinking in 
Chinese Classical Engineering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process thought, existentialism and 
isomorphism, etc. In terms of function, Chinese Classical Engineering is compound in a 
synchronic aspect and was dynamical ambiguity in a diachronic aspect. 

 

KEYWORDS: Chinese Classical Engineering, architecture, natural, existent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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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工程的自然思维 

 

杜疆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duj0207@gmail.com 

 

工程作为人的活动，是人身心灵的组成部分。包括制作方式和评价方式在内的工

程思维直接关涉到工程的形态和功能。工程不应仅仅被视作外在于人的静态化的客观之

物，而更多地是在彼时彼地的双向交互建构性活动。仅从工程实物的有型方面考察，就

有可能认为中国古代工程是千篇一律、停滞不前的。亚洲自然思维在中国古典工程表现

为其过程性、生存化和同构性等方面。就工程的功能而言，共时地看显示出复合性，历

时地则具有动态模糊性。 

 

关键词：古典工程，建筑，自然，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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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Buber and Tao from the Biocosmological Perspective 

 

GUO Ji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and Technology) 

 

Martin Buber was the famous Jewish philosopher and put forward the “I and Thou‖ relation. 
His thought entails some biocosmology. Daoism as well contains many biocosmological 
content. However the meeting between Buber and Daoism has not been paid close attention. 
In fact Buber was interested in Taoism during his life. In 1910 he published a translation work 
of selections from the Chuang-tzu. Later around 1924 he gave a series of privately arranged 
lectures on the Tao Te-Ching which was recorded by one of the participants. In 1942 he 
translated some chapters of the Tao Te-ching into Hebrew. Until recently scholars just 
discover Buber’s interest in Daoism and discuss the reason for this interest. Jonathan R. 
Herman claimed that Buber had interest in Chuang-tzu because “the I-Thou relation is 
actually latent in the pages of the original Chinese’ text of the Chuang-tzu.”  But Irene 
Eber disagreed with Herman, he thought “Buber considered the Taoist teaching both 
religious and mystical, yet not divorced from practical affairs and present problems. Buber’s 
concerns in the 1920s were far-reaching and included,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Jewish 
concerns. His dialogue was thus also a dialogue with Jewish tradition; his philosophical 
integration of Taoist ideas was also an integration of these into a Jewish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Thus the linkage of the Chuang-tzu with I and Thou, proposed by Herman, appears 
to be far more complex, and involves other linkages.”But none of them talked about that 
Buber’s philosophy in common with Chuang-tzu‘s thought has the similar biocosmological 
perspective which is the cause for their dialogue. According to Buber’s paper on the 
teaching of the Tao, we find that the biocosmological perspective provides condition for the 
dialogue between buber and Chuang-tzu. Under this condition, two different cultures 
interchange and converge into a dynamic organic cosmological prospect.  

KEYWORDS: Martin Buber, Tao, teaching, biocosm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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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机宇宙视域看“马丁布伯与道” 

 

郭菁 

（北京化工大学） 

 

著名的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的“我—你”关系哲学中蕴涵着有机哲学的思想，道家

思想中同样含有丰富的有机宇宙论，但是布伯与道家的相遇却未得到人们的充分关注。

事实上，布伯一生都对道家思想持有很强的兴趣，然而这种兴趣直到最近才被人们发现，

由此才刚刚开始探讨布伯对道家思想产生兴趣的缘由。赫尔曼认为布伯对庄子的兴趣在

于其对庄子的解读中孕育着“我—你”关系哲学的雏型。然而艾博不同意这种观点，认

为不能简单地认为布伯的“我－你”关系哲学与庄子的思想存有对应关系，布伯对庄子

的兴趣可能更多缘自其对宗教、神秘主义、犹太传统的思索，并与很多现实事件相关。

但至今还没有学者发现布伯和庄子思想所共同蕴涵的有机宇宙论视域是其得以对话的

更深层根源。从布伯自己所写的关于道的教导的论述中，可以发现有机宇宙的视域为布

伯与庄子提供了对话的场域，在此场域中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得以交汇、碰撞，融汇出

了一幅动态的有机宇宙图景。 

 

关键词：布伯、道、教导、有机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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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uralism of Taoism and its Application 

 

GUO Xiao-yu 

 

The philosophy of Laozi, a Chinese classic Daoism guru 2500 years ago, contribute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Asian naturalism philosophy system. This assay is an attempt to 
demonstrate the values of Daoism regarding the contemporary issues such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tion and people as well as the conflicts concerning th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human beings development. Thereby, we might discover more ways of applications of 
Daoism naturalism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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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老子:道家的自然主义思想及应用 

 
郭笑宇 

（中石化龙禹公司） 

 

摘要：老子的道家思想是亚洲自然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就国家与人民、

自然与人本身等关系问题用老子思想进行解读，进而探讨关于道家自然主义哲学的现实

应用。 

 

讨论亚洲自然主义哲学，首先要谈老子。原因很简单，“自然”这个概念是老子“发

明”的。道德经二十五章里，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

自然是“本来如此”“自然而然”的意思。与印度、伊斯兰或者日本哲学等其它亚洲哲

学相比，中国哲学自先秦诸子起，理论发展最为充分、社会影响更为深远。其中老子思

想或者说道家思想与孔子的儒家学说一起，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流及传统思想的核心，

也成为了东方哲学古老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 

老子思想产生的年代距今已有 2500 多年，人类社会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巨变。特别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发展、生产力的进步，今天的中国人和全世界其他民族一样面临着

一系列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社会问题；人们的社会组织形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已

有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价值观，世界观在不断变革的现实面前不断地崩塌。西方哲学

自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降，经中世纪到文艺复兴，从黑格尔、马克

思发展至当代林林总总的哲学学派、眼花缭乱的各种主义，反而更加让人无所适从。哲

学似乎丧失了原有的权威，失去了指导人生的意义。在这种情形下，图书馆角落里几本

老旧的古典哲学经典就能够穷尽一切智慧，就能够帮助解决当前如此之多的问题吗？洋

洋大观不断更新的系统西方哲学解决不了的问题，东方智慧的只言片语又能做什么呢？

许多问题求教父辈尚嫌观念落伍、知识更新得不够，2500 年前的老子又能怎么样呢？ 

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不妨大胆一点，借用当下一个时髦的方法“穿越”，把老子

请回来。让老子穿越到今天，与我们面对面的对话。设想一下他将怎样回答我们的问题、

怎样评价我们的时代。由于和新儒家、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等不同，当前还没有一般公认

的“新道家”存在，我们只好把老子的回答仍旧限定在道德经的五千言内。 

老子的形象在我们印象中就是民间传说中戏剧舞台上“太上老君”的形象，须发皆

白，慈眉善目。现在让我们设想这样一位老人就坐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对话将就以下两

个话题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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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与人民 

首先我们一定会告诉他老人家，这 2500 年来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什么。从他生活

的时代（我们称为春秋末期）至今，期间朝代更迭，兴亡交替，民主取代专制，君主让

与共和，但是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依然纷争不断。每逢变乱则生灵涂炭，这是为什

么呢，又该怎么改变呢？ 

面对如此巨变，老子会惊讶吗？不会，他一点都没有奇怪的表情，似乎早就知道这

一切似的。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

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1] 

老子的道是宇宙本源，就是说道具有唯一性，这个唯一性将渐渐被认识与体现出来，

故称道生一。唯一之中产生了成了对立面，成为二。二者互相作用互相依存，产生了下

一代的第三样事物，从此万象万物源源不绝。世界万物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最终回到

最初的状态。善于建设的人功绩不会被抹杀，善于收成的人拥有的不会失去，会永远被

后代纪念。用自己观察别人，用自家观察别家，用自己家乡观察别人家乡，用自己国家

观察别人国家，我就是以此方法知道天下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 

老子继续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1]，就像自然界没

有所谓的仁爱一样，人民也不要指望统治者的仁爱，在自然面前，万物生生灭灭自有规

律，谁也无法改变，在统治者眼里，个体的生命也是随时可以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掉的，

尽管认识到这点有些残酷，但这是大道，这是规律，不可抗拒。 

“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强梁者不得其死”。[1] 

事物有时通过减损而增益，有时因为不断增益而减损，一直想保持强横的结果一定

很惨。国家的兴衰社会的变迁也是如此，强悍如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日本法西斯、包括

曾经强大的前苏联，最终都灰飞烟灭就是这个道理。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

唯有道者” [1]社会两极分化，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所以有道之人会将多余的财富贡献

出来，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当下由税收支付社会福利，富人的慈善活动、富国对穷

国的支援，都是这种方式的体现。不过，政府不宜干预过多“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

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1]所以“治大国如烹小鲜” [1]要讲求火

候和分寸，提倡无为而治 

老子说：理想的人与国家的关系应该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 我无

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1]，理想的国家状态应该是 “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

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车，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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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

不相往来” [1]。 

真的会有这样的国家吗?我们问到。老子微笑着没有回答，我们自己想了想说，可

能有比较接近的——一个永久中立国，自 1815 年以后从未被卷入过包括两次大战在内

任何大小的局部与国际战争，经济高度发达而民风淳朴。对了，就是瑞士。 

二、自然与人本身 

我们对老子说：今天科学已经如此昌明，人的生产力无比强大，与自然界的关系不

再是被动适应，而似乎是可以予取予求，生活方式衣食住行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飞机让

我们日行千里，机械让我们力大无穷，电视、互联网让我们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时尚

娱乐让我们目不暇接又过目即忘。同时我们又面临着空气污染、水土破坏，气候变暖、

交通堵塞等一系列环境和社会问题，在高度分工等级分明的社会结构中，竞争无处不在，

人的身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太多物质条件影响人们的精神生活，家庭、爱、幸福等等

都不再那么纯粹。人变得越来越来焦虑，越来越迷惘。这又是为什么呢，又能怎样改变

呢？ 

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1]，天地万物虽

然形态各异，但它们在本源上是相同的，自然与人类也是平等的关系，正所谓―天地与

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老子既没有把天道奉为与人之上的权威，也没有把人贬为天

道的附属物。老子从来没有把人和自然界割裂对立起来看。在这四者的关系中―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1]。也就是说，宇宙万物的生成根源于自然，演化的动力

来源于自然，联系统一于自然，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依循―道‖的自然本性，

达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按照―自然‖的方式对待自然，要懂得尊重自然、爱惜自然。“大

道氾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

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1] 

如果反其道而“妄作”，对自然界过分掠夺，势必危害人类自身。所谓“反者，道

之动” [1]。即事物是对立统一的，矛盾的双方会互相转化。老子认为自然本身有内在的

均衡，既不会让亏损的状态长期延续，也不会让完满的状态一直保持。“天之道，其犹

长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1]。 

关于人自身的行为欲求，老子先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到“名与身孰亲？身与货

孰多？得与亡孰病？”老子强调：―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

足矣。”也就是说，人世间最大祸患莫过于不满足，最大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凡事皆

有度，学会知足，才能得到满足。只有适可而止才能避免祸患，远离危险。既然万物都

有自己的限度，人的行为就应当有所―止‖，人的欲望就应当有所―满足‖，有所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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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的行为欲求也是老子思想所极力反对的。老子要人们有效地控制自己的行欲

望，不能一味追求自己的满足而过度开发利用资源。道家认为，人只要能够满足健康生

活的基本需要，就不应该再过多追求物质享受。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

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1]“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1]。 

我们又问，如果我们按您说的克制欲望，凡事不争取，那么在今天社会中一定会吃

亏的，得到的要比别人少的多，那我们又如何在社会中完成自己的定位，实现生存和发

展呢？ 

老子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

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能长。夫惟不争，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他又拿水举了个例子“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

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

动善时。夫惟不争，故无尤” [1] 。 

最后老子总结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1]。天下

人都说我所说的道太过宽泛了，很难加以具体把握。要知道，正因为它是宽泛的行为规

范，所以才不象具体准则那样琐碎了。这三条基本的行为原则，把持它以保证大道得以

贯彻执行：第一是慈善；第二是俭约；第三是不与天下争得利之先。“善为士者不武，

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兴，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

天古之极”[1]。这就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啊！ 

老子见我们都陷入沉思，忽然问道你们刚才说的互联网，我在道德经里早就说过了

呀，我们都很吃惊，他说不就是那个“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1]，在互联网沉迷的人“塞

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 [1]可以“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47 我们都笑了，

大家知道这是老人家在开玩笑。 

其实这篇对篇对话当然也是妄自臆测杜撰。老子留给我们的太少，以致说来说去，

还是在那五千言里翻找；老子留给我们的又太多，以致包罗万象，政治家在其中看到为

政之道；军事家在其中找到致胜之学；历代知识分子顺境时多为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失意时转而为道家，向黄老之学避世以求慰藉；更多的普通人读到了到了福祸相

倚伏的人生宿命。 

老子的自然主义哲学的核心即道家的“道”，既是宇宙先验的本源，又是世界的最

高法则。在老子看来，道”产生万物的过程，是一个事物内在矛盾运动的自然而然的过

程。人的一切行为就应当将自然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这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人能够做到因循自然，遵循天道自然本性的原则，过顺乎自然的生活，

以达到了“无为”的境界。“自然无为”是“道法自然”的直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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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告诫人们不要投机取巧，不要贪得无厌。“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金

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1]。人类对于大自然若不能心存敬畏，最终

将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个人对于欲望若贪得无厌最终必然遭受祸事。“咎莫大于欲得，

祸莫大于不知足。”所以老子主张“无为”。如何达到“无为”呢？老子提出“见素抱

朴，少私寡欲”，与佛教提倡的无欲，程朱理学的灭欲不同，老子说的是“少私” 而
不是无私，是“寡欲”而不是无欲。老子只是希望人们有一个适可而止的度。不要过于

追求事物的一面，从而尽量延缓事物向反面的转化的进程。 

老子《道德经》中自然主义，不过对是中国人祖先智慧从一个极高的视角进行的总

结，今天我们应该尊重古典文化传统但也不应盲目崇拜，更不应以所谓道家无为思想对

抗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实际上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又何尝不是“道”呢，无为而无不

为，老子早就把这个道理教给了我们。 

老子的《道德经》另一个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破解了人们认识思维中常见的二元范式，

有与无、难与易、长与短、高与下、音与声、前与后，都是相反相成、相克相生、相比

较而存在，谁也离不了谁的概念。要一个不要另一个，根本不可能。阴阳相生、福祸相

倚。贵贱强弱在老子那里得出了与世人完全相反的结论，贵以贱为基，弱能胜强，柔能

克刚。中华文化历经变乱，外族入侵而薪火相传延续至今，不就是以柔克刚吗？而中国

人也始终如一地逆来顺受，实践着老子“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的说教，

终于使中国虽历经亡国、战乱、以及残暴的专制统治依然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一有

机会便能起死回生欣欣向荣。难道这其中没有老子智慧的闪现吗？都按照儒家的以死事

君的愚忠愚孝，中华文明早就该荡然无存了。 

其实，老子不必向本文设定那样，需要“穿越时空”才能来到我们面前，因为他就

在我们身边，从来就没有离开。道德经的自然主义思想经过2500多年的积淀，通过文学、

诗歌、会话甚至儿童的启蒙读物早已深深植入每个中国人的思想血脉和行为习惯里。单

看道德经留下的成语，常用的就有几十个，天长地久、上善若水、无为之治 、金玉满

堂、功成身退、宠辱若惊、视而不见、自知者明、出生入死、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以德

报怨、大智若愚、大器晚成、得寸进尺、哀兵必胜、知足常乐、福祸相依等等。可见老

子思想是活的，是正在被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不断应用着的，而不仅仅故纸堆中偶尔才

需要查阅的文献。 

综上，老子自然主义哲学思想是具有时代价值的，特别是我们今天面对环境污染、

过度消费带来的人的异化等种种问题，有必要重新探讨老子自然主义思想对于国家社会

以及人本身的意义。通过东西方思想的互相补充，对当代文明进行理性反省，相信这有

助于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自己更好的前行。 

参考文献： 

[1]《道德经》外语教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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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国良、王泱：《老庄道家自然主义思想及其价值》，百度文库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jxWBryRDOlNGd8TpvcHh6nkCVJEgt2H8VaOjefP2hrrVe
mx7-ej_cyhx6Vbu3JFM-877Devy5XBCn6Zk0svmV5nGz7FoK6x32qLtQNjBoWi 

[3]王蒙：《老子的帮助》  http://www.kanunu8.com/book4/8938/index.html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jxWBryRDOlNGd8TpvcHh6nkCVJEgt2H8VaOjefP2hrrVemx7-ej_cyhx6Vbu3JFM-877Devy5XBCn6Zk0svmV5nGz7FoK6x32qLtQNjBoWi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jxWBryRDOlNGd8TpvcHh6nkCVJEgt2H8VaOjefP2hrrVemx7-ej_cyhx6Vbu3JFM-877Devy5XBCn6Zk0svmV5nGz7FoK6x32qLtQNjBoWi
http://www.kanunu8.com/book4/8938/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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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imilarity of Chuang-tse and Altar Script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iritual Practice 

 
HUANG Chuan-gen 

(School of Philosoph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zhengfa4204@163.com 

 

Abstract: As Chinese philosophical classics, Chuang-tse and Altar Scriptures explain a way 
for breaking from mundanity to an inner self exal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iritual 
practice(SP), they both similarly develop a considerable model of SP and take the spiritual 
freedom as purport. By selecting the core category, we can compare them by the properties of 
SP to reveal their common: "Nature" and "Self" can be thought as metaphysical internal 
quality of SP; "Discarding knowledge" and "Non-mind" offer a way to eliminate outward 
bound for the purity of SP; "Seeing by Tao" and "Epiphany" present the intuitive thinking in 
the process of SP; "Forget" and "Zen" show the transcendence of SP; "Unhurried" and 
"Nirvana" indicate the ultimate level of SP. 

 

KEYWORDS: Chuang-tse; Altar Scriptures; spiritual practice;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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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与《坛经》的汇通：基于精神实践视域 

 
黄传根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北京 100875） 
zhengfa4204@163.com 

 

摘要:作为中国哲思经典，《庄子》与《坛经》均开显了一条摆脱尘俗束缚、内求自我

超升的路径。基于精神实践视域，二者类似地阐发了一种颇具典范意蕴的精神实践，以

追求精神的纯然自由为旨趣。通过遴取核心范畴的比照，即可从精神实践的自在性、纯

粹性、直觉性、超越性以及境界性等方面揭示二者的汇通或相契：“自然”与“自性”

为精神实践铺垫了形而上学自在性；“去知”与“无住”为精神实践预备了摒除外在束

缚的纯粹性；“道观”与“顿悟”呈现了精神实践历程中的思维直觉性；“忘”与“禅”

展现了精神实践具体路径的超越性；“逍遥”与“涅槃”指明了精神实践终极归宿的境

界性。 
 

关键词：《庄子》；《坛经》；精神实践；汇通 
 
精神实践是精神以自身为对象所展开的活动，是一种追求或诉诸精神自我改造的过

程。[1]37 庄子道学与惠能禅学均为中国哲思精髓所在，且分别以《庄子》与《坛经》为

典籍。本文试图基于精神实践视域，遴取两大典籍的核心范畴，比照性地阐发二者的相

契之处，即诉诸内求、返璞归真、追求精神自由的实践之路。换言之，它们都开显了一

种精神实践的意蕴。系统发掘此意蕴，不仅是在新视域下展现传统智慧的深层内核，而

且对现代人寻觅安身立命之基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为此，我们可从精神实践的五大基本

秉性即自在性、纯粹性、直觉性、超越性与境界性）比照诠释，揭示它们在精神实践阐

述上的相契或汇通。 
一、精神实践的自在性：“自然”与“自性” 

精神实践是以精神自身为对象的，非外在地蕴含于实践主体本身，此即精神实践的

自在性。它提供了精神实践得以展开的形而上学基础。换言之，没有对精神实践主体内

在禀赋的澄明，就无法展开精神的内在超升。对此，《庄子》与《坛经》分别以“自然”

与“自性”范畴给出了描绘。“自然”与“自性”都是宇宙自然万物的本然存在状态或

性质，二者并无根本差异，均是在本然意蕴上的言说。它们不约而同地指明了精神实践

是从主体自身中开辟出通往宇宙万物的本然精神之路，而非外求于任何其他的形式或基

础。 
在《庄子》中，“自然”即自然而然的状态，它不仅是对“道”的存在性状描绘，

而且还常常就是“道”本身。而蕴含于“道”之内的宇宙万物，无不以“自然”为其本

mailto:zhengfa420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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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性，“自然”内在于万物又主宰万物，“参万岁而一成纯。万物尽然，而以是相蕴”
[2]37。精神实践主体也是万物之一物，“自然”无疑也是其根本属性之所在，所以人要

“常因自然而不益生”[2]92，顺应生命自身的“自然”态势。宇宙万物的本然形状是一

致的，都是“自然”，“自然”是一切事物的最高、最后原则。精神实践根基于实践主

体所禀赋的“自然”之性，只有立足于“存在”层次上的“自然”之基才能展现真正的

精神实践。庄子痛彻地指出，世俗芸芸众生为了利益、欲望而迷失了本真的“自然”，

致使精神陷于不自由状态，“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2]21，

这是非常可悲的。庄子“所追求的精神自由，实际乃是由性由心所流出的作用的全般呈

现”[3]342，是基于“自然”而超脱“非自然”的束缚，从而完整地呈现自身的真性情，

并由此获得精神自由。可见，实践主体自身对“自然”的禀赋，体现了精神实践之自在

性、内在性。 
“自性”是惠能阐释其禅学思想的基础或根据。对“自性”的迷悟，是众生与佛的

分界所在。在《行由品》中，惠能就从多个角度展现了“自性”的根本特性：“本自清

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以及“能生万法”[4]134 。“自性”

是内在自足、清净不朽，佛性即自性，“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众生，

自性觉即是佛”[4]178。可见，惠能所描绘的“自性”是澄明、觉悟、圆满、超越的，它

存在于精神实践主体的本心而不是外界。所有的意识现象，也蕴涵在自性当中[5]27，“世

人性本清净，万法从自性生.....诸法在自性中”[4]206。而 “自性”是源自“本心”与“自

心”，“汝今当信佛知见者，只汝自心，更无别佛”[4]219，“自识本心，自见本性”[4]188。

可见，“自性”不仅是众生意识、行为和命运的支配者，又是众生成佛的内在根据[6]48。

这就为精神实践的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形而上学根基。“觉悟自性是众生的理想目标,由此

惠能把成佛定位于众生内在主体世界的开发,排斥任何与人性相分离的异己力量的作

用……是对人的主体性的高扬,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肯定,对人的深层意识的开掘”[6]48。

“自性”也凸显了精神实践的自在性与内在性旨向。 
二、精神实践的纯粹性：“去知”与“无住” 

精神实践的自在性导致其立足实践主体的精神自身而无须外在依赖。换言之，精神

实践还必然是精神的纯粹性，而这需要通过摒斥外在性束缚与制约。为此，庄子的“去

知”与惠能的“无住”再次不约而同地指出了精神实践的这种纯粹性，都旨在破除外在

因素的(“知”或“念”)的执著，“破妄显真”，在个体心性中寻求觉悟的纯粹性，以

期复归自在本性。通过“去知”与“无住”，涤清已经被尘俗所污染的本真，从而为纯

然的精神实践做好预备。 
《庄子》的“去知”是要除去心智巧诈的弊病，主要内涵为“去仁义”及“去机心”。

这无疑体现了精神实践的纯粹性，若不放下对“仁义”与“机心”的执著，就不能“忘

己”、“丧我”，也不可能达到“同于大通”的精神自由。“缮性于俗学，以求复其初；

滑欲于俗思，以求致其明：谓之蔽蒙之民”；“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
[2]252、254 人们在物欲尘俗中迷失了自己的本性，而成为本末倒置之人。为此，庄子还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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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列述了物欲尘俗二十四种对象：“彻志之勃，解心之谬，去德之累，达道之塞。贵、

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

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

胸中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2]397 在这二十四者中，“彻

志之勃”即去除功名利禄，“解心之谬”即去除感知意念，“去德之累”即去除情感情

绪，“达道之塞”即行为智识，层层递进，最终达到一无挂碍、不执一是的虚灵之境，

回复到虚静无为的自然本性。这类似于现象学的“悬置”以达到纯粹先验自我[7]11，由

此而预备了纯然的精神实践的开启。通过“去知”而使得精神超然物外，去除身心杂染

妄念而回归到人本真的自然状态。 
在《坛经》中，惠能则指出：“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相者，于相而

离相；无念者，于念而无念；无住者，人之本性。于世间善恶好丑，乃至冤之与亲，言

语触刺欺争之时，并将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后念，念念

相续不断，名为系缚。于诸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4]188。此

即惠能提出的三无说：无相是不住于相，无念是不执著于念，无住即是不住于一切念上。

三无均是不执著之意，“无”并非是全盘的否定，而是不住于任何相与念、境与心；从

根本上说，无相、无念均是无住之意，都旨在打破一切执著，保持心的无累状态，不住

于外境则不于境上生心，不染诸境则无所执著、无所贪求、无所束缚。[8]223“无住”如

虚空一样含摄一切，“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像，日月星宿，

山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丛林，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须弥诸

山，总在空中。”[4]151-152 惠能“无住”思想在与神秀偈颂的比照中显现更为明确。后者

偈为“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而惠能的偈为“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4]124、p133。两人偈颂差异关键在于：神秀为避免“身”

“心”逐于外物而不知返,故强调要时时拂拭它们，而惠能则就佛之本性或明镜本身来说,
它们都是清净的,更无尘埃可言；换言之，神秀把清净与尘埃完全视作两物,而惠能则认

为清净与尘埃两不可分,清净本性即在尘埃之中[9]17。惠能较神秀更为超脱，“无住”更

为彻底，这就为精神实践的深入推进扫除了外在性的规约。 
三、精神实践的直觉性：“道观”与“顿悟” 

精神实践以精神自我的展开，从而实现对宇宙万物的深刻洞悉。这无疑非通常的思

维方式所能达至。再者，精神实践的纯粹性也使得其不会有赖于作为工具性的“中介”。

因此，纯然的精神实践必然是内在直觉性的，由此达到宇宙万物在精神内的直接澄明。

《庄子》“道观”与《坛经》“顿悟”无疑都体现了精神实践的这种内在直觉性，它们

超越概念范畴、语言逻辑，以主体精神直觉切近万物本体，“回归本来面目”，获得精

神超脱与自由。精神实践主体通过此直觉式的妙悟体验本性，体悟不执著的圆融、逍遥，

从而迈入诗意性的精神自觉。 
《庄子·秋水》论述了三类“观”所获得的不同结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

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2]260。“物观”与“俗观”得出贵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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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是打上了人为烙印，非物自身之“自然”呈现。只有“以道观之”，摒除外在的框

限或干扰，才能达到物我相谐，“自然”得以自由呈现。“以道泛观，而万物之应备”
[2]177，“道观”之下万物无不完备。可见，“道观”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直觉式的“观”，

因为“无论是感性直观还是理性观察都不会得出‘物无贵贱’的结论；只有主体运用直

觉思维直接观照宇宙而得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体验时，方可泯除万

物之别”[8]107-108。此种“观”是排除了一切干扰与妨碍，运用直觉体验而直观宇宙之道，

由此达到道、我、物三者一体状态，消除分立，使精神实践者与宇宙万物同处于“道”

纯然状态；此种“观”是忘掉被知识、语言固化的各种范畴、概念及以规章制度，透过

“心镜”去观望、把握这个宇宙，从而与“道”为一，使宇宙自然本真状态活泼泼呈现
[10]115；此种“观”无疑非通常意义上的“看”，而是精神自觉性的观照，展现了中国哲

学证显本体的方式；此种“观”既包括人多种感知能力的综合与统一，更体现人的心性

和精神力量，是在人与宇宙世界的会通中所实现的本体宇宙论的观察，是一种把事物置

于不同层次和维度的网络系统中进行的本体诠释学的观察[11]42-55。当精神超越形有而全

心持守内心天性，从而融于无限宇宙的虚无之道时，世界的发展就在其终点返归始点：

万物之有在自己内在的本质的大彻大悟后，终于变得通体透明，虚无之有又在精神之光

的照耀下，显露于世。[12]65 
惠能《坛经》中所澄明的“悟”，是透过自身主体，契入自心本性而达到理想境界

的体验过程，悟念之内容，亦不包括客观物质的世界，仅仅是人的自性、本心。“悟”

的发生，与自我对心性的认知又密切相关，最终的明心见性必须体验一种绝对的寂静之

境，此种寂静的体验可达到清净意识，在妄念活动停止后，感悟本性原本清净，从清净

存在本体来观看自身及外界万物，这个片刻即是“见性”“悟道”。惠能启示的精神实

践是摆脱了思维自觉性的开悟方式，从而避免有所求、有所为的困境。“悟”是实现于

一念之间的“顿悟”，不以有所执著或意志活动为前提。“顿悟”是超越了语言逻辑的

整体直观，“但行直心，于一切法勿有执执著”[4]185。“顿悟”是瞬间性的，“前念迷

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若起正真般若观照，一刹

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

“迷闻经累劫，悟则刹那间”[4] 155、164、163、169。正是这种直觉性思维，使得惠能坚持从

“自性”中寻觅佛。一言以蔽之，惠能的“顿悟”是瞬间性的整体直观，是秉持了一种

典型的直觉思维。这种思维“无法以一种普遍之宗教原理加以阐明，而成为一种人己共

喻或理所当然的知识，当然更不是一种哲学属性的‘学问’内容，其究竟是个人自家亲

切的生命体会，仅能透过个体生命之领会加以把握而无以言传”[13]97。“顿悟”是一种

精神实践的决断性超越，是精神的自我突显，是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豁然开朗，是超越

时空、生死，不可言说的精神体验[14]39。只要一念相应就得以呈现顿悟,以进入当下与本

源、瞬间与永恒、个体与整体统一之精神境界[15]77。 
四、精神实践的超越性：“忘”与“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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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实践是精神自我攀爬过程，是精神的自我超越。精神实践的此种超越性，可以

通过精神实践的具体途径得以彰显。《庄子》的“忘”与《坛经》的“禅”具有异曲同

之妙，均立足于对宇宙万物无常变化的洞察、以追求回归纯真本质为旨向。而作为对精

神实践具体路径的描绘范畴，两者都指引着精神实践者摆脱外在束缚，破除人我之分，

“返本归真”，以求超脱。当然，“忘”之目的在于成圣而逍遥于道；而“禅”之终极

目的在于成佛的涅槃寂静。 
在《大宗师》中，庄子借颜回与孔子的对话，指出了从忘仁义、忘礼乐以逐渐摆脱、

超越现实的种种规范从而达到“同于大通”的“坐忘”的修养过程，并针对性地指出了

儒家为当时乱世所鼓吹的崇仁义、行周礼的治国之术于民心拯救无益。庄子主张要外求

无物、内求无我，摆脱形骸与智巧的束缚，即“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

的“坐忘”[2]119。当然，庄子的“离形”并非抛弃自己的形体，乃是消解由生理所诱发

的非“自然”欲望，更是对生死的超然态度，“不知说生，不知恶死”,“不忘其所始，

不求其所终”[2]95。“去知”则是要去除心智巧诈的弊病，去除违背自然本性的“机心”，

因为“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

也”[2]192。由此，通过“离形去知”，从外而内，逐渐剥除并摆脱形躯、巧智的束缚而

使心灵获得净化，从而达到“同于大通”的“坐忘”之境。当然，“坐忘”不仅不受限

于“坐”的外在形式，更在于它当属“诚忘”,即“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

而忘其所不忘”[2]90。可见，庄子的“忘”不是那种绝对意义上的否定一切，而是始终

把绝对的本体和境界当成实存的对象而忘情地加以执著地追求[16]8。“忘”是精神的逐

渐超升，旨在达至自由自在的“忘境”。 
“禅”源自瑜伽的修习冥思、静坐调息之法，后为佛教所吸纳。在《坐禅品》中，

惠能对何谓“坐禅”进行了界说：“何名坐禅？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外于一切善恶境

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4]193。在惠能看来，“坐禅”的“坐”

不在于外在性的姿势、形态，而在于“不起念”境界，内见本性不动即为“禅”。“禅”

的外在形式并不重要,日常生活的行住坐卧中要念念不住,自性自净[17]85。在《顿渐品》中，

惠能即对北宗“住心观静，长坐不卧”的打坐禅法进行了批判，认为这种机械性的禅法

“长坐拘身”于理无益处[4]254。由此，惠能实现了对禅法的革新，主张打破外在性的约

束，凸显“顿悟”与“禅定”。于外，心灵不为诸现象所迷惑；于内，保持心灵宁静不

乱，“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是为禅定”[4]193。换言之，众生原自清净，

接触外相后随着缘境而流转，思虑、妄念不断而散乱，如若当下一切皆妄，心内不乱，

就可于念念之中自见本性清净，如此才是禅的真谛。重点不在于形式上的“坐”，“道

由心悟,岂在坐也？”，而是见性之人，在日常的行坐卧中的“心悟”都是禅的状态。也

就是说，不论是“坐禅”还是“禅定”，都是心性修养、精神实践的途径，重在精神自

身的沉冥，而不受限于外在的机械规范与约束。尽管惠能所追求的是“顿悟”之禅，但

“禅”本身即精神实践超越途径。 
五、精神实践的境界性：“逍遥”与“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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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实践以获得精神自身的绝对自由为最终归宿。对此，庄子与惠能分别给出的精

神实践的归宿，即“逍遥”与“涅槃”的境界。它们在精神实践的终极意蕴上是相通的，

都复归内在精神的虚静、恬淡，达于精神的圆满与超脱之境。而这种精神实践的境界在

理想人格上体现为成仙或成佛，即精神达于至境之人。 
庄子的“逍遥”是在消除人我、物我对立之后，打破万物的界限而与道兼容、浑同、

无碍的境界。最终大通之“道”具有虚静、恬淡、寂漠、无为之特性，止息在此境界中

则拥无为至乐。所以，“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万物不伤”[2]131，

“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2]206。精神游离

俗世，在玄妙之处“逍遥”而“无为”。“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

之虚，食于苟简之田，立于不贷之圃。逍遥，无为也；苟简，易养也；不贷，无出也，

古者谓是采真之游”[2]236-237。至人因其内心恬淡，虚怀澄明，从而达至精神的绝对自由。

“逍遥”是精神的本真存在状态，是一种精神超脱、内在超脱,是精神力量、主观意志的

挥洒[18]82，是精神实践主体心灵状态的自适状态。在《逍遥游》中，庄子以寓言形象地

阐释了精神从不自由到自由、从有限到无限的升华，最后达到“无己”“无功”“无名”
[2]3的逍遥无待之境。“逍遥”不是放浪形骸，而是内在精神的自由。这种自由是超越时

空、绝对永恒的自由，是“归精神乎无始，而甘冥乎无何有之乡”[2]554。 
惠能的“涅槃”，是融合了此岸与彼岸于一心，“安闲恬静，虚融澹泊“，“无动

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4]288、297。“无上大涅槃，圆明常寂

照。凡愚谓之死，外道执为断；诸求二乘人，目以为无作；尽属情所计，六十二见本。

妄立虚假名。何为真实义？惟有过量人，通达无取舍，以知五蕴法，及以蕴中我，外出

众色像，一一音声相，平等如梦幻，不起凡圣见；不作涅槃解，二边三际断。常应诸根

用，而不起用想；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想。劫火烧海底，风鼓山相击，真常寂灭乐，

涅槃相如是”[4]234-235。“无上大涅槃，圆明常寂照”，就是“用般若智体证真如自性，

进而把握整个宇宙实相的解脱境界”[19]31。惠能在此批评了“凡愚”、“外道”等人的

“涅槃”理论都是情识妄计。他认为，对待五蕴世间，做到不取不舍、不起分别心、不

作凡圣之别，截断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意识，达到不受烦恼邪想的影响，获得真常

寂灭的生命解脱，即是涅槃。[19]31“涅槃”成佛并不否定现实人生，而是从现实人生中

超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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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osphere Culture and Its Construction 

 
JIANG Qian 

(Hube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jiangqian200510@sina.com 

 

Noosphere culture is the sum of the value norm, the thought and the  behavior way of the 
world, which is based on human life that basis of the survival of theEarth Noosphere. It is not 
only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wisdom and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but also the product of the continuous growth of human consciousne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Its philosophical basis is organismand naturalism; its core value i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cept. That explor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oosphere Culture  
is helpful to expound counteractive mechanism that the civilization achievement and culture 
process of human activities to  the nature, and then, it is helpful to expound the relationship 
and  evolution process between the human activities and the natural.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helps people to correctly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demicity‖ and 
―globalization‖. At the present time, when people face to a series of problems of global 
natural environment, they are still lack of the overall value oriented norms, and their 
knowledge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is in blindness or semi disordered state; the so-called 
―globalization‖ which is oriented western cultural has exposed many problems, and the value 
of oriental culture is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review and reconfirmation. Human need to 
profoundly introspect related problems by constructing  Noosphere Culture. 

 

KEYWORDS: Noosphere; Cultur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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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圈文化及其建构 

 
蒋谦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jiangqian200510@sina.com 

 

摘要：智慧圈文化是一种基于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智慧圈及其人类整体活动范式转

换而形成的价值规范、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总和体系。它是人类智慧发展、技术进步

的必然结果，也是全球化时代人类反思意识不断增长的产物。它的哲学基础是有机主义

和自然主义的；它的核心价值观是智慧生态文明观。探讨智慧圈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

助于阐明人类活动的文明成果及其文化过程对自然的反作用机制，进而有助于阐明作为

整体的人类活动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及其演变过程。同时，也有助于人们正确处理全球化

时代―地方性‖与―全球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当代，在应对全球性的、来自自然环境方

面的一系列问题，人类尚缺乏整体的价值导向规范，文化的建构基本上处于盲目或半无

序的状态；以西方文化为导向的所谓―全球化‖暴露出诸多问题，而东方文化的价值还正

处在进一步梳理和重新确认的过程中。人类需要通过智慧圈文化的建构对相关的问题进

行深刻的反思。 

 

关键词：智慧圈；文化；建构 

 

自维尔纳茨基、德日进提出“智慧圈”（Noosphere）概念和思想以来，有关智慧

圈的研究并没有像它的提出者所期望的那样，获得深入而系统的研究，甚至在一个相当

长的时期里陷入沉寂状态。倒是詹姆斯·洛夫劳克的盖娅假说逐渐受到人们的重新关注。

然而，看似智慧圈思想的自然延伸的盖娅假说，本质上并不属于智慧圈思想的范畴，而

毋宁说它是与智慧圈思想截然相反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传统的智慧圈思想以

及盖娅假说更多的是自然科学的产物；原本涉及到人类实践活动及其文化成果的思想和

假说，却没有或很少触及人类实践活动及其文化成果的意蕴，因而它仅仅只是一种静态

的有关智慧圈层的刻画，或者说是一种“死的”智慧圈，而不是“活的”智慧圈！因此，

补足智慧圈思想和研究中“文化”意蕴，建构一种容纳社会、历史和文化内涵的“智慧

圈文化”（Noosphere Culture），则是进一步开展智慧圈理论研究的当务之急。很显然，

智慧圈文化不同于已经有了的“生态系统文化”，也不同于具有全球性因素的“全球文

化”；它着眼于人类智慧的历史生成，强调自然与文化的有机整体性；在突出文化生成

的自然性限制因素的同时，注重人类实践活动的创造性以及新文化的建构性。当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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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智慧圈文化”概念和建构设想，并非易事。它涉及到研究对象的“本体转换”，涉

及到研究方法的多学科交叉与移植，更涉及到对当代政治经济、历史文化问题的研讨与

评判。例如，它要触及文化建构过程中的“地方性”与“全球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以

西方文化为导向的所谓“全球化”问题，东方文化的价值重建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解

决有时候比揭示人类智慧圈的自然属性、基本要素等更难。在此本人仅起抛砖引玉之作

用。目的在于通过智慧圈文化的建构而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 

一、没有“文化”的地球有机体和智慧圈 

关于将地球设想为巨大的有机体的哲学猜测很早就有了。但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地

球有机体思想或假说则是二十世纪自然科学研究的产物。然而，地球有机体思想以及在

它之前产生的智慧圈思想，却是一种没有“文化”的思想。 

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和有机地球化学研究者在生

物圈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智慧圈”概念和思想。按照“生物圈”思想的提出者、地球

有机化学创始人 B·И·维尔纳茨基的观点，在整个生物圈中的“活物质”不仅包括动

物和植物，它们周围液体的、固体的和气体的环境物质，也包括整个人类。他说：“在

整个进一步的叙述中，我将把人类包括到其余的活物质中，并以动物、植物与文明人类

不可分割的联系把活物质的地球化学功看是统一整体的功。”①而人类有着自己的大脑，

能够产生主观意识，能够把自身从原来浑然一体的自然界中“抽取”出来，并把自然界

对象化，作为客观现实和物质本质纳入人的意识范围和实践活动中，这就使得人类作为

一个物种在生物链条中处于顶端的位置，使人类成为生物圈中的一支重要的“介入”力

量。因此，维尔纳茨基把人类活动看作是地质史上与剥蚀作用、造山作用和风化作用一

样的地质力量。1942 年，维尔纳茨基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关于智慧圈的几句话》，进一

步阐述智慧圈的学说。他认为，“智慧圈是生物圈演化的许多阶段中的最新阶段”，“智

慧圈是地球新的地质现象，在这里，人首次成为巨大的地质力量。”②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法国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哲学家德日进（Pierre  Teillhard  
de  Chardin，1881～1955）在他的《人的现象》一书中，按进化理论将整个世界看作是

一个进化过程，且这个进化过程被分为“生命前”、“生命”、“思想”、“超生命”

等若干个阶段。当这样一个进化过程达到一个他所说的“欧米伽点”的时刻，一个“会

思考的层”也就出现了。他说：“我们既然承认并划分出进化史上的一个新的时代——

智力发生时代，我们就不能不相应地在地球各个壳体那宏大的联合体中划分出与这一过

程相称的支点，即又一个薄层。最早的反射意识火星周围开始燃起火光。燃烧点扩大了。

火蔓延得越来越远。最后火焰笼罩了整个行星。只有一种解释，只有一个名称能表达这

一伟大的现象：智力圈。”③至此，智慧圈思想比较系统地得到了阐述与表达。 

                                                      
① [苏]B·И·维尔纳茨基：《活物质》，余谋昌译，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版，第 50 页。 
② [苏]B·И·维尔纳茨基：《活物质》，余谋昌译，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版，第 416 页。 
③ 德日进：《人的现象》，范一译，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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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说，作为智慧圈思想的提出者已经注意到地球上人类的活动及其文化的

力量(尤其是德日进还特别分析了宗教的、科技的伟大作用)，何以说他们关于智慧圈的

思想是没有“文化”的呢？的确如此。不过在这里，我们所指出的其思想没有“文化”

的意思，主要是指其思想的提出基本上是依赖于自然科学，包括地质学、有机地球化学、

古生物学、地理学等，而在其后来的发展中，没有或较少涉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所

使用的方法主要是自然科学的客观化的观察和实证方法。就科学共同体来说，地质科学、

地球科学、有机化学的科学家与人文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仍处在隔离的研究状态之中。

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没有或很少从人类主体的角度考虑文化的建构以及意义的生成。例

如，没有或较少从人类文明史或人类文化的角度考察智慧圈的形成与发展，而将智慧圈

这样一个须臾不能离开人类的意义建构和文化创造的主体或主-客统一体，仅仅作了对

象化的、静止的考察和研究。这正是我强调其缺乏“文化”的基本含义。 

这一点在“盖娅”假说上有集中的体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大气化学家詹姆

斯·洛夫劳克（Lovelock.J.E）提出了一个富有革命性的所谓“盖娅”（Gaia）假说。他

认为地球是一个具大的生命有机体。在这个生命体中，所有的生物不只是被动地适应环

境，而是主动地创造适合生命生存的外部环境。换言之，地球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地

球是“活”的！按理说，这一革命性的假说对于那些相信存在着统一的智慧或思想“圈

层”的人来说，他们完全有理由将智慧圈思想和盖娅假说统一起来，并认为地球有机体

及其生物圈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一个以人的智慧活动为主体的“智慧圈”也就出现了；

智慧圈的出现增强了地球的“自我意识”，使过去在生物圈层面的机体调节变为在人的

意识下的更为自主的调节。这样，地球不仅是一个生命有机体，而且也是一个智慧的有

机体。正是基于这一奇特思想的推定，英国心理学家彼得·拉塞尔在 1982 年出版的《觉

醒的地球》一书中，给出了完整的、令人兴奋的描述。作者依据德日进等人的智慧圈思

想、印度现代著名哲学家奥罗宾多·高士（Aurobindo  Ghose，1872—1950）的“超心

思”、詹姆斯·罗夫洛克的“盖娅”假说以及 J·G·米勒的“生命系统”理论认为，

在进化的链条上，似乎存在一个阈值，即 10 的 10 次乘方。例如 1011 个神经细胞便产生

了人脑的意识。而地球人口的增长，当达到 1010 这个数目时，将产生地球的内省意识。 

然而，洛夫劳克的“盖娅”假说根本不属于智慧圈思想的范畴！洛夫劳克甚至完全

否认“盖娅”与人类活动的关系！①因为很清楚，按照洛夫劳克的观点，“在盖娅自我

调节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仍然是微生物”，即使在人类及其大规模的活动出现的情况

下，也是如此。虽然“人类对盖娅来说当然是最关键的演化，但是我们人类在盖娅生命

中出现得很晚，以至于把我们对盖娅的追寻开始于讨论在盖娅内部的我们人类特有的关

系似乎是不合适的”。而且，从盖娅的层面上来看待人类的行为，也像其它物种一样，

似乎都是“无意识”的。人类及其活动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是非常微弱的；人们不能

                                                      
① 参见[英]詹姆斯·拉伍洛克：《盖娅：地球生命的新视野》，肖显静、范祥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1、第 133、第 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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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高估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破坏。“污染这一概念是以人为

中心的，它对于讨论盖娅甚至是毫不相关的”。如此看来，洛夫劳克是否定人类活动及

其由以构成的智慧圈的存在的，他的理论的核心是由微生物在地球的“关键区域”所发

挥的关键的作用。据此，一些学者尖锐地指出，洛夫劳克的“盖娅”假说以生物圈的自

我调节为基础的，是一种单纯的生态中心主义理论。其后果实际上是为人类提供了推卸

责任的借口。 

正是由于洛夫劳克的“盖娅”假说只是自然科学某一领域的一项研究成果，忽视了

社会领域人类活动的影响（或将其影响范围限制在很小的范围以内），并且排斥了人类

历史文化的过程及其作用，其适用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在一定的意义上，它不能充当智

慧圈思想的自然科学基础（尤其就智慧圈的文化意义而言）。推而广之，洛夫劳克的研

究范式实际上是智慧圈理论提出者所共同拥有的。①即在传统研究中，“文化”并没有

介入生态系统、地球有机体和智慧圈的理解当中。在一些人看来，文化是自然而然地体

现于生态系统和智慧圈之中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文化因素的介入是对自然生态系统

的背离。正如英国人类学家、环境学家凯·米尔顿所指出的：“当我们严格地使用生态

系统模式时，我们不会去考虑文化。因为文化是人与环境关系系统中不可观察的成分，

而生态系统模式只考虑现象，并假定这种现象可以看作是或多或少可观察的。”②但实

际上，要想对人类活动达到地球有机体和智慧圈程度的理解与说明，除非从文化的概念

性词汇入手，否则很难对其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与说明。因为，文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在智慧圈的生成和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是理解智慧圈的一个重要“维

度”（dimension）。事实上，当我们跳出传统的、作为自然科学的智慧圈理论框架时，

我们会发现，对人类智慧圈的认识是离不开人类文明和文化的；毋宁说，人类文明和文

化正是人类智慧圈最现实的载体和表征。 

二、生态系统意义上的社会—文化有机体 

要认识“文化的”智慧圈，必然要了解作为智慧圈文化的组成部分的局部的、区域

性文化系统，并且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文化作为人与自然的媒介的层面上，来理解

它们。有意思的是，早期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形成了社会—文化有机体理论，这对于

我们认识智慧圈文化是非常有帮助的。 

                                                      
① 在维尔纳茨基时代，有机地球化学的产生是其智慧圈思想产生的重要理论基础。因为人们认识到，太阳辐身能的

捕获主要是通过碳循环实现的，即通过“二氧化碳→有机碳→碳酸盐‖循环途径来完成。生物光合作用将大气 CO2
不定期还原为有机碳，从而将太阳辐射能转化为化学能。这种转换的化学能又以各种方式在生物圈内部转移，形成

系统内能流，除了维持生物圈系统的运作而消耗能量外，剩余的能量以两种形式储存于岩石圈中，即有机碳（约占

90%）和硫化物（或其它形式的还原性金属化合物，约占 10%）。对生物圈中碳循环的研究可以说基本上是活的有

机体和它们的物理与化学环境之间的全球范围的相互作用的研究。这种研究表明，生命世界已经深远地改变了原始

的无生命世界，逐渐地改变着大气、海洋以及地面上和海洋下的表层固体地壳的组成。见[美]G·E·赫钦逊等：《生

物圈》，华北农业大学植物生理研究组译，科学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54、107 页。 
② [英]凯·米尔顿：《环境决定论与文化理论》，袁同凯、周建新译，民族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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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随着生物进化思想的逐步形成，一些社会学家、哲学家形成了富于启发

性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例如，德国人文地理学家拉采尔在他的《政治地理学》一书

中把国家比作有机体，认为“国家是属于土地的有机体”。①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孔

德、涂尔干以及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斯宾塞等就有关于有机体与社会结构进行类比的

思想。其中，斯宾塞对这种思想进行了系统化的整理，提出了著名的“社会有机体”说。

在这里，斯宾塞等早期思想家他们的主要贡献并不在于他们在有机体或个人与社会之间

寻找到多少可类比的或相似的地方，而在于他们把“有机的”、“组织的”、“复杂的”

这样一类与机械自然观相对立的思想范畴引入了社会学②，并且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过

去被看作是超自然的、非实体性（非结构一功能性）的社会关系实体。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社会有机体”思想，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出发，把以社会

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各种要素相互作用而构成的总体，看作是社会有机体构成。 

在更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方面，人类学家也非常青睐有机体思想，进而形成了“文化

有机体说”。在西方，文化有机体思想可追溯到近代意大利思想家维科（1668-1744）
那里。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德国历史学家、哲学家斯宾格勒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

历史世界看作是生命世界。他具体将生物学中的形态学方法用于历史文化现象的研究当

中；把不同类型当中的各个文化现象、文化要素看作是相互关联的整体结构，从而提出

“世界历史的形态学”（morphology of world history）概念。他说得很明确：“生物学

用器官的‘同源’（homology）概念来指谓形态学上的对等，以与关涉着功能对等的‘类

比’（analogy）概念相区别。这一重要的、且在结果上最富成效的概念，是歌德首先提

出来的（他须由定概念发现了人的上腭的颚间骨），而由欧文（Owen）运用到严格的

科学形态中；我们也要把这一概念运用到我们的历史方法中。”③鉴于人类文化形态中

有一些相似或相近的文明体，④它们相互之间又组成超大型文明体或文化板块，一些文

化人类学家如博厄斯、罗维、克虏伯、威斯勒等人提出了“文化区”（Culture area）概

念和理论，另一些人类学家如弗洛贝尼乌斯、格雷布内尔（F.Graebner）等人则提出“文

化圈”（Culture  Circles）概念和理论。 

举例来说，古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希伯来文明、叙利亚文明、希

腊—罗马文明等因其相互之间的某种连续性和相似性而可以构成所谓“环地中海文明”。

而自旧石器以来的中国文明与美洲大陆的玛雅文明间的某种连续性和相似性，也可以在

它们之间构造所谓“亚—美式萨满教意识形态”（theide ological content of Asian- American 
Shamanism），⑤或所谓“亚美文化连续体”。①同样地，在更大的程度上，我们还可以

                                                      
① [美]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地理学思想史》，李旭旦译，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版，第 213 页。 
② [英]杰西·洛佩兹、约翰·斯科特：《社会结构》，允春喜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7 页。 
③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吴琼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109 页。 
④ 此处参照阮炜的观点。之所以使用“文明体”一词，是因为每一种文明及其形态都是特定的历史文化共同体（大

型的人类集团）在特定的空间和地理环境下创造和形成的，因而除了具有精神性以外还具有自然性和实体性，并且

表现为个体性或单元性。见阮炜：《地缘文明》，上海三联书店 2006 年版。 
⑤ 参见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三联书店 2010 年版，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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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大陆的两端区分出两个超大型的科学文明板块：西方文明板块和东方文明板块。例

如，在环地中海文明的基础上再加入近代以来的欧洲文明、北美洲文明、南非文明、澳

大利亚文明、新西兰文明等，就可以构造出所谓“西方文明板块”；而以东亚文明（尤

其是中国文明）为核心再加上印度文明、玛雅文明、中亚文明等，就可以构造出所谓“东

方文明板块”。②正如美国学者何炳棣所说：“中国的文明是与两河流域文明一样有原

始性的（Pristine），而在原始性上可以宣称有同等的优越性。它不能再当做旧大陆几个

‘边缘性的’文明之一而加以对待了。就像两河流域很合适地被称为西方的摇篮一样，

华北的黄土地区也当称为东方的摇篮。实际上，在这两个原始文明当中，不妨把中国文

明认为更值得注意。这是由于它独一无二的长命，它日后内容的丰富，以及它在人类三

分之一之众所居住的东亚的优势的影响力。”③在这些研究者的眼中，不论是文化区，

还是文化圈，它们都应当被看做是有机的整体。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文化有机体论者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考虑社会文化问题

时，是将其同自然或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道理很明显，人类的活

动或文化的创造都是在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下进行的，都离不开特定的生存和生活空

间；不同的文明成果和文化创造，都是特定地理—自然环境下的人群与他们所处的地理

—自然状况进行相互作用的产物。不仅作为社会有机体的“肌肉”和“骨骼”离不开自

然地理环境和外部的物质条件，而且文化区域的界定、文化圈层的产生也都与一定的自

然地理环境相关。而对于人类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家来说，理由则更为充分。在他们看

来，由于地表系统或地理环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与来自太阳的光幅射能构成一种相

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因而由自然地理系统所构成的分异性规律也必须或多或

少地体现在人类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之中；在考虑由人的活动所构成的圈层的性质与作

用时，应当顾及地理环境的要求与结构，顾及地理空间的分异性质，有区别地对特定的

人类活动（特别是区域性的活动）。④例如，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以及由这种差异

所产生的诸生态因素，如气候、温度、湿度、土壤、地质地貌、水资源供给等方面的差

异，不同环境下的人类活动方式也就有所不同。特别是在人类活动的早期，人类与自然

界发生直接的交往关系，自然界本身的状态不仅影响人们相互之间所结成社会关系，如

狩猎的社会组织形式不同于以种植为主的社会组织形式。所以，美国人文地理学家

H·J·德伯里（Harm J.de Blij）说：“一种文化显示出一个地区的特征。”⑤虽然人们

不能简单地从一种地理—自然环境中推论出一种文明或文化特质，但特定的地理—自然

环境的确在塑造一种文明性格、培育一种文明模式方面，具有十分关键性的作用。在一

                                                                                                                                                                      
① 王纪潮认为，作为一种宇宙观和思维方式，亚美文化连续体以宇宙的整体性、连续性为特征，尽管这种文明体具

有萨满教的巫术性质。参见王纪潮：《亚美文化连续体背景下的科学——“李约瑟问题”的人类学观察》，载江晓

原主编：《多元文化中的科学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57～372 页。 
② 通常人们讲到的东、西方文明是指旧大陆两端的诸文明，而这些文明大都集中在东半球范围内。实际上，西半球

的北美洲文明、加勒比海文明、南美洲文明（包括玛雅文明、印加文明安第斯文明）等文明分别以不同的性质和特

征分别被列入西方文明或东方文明之中。这表明，东西方文明的划分并不局限在严格的地理空间范围之中。 
③ 转引自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三联书店 2010 年版，第 1～2 页。 
④ 陈传康：《地球表层与天地生综合研究》，载《地理环境研究》1989 第 2 期。 
⑤ H·J·德伯黑：《人文地理》，王民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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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正是地缘—自然环境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文明的命运或历史—

现时表现，影响了该文明的精神品质或属于该文明的人的文化‘认同’，或者说，地缘

—自然因素塑造了一个文明本身”。① 

当然，一种文明成果或一种文化体系一旦形成，它就将反过来作用于外部的自然—

地理环境，成为一种具有生态效应的生态文化。正如“文化区理论”的提出者、人类学

家克拉克·威斯勒所指出的，人实际上是一种“反思性”生物，人类的固有本性中存在

着人类文化的普遍的、决定性的因素。虽然“环境在文化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似乎就是决

定什么内容不能成为人类经验的组成部分，但是在这些经验中，它使之成为可能的内容

包括了范围很广泛的有待人们去发现的那些关系（事实上范围之广几乎无所不包），如

果人与时间的条件都具备的话，其中有许多很可能会进入未来的文化”。②这就是说，

人类的经验有很强的伸缩性，借助于反思活动，它能够超越物质条件的限制，并且以自

身的成果反作用于自然物质环境。例如技术的发明创造就是如此。很明显，在更大的地

理空间范围内，人类的活动是以“文化区域”或“文化圈”的方式进行的。而文化区域

或文化圈的内涵是综合的，即它从宏观系统出发，将自然环境、人类活动、文化资源、

社会组织与结构、思维方式等，都纳入到整体视野中来。它既是基于“天—人关系”的

系统，也是基于“认知—地理—社会（文化）”三者关系的系统。这就与单纯的地理环

境决定论有所不同。即这种科学文明板块不再把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因素看作是孤立

的、决定性的东西，而同时强调文化、人类实践方式等的积极作用，并把自然环境和地

理条件的影响看作是其与文化、人类实践方式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下面的例子中，我想

说明特定文化的生态效应是如何发生的。 

相比较而言，早期东方农业文明大都形成了比较系统而朴素的有机自然观。普遍强

调生命的重要意义，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如印度佛教的信奉者眼里，个人生命在

其深处是与宇宙生成合为一体的。所谓“依正不二”指的就是生命主体和它的环境的两

者的高度统一。佛教还十分尊崇生命，强调不杀生。在佛教看来，世间一切生命都是同

等价值的。又如，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天人合一”是个核心的命题。在这里，天

道与人道、自然界与人类是紧密相连的。《周易》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

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乾卦》）汉代思想家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天人之

际，合而为一”、“天人同类”、“天人感应”等思想。从生态哲学的角度看，东方的

有机论自然观往往把地球看作是与人一样的活的有机体，看作是养育万物众生的“母

亲”，自然界是女性化的。正如美国环境哲学家、科学史家卡洛琳·麦茜特（Caroly 
Merchant）所指出的：“不仅自然在概括的意义上可视为女性，而且地球或地界也可普

遍地视为一位养育者母亲，一位有生命的、有感觉的、面对人类行为作出反应的母亲。”

                                                      
① 阮炜：《地缘文明》，上海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2 页。 
② [美]克拉克威斯勒：《人与文化》，钱岗南、傅志强译，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293 页。 



The 10th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Biocosmology 

59 

①正是这种关于地球作为女性或母亲的思想的引导，人在对待自然的时候，不是以一种

施虐者和剥夺者的形象出现的，而是以一种与地球“母亲”和谐共处的道德者的面目出

现的。人类的行为充满着“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道德约束。如农业文明

中很少有对自然的有目的性的“开采”和“挖掘”，而更多的是自然经济，所利用的也

更多的是可再生能源（如水能、风能、动物能，包括人力），很显然，这种文化和作业

方式深刻地影响着自然环境的变化，人类不仅通过畜牧和养殖改变着周围的生物物种，

而且也通过区域性的文明影响着生态系统和生物圈。总的来看，整个农业社会（包括中

世纪），人类活动圈是缓慢地进化着，人与自然基本上处在和谐的状态之中。 

当然，整个早期农业文明并非十全十美的。由于有机自然观关于自然界的图景总体

上是朴素的和直观的，人类对周围世界的认识也是浅肤和模糊的，生产力也十分低下，

因此，人类往往不能把握生态系统的各个要素，不能驾驶生态演化的客观规律，不仅在

自然灾害面前无能为力，而且在改变自然生态环境的过程中，许多行为本身也是盲目的，

其造成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

及别的地方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

成为荒芜不毛之地。”②有资料表明，历史上森林覆盖达到 76 亿公顷，占陆地面积 60%，

而目前只有 18 亿公顷森林了。其中，我国黄土高原，原来是优美的森林和草原地带，

由于过度开发已变成千沟万壑的荒原，每年从黄河流失 15 亿吨表土（这里，农业社会

中东方国家对森林的破坏是巨大的；相反，欧洲许多地方的森林覆盖率要高得多）。而

我们知道，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按固定太阳能的量计算，森林生

态系统平均每年固定太阳能的量为 18.450（千卡/米 2·年），草原生态系统仅为 5.400
（千卡/米 2·年）。同时，它又是地球陆地生态系统吸收二氧化碳和制氧的“联合工厂”。
③换句话说，农业文明因其不能充分把握生态规律，也因其生产力低下，对自然也造成

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关于这一点，人类学家凯·米尔顿（Kay Milton）尖锐地指出，所

谓非工业社会或不发达工业社会具有“原始的生态智慧”（primitive wisdom）的看法不

过是一种“神话”。对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破坏性行为同样也出现在这些社会当中。至少，

这些社会中出现的有益于生态平衡的做法并不完全是他们的文化和理解世界的初衷。④

他认为，真正的生态智慧不应当是纯自然状态下的，它应当来源于人类文化与环境相互

产生作用的理解与提炼；一味着强调“回归自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这样，

农业文明必然为新的文明所替代，这个新的文明即近代西方文明。 

从十七世纪开始，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在西方兴起，人类进入了工业文明时期。这

个时期的西方人眼里，包括地球在内的自然界不再是与人浑然一体的“母亲”，而是与

作为主体的人相对立的客体，是一架可以任意拆卸和组装的“机器”。在科学技术和实

                                                      
① [英]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4 页。 
②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于光远等译编，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05 页。 
③ 佘谋昌：《惩罚的醒悟》，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年 5 月版，第 60 页。 
④ [英]凯·米尔顿：《环境决定论与文化理论》，袁同凯、周建新译，民族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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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手段的作用下，自然界的内部结构和运动规律被人们所掌握和运用，人类征服和驾驶

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地球生物圈在人类活动的干预下发

生了深刻的变化，表现为生物圈进化加速，其可控性和目的性更强。从生态演化的角度

来看，西方文明在近代的形成，也不是一开始就对环境起了负面的影响的。恰恰相反，

工业文明极大地解决了农业文明所没有解决的诸多问题。虽然工业文明时期，农业为增

产增收，大量使用化肥、除草剂、农药等对生态自然系统造成一定的破坏，但总体上来

说，农业的“工业化”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形成许多农业生产集中带，有效地提

高了农作物的产量。而生态农业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没有破坏自然环境，反而在更高的层

次上保护了自然生态系统。而所有这些在农业文明时期是根本做不到的。① 

同样地，在西方文明发展的后期，它的缺陷和不足也暴露了出来。从自然观来说：

“随着‘科学革命’的推进和自然观的机械化与理性化，地球作为养育者母亲的隐喻逐

渐消失，而自然作为无序的第二个形象唤起了一个重要的现代观念，驾驶自然（Power 
over nature）的观念。②两种新的观念，即机械论、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成了现代世界

的核心观念。”③[68]自然界在成为被人类“驾驭”和“征服”的对象的同时，也被当作

了可以任意蹂躏和开采的场所。在资本主义最鼎盛的时期，各种自然物都成了市场的“资

源”，并且被迅速地市场化和商品化。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

用，每一个个体或小集团在利润最大化的诱使下，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采和占有以及

奢侈消费往往是盲目的，表现为滥用稀缺而宝贵的资源、误用技术、糟蹋环境以及错误

的管理而造成的大量公害。这种情形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没有被遏止。在许多人的思想中，

增长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发展，即当代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林所说的“发展主义”仍

占居主流，而“发展主义是以西方为中心的理性化造成的结果，即我们发达社会的文化

和所有文化一样，除了包含着真理和深厚的美德（例如使我们看清自己文化的缺陷与不

足的自我批判理性）以外，也包含着主观武断的思想、无根据的神话（其中包括关于进

步的天意神话）、莫大的错觉（例如认为自己已达到理性之巅，它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

和是唯一掌握理性者的错觉，和可怕的盲目（其中包括散乱、割裂、简单化和机械主义

的思想），只不过它们所表现的方式不同罢了。”④确实，当代西方文化特别是其中的

科学技术所造成的某些“生态灾难”已经相当骇人听闻。及至今日，它们的某些负面效

应携手于已经固化了的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家对利润的赤裸裸的不断追逐下，在资本

主义社会打着“发展”、“进步”的旗号实则兜售自己的私利的情况下，所谓的“科学

技术”已经成为当今整个社会资源匮乏、生态危机、道德论丧的“共谋”。诚如当代西

方马克思主义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无节制的经济扩张和贪婪的

对利润的追逐造成其与有效环境之间激烈冲突。因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是反生态的。

                                                      
① 王星、孙慧民、田克勤：《人类文化的空间组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 156 页。 
② 事实上，古代农业社会也存在对自然的“驾驭”或“控制”。例如，养殖和园艺者的目的就是控制自然以 便从自

然界中获取他们所需要的物资。 
③ [英]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 页。 
④[法]埃德加·莫林、安娜·布里吉特·凯恩：《地球，祖国》，马胜利译，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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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因此，改变近代以来西方科学确立的根深蒂固的机械论价值观和方法论，确立一种新

的有机的世界（不论是在隐喻的意义上，还是在实际的操作上）形象，并运用生态学的

理念和方法，看来是尤为紧迫的事情。 

以上不难看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自然的、生态的属性。一方面，一种文化的产生

必然受限于或“受孕”于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另一方面，文化一旦形成也将反作用于

“哺育”它的自然地理环境。于是按照生态文化学家的观点我们可以这样来对“文化”

加以概括：文化是人类群体以环境为依据，学会如何组织其自身行为和思想的一种方式。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就是一种“适应体系”。又由于文化是人类与环境互动的媒

介，文化就成为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一面，因而体现出一种生态作用机制。不过，在传

统的视野范围内，我们更多的是依赖于我们对周围世界的理解而强调社会—文化有机体

的性质、地位与作用的。这原本没有什么错，只是当我们的视野拓宽到整个地球圈层时，

原有的文化范式将会面临整体性的转换。  

三、“智慧圈文化”与“全球文化”的异同 

这种转换的结果就是“智慧圈文化”。显然智慧圈文化不只是量的扩张，即由局部

的、区域性的文化延伸到圈层文化方面，还包括质的方面，即圈层文化不只是各个区域

文化的叠加，而是具有了新的突现的性质，所谓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为了说明这一点，

我们在这里将比较“智慧圈文化”与“全球文化”（global culture）的异同，因为两者

在全球性的意义上是相当的。 

我们首先来看全球文化。按照全球化（globalization）论者的观点，我们已经处在了

一个“复杂的联结”(complex connectivity)的全球化时代。②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有其政治

的、经济的、文化的原因。对于早期的历史学家来说，“历史进程的世界化”、“世界

体系”等是与“全球化”大致对等的范畴和概念。特别是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资本主

义的世界体制，通过其跨国公司，无情地把所有的社会合并在了自己的范围以内。商品

和服务的流通与“趋同性”，不断消解着地区和社会之间的差异。与此同时，通讯技术

和媒介的迅猛发展，使我们眼前的世界缩小为“地球村”。例如，进入 21 世纪的头十

年里，一种在互联网技术和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媒体技术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成的新媒体

形态——“全媒体”（omnimedia；也称“新媒体”）初具规模。它是一种基于网络和

数字技术、融各种媒介手段（移动互联网、电脑、数字电视、无线通信网、手机等）为

一体、立体地和全方位地表达传播内容的新的媒体形态。可以看出，信息技术和通讯技

术的迅猛发展，确实使得世界的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了。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全球化处于现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实践（cultural 
practice）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物质性的交换使得物质所负载的价值和意义传播到世

                                                      
①参见[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耿建新、宋兴天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年版。 
② [美]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郭英剑译，南北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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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地；人们的体验和观念不再局促于某一特定场所或特定区域；“时空的压缩”使得

全球意识开始增长。这些便是“全球文化”形成的基础和条件。换句话说，全球文化在

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意识的强化”；把握一种全球意识的本质和意

义，就成了全球化文化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与传统文化理解相比，全球文

化的概念不再是与地方性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概念，反而使得“非地方化”（delocalization）
的观念和行为滋生起来。或者说，全球文化的意义恰恰在于消解这种传统的理解。如果

说还有什么“个体”、“地方性”的概念，那就是所谓的“世界是一个单一的地方”概

念。因此可以说，全球文化喻示着世界在历史上首次变成一个具有单一的社会与文化背

景的世界，人们开始有相同或相近的文化体验、文化认同和文化实践。 

从实践的角度看，全球文化的建构是一种“抽取”的过程。用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话

来说，是一种“植出”（disembedding）过程。即在相互影响的地方性语境及其在跨越

了模糊的时空段的重构中，将社会关系提取出来。如同货币，将人们从复杂的经济关系

中“抽取”出来一样。然后，它形成一种抽象的、普遍化的一般网络或“抽象体制”（abstract 
system）。其中，传媒和通讯体制似乎是植出体制的明显例子。例如，电视将人们的体

验从地方语境中提取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确立全球文化的过程中，追求普遍性似

乎是一种必然。虽然这种普遍的范畴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普遍的”（universal）理

解了。与之相联系，是文化建构的所谓“单程性”。即由于全球性因素的不断增长，以

及全球性与地方性纽带关系的增强，其本身所具有的地方性和差异性已经开始发生了质

的变化，即它已经是全球性范围内的地方性，是统一性范导下的差异性。或者说，全球

文化必然会导致一种“趋同”或“趋近”的现象，必然会造成全球文化与地方文化之间

的紧张关系，造成一种所谓“单程性”现象。这时要强调所谓“全球治理”。 

总的来看，全球文化与智慧圈文化有许多相近之处。例如，它们都是“全球性”的

（智慧圈文化也是通过调整地方性文化的理解和行为，获得一种圈层意义上的意义重

构，或者是从圈层意义上对地方性文化进行新的说明）；它们都关注历史和文化，都涉

及到人们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它们都有一个“抽取”的过程，涉及到一个

薄薄的、可分离的“壳层”（在全球文化那里，是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衍生出的“信息

层”）等。但是全球文化并不等于智慧圈文化，因为两者有重大的区别。 

从思想的来源来说，智慧圈文化是对人类日益增长的对地球表层的活动影响而引发

的。人们注意到，自工业革命开始以后，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功能的影响则发生了质的

飞跃。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人类对地底下埋藏了几亿年才形成的煤、油、气等矿物燃

料的大规模使用；而大量矿物燃料的使用无疑改变了地球原有的碳循环模式。所带来的

后果之一就是地球大气层中 CO2 浓度为 285PPM，处于第四纪晚期间冰期间自然可变性

范围之内；1850—945 年的近万年时间，CO2浓度上升了 25PPM；自 1950 年至 1980 年

代，则上升为 380PPM。有趣的是，大气中 CO2 的浓度增加与人类所消耗的矿物燃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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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比例，①以致人们认可以单位依据大气 CO2 浓度作唯一的、简单的指标来追溯人类世

的进程。由于大气中 CO2 浓度的不断增加，全球“温室效应”越来越明显。资料显示，

20 世纪以来的全球变暖速度为 0.6°C/ha，超出了以往数千年的自然气候变化程度。其

原因中单纯考虑太阳和火山活动等自然因素不再具有说服力；必须考虑人类活动排放到

大气的温室气体因素。在所能预计到的人类活动所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情况下，几乎

所有的模式都预测 2010—2030 年的全球温度将再上升 0.64—0.70°C。这些都充分说明

人类已经能够且正在全球尺度上影响地球气候环境的演变。②对此，有学者称人类正在

进行大规模的“地球物理试验”，“人类现在正在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空前绝后的地球物

理实验。今后几个世纪内，我们将把亿万年来储藏在沉积岩内的富集有机碳送回大气和

海洋。这一试验若获得充足的证据，它可能使人广泛了解决定天气和气候的种种过程。”
④为此，人们开始强调“人类代”（the anthropozoic era）观点的价值。在世纪之交的2000
年，美国学者 P.J.Crutzen 和 E.F.Stoermer 两人明确提出“人类世”（anthropocene）概

念。他们认为，人类世是继更新世和全新世之后的另一个新的地质时代。它起始于 18
世纪后半叶的工业革命，表明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地球自然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③所有这些名称和概念虽然在细节上有所不同，有的还有待于进一步确证，④但它们都肯

定了人类活动在星球尺度上对地球自然界的影响。 

与之不同，全球文化的兴起主要是基于政治与经济因素的考量。如前所述，主要是

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世界性扩张，以及对所谓“现代性”的诉求，再加上信息和通

讯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日益紧密的“联结”。因此，对于那些热衷于“全球化”的人来

说，全球化就意味着“西方化”（Westernization），或者被看作是体现了资本主义的制

度、文化和技术的所谓“现代性”（Modernity）的延续。在他们那里，现代性被给予西

方文化以一种不应有的“特权”。而“全球文化意味着一种单一文化的崛起，拥抱着地

球上所有的人，而且替代了迄今繁荣兴旺的、各种不同的文化体制”。⑤即所有的民族

文化、地区文化将“合并”到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体制当中。这样，所谓的全球

文化实际上充满着意识形态的意味。虽然对全球化的这种过分自负的心理并未完全反映

全球化时代的全部事实，但它确实表征了某种强势的状态。 

再从所关注的重点问题来说，智慧圈文化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所要建构

的目标是智慧性生态文明。在智慧圈文化论者看来，如果有什么现象能被称为是“全球

的”，那么“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现象应当是最合适的。这就是所谓“全球人

类环境”（a global human environment）。“自然性”（整体性）是智慧圈文化的核心

                                                      
① 陈之荣：《人类圈·智慧圈·人类世》，载《第四世纪研究》，2006 年第 5 期。 
② 叶笃正等：《简论人类圈在地球系统中的作用》，载《大气科学》，2009 年第 3 期。 
④ 李琦、吴少岩：《数字地球——人类认识地球的第三次飞跃》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48 页。 
③ 参见 Will Steffen etal：《人类世：人类将压倒大自然的威力吗？》 
④ 国内学者则提出“人类圈”概念。认为人类圈可作为地球表层的一个独立圈层，是以人为自然实体。并且，人类

圈与地南其它圈层构成强相互作用关系。陈之荣：《人类圈·智慧圈·人类世》，载《第四世纪研究》，2006 年第

5 期。 
⑤ [美]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郭英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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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所谓“地球第一”（Earth First）的口号意味着坚决反对将环境仅仅看作是供人类

的一种资源的观点和做法。用凯·米尔顿的话来说，文化理论能够为理解环境问题作出

贡献的讨论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文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人类

学对环境话语的贡献有赖于环境问题在本质上被看作是文化的”。①基于这种认识，一

种文化是否是合理的、是否是有价值的，全在于它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并且是在

圈层的意义上）是否是合理的或有价值的。这样，并不一定像传统所认为的那样，只要

是局部的、区域的文化就必然生成合理的因素，或构成生态性的智慧。在这里，民族国

家文化的阴影也不能遮蔽一切。民族国家文化的建构不应以损害智慧圈文化为前提；也

并不是那些占主导地位的、强势的文化就一定符合生态智慧的文化。鉴于环境恶化被看

作是现代性的一种常规性的后果，鉴于以经济膨胀为核心的全球经济体系难以为继，智

慧圈文化正在削减西方文化的地位，这也意味着西方文化将不再是主导文化（至于现代

性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阐明全球联结状况的工具与说明，那是另外一回事），现代性并

不具有根本意义上的普遍性。就此而论，全球文化不仅不能代替智慧圈文化，而且在智

慧圈面前其自身的不足被暴露无遗。 

第三，智慧圈文化具有鲜明的主体性。智慧圈提供了本体论范畴之间关系的一种转

型。也就说，过去空洞的全球性、整体性说明，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圈层性”所填充。

曾经分离的地方性与全球性重新获得时空的联结；吉登斯意义上的“时间的空洞”、(the 
empting of time)“空洞的空间”（emptying space）不复存在（因为现代性使空间强行脱

离地点，使时间脱离具体的过程）。例如，地表的物质性连同全球化的商品及其交换使

智慧圈文化自身获得实体性的支撑。那种在传统哲学的语境中人们在不断地寻找的“无

身之根”，现在有了新的立足点。用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埃德加·莫林（Edgar Morin）
等人的话来说，这个“主体”就是所谓“地球人”。他们说：“在这种意义上，重新扎

根于地球，这本身便成为一种目标。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要确立我们地球人的目标就

必须了解和承认我们的宇宙的‘此在’（dasein）、我们的地球人特性、我们的人类条

件以及全球的铁器时期。”②不过在这里，“地球人”并不表明人类一定要优于地球上

的其它物种；“人类中心主义”被加以限定。它更多地表明的是，“地球”并不是一个

物理星球和生物圈及人类的简单相加。地球是物理、生物、人类诸方面的复杂总体。生

命是地球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产物，人类则是地球生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产物。③ 

最后，从自然哲学的立场上看，智慧圈文化是以有机的、自然主义的哲学为基础的。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前苏联学者巴兰金在《时间·地球·大脑》一书中从地质科学、

有机地球化学、古生物学以及神经科学的角度强调了类似的观点，即进化朝着向上的形

态发展；生物进化虽然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但它不应被看成是偶然性的产物，它似乎

是遵循着某种发展规律。近些年来，上述观点被冠之以“广义进化论”的名称被进一步
                                                      
① [英]凯·米尔顿：《环境决定论与文化理论》，袁同凯、周建新译，民族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9 页。 
② [法]埃德加·莫林、安娜·布里吉特·凯恩：《地球，祖国》，马胜利译，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106 页。 
③ [法]埃德加·莫林、安娜·布里吉特·凯恩：《地球，祖国》，马胜利译，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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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研究。例如，在美国学者理查德·柯伦撰写的《地球信息增长》一书中，作者运用进

化论、控制论、信息论、古生物学等为我们描述了地球通过信息“扩增”而呈现的进化

过程。所谓“扩增”（escalarion），意为增长、上升。它表明系统信息的增长，组织结

构的扩张和组织层次的突现、跃升等。①在洛夫劳克的假说中，盖娅系统不同于生物圈

理论和生态学中所描述的“生态系统”，它被看作是单个的有机体，是一个超级的有机

体。 

此外，智慧圈文化与传统的生态文化的区别在于，它不再仅仅把环境的、自然的因

素看成是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限制因素，而是看成一种原生的、创造性的力量。环境的、

自然的因素是“文化核心”的成分，两者呈现直接的关联。它既能有效说明特殊的、区

域的文化模式的起源和发展问题，也能说明不同区域文化的发展与整合问题。最后，环

境决定论导致“理性宿命论”（rationality of fatalism）。即在个体的、区域的文化建构

过程中出现的任意性，在生物圈和智慧圈的层面上看，都是必然地受限制的。 

四、智慧圈文化的建构与思考 

虽然智慧圈早在地质年代就有了，智慧圈思想也已形成，但我要说的是，智慧圈文

化的建构却是在一种不自觉或不完全自觉的状态下进行的；智慧圈文化的建构仍处于无

目的的、无序状态之中。因此强调智慧圈文化的建构实乃必须和紧迫之事。我认为，智

慧圈文化的建构应当着眼于一下几个方面： 

第一，充分发挥文化的建构功能。文化是一种存在方式、生存式样。它的真正作用

在于通过实践的方式对“意义”所作的建构。虽然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人造物”，

但它一旦形成，它又会作为“环境”的一部分影响着人的实践性活动。这样，在人（主

体）、自然（客体）之间不仅有着“直接”的相互作用，而且通过“文化”这个中介，

人与自然之间也发生间接的相互作用。这样，在人类一代一代的实践活动中，通过继续

不断的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活动，创造出一个“选择性”的世界和价值世界。即人类世

界不可能只是一个单纯的自在之物，它也是建构之物。同理，智慧圈文化也是反思的结

晶，是建构的产物。一方面，智慧圈文化的产生有赖于地球有机体和智慧圈这一内在属

性和规律事实性认知；另一方面，由于智慧圈包含着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类自身在内，

因而它的建构有赖于人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其中就包括对于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规

律的认知及其意义建构。具体来说，建构智慧圈文化的首要任务在于将智慧圈思想与人

类文明和文化的发展历史连接起来，将其同人们的实践活动联系起来。文化的建构并非

割断历史，而是在历史时空中进行的实践性活动。它离不开特定的民族和区域文化的基

础，它的“记忆”总是同某种民族认同、地方性的文化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在操作方式

上，文化建构包括选择性的文化活动、全球话语与文化分析（global discourse and cultural 
analysis）、话语的生成以及由话语生成所形成的交流网络模式。同时还要看到，日常文

                                                      
① [美]理查德·柯伦：《地球信息增长：历史与未来》，庄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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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实践中最本质的东西，恰恰是从身边的文化开始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作为人类一

员，我们都是要被具体化和被有形定位的，在这个最基本的物质意义上，文化与定位、

与具身的关联永远都不能完全被分割开来。① 

第二，形成一种全球性的思维框架。智慧圈文化不仅仅揭示区域文化之间早就存在

的相互影响关系，而且蕴含着出先前文化所没有揭示的、具有突现性质的复杂关系。要

理解这种复杂关系，必须形成一种全球性的思维框架。而德国著名哲学家舍勒所说的“全

球性经验”，为人们的体验提供了全新的感受和理解，并相应地形成“全球意识”，以

及一种全球统一的知识概念框架。例如，哲学家胡克地球自我调节的“认知体制”理论，
②就是就是一种基于全球框架思维进行探索的有益结果。其次要处理好全球性与地方性

的关系。虽然与“全球性”相对应的“地方性”像自然地理分异性和地理区域性的那样，

还依然存在，但与这个复杂的联结相联系的是“世界的一体性”以及它的显著增强。当

然，这种增强并不是单程性的和均质化的；它可以在局部的、较小范围内整合、齐一化

相近和相类似的多样性的文化，但在更大的范围和区间里，这种质的差异却依然保持，

并且在全球性范围内更加突显自身文化的异质性。准确地说，这种异质性最突地就表现

在东西方两大文化圈层之间。它们两者共同构成了全球性过程中全球性与地方性关系的

基本骨架。也许非中心的（decentred）文化正在被“轴心的”文化所取代。从这个立场

出发，在当前，“思考全球文化的方式之一，可能就是要去强调历史性地恢复这些非西

方的文化传统的必要性。”③最后，在他者与自我的关系方面，智慧圈文化的联结引出

了全球—现代生活的“内省性”(refiexivity)的概念。个体的行为通过内省性与社会世

界的大的结构—制度性特征密切联系。一方为个人的地方性的行为的复合，另一方是最

高层次的全球性的结构和进程。 

第三，确立生态有机体观。日本人类学家、历史学习家梅棹忠夫早在 20 世纪 50 年

代就倡导一种“生态的文明史观”。他说：“所谓历史，从生态学的观点看，就是人与

土地之间发生的相互使用的结果。换言之，即主体环境系统的自我运动的结果。决定这

种运动的形式的各种主要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自然因素。”④这种新的生态文明观必然

要突破传统的单向度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向度而将地球有机体、智慧圈纳入自身的

视野范围之中。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成为科学发展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也即科学技术

的发展及其效应的判断与确定将不再以作为“类”或物种的人为唯一的标准和价值尺度

（尺管人在其中占有绝对的制高点，但她必须是以“生态人”的面貌出现的）。换言之，

新的范式必然要从系统观和整体观出发，从相互联系的角度看待周围世界；它把这个世

界看作是一个生命系统，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人及其所创造的文明不过是这个巨系统

中组成部分。用卡普拉的话来说：“正在浮现的新范例可以用多种方式来描述。可以称

                                                      
① [美]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郭英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16 页。 
② C·A·胡克：《自然主义实在论:纲要和研究纲领》，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 年第 2 期。 
③ [美]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郭英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29 页。 
④ [日]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态史观》，王子今译，上海三联书店 1988 年版，第 1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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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种全局的世界观，把世界看作一个整体，而不是相互分离的局部的集合。也可以

称它是一种生态学的世界观，我倾向于这一命名。我在此采用‘生态学’这一名词，是

在比一般应用中要广泛得多和深刻得多的意义上。”①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凯·米尔顿

将“环境决定论”（Environmentalism）当作一种文化视角的做法。在他看来，环境决

定论强调了人及其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对这种相互关系的认识本身就是一种

独特的文化（因为传统的“生态系统”本身并不能产生这种文化）。因此，从这种文化

出发，我们就可以确定哪些文化是恰当的，哪些文化是不恰当的。按照这种观点，至少

当代科学技术在许多方面已经是不恰当的了，因为它是反生态的，它没有或很少考虑环

境的因素。 

第四，强调不同文化的和谐与互补。未来的文化建构范式是一种“兼容”范式，一

种“杂交”(hybrid)范式。似乎所有的文化都成了“边缘”（border）文化。在当代，资

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和“西方的没落”，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共识；世界文明开始缓慢地出

现了一股东方“复归”的潮流。即试图以东方的有机思想和东方的宗教、伦理来“拯救”

西方的没落。人们似乎能够隐约地看到另一列发自东方的火车向我们缓缓驶来；甚至能

够设想在那列向我们开来的火车上可能看到的良辰美景。也就是说，人们越来越多地看

到西方文化呈现的负面形象及其破坏性作用，而更加倾心于东方的神秘主义和有机整体

观。以中国古代的有机宇宙论和道家“生态智慧”思想为例。许多学者指出了传统“天

人合一”、“天人感应”思想在重构生态自然观方面的积极作用。而在一种全球性的经

验当中，“如果无论西方人还是亚洲人，都能轻而易举地、有所选择地进行这些——属

于每一方所坚持的有关意识的对立态度的——有意识的插入活动和排除活动，以至于双

方都会因此而学习和实践对方那新的、‘与自己的态度不同的’态度，那么，在人类精

神中沉睡的所有各种认识方面的可能性，就有可能得到彻底的开发利用：无论就形而上

学方面的态度而言，还是就实证科学方面的态度而言，情况就是如此”。② 我们当然要

强调差异或多样性，但不能为了强调“差异”而强调“差异”；差异并不是文化建构的

必然结果（因为文化与差异是偶然而非必然的联系，文化的职责主要在于意义的构成而

不在于差异的简单的维护）。所以，文化实践的目的包括了普遍意义的生成。 

 

                                                      
① [美]F·卡普拉：《物理学之道》，朱润生译，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313 页。 
② [德]马克斯·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艾彦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 年版，第 1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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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in the Treatment of Tuberculosis:  

Aspects of Naturalism and Biocosmology 

 
Anatoly V. KARPOV, Petro GUDZ 

(Novgorod State University after Yaroslav-the-Wise) 
petrogudz@gmail.com;petrogudz@gmail.com 

 

Naturalism lies at the root of both modern medicine and modern science. Hippocrates (Father 
of medicine) developed a naturalistic account of diseases that dominated Western medicine 
until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Hippocratic humoral theory substantiates the essential 
significance of the four internal humors: blood, phlegm, yellow bile and black bile. Due to 
Hippocrates, health depends on having these humors in correct proportions to each othe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which is as ancient as the Hippocratics – is also a 
balance theory (herein, Yin and Yang act instead of the four humors), and, thus – a kind of 
Naturalism. Moreover, the Chinese approach is clearly Bipolar – Yin and Yang are the two 
opposite but complementary cosmological forces that constitute the entire universe. 

Modern medicine (and mechanistic – allopathic – approach to the treatment of diseases) 
began only since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1860s Pasteur and others developed the germ 
theory of disease (although, bacteria had been observed in the 1670s). Bacteria quickly were 
found to be responsible for main human infectious diseases, including tuberculosis (TB). At 
present, allopathic chemotherapy is the leading means of TB-treatment. At the same time, we 
need not underestimate the significance of naturalist approaches.  

However, Aristotle (Father of science) – who had experienced the direct influence of the 
Hippocratic ideas (inasmuch as he had the medical background) – Aristotle distinguished 
science from other kinds of knowledge on the grounds that it gave a causal explanation for 
observable experience, and, that its foundations, claims and conceptual constructions are 
systematic (logically substantiated and coherent). By these Aristotelian criteria, including the 
system of Qi (and other ancient and modern naturalist approaches) – are fairly scientific, 
providing the causal foundation for specific scientific activity. 

In our Biocosmological (neo-Aristotelian) approach, we would lik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ow-intensity laser radiation (LILR) with the use of a magnetic field for 
laser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TB. Up to date, TB is a significant health problem all 
over the world, including Russia. At present, the pressing issue is the problem of 
drug-resistant TB. Therefore, the active use of naturalist methods and development of 
integralist approaches certainly has the special impor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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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presentation, we characterize the situation with TB and its treatment in Russia and 
the Novgorodian region. We are going to lay the accent on our experience of applying the 
low-intensity laser radiation (LILR) in the Novgorodian phthisiatric hospitals. In conclusion, 
we argue that the must counteract barriers to the acceptance of complementary medical 
practices; and that the reasonable Integralist approaches (including LILR), based on the true 
understanding of Naturalism (the evident laws of Nature) and Biocosmological Triadology – 
could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contemporary health practices and help modern clinicians to 
individualize the treatment (including TB treatment).  

 

KEYWORDS: naturalism, Hippocrates, Aristotle, tuberculosis, LILR (low-intensity laser 
ra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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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结核的历史和前景：自然主义和宇宙生命学的形势 

 
Anatoly V. KARPOV, Petro GUDZ 

(诺夫哥罗德国立大学) 
petrogudz@gmail.com;petrogudz@gmail.com 

自然主义是现代医学和现代科学的根本。希波克拉底（医学之父）提出了了自然主

义的疾病报告，它在 19 世纪前一直主宰着西方医学界。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学说证实了 4
种体液的本质意义：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正是由于希波克拉底的学说，健康

取决于体液在人体内拥有正确的比例。和希波克拉底一样古老的传统中医也主张平衡学

说（在这里，阴和阳代替了四种体液），因此也是一种自然主义。此外，中国的方法显

然是双极性的——阴和阳是对立的，但这种互补的宇宙力量构成了整个宇宙。 

现代医学（机械——对抗的方法治疗疾病）仅仅起始于 19 世纪。19 世纪 60 年代，

巴斯德和其他人提出了病菌引起疾病的理论（虽然，细菌在 17 世纪 70 年代已经被发现

了）。细菌很快就被发现是引起人类感染性疾病的真凶，包括肺结核（TB）。目前，对

抗化疗是治疗结核病的主要手段。与此同时，我们无需低估自然主义主义观点。 

然而，深受希波克拉底思想（因为他有医学背景）直接影响的亚里士多德（科学之

父）将科学与其他的知识区分开来的理由是，科学为可以观测到的经验提供因果解释，

而且科学基础、理论和概念结构系统性的（在逻辑上具有可证实性、连贯性）。根据亚

里士多德的这些标准，包括气的这套体系（以及其他古代和现代的自然主义方法）在内

的中医是相当科学的，它为特定的科学活动提供了因果依据。 

在我们新亚里士多德的方法中，我们通常会注重对低强度激光辐射的应用与肺结核

患者激光治疗使用。迄今为止，肺结核对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很

重要的健康问题。目前，最紧迫的问题是耐药结核的问题。因此，积极利用自然主义方

法以及发展整合方法无疑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在报告中，我们描述了肺结核和它在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地区的现状。我们准备把重

点放在我们对于低强度激光辐射在俄罗斯肺结核医院的应用的经验上。总之，我们认为

必须消除在接受补充的医疗实践中的障碍，并且基于对于自然主义（自然的显著规律）

和宇宙生命学的正确理解的合理方法（包括低强度激光辐射）对于现代健康实践和现代

医生进行个性化治疗（包括肺结核治疗）会有显著的帮助。 

关键词：自然主义；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低强度激光辐射 

（靳达 译） 

mailto:petrogudz@gmail.com;petrogudz@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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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cosmological Perspectiv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sian Naturalism 

 

Konstantin S. KHROUTSKI 
(Novgorod State University after Yaroslav-the-Wise;  

Academician of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knstntnkh@gmail.com 

 

Currently, ―naturalism‖ has many meanings and a modern scholar can easily become 

confused. Indeed, one may think about various aspects: materialist, physicalist, empiricist, of 
the religious naturalism, Hindu systems of knowledge, Confucian (or Taoist, or Buddhist) 
naturalism, ethical naturalism, the philosophy of A.N. Whitehead, of naturalist styles in 
literature, visual arts, theatre, etc. 

In the Biocosmological Association (BCA) we consider that the naturalist approach 
essentially appeals to the laws of Nature (Cosmos). Substantially, however, we have accepted 
(in the BCA) the Triadologic approach, due to which the contemporary rational knowledge 
(modern science and philosophy) is considered to be constituted of the Three Types of 
Rationality: Two polar types, associated with Plato‘s and Aristotle‘s supersystems of 

knowledge; and the intermediate – in-between – Integralist knowledge. In this approach, 
contemporary scholarly naturalism (since the origination of rational philosophical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Ancient Greece) – is originated by the emergence of Aristotle‘s great 

rational comprehensive (super)system of knowledge (cosmology) that is both the prominent 
historical event (cultural asset of the due historical time) and the atemporal Type of rationality 
(for realizing scholarly endeavors, at any cultural epoch). 

Essentially, Aristotle‘s (contemporary) naturalism has a deep interconnection with Asian 

naturalism. The latter, still, is not a strictly defined concept, and, thus, the definition of ―Asian 

naturalism‖ can become the task of the 10ISBC. It is significant that both types of naturalism 
(Aristotelian and Asian) consider any subject of consciousness (man, human society, 
civilization, etc.) and its/her/his purposeful (telic) activities as the subject who is placed and 
acts from within Organic whole (i.e., is organically integrated into the surrounding world), 
and who (as the integrant of the natural organic whole) is the subject to the laws of Nature 
(Cosmos). 

Indeed, modern science started with Aristotle‘s Physics (study of nature, in Greek – 
υύσις phúsis) – Organicist phusislogy (teleological physics). The aim of the contemporary 
Biocosmological approach is to actualize the potentials of Asian naturalism in the area of 
scientific activity. Substantiating and developing the contemporary (neo)Aristotelian scient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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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cism (teleological naturalism) – that is based on the cosmological principle of 
Hylomorphism and Four-causal aetiology (with the leading role of intrinsic teleodriven causes) 
– Biocosmology presents the clear perspective of appropriate scholarly endeavors, and, thus, 
of contemporary update and globalization of Asian naturalism potentials. 

In the light of Biocosmological Triadology, Aristotle‘s teleological naturalism 

(Naturalist scientific Organicism) is the autonomic (one of the Three) Type of rationality, i.e. 
which is essentially active and efficient in all spheres of philosophy and science (all its 
sections), and which any and all are reduced to one the same fundamentals of aetiology, 
gnoseology, methodology, anthropology, as well as the principles of socioculturology, global 
and evolutionary studies. These fundamentals (Biocosmist or OrganonCosmist foundational 
principles) are: the Four-causal aetiology (with the leading functioning of inherent teleodriven 
causes); Integral gnoseology (wherein scholarly intuition has the central place, before and 
after the empirical evidence, and which forms the eventual, logically consistent,  conceptual 
constructions); Functionalist telic methodology; bio-socio-Cosmist anthropology and 
socioculturology; and the universalizing Bio-metaphysics and Bio-physics (Bio-sciences – of 
all classes – natural, human and social, formal, applied) which recognize the Naturalist 
(Organicist) principles of Heterogeneity, Hierarchical order and Changeability of the real 
world (with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Dynamicity, Cyclicity, Bipolarity and Triadicity). In 
general, the Biocosmological (neo-Aristotelian) approach perceives the natural world as it 
really is (but not as it is currently ―required to be‖ by the conventions of modern 

scientists)–essentially Organicist (Biocosmist): Heterogeneous, Hierarchic and immanently 
Changeable, including its natural Bipolarity and (Dynamic Cyclic) Triadicity, and the natural 
change in domination of the polar cycles of Potentiality and Actuality (dynamis and energeia, 
but which are integrated y the functioning of entelecheia). 

In this perspective, it is important to use the scientific evidence from various spheres of 
research study: physicist, biological, sociocultural. In the latter relation, Pitirim Sorokin‘s 

dynamic cyclic theory is of primary significance. Biocosmological Triadologic approach 
generally considers Asian cosmologies (of naturalist essence) as the forms of Integralist 
knowledge (which are complementary with the Integral T_SCSS – Type of SocioCultural 
SuperSystem, in terms of P.Sorokin‘s theory). Essentially, Integralism is situated in-between 
other two autonomic T_SCSS, which are polar to each other, i.e., relating to the contemporary 
rational knowledge – in-between Aristotle‘s teleological (Functionalist) Naturalism and 

Plato‘s Idealist (mathematical) Dualism. Regarding the modern scholarly endeavors, this is 

in-between the two poles: of the dominating Positivism (with its mathematical-physicalist 
essence); and, which still is out of due concern and use – of the Aristotelian teleological 
naturalism (viewed by Biocosmologists as the comprehensive and all-in-one supersystem and 
Type of knowledge, i.e. which is reduced to its own autonomic, essentially Biocosmist 
(teleological) naturalist 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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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ime is ripe to use Asian naturalism as the autonomic holistic potency of knowledge 
that is essentially Integralist and which is actual at present. Thereby, applying the 
Biocosmological Triadologic approach and attracting the main potentials of Asian naturalism 
(inherent in the powerful Eastern cosmologies of Taoism, Confucianism, Hinduism, 
Buddhism) – we aim at positive results in substantiating genuine (effective) Integralist 
methodologies, and, on this basis – turning to the appropriate rational use of the colossal 
resources of modern scientific (objective) data and high technologies (taken as tools, and not 
as the ends in themselves). In general, the urgent endeavor is to introduce and substantiate a 
new global – Naturalist –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cholarly, first of all) development, placing 
it on the agenda of present (and for future) actual issues, and aiming ultimately at the 
realization of safe and prosperous cultural world evolution.  

KEYWORDS: Biocosmology, Triadology, Aristotle‘s teleological naturalism, Asian 

naturalism, Integ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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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自然主义发展的有机宇宙论观点 
 

Konstantin S. KHROUTSKI 
（诺夫哥罗德国立大学; 国际科学院院士） 

knstntnkh@gmail.com 
 

目前，“自然主义”有许多含义，以至于现代学者很容易变得困惑。确实，学者可

以思考关于自然主义的很多方面：唯物主义、物理主义、经验主义、宗教自然主义、印

度教的系统知识；儒家（道教或佛教）自然主义、伦理自然主义；A.N.怀特黑德的哲学；

自然主义风格的文学、视觉艺术、剧院等。 

在宇宙有机论协会（BCA）中，我们认为自然主义者的方法是从本质上寻求自然（宇

宙）的规律。然而事实上，我们已经接受了在 BCA 中的三元论，由于当代的理性认识

（现代科学和哲学）被认为是构成了三种类型的理性：两极性，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的超系统理论联系起来；以及媒介—中间性—整体主义。在这种方法中，当代的自然主

义（因为古希腊是理性哲学和科学知识的起源地）源自于亚里士多德的伟大的理性综合

知识系统（宇宙）理论的出现，这不仅仅是著名历史事件（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遗产），

也是永久的理性类型（为了在任何文化时代都能实现学术成就）。 

本质上，当代亚里士多德自然主义与亚洲自然主义有很深的关联。后者并不是一个

严格的定义概念，正因为如此，定义”亚洲自然主义“就可以成为 10ISBC 的任务。重

要的是，这两种类型的自然主义（亚里士多德自然主义和亚洲自然主义）与任何关于意

识的主题（人、人类社会、文明等）都相关，这种有目的活动的主题就是人们是如何被

放置在这个有机体中和如何在这个有机的整体中活动（也就是在世界中作为有机的整

体），以及究竟是谁（作为自然的有机整体的要素）服从于自然（宇宙）法则。 

的确，现代科学始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在希腊关于自然的研究—υύσις phusis）

——有机物理学（目的论物理学）。当代有机宇宙论方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亚洲自然主

义领域关于潜能的科学研究活动。充实和发展当代（新）亚里士多德科学有机主义（目

的论自然主义）——基于形式质料说的宇宙原理和四因说（在内在目的因的引导下)—
—有机宇宙论提出了明确的关于适当的学术努力的观点，并且因此，当代亚洲自然主义

有着不断更新和全球化的潜力。 

根据有机宇宙三元论，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自然主义（自然科学的有机主义）是自

主型（三种类型之一）的理性，即在哲学和科学的各个领域（所有的部分）都是本质活

跃的和有效的，以及任何减少到一个相同的关于原因论、知识论、方法论、人类学、社

会文化学的原则、以及全球发展研究的基础。这些基本面（有机宇宙论者或有机宇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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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则）是：四因说（在内在目的因的引导下），整体知识论（在学术直观的中心位

置，之前和之后的实证证据，形成最终的、逻辑上一致的概念结构）；实用主义的目的

方法论；有机—社会—宇宙论人类学和社会文化论；普遍化的有机—形而上学以及有机

—物理学（生物科技—所有等级的—自然、人与社会、有条理的、应用，这也确认了自

然主义者（有机论者）的多相的原则，等级秩序和可变性的现实世界（与动态性的、周

期性的、两级性的和三级性的基本原则相联系）。一般来说，有机宇宙论（新亚里斯多

德）方法按照自然世界本来的样子去理解它（但是并不是按照它目前现代科学家常规的”

被需要的“的方法）—本质有机论者（有机宇宙论者）：多相的，分层的和相对可变的，

包括其自然两级性和（动态循环）三元论，以及在两级可能性周期控制的自然变化上和

现实性上（潜能和事实，但是由于内在目的性的作用而相互协调）。 

从这个观点看，重要的是使用来自不同领域的研究的科学证据：物理学、生物学、

社会文化学。在后者的关系中，彼蒂里姆•索罗金的动态循环理论具有主要意义。有机

宇宙三元方法论通常被认为是亚洲宇宙论（具有自然主义本质），组成了整体主义思维

方式（就索罗金的理论而言，这是与完整的社会文化超系统类型相补充的）。从本质上

讲，整体主义位于其他两个自主的社会文化超系统类型之间，即与同时期的理性认识相

联系——位于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的（功能主义）自然主义和柏拉图的唯心（数学）主

义二元论之间。关于现代学术努力，这中间是两极：主导的实证主义（与数学—物理学

本质)；而且，这仍然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和使用——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自然主义（有

机宇宙论者提出知识的综合一体化的超系统知识类型，即是减少自己的自主性，基本上

识有机宇宙（目的论）自然主义原则）。 

使用亚洲自然主义作为自主整体功能知识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是目前实际的本质上

的整体主义思维方式。因此，应用有机宇宙三元方法论和吸引亚洲自然主义的主要潜力

（内在于强大的东方道教、儒学、印度教、佛教宇宙论中)——我们的目标在于积极的、

真实的、有效的整体主义思维方式的结果，以及在此基础上——转向合理的理性使用，

使用现代科学（客观）数据的巨大的资源和高技术（作为工具,而不是目的本身）。一般

来说，紧迫的努力是为了介绍和证明一个新的全球—自然主义视角的文化（首先是学术）

发展，把它放在现在实际问题的议程中（为了未来的），和最终目标于实现安全的、繁

荣的文化的世界进步。 

 

关键词：有机宇宙三元伦；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自然主义；亚洲自然主义；整体论 

（阙玉叶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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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Without Direction? 

 

LI Jian-hui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Philosophy） 

 
As we learn and explore the evolution, we generally get the idea that the evolution of life is 
from simple to complex, from single to multiple, from a low level to advanced evolution. 
Thus,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progress toward progress seems to be self-evident. 
However, in today's academia, some biologists and philosophers, such as George. Williams，
Stephen Jay Gould, et al have different ideas. In their view, Darwin himself opposed 
evolution as a process of progress, and in his writings, he opposed to the use of low and 
advanced terms to explain evolution. The idea of progress is a human-centered thinking, 
which is subjective; or from the fact that the evolution of biological evolution is not 
predictable, biological evolution has no so-called progress. With the work of Gould et al. 
translated into China, many scholars have accepted Gould's ideas. The opposition to evolution 
is the same as progress, even thought that the "evolution" translated into ―进化‖ is a mistake, 

advocated ―evolvement‖ instead of evolution. This study considers that Darwin did not deny 

evolution is progress. The fact that the biological evolution may sometimes become vestigial, 
but the overall trend of evolution is in progress. So the progressive view of the opposition is 
not es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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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没有方向吗？ 

 
李建会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北京 100875） 
 

在我们学习和探讨进化论时，我们一般都会得到这样的观念：生物的进化是从简单

到复杂，从单一到多样，从低级到高级不断演化发展的过程。因此，进化就是朝向进步

的观念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在当今学术界，一些生物学家和哲学家，像威廉姆斯、

古尔德等人，对这样的观念提出了挑战。他们或者认为，达尔文本人反对把进化看作是

进步的过程，在他的著作中，多次反对用低级和高级这样的术语说明进化，认为进步的

观念是一个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是主观的；或者从生物进化的事实说明，生物进化事

件具有偶发性和不可预测性，生物进化无所谓进步。随着古尔德等人的著作被翻译到中

国，国内相当多的学者接受了古尔德的思想，反对进化等同于进步，甚至认为，把

“evolution”翻译为“进化”本身就是错误，主张用“演化”代替进化。本研究认为，

达尔文并没有否定进化是进步，生物进化的事实说明，进化虽然有时可能会退化，但总

的趋势上，进化是向着进步的方向前进的。反对进化的进步性的观点是不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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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arx’s Theor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LI Shang 

(School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nature has long been an important problem
 which drew a lot of attention. Currently, with the rampancy of the capital and the ra
pidly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contradiction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nature has b
e risen to an prominent position. Marx systematically discussed his theory of the relati
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nature in German ideology and Manuscript of Econo
mics and Philosophy in 1844. In Marx‘s theory, nature is an inorganic body of human
 being which is unified with human‘s practice. However, in capitalism society, dissimil

ation has dissimilated the harmony relationship. This  is an undeniable fact which has
 been testified by environmental reality and ecological practice. Marx believes that co
mmunism and a way of existence that follows aesthetic law could be the solution of t
he problems mentioned above. Nevertheless, facing to the quickly changed social realit
y, we can not solve the heating problem of environment by the design of regime. Th
us, post-modern thinkers add critique of modernity in Marx‘s theory and emphasize th

at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education should be a new tract of solving the problem. So,
 this research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its develop in curre
nt society. I believe it has strong necessity and important significance. 

 
KEYWORDS: Marx; Human Being and Nature; Organic Marxism; Organic philosophy.

  

 

1.Human and Nature Are Unified 

（1）Human and Nature Are Unified Essentially 

Marx first elaborates his theor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n his 
Manuscipt of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in 1844. In his opinion, the nature is produced 
before human being, human being is born in the nature. "Nature, which is not human's organic 
body, is the inorganic body of human. People depend on nature That is to say, nature is the 
body of human that maintains his existence . It also contains the interaction of human and 
nature.‖① Marx views the organic body of human as the sublimation of inorganic body. This 
process is gradually completed in the interaction of man and nature,which is also an organic 
                                                      
① Marx,Manuscipt of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in 1844[M].People Press.2010.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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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that human and nature coexist in ecological community. Among them, the nature as 
human's inorganic body is the material basis of human's reproduction. On the other hand, 
human being develop and perfect themselves in the process mentioned above. From a 
metaphysical point of view, the nature is a process of organic connection in essence, human 
and nature all occupy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and a square of space, whether it is human 
history or natural history is a four-dimensional manifold.① Because the abstract nature is 
nothing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practice, the history of the evolution from 
Australopithecus to Homo sapiens is a process started from scratch, developing into junior 
and senior stage gradually. Additionally, with the growth of human capacity and ever 
increasing productivity, small settlement in early centuries of human being has developed into 
a large society with innumerous villages,cities and metropolises in it. However, human's 
achievements are not by the results of the natural evolution of human beings itself. Their life, 
culture, technology and art are adept imitation from the phenomenon of nature or other 
species. Ancient Greek philosopher Democritus also said: "human learned weaving from 
spider, studied singing from swan and the Nightingale, emulated building house from swallow, 
we are the students of other species,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fact.‖② 

Therefore, in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myriad kinds of plants and animals, human beings 
formed their own body shape, thinking mode and cultural direction, which is a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 differing from other animals.This is what Marx said that as the inorganic body, 
nature has a generative effect on human being. In other words, through practical activities 
with other animals and plants, it formed a harmonious ecosystem and ecological relationship. 
Marx believes that with no nature, no emotional world, workers can not create anything.It is 
the material which worker use to achieve their own labor. In the nature, workers work out 
their own product. ③As a result, human beings have constructed a historical connection with 
the production of consumption goods, and the nature appears to be added the meaning of the 
human practice.In Marx's theory, the basis of the unity and contradict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s practice.But human and nature are not directly the same. The existence of human is 
so different from animal that it is the intrinsic power of human being with an aim of human 
itself. Since the nature is a flawed existence, it cannot be recommended to people by 
itself.Human'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can only depend on the productive 
practice.Theref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n Marx's theory is unified and 
harmonious. Human and nature share the same breath. They have a common destiny which is 
included in a developing community.Besides,only for the commonwealth of human and 
nature, can we create a harmonious ecological system and environment by human practice. 

（2）Human and Humanized Nature Are Unified Since Human Was Born  

Marx develops the the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n his other 
important book "German Ideology". and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① Whitehead.The Concept of Nature[M].Yilin Press.2011,P72 
② Philip Wheelwright.The Presocratics[M],Odyssey Press,1966,P184 
③ Marx,Manuscipt of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in 1844[M].People Press.2010.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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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practical theory.He take the human's 
emerge as the boundary, human practice as the standard, divide the nature into unrestraint 
nature and humanized nature.Marx thinks that humanized nature is occupying an absolute 
position currently in the world, "the perceptual world around us is not a consistent thing 
existing since dawn, but a production of industrial and social condition, a production of 
history and a result of generations of industrial activities."①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he 
does not deny that unrestraint nature exist, because the nature prior to the human history is not 
the nature which Feuerbach experienced. Except for new coral island in Australia, we can no 
longer find any unrestraint nature in the world. thus, to Feuerbach, there is no nature.② 
Therefore, the humanized nature is regarded as all practical activities and the whole world and 
the whole history which human creates. It is the actual state since human being emerges. 
Meanwhile, Marx also admits the existence of unrestraint nature though it can not be 
experienced by people in current world. 

Marx does not simply separate nature into the two disjunctive stages, but regard the 
development of nature as an organic conjunctive process which brunched by human and its 
practical activity.In the Form, it is emphasized that human being comes from nature: "the first 
thing needs to be confirmed is the fact that these individuals' physical organization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vidual and other nature.......(it) not only determines the initial structure 
of the body that developed naturally, especially the rac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but also 
decides whether the whole body should further develop or not."③ At the same time, Marx also 
points out that under the basis of human knowledge and practice, unrestraint nature can 
transfer into humanized nature.That is to say, nature is the material basis of human knowledge 
and Practice In the Form, Marx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material production activities and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humanized nature. He considers the real nature as humanized 
nature. it is the nature that generated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society.Without the relationship 
which has human activity as an intermediar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nature will lost its 
meaning of existence under the value of human life. "The first historical activity of the human 
being is material production itself."④ Material production is the basic condition of all the 
history, and it is also a symbol of human being, ―human begins to distinguish himself from 
animals as he begins to produce his own material, which is determined by their physical 
body."⑤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process of human 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material production, nature is increasingly penetrated by the factor of human being, imprinted 
with human activities and become associated with people's natural. Theref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has its sociality and historicity, human and nature are united in the 
mutual restriction between man's natural relations and social relations. These two kinds of 
relations also contain each other.If one leaves, the other will no longer exist. 

                                                      
① Marx,Engels.German Ideology[M].People Press.2003,P20 
② Marx,Engels.German Ideology[M].People Press.2003,P21 
③ Marx,Engels.German Ideology[M].People Press.2003,P11 
④ Marx,Engels.German Ideology[M].People Press.2003,P23 
⑤ Marx,Engels.German Ideology[M].People Press.2003,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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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lienat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1）Alienation in Capitalism Broke the Unity of Human and Nature. 

Marx points out: "alienated labor makes the body of human, the nature, the spiritual 
essence and the human nature alienated with human itself.‖① Labor is a confirmation of the 
objectification of human nature.Marx points out: "alienated labor makes the body of human, 
the nature, the spiritual essence and the human nature alienated with human itself. Labor is a 
confirmation of the objectification of human nature.This kind of production is a kind of 
human activity.‖② However, under the condition of capitalism, the expression of human 
nature is alienated labor which is out of human and control him. When human activities and 
work products have become the alienated nature of human, it shows that when human alienate 
from his human nature, he has been alienated from nature.Therefore, alienated labor is the 
source of dis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Thus, alienated labor seize the production of 
workers,captured their kind of life. A person who lost his kind of life can not be called a real 
person. Originnally, laborer as human is an important composition of nature. However, the 
emerge of alienated labor separated human from his production. As a resul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s also alienated.In this case, the more human changes the nature 
through his power, the more he will be restraint by the nature. 

"The direct result of the human's alienation with his production,his living activities and 
his kind of nature is that human alienate with human. "③ Therefor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capitalism, the alienation among humans interact with the alienat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As professor Zhang Shuguang said: "alienation of private ownership society appears to 
the alienation of labor and alienation between the laborer and the capitalist.It also reflects the 
alienation of society and civilization.In a society based on the natural formated specialization 
of labor, society divide itself. Human is hostile to each other. Nature is regarded as a useful 
objection which has no sense of beauty given by aesthetic activities of human. It also reflects 
the fundamental defect of the 'culture' of the private ownership.‖

④ 

（2）Example 

In the ages when Marx was alive, environment problem has appeared its seriousness. 
London is the most typical example.New energy like coal and gas provide a large portion of 
power to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Victoria ages.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in 19th century, 
London holds the largest number of worker who works in productive industry. GDP has 
doubled in this period. Average growth rate reaches the top at 2.5%.⑤ However, behind the 
flourish of economics, it was accomplished by the deterioratio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Ecological system has suffered a great destruction which can be viewed as 
a counterattack of destructive human practice. London has suffered a lot from the frog 
                                                      
① Marx,Manuscipt of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in 1844[M].People Press.2010.P58 
② Marx,Manuscipt of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in 1844[M].People Press.2010.P58 
③ Marx,Manuscipt of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in 1844[M].People Press.2010.P59 
④ Zhang Shuguang.Survival Philosophy-Towards real existence[M]. People Press in Yunnan.P107 
⑤ Francois Crouzet,The Victorian Economy[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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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ause the city is constructed at the downstream of river. But the smog and chemistry which 
discharged by the factories in London polluted the air in the city. As a result, the stinking 
yellow smog shrouded the city. According to a record, It has emerged an 4 days‘ frog in 

January 1880. The frog led 700 people to death.① Engels has described the miserable living 
standard after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his early work,The Condition of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He said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rubbish in the street. ―Without drains, polluted water 
converged at the pit on the street. Even worse, disorderly buildings without reasonable 
planning hindered the flow of wind. Thus the living condition in worker‘s region could be 

imagined.‖
② Meanwhile, alienat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ppears more obviously in 

nature resources.The rampancy of capital expand human‘s ambition. Numerous forest and 

animal devote their liv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Owing to the great demand from 
the industry such as furniture and architecture, three blocks of forest were cut down in first 
two decades of 20th century.Besides, local timber resources can not support the growth of 
British economics. Capitalists of England starts to invaded other economic entity. Take India 
as an example, Until 1866, coastal region of India has set up several hundreds of plantation 
while local forest almost disappeared. A lot of species died out in these areas. 

3.Return to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1）Utopia of Marx 

a.Communism 

Marx believes that contradict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can not be solved in the era 
of private ownership. In capitalism,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making profit, 
capitalists took all the advantages of industrial and technical elements to exploit and occupy 
the nature. This anarchy of competition will lead to the anarchy of charges on the nature. In 
this historical condi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has been destructed in a 
considerable degree. 

How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alienation? Marx pins his hope on the communism. 
What is the communism like? Marx thinks that communism is to sublate private property 
which represented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It is the real occupy of human nature. Once the 
private property and alienated labor are discarded, the unity of human and nature could be 
more likely to accomplish. He further explained that this type of communism is the unity of 
completed naturalism and humanism. It is the solution of the contradiction of human and 
nature.③ Engels also certified this opinion in Dialectics of Nature. He said that relying on 
knowledge is far from enough,we need to change our mode of production as well as the whole 
social system.④ Marx and Engels aim at revolutionizing the capitalism society. They believed 
that it is the fundamental method to promote the compromise of human and nature. 
                                                      
① Stenphen Inwood,A History of London[M],Carroll&Graff,1998,411 
② Marx,Engels.MEGA(V2)[M].People Press.1957.P307 
③ Marx,Manuscipt of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in 1844[M].People Press.2010.P81 
④ Marx,Engels.Selected Works,V4[M].People Press.1995,P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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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Way of Existence-Forming Objec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Beauty 

Marx points out in Manuscript that admittedly animals also produce. They build 
themselves nests, dwellings, like the bees, beavers, ants, etc. But an animal only produces 
what it immediately needs for itself or its young. It produces one-sidedly, whilst man 
produces universally. It produces only under the dominion of immediate physical need, whilst 
man produces even when he is free from physical need and only truly produces in freedom 
therefrom. An animal produces only itself, whilst man reproduces the whole of nature. An 
animal‘s product belongs immediately to its physical body, whilst man freely confronts his 
product. An animal forms on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andard and the need of the species to 
which it belongs, whilst man knows how to produ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andard of every 
species, and knows how to apply everywhere the inherent standard to the object. Man 
therefore also forms objec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beauty.① Professor Zhang Xiuhua 
thinks that forming objec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of beauty is a way of existence, which 
call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t also provides a basi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survivalism. Professor Zhang views the 
activity of forming objects as engineering.② She believes that engineering is an existing way 
which promotes the transforming from unrestraint nature to humanized nature. Therefore, 
engineering, nature and human being generate each other and mak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robable. Whereas ecological do be an important way of solving the 
alienat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n other words. forming objec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of beauty can promo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human, engineering and nature. 

(2)New Solution to Current Circumstance-Organic Marxism 

Organic Marxism is also called Process Marxism. Considering current environmental 
problems presents in newly developing non-capitalism country such as China and India can 
not be solved only by the explanation of alienated labor in the capitalism condition, 
contemporary post-modern thinkers combined Marx‘s theory and organic philosophy, made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theory of nature. The author thinks that Organic Marxism has a 

far-reaching meaning on reshaping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Fundamental Theory 

a.Critique of Capitalism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Organic Marxism, the principle of dividing in capitalism 
society is not only unjust to laborer, but also made a great division between poverty and 
expanded the poverty gap. Moreover, It also endangered the existence of the earth. Philip 
Clayton, the executive president of process study center in America, thought that capitalism as 
a social economic institution produced a lot of unfairness and injustice. It also destroyed the 

                                                      
① Marx,Manuscipt of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in 1844[M].People Press.2010.P58 
② Zhang Xiuhua. Forming Objec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of Beauty-Existential Basi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J].Theoretical Arguments.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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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of the earth.①  According to Marx‘s theory,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t 

economy embodies the huge accumulation of commodity, which has a cost of sacrificing the 
environment. More significantly, developed counties usually plunder the natural resources in 
southern countries other than theirs just like the instance of India mentioned above. 

b.Critique of Modernity 

Marx's critics have inherited the critical tradition of Marx. It is considered that only the 
criticism of capitalism system can not explain the new situation, which is the deep reason of 
the crisis of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the fundamental reason of the alienat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David Griffin, a famous American scholar, regarded technology as the core of 
modernity. "Technology has produced tens of thousands of nuclear warheads that can destroy 
the earth.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the billions of poverty population are in danger."He 
stressed that we must abandon the modernity, otherwise most of lives on the earth will be 
difficult to escape the fate of destruction.② What is worthy of mention is that most of life 
Griffin mentioned here, not only includes human, but also all other lives on the earth. The 
purpose of Organic Marx is to achieve the common wealth of human. They emphasize 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all living beings and care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each 
individual in the community. 

c.Advocate the Organic Holism 

Anthropocentrism and environmentalism are two opposite theor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Organic Marxism reckons universe as an organic entirety which is 
dynamically developing. Human and nature mutually rely on each other. Only when human 
starts to cooperate with other species, is it possible to develop a harmonious unit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③ At the same time, the organic holism emphasizes the equality which 
takes the value of each species into account. This equality is not absolutely accordance, but 
the equality on status. I believe this theory can promote the compromise between unrestrait 
nature and humanized nature, and dispel the alienat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from 
capitalism and modernity. Moreover,it can provide an ideological basi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d.Stress Organic Education and Agriculture 

Organic Marxism thinks highly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They regard countryside as 
fertile soil which can cultivate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John Cobb, a famous American 
thinker,thought tha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connected with the sustainability of environment. 
It can protect the resident who live in the society from hazards. Whereas the most prominent 
factor of security is food safety. Therefore, civilization should be built on the base of the 

                                                      
① Philip Clayton.Organic Marxism and Organic Education[J].Marxism and Reality,2015(1).P76 
② David Griffin.Post-modern Science[J].Chines Translating Press.2004.P19 
③ Wang Zhihe,Yang Tao.Organic Maexism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J].Marxism and Reality.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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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①  That is to say concerning agricultural society firstly. 
Specifically, Organic Marxism puts forward some feasible advice. They call on to implement 
Eco-Agriculture in small community and construct several organic family farms with high 
efficiency and diversity ② . Finally, a post-modern New Countryside which is 
environment-friendly and resources-saving.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also taken into 
account. They get nutrients from Mencius,stressed that one should follow the rule of nature. 
Mencius once said that if farmers did things at the right time of the year, there will be a 
harvest in the end. If one can put away his greed to use a relatively sparse fishing net, fishes 
can not be killed out. 

In addition, the organic education is the key point of Organic Marxism.Professor Philip 
Clayton believes that only education can make the perfect fusion of personal and public 
interests. We must reconsider the function of education, namely giving the students a value 
that all life is symbiotic.They share the fair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and opportunities.He 
said,"the ide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must be rooted in teenage, otherwise, this idea will not 
be possible to establish and develop in the future, or cultivate profound value reflection and 
positive spirit of education reform which will help to shape the common values of future 
citizens".③ Therefore, the author believes organic education can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nd correct the inherent ideology of Binary Opposition 
of human and nature. Only by breaking the cage of mind ,can we save the nature from the 
value of anthropocentrism and mechanism. 

B.Advantages and Drawbacks 

In summary, Organic Marxism inherited Marx's critique of capitalism.It absorbed the 
contemporary ecologic theory such as Gaia doctrine, doctrine of a new era and theory of rich 
corner,transferred the object of criticism to modernity which opens up a new way for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process. What's more it has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Marxism. Additionally, in practice, ecological agriculture and 
organic education has been built in Claremont, a post-modern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town,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to the subsequent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  

However, it is too early to apply Organic Marx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First of all, Organic Marxism is idealism.Its critique of modernity is based on the 
criticism of modern technology.The rebell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ll be subject to 
strong resistance from many aspects like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etc.At the same time, 
organic Marxism emphasizes poetic dwelling, however, driven by the individual value and 
life style, social reform will encounter failure in face of the problems put forward by the 
strong enterprise controll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capitalists. It is decided by the present 
                                                      
① John Cobb. New Realism and China[J].Contemporary Study of Marx‘s Philosophy.2012(1) 
② Wang Zhihe,Yang Tao.Organic Maexism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J].Marxism and Reality.2015(1) 
③ Philip Clayton.Organic Marxism and Organic Education[J].Marxism and Reality.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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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of complex social environment, also contrary to the famous words of Marx,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the first productivity." Therefore, whether in China 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developed capitalist countries, the goal is difficult to be achieved in a short term. 

Secondly, land area of China is vast. The terrain in it is complex. The agricultural model 
is also different from the village to village. Large-scale mechanized agriculture in Northeast 
China Plain and North China Plain is so different from the small-scale family farming in 
southwest mountainous area. Agriculture in oasis of Xinjiang province is also distinct from 
coastal aquaculture industry. What's more, corp farming in mainland area differs from animal 
husbandry in minority concentrated region. Obviously,there is a hug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areas.The ecological agriculture, which is advocated by  Organic Marxism scholars, is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agricultural practices of small commun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not generally applicable to a wide variety of agricultural models in China. 

Finally,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is not same as it in USA , China is still 
in a rapidly growth,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people affected by the capital and market has 
appeared in a downward trend toward consumerism and materialism.Change people's state of 
mind is not a short duration of time.Whether organic education can make the Chinese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lso need to be 
examine.Therefore, although Organic Marxism is a new theory to solve the alienat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t has incomparable advantages.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and limitations, which still need to continue to be developed in practice. 

4.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Help to Deal with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Ecological Destruction 

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s helpful for people to return 
nature. Recognizing the value of nature is the premise to protect nature. Dealing with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the human center is bound to the path of human interests, which is 
one of the major causes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Marx clearly points out the harmonious 
unit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n Manuscript. He emphasis human is a part of the 
nature.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correct faith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hen follow the laws of nature to protect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for human survival.Natural 
protection can not only conserve soil and water, but also provide habitats to wildlife. Besides, 
it has a very high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maintaining ecological balance and species 
diversity.Meanwhi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dvocated by Marx is not to 
deny the right of human beings.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can not only make people get 
the aesthetic enjoyment, but also improve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b.Help to Solving the Problems Caused by Urbanization 

City is one of the main forms of human settlement.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ett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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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from nature to the countryside then to the city.In primitive society, 
human directly existed in nature. Hunting and fishing did not cause 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 where ecological balance is well maintained.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human settlements become much more complex.Air pollution, wasting of 
resources and tension of housing conditions,as well as the deterioration of human living 
conditions, are all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Therefore,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recognizing the value of nature, 
is conducive to the prevention of the total occupation of nature by city. 

c.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iffering from the value of traditional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based on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Harmony i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he civilization, which advocates moderate consumption and 
spiritual enjoyment. It has a prime principle of transforming people‘s values and modes of 
thought. It ask human beings to form objec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of beauty, which is a 
reasonable lifestyle connecting human, nature and engineering. Therefore, Marx's theor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provides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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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研究 
 

李尚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人类关注的重点问题，当今社会，随着资本的

不断扩张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与自然的矛盾也日益凸显。马克思在其《德意志意识形

态》和《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系统阐述了其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在马克思那里，

自然作为人的无机身体而存在并与人类实践相统一，自然与人也是和谐统一的关系。而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劳动异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也被环境现实和生态实践活动

所证明。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制度及按照美的规律建造的生存方式是解决上述异化问题

的根本途径，这一观点无疑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根本的指导作用。然而，面对当今

飞速发展的社会形式，仅靠制度层面的设计不能解决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后现代思想

家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不在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批判，而把眼光转向现

代性批判，并在实践中强调有机农业及有机教育，为解决今天人与自然相异化的新思路。

因此，对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及其当代发展进行研究，具有极强的必要性和极其

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人与自然；有机马克思主义；有机哲学  

 

一、人与自然是统一的 

（一）人与自然本质上是统一的 

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阐述始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一

书，在他看来，自然对于人类的生成具有先天性，人类是从自然界中产生的。“自然界，

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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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①就是说，

马克思把人的有机身体视为自然界—一人的无机身体的“凝华”，这一过程是在人与自

然的交互作用中逐步完成的，也是双向的，有机的，共同处在自然界和生态群落之中的。

其中，自然界作为人类的无机身体是人类的产生繁衍的物质基础，人类在与自然界的不

断交互过程中形成和完善自身。从形而上的角度看，我们所处的自然界在本质上是一个

有机联系的过程，人与自然皆各自占据其时间空间，无论是人的历史还是自然的历史都

                                                      
①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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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某种“四维流型”。人与自然都处在双向摄入作用所构成的关系网中，人与自然的关

系本质上是一种和谐的、处于有机过程中的关系。①因为抽象的孤立的自然对人来说是

无。从人类发展实践角度看，人从南方古猿进化到智人的历史是一个从无到有，从低级

到高级，从小群落到大社会的发展历程，然而，人类发展到今天并非是通过人类自身的

自然进化的结果，他们的生活、文化、科技和艺术都是因善于对自然界中其他物种或自

然界本身的现象进行模仿而得来的。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也曾说过：“人类从蜘蛛

那儿学会了纺织，从燕雀、天鹅和夜莺那里学会了唱歌，从燕子筑巢中受到启发，学会

了用黏土造屋，我们是其他动物的学习者，这是极其重要的事实。”② 

因此，在与无数种动植物的互动中，人类形成了自己的身体形态和思维模式，产生

了文化方向，也形成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质。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界作为人类的

无机身体，对人类的生成作用，同时也是人类通过实践活动与其他动植物进行相处，形

成和谐的生态系统及关系，通过劳动创造自身的过程。马克思认为，“没有自然界，没

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她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

开劳动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③由此，人类通过生活资料

的生产产生了历史性联系，自然界也就由此呈现出了对人类实践的意义。在马克思看来,
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基础是实践。但人与自然界不是直接同一的,人是不同于动物的存在

物,是有着本质力量且为自身而存在的存在物。既然自然界“是个有缺陷的存在物”④,
它不能自荐于人的。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只能通过生产实践来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需

要。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在马克思那里是本质统一的，人与自然是同呼吸，共命运的

发展共同体，只有为了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才是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才能通过人的

实践创造和谐的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 

（二）人类产生后，人与人化自然也是统一的 

马克思在其另一本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发展了其

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以历史主义与实践论的角度审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以人类的

产生为分界，以人类实践为标准，把自然界分为自在的自然与人化的自然。马克认为人

化自然在当前世界中占据绝对地位，“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

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工业活

动的结果。”⑤但同时，他也并不否认存在有先于人化自然的自在自然，因为“先于人

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

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说来也是不存在的

                                                      
① 怀特海.自然的概念[M].译林出版社.2011 年.第 72 页 
② Philip Wheelwright.The Presocratics[M],Odyssey Press,1966,184 
③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53 页 
④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118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人民出版社,2003.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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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①因此，人化的自然被看成人类现在所有实践活动所存在于的整个世界和整

段历史，是自人类产生起自然界的现实状态，同时，马克思也承认了人类产生之前的自

在自然，这样一种自在自然虽然没有经历过人们的体验，但其自在的也自为的存在着。 

马克思并不是简单的把自然界割裂为互不相连的两个阶段，而是通过“人”的视角，

把自然的发展看成一个以人和人类实践活动串联起来的有机联系的过程。《形态》中再

次强调了人类来自于自然界：“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

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它）不仅决定着人们最初的、自然形成的肉体

组织，特别是他们之间的种族差别，而且直到如今还决定着肉体组织的整个进一步发展

或不发展。”②同时也指出，自在自然在人类认识和实践基础上向人化自然的转化。即

自然界受人类实践活动的影响和制约日益变成人化自然，人化自然是人类认识和实践活

动的物质基础。在《形态》中，马克思突出强调了物质生产活动的重要性以及人化自然

对人类的实践意义。他所指的“现实的自然”即“人化自然”，是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形

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离开了以人的活动为中介的人类与自然的实践关系，任何自然

的存在也就失去了以人类生活为判断尺度的存在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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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物质生产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

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物质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

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④随着人类历史进

程的发展和人类物质生产的不断深入，自然越来越渗入人的因素，打上人的活动的烙印，

成为与人相关的自然，即“人化自然”。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具有了社会性与历

史性，人与自然界统一与人的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相互制约中，并且这两种关系也是

相互蕴含的，离开了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复存在。 

二、人与自然相异化 

（一）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与自然相异化打破了人与自然的统一 

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
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⑤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确证。“正是在改造世界

的对象中，人才真正的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⑥。然而,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本质的表达外在于人、敌视人,反过来支配和控制着人,这就是异

化劳动。当人的活动和劳动产品都成为人的异己的本质,这就表明人在同自己的类本质相

异化的同时,和自然界相疏远了。因此,异化劳动是人同自然界不和谐的根源。从而，异

化劳动夺取了工人的生产对象，也从人那里夺取了他们的类生活，而失去了类生活的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人民出版社,2003.2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人民出版社,2003.11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人民出版社,2003.23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人民出版社,2003.11 页 
⑤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58 页 
⑥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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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不再是一个真正的人，本来劳动者作为人，是自然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异

化劳动的出现使来自自然界的劳动产品与人相分离，人也与自然界相分离，相异化。在

这种情况下，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力量改变自然，反而越是受制于自然而不能达到目的。 

“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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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人的异化、人与自然的异化是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的。正如北京师范大学张曙光教授所说:“私有制社会的异化不仅表现为劳动的

异化、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异化,它还深刻地反映了社会自身、文明自身的异化。在以自然

形成的劳动分工为基础的社会中,社会自我分裂了,人与人互相敌对,自然界也被作为‘有

用’的盘剥对象,自然界失去了人在审美活动中赋予的超功利的美感。这同时也反映了私

有制的‘文明’的根本缺陷:以‘退步’为代价制造‘进步’。”② 

（二）实例 

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性已初露端倪，伦敦是最典型的例子，

以煤和天然气为代表的新能源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动力，根据统计数据显

示，在整个 19 世纪，伦敦的制造业工人数量在全球最多，生产总量在这一时期总共翻

了两番，年均增长率达到 2.5%。③然而，与经济的繁荣的背后还伴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

迅速恶化、生态环境的急剧破坏和自然对人类的破坏性实践活动所做的回击。由于伦敦

位于河流下游，常受自然雾的困扰，而工业和生活排放的烟雾及化学物质有大大加剧了

自然雾的严重性。臭气熏天的黄色浓雾笼罩城市上方，假如空气不流通，能见度将大幅

降低。据记载，1880 年 1 月出现一场长达 4 天的大雾，造成了 700-1100 人死亡④。恩格

斯也在其早期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述了工业革命后工人悲惨的生活状况：与

工业革命前英国农村自给自足，与世无争的田园诗般的生活相比，“这里的街道通常

是„„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污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城市中

这些地区不合理的杂乱无章的建筑形式妨碍了空气流通„„所以这些工人区的空气如

何是可以想象的。”⑤同时，马克思所说的人与自然相异化在自然资源的掠夺方面表现

的更为明显，资本的迅速扩张使人变得无所顾忌，无数的森林和动植物资源为资本主义

经济的发展贡献了它们的肉体和灵魂。由于造船业、燃料、家具和建筑等行业对木材的

巨大需求，伦敦在 19 世纪最初 20 年有舍伍德，维斯伍德、牛津郡和另外 3 片森林因砍

伐而消失。1851 年，根据《鹿的迁移法案》，埃塞克斯郡的艾诺森林被砍伐殆尽，生活

其中的鹿要么迁往别处要么遭到杀害。⑥本国森林资源并不能支持英国的工业发展，资

本随着全球扩张的脚步开始掠夺其海外殖民地，以印度为例，伴随着咖啡和茶叶种植者

的到来，到 1866 年，马拉巴尔，克钦和特拉凡克等沿海地区和山区已建成种植园数百
                                                      
①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59 页 
② 张曙光.生存哲学—走向本真的存在[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07 页 
③ Francois Crouzet,The Victorian Economy[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33 
④ Stenphen Inwood,A History of London[M],Carroll&Graff,1998,411 
⑤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 307 页 
⑥ John Clapham,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Cambridge[M].University Press,193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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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与此同时，当地原生林几乎绝迹，许多物种因此数量锐减或彻底在整个地区灭绝。

因为新栽树木保护、维持土壤的能力远不及原来茂密的森林，所以土壤侵蚀和流失变成

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 

三、人与自然统一的复归 

（一）马克思的乌托邦 

1.共产主义 

马克思认为，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在异化劳动和私有制存在的时代，人和自然界

之间的矛盾是无法得到真正解决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为了达到自己获取利润的目的，

资产阶级调动一切科技和工业的力量，“代表”全人类去开发和占有自然，竞争的无政

府状态必然会造成人在自然面前索取和占有的无政府状态，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人与自

然之间正常的物质变换被破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如何解决异化问题？马克思寄希望于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什么？马克思认为，共

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一旦抛

弃了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统一便能更好的实现。他进一步指出：

“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

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①恩格斯也在《自

然辩证法》中明确指出：“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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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②意指要

变革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此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根本路径就是用共产主义取

缔资本主义制度。 

2.按照美的规律建造—一种生态文明的生存方式 

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

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是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

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

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

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则在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

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

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

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③中国政法大学张秀华教授认为，按照

美的规律建造是人去生活的一种生存方式，它呼唤着生态文明的建设并为生态文明的建

设提供生存论依据。而建造作为一种工程实践，将工程引入了人-工程-自然的整体，人

                                                      
①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8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M],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385 页 
③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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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程的活动方式，使自在的自然不断转化为人化的自然界。①因此，三者是相互生成

的，共同为生态文明的建设提供可能。而生态文明正是解决人与自然异化的重要方式。

换言之，在马克思看来，按照美的规律建造是生活在共产主义下的人们的理想生存方式，

通过这种生存方式，能达到人、人类实践、自然的和谐统一和高度发展。 

（二）当代新状况下的新思路-有机马克思主义 

有机马克思主义又称“过程马克思主义”，鉴于当前中国、印度等新兴非资本主义

国家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不能仅靠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劳动解释，当代后现代

思想家和马克思主义学者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有机哲学，

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新的发展与阐释。笔者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对重塑和谐统一的人

与自然关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1.基本理论 

（1）反对资本主义制度 

在有机马克思主义学者眼中，资本主义制度的分配原则不仅对广大劳动者不公正，

直接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也直接危害了地球的生存。美国过程研究中心主任菲利普·克

莱顿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和经济制度不仅制造了大量非公平和非正义，还摧毁

了整个地球的环境。②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通常表现为庞大

的商品堆积，而大量商品的堆积是以牺牲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作为代价的，更为突

出的是以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自然资源的掠夺为代价的，上文提及的英国对印度

的例子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2）批判现代性 

有机马克思主义学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结合当前非资本主义国家如中

国、印度等地出现的环境污染新情况，认为仅仅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不能解释这种

新的状况，把现代性看成是现代文明危机的深层原因，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相异化的根本

原因。美国著名学者大卫·格里芬把技术看成是现代性的核心，“技术产生了数万计的

可以毁灭地球的核弹头，财富的分配不均和亿计的贫困人口，人类正处于危险的境地。”

他强调，我们必须抛弃现代性，否则“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③。

需要的提到的是，格里芬在这里所说的大多数生命，不仅包括人类，还包括地球上的其

他所有生命，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宗旨是为了共同福祉，强调一切生物间的有机联系，关

心生命群落中的每个个体发展。 

（3）主张有机整体主义 

                                                      
① 张秀华.马克思“人也按照美的规律建造”—“生态文明”的生存论奠基[J].理论探讨.2009(4) 
② 菲利普·克莱顿.有机马克思主义与有机教育[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 年第 1 期.第 76 页 
③ 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M].马季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年,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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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是一直存在的两种对立观点，有

机马克思主义结合怀特海过程哲学，认为宇宙万物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人与自

然之间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整个世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有机共同体，只有人类

与其他生命以及其所处的生态系统及生物群落之间开展富有成效的合作时，形成和谐统

一的人与自然关系时，人自身的生存和繁荣才是可能的。①同时，有机整体主义强调生

物的平等，但这种平等并不是绝对意义的无差别，而是地位上的平等，并且，承认每个

个体都有其独特的价值。这一观点，与马克思所期待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关系是一脉

相承的，能够促进人化自然与自在自然的全面和解，而且还消解了资本主义及现代性对

人与自然之关系带来的异化作用，为新型人与自然关系的建构奠定了一种可能的思想基

础。 

（4）强调农业和教育 

有机马克思主义格外看重农业文明，把乡村看成是培育生态文明的沃土。美国著名

学者约翰·柯布认为：生态文明是与其自身的自然环境可持续地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

能够为人民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而这种安全最显著的维度就是食物。因而生态文明是

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故应首先关注农村社会。②在具体措施上，有机马克思主义也提

出了很多可行的建议，如大力发展低碳的生态农业，发展小型、高效，多样化的有机家

庭农场等③，最终“建成一个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民尊重型，社区繁荣型，审

美欣赏型的后现代五型新农村。”④有机马克思主义还主张顺天应时，因地制宜，并注

意保护资源。他们从中国古代哲学中汲取营养，上述主张与孟子的观点不谋而合：“不

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

胜用也。” 

另外，有机教育也是有机马克思主义学者呼唤的重点。菲利普·克莱顿教授认为，

只有教育才能把个人和公共利益完美融合，必须重新看待教育的功能：即在于教给学生

与所有生命共生共荣及公正分配资源和机会的知识及价值观。他说：“生态文明的理念

必须在学生时代扎根，否则，这种理念在此后就不可能树立和发展，培育深刻价值反思

及积极践行精神的教育改革将会更有助于塑造未来公民的共同价值观”⑤因此，笔者认

为，只有进行有机教育，才能更好的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更正对人类与自然

二者地位的固有观念。打破思想牢笼，真正把自然从人类中心主义和机械主义的思维模

式中解放出来。 

2.优点及局限性 

                                                      
① 王治河,杨韬.有机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意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 年第 1 期.第 84 页 
② 小约翰·柯布.新现实主义与中国[J].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2 年第 1 期 
③ 王治河,杨韬.有机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意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 年第 1 期.第 84 页 
④ 王治河,樊美筠.第二次启蒙[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66 页 
⑤ 菲利普·克莱顿.有机马克思主义与有机教育[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 年第 1 期.第 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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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有机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吸收了盖娅主义、富

角主义、新纪元主义等当代生态学新思潮，并把批判的对象深入到对于现代性的攻击之

上，开创了用过程思想理解自然的新思路，真正还原了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打破了长

久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环境中心的对立，是一种本质上生态的，根本目的在于追求人

类共同福祉的马克思主义新学说，为丰富和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了卓越的理论

贡献，不仅如此，在实践中，有机马克思学者结合中国古代道家、儒家传统哲学，提倡

生态农业和有机教育，并在美国加州克莱蒙已建成后现代生态农业小镇，为中国了提供

可参考的先例。然而，将有机马克思主义还适用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还为时过早。 

首先，有机马克思主义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其对现代性的批判立足于对现代技术

的批判上，反科学技术必然受到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强大阻力，同时，有

机马克思主义强调诗意地栖居，但是，由个体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驱动的社会变革，在面

对政府机构以及工商企业所把持的强力集团为了阻挡变革而提出的问题面前必然会遭

遇失败的结果。这是由现阶段复杂的社会环境决定的，而且也与马克思“科学技术是第

一生产力”的经典论断相违背。因此，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

一目标在短期内应当难以实现。 

其次，中国国土面积广袤，地形复杂，各地因地制宜所采取的农业模式也不同，东

北、华北平原的大规模机械化农业与西南丘陵、盆地的小规模家庭耕作农业，新疆绿洲

农业与沿海水产养殖业，内地种植业和边疆民族地区畜牧业之间有显而易见的巨大差

异，有机马克思主义学者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其根据在美国多年的小型社区农业实践所得

出的经验，并不能普遍适用于中国各地种类繁多的农业模式。 

最后，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尽相同，中国还处于经济发展的迅速上升期，

人们的价值取向受资本和市场的影响呈现向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下滑的趋势。改变人们

的思想状况绝非一朝一夕之事，有机教育能否使中国人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还

需要实践检验。所以，有机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一种新的解决人与自然异化关系的理论，

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是也存在各种不足与局限，仍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四、重新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当代意义 

（一）有利于环境保护，防止生态破坏 

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有助于人们回归自然，承认自然的价值是保护自然的前

提，以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观来处理环境问题必然走向以人类利益为重的路径，这也是

当今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主要原因之一。马克思在《手稿》中明确指出人与自然的和谐

统一关系，强调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并且是从自然界产生发展而来的。因此，必须树

立正确的环保观念，进而顺应自然规律，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保护自然不仅

能够涵养水土，防风固沙，对当前雾霾袭城的紧迫环境形势有极强的缓解作用，还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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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植物提供栖息地，保存物种，维持生态平衡和物种多样性,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

同时，重新认识人与自然关系，并不是否定人类为自身获取利益的权利，二者并不冲突，

保护环境不仅可以使人们获得美的享受，还能获得环境改善带来的愉悦心情，有助于提

高生产效率。 

（二）有利于解决城市化带来的各种问题 

城市是当今人类聚落的主要形式之一，人类聚落的发展经历了从自然到农村再到城

市的过程，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直接生存与自然之中，渔猎生活并没有对环境造成破坏，

生态平衡状态被很好的维持下来。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聚落从天然的自然逐渐

走向了农村和城市，自然经由人类活动部分的被改造为农村与城市的过程也是自在自然

逐渐被改造为人化自然的过程，同时也自然环境不断被破坏的过程。大气的污染，资源

的压力，住房状况的紧张，人类生存状况的恶化，都与城市化进程息息相关。正如马克

思所激烈的批判的那样“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人又

退回了穴居，不过这穴居现在已被文明的污浊毒气污染，而且他在穴居中只是朝不保夕，

仿佛它是一个每天都可能离他而去的异己力量，如果他付不起房租，他每天都可能被赶

走。他必须为这停尸房支付租金。明亮的居室，这个曾被埃斯库罗斯著作中的普罗米修

斯称为使野蛮人变成人的伟大天赐之一，现在对工人来说已不再存在了。光、空气等等，

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都不再是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堕落、腐化，文明

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意而言），成了工人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

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①因此，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承认天然自然的

价值，有利于防止城市对自然的完全占领，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与传统工业文明不惜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一味追求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念不同，生态

文明是立足于新的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原则，以环境资源承载力为

基础，以适度消费、厉行节约为特征，追求精神文化享受的价值理念。是寻求人与自然、

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持续繁荣的文明形态。建立在这种宗旨上的文明形式，其

首要任务就是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变。生态文明是寻求人性与自然生态性协调统一

的全新社会文明形态。要求这人也按照美的方式建造，追求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这种

生活方式是以合理的工程建造为纽带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活方式。只有正确认识人与自

然的关系，才能真正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可能。因此，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为构建

生态文明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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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logical and Ethical Consciousness in the Hani Folk Beliefs 

 

LIAO Zhi-ju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singhua University) 

liaozhijunchina@163.com 
 

The nature is the original object, religious worship of god is a common in each nation's 
religious beliefs. Hani natural worship of god, such as the worship of heaven and earth 
worship, landscape and animal and plant worship, is different from the strict religious belief, 
is essentially a hani ancestors worship 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for its survival. Know god 
worship is a kind of simple, it gave birth to the hani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earth and people" thinking. In the folk belief, hani by giving the universe, the nature in the 
form of the divine, highlights the natural and the sanctity of life, and to the concept of life and 
nature into human sanctified paradigm,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with nature. In exchange, 
the mysterious man god man and deity sign the "contract" soul. Contract requirements: the 
fear of the gods, offering gods, the gods bless human - human cautious change nature. Hani 
resort to religion, signed a contract with god, the person is not only the external form of the 
statute, the covenant of god is the contract of the mind, but also a religious, ethical protection 
mechanism. This kind of mechanism to borrow "the power of the gods", which requires 
human nature; With "people god contract" regulating human behavior, to adjust the rela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people, it embodies the hani ancestors debug their actively, to adapt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of the ecological spirit. 

 

KEYWORDS: Hani; Folk beliefs; Ecological ethics; The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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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族民间信仰中的生态伦理意识 

 

廖志军 

（清华大学哲学系；云南中医学院思政部） 

liaozhijunchina@163.com 
 

摘要：自然是宗教的最初对象，泛神崇拜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各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哈

尼族自然泛神崇拜，如天地崇拜、山水崇拜和动植物崇拜，有别于严格的宗教信仰，本

质上是哈尼先民对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崇拜。泛神崇拜是一种朴素的认识，它孕育

了哈尼族对“天、地、人”关系的思考。在民间信仰中，哈尼族通过赋予宇宙、自然万

物以神性的方式，凸显自然和生命的神圣性，从而将生命和自然规律纳入到人类神圣化

的观念范式中，与自然展开对话与交流。在神秘的人神交流中，人与神灵签署“心灵契

约”。契约要求：人敬畏神灵，祭献神灵——神灵庇佑人类——人类谨慎的改造自然。

哈尼族诉诸宗教，与神签约，人神之约既是外在形式上的规约，也是心灵的契约，更是

一种宗教——伦理保护机制。这种机制借用“神灵的力量”，要求人类关注自然；以“人

神契约”规范人类行为，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这体现了哈尼先民主动调试自己，

以适应自然环境的生态主义精神。 

 

关键词：哈尼族；民间信仰；生态伦理；天人关系 

 

自然是宗教最初的对象，泛神崇拜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各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哈尼族

泛神崇拜与哀牢山两麓的自然地理环境，与民族生存状态有很大的关系。“两山三江”
①地区独特的山地垂直气候特征和植被立体分布状态，使生活其中的哈尼人感受到了自

然界的神奇与伟岸，进而影响了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行为。自然界的狂风暴雨、电闪雷

鸣等现象不断地冲击着哈尼先民脆弱的心灵，在他们的内心埋下了对自然普遍而强烈的

恐惧心理。正是这种对自然的恐惧，“逼迫人类只能采取一种类似本能的办法，将自己

内心世界的体验直接延伸到外部自然现象上去，把自然现象和自然物当作有生命的，有

无限能力的对象。”[1](45) 

受制于当时社会生产力和人类智力发展水平，哈尼先民只能以泛灵论的方式去思

索、理解和把握自然世界。一方面，哈尼人认为自然万物皆神灵。天空有天神“摩咪”，

                                                      
①两山即哀牢山和无量山，三江是指元江、李仙江、澜沧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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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有地神“咪收”，高山有山林神“昂玛阿波”，江河有水神“即比”、“阿波”和

“阿扎”„„这些自然神灵时刻注视着人类的行为，惩罚那些违背神灵意志的人；另一

方面，哈尼族将自然界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认为宇宙万物处在一种相互依存、互

为因果的关系网中。哈尼人从人类的情感、思想出发，去理解与自己并存共处的自然界。

他们通过赋予自然万物以人的个性和感情，将自然万物人性化和人格化，进而希望通过

祭祀、贡献祭品等形式来与神沟通，表达人类对神灵的敬畏与期盼。 

泛神崇拜是一种朴素的认识，它孕育了哈尼族对天、地、人关系的思考。在民间宗

教信仰中，哈尼人并没有将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使人与自然万物对立，而是将人类置

于自然之中，从人与自然万物彼此制约、互利共荣出发，去认识自然，理解自然，把握

自然。哈尼族诉诸宗教信仰，通过赋予宇宙、生命以神性的方式，将生命和自然规律纳

入到人类神圣化的观念范式中，从而围绕它们构建了一套强有力的宗教——伦理保护机

制。这种机制内含的生态伦理诉求，不仅有助于安抚人类躁动不安的心灵，克服心中的

欲望，而且有利于人类重拾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正如汤因比所说“东方的多神教使人

们相信自然具有尊严，它教导人们对人和人以外的整个自然，抱有崇敬和体贴的心情。”
[2](368) 

一、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 

（一）天地崇拜 

在人类先民的观念里，大地是一个富有生命，充满生机的有机体。它生生不息，化

育自然万物。人类先民视大地为“地母”，天空为“天父”。他们认为，正是天父和地

母的恩泽与眷顾，才使自然万物得以生存繁衍。这种观念指向了对天地的崇拜，哈尼族

民间宗教信仰中“天父地母”说就是这样一种崇拜形式。流传于哈尼民间的神话、古歌

将天比喻成“慈祥仁爱的父亲”，将地比喻成“乐善好施的母亲”。天恩赐自然万物以

生命，地抚育万物，自然万物和人类一样都由天地所生养。 

（1）天崇拜 

哈尼先民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历程中，通过对哀牢山两麓气候、天象的观察，对自然

界有了一些模糊的认知。他们认为自然界的变化，如鲜花盛开、草木枯荣、刮风下雨等，

都和“天”有着神秘的联系。对于这些自然奥秘，哈尼先民一时难以理解，于是只能结

合自己的想象，将人类社会的影子投射到天空，幻想出天神的形象。他们认为在天空中

有神秘莫测的“存在”支配、主宰着人类。这种“存在”就是天神“摩咪”。“摩咪”
①既是天界最大的神灵，又是人间最高的主宰，它“司管着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保佑

着农田水利、村寨人家，人体安康、六畜兴旺，惩罚人间一切邪恶。”[3](242)哈尼族

崇拜天，但是并没有全族统一的、固定的祭天仪式，仅少部分支系有祭祀“摩咪”的仪

式，称为“摩咪罗”，意思是宴请天神。哈尼族祭祀天神一般选择在夏冬两季的属羊日

                                                      
① 摩咪，也称莫米、欧户摸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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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他们认为这天是天神“摩咪”的出生日，是个神圣的日子，因此，祭祀当天，全

寨停止生产。哈尼族以此表达对天神的祝福，同时期盼获得天神的眷顾与庇佑。 

（2）地崇拜 

土地既是万物的生存载体，又是万物的最终归宿。人与自然万物一刻也离不开土地，

因此崇拜土地也就自然而然了。哈尼族崇拜地，尊称地神为“咪收”①，意思是大地之

主或地母。在民间神话中，“咪收”是天神“摩咪”的女儿，她受“摩咪”的派遣常驻

人间，庇佑哈尼儿女。在哈尼族地界神灵体系中，“咪收”可以区分为护卫全寨的“大

咪收”和庇佑家庭的“小咪收”。哈尼人认为，每一块土地，如村寨、房屋、梯田、旱

地等，都有特定的“咪收”。有了“咪收”的庇佑，村寨和家庭才能人畜平安，粮食丰

收；天地人才能和睦共处。为了获得“咪收”的保护，哈尼族在每年的“昂玛突”期间

要举行“咪收罗”，祭献地神的仪式，意思是邀请“咪收”返回村寨，宴请大地神灵。 

对自然天地的崇拜是人类原始宗教中共同的现象。哈尼先祖耕作于哀牢山区，游猎

在高山林海之中。在漫长的历史中，他们在生存中感悟自然，体悟人与自然的关系，意

识到宇宙自然，天地万物是先于人类而存在于天地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基于

这种朴素的认识论，哈尼先民用各种祭祀、献祭的仪式来取悦神灵，以此表达人类对自

然的敬畏与感激之情，期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二）山水崇拜 

（1）山崇拜 

哀牢山地区群山环绕，是一个山的世界。作为一个世代与山林为伍，在山林中谋生

存、求发展的民族，山林为哈尼族提供了一切用度，构成了哈尼人生活的基础。因此，

哈尼族始终对山林怀有一种莫名的敬畏与感恩。他们敬畏山林的神秘，感恩山林的无私

赐予。此外，恶劣的自然环境经常带来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时刻威胁着整个

民族，这就使得哈尼人从内心敬畏自然的力量。为了表达对自然的敬畏，他们虔诚地祭

献山林，小心翼翼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谨慎地改造自然。 

敬畏与感恩之情构成了哈尼人对山的基本认识，形成了哈尼族神山崇拜文化。哈尼

民间素有“群山之母”“大山之王”“父山母山”之说。他们认为山有山神，山神管理

着神山的一切。高山、悬崖、奇峰是山神的物质躯体；树木、动物等自然生物是神山的

灵。为了表达对山神的敬畏与崇拜，哈尼族每年定期举行“普去突”仪式，祭祀山神。

哈尼族祭献山神并没有全族统一的时间和仪式，一般是按照高山的自然分布，由村寨单

独祭祀或联合祭祀。在祭祀过程中，“咪谷”以唱词的形式表达哈尼人对山神的祈求，

“先辈祖宗留古规，插好秧来祭山神，祈求山神护人间，祈祷山神护禾苗。”
[4](44,45)

 

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哈尼族对山有着独特的认识，他们认为重叠起伏的高山，江河纵

横的峡谷并不是人类生活的障碍，而是民族美丽的家园。民歌唱道：“天和地离得虽远，

雨丝把它们连在一起；山和山隔得虽远，云海把它们连成一片。”[5](5)哈尼族将山林视

为一个与民族血脉相连的生命体，在山林中，各种生命纠缠一起，互相制约，互利共荣。
                                                      
① 咪收，也称咪松、眯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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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人将民族的生存、个人的发展与山林联系在一起，对山林中发生的一切持一种理解

与宽容的态度。他们祭祀山神，赋予山以神性，并将这种神性扩展至山林中的自然万物，

这揭示了“人与自然万物和合共在，互为因果的共生关系。这种人与自然万物‘和合共

生’的自然哲学思想，正是他们沟通人类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之间智慧的桥梁。”[6](240) 

（2）水崇拜 

人类先民伴水而居，水与自然万物的生存、繁衍须臾相关，因而水成为人类最早的

自然崇拜对象之一。水崇拜与哈尼先民对水的认识有关。他们认为“水不仅具有与人类

类似的思想、感情，而且它还具有一颗感知人类事物的心。”[7](2)为了获得水的神秘力

量和水神的庇佑，哈尼族虔诚地祭祀水神。 

哈尼族水神崇拜对象众多，各个地区，不同支系间祭祀水神的仪式也多种多样。总

体而言，哈尼族祭祀水神分为村寨集体公祭和家庭私祭两种。公祭水神主要是在每年的

“苦扎扎”节和“昂玛突”节期间举行“倮合削”仪式。“‘倮合’意思是供人类饮用

的泉水，‘削’意思是献祭、清理。”[8](240)私祭水神主要在农业生产的不同时节举行，

如栽秧、稻谷扬花，哈尼家庭在水沟边、梯田入水口祭献。古歌《艾玛突》唱道：“先

祖祭神的规矩，一样也不要给它漏掉。二月祭寨的时候，还要祭献水神，是水神螃蟹，

为哈尼日夜挖掘泉眼，是水神石蚌，帮哈尼日夜守护水源，哈尼不忘螃蟹开挖水源的好

处，哈尼不忘石蚌守护水源的恩情。”[9](309) 

哈尼族祭祀螃蟹、石蚌、水井、水潭等水神的行为源于他们对水的敬畏与感恩，具

体的祭祀仪式内容则体现了对人的生态道德要求。哈尼人认为流动的、清洁的水具有神

性，在祭祀时用干净的流水是对水神的敬重。因此在祭祀前，他们要清洗水井，整修沟

渠、水潭。这些思想和言行，从表面上看，是一种民俗文化事象；从蕴含的思想上看则

体现了生态伦理诉求。哈尼族通过祭献水神仪式，将乡民团聚一起，一方面通过神圣的

仪式，教育乡民要爱水、畏水，感恩水神的庇佑；另一方面则是将敬水的思想落实到生

活之中，要求哈尼人珍惜用水，爱护水源，保护水利设施，做到人人爱水、敬水、护水，

最终达成人与水的和解。 

（三）动植物崇拜 

动植物崇拜是人类原始宗教的重要形式之一，人类先民对动植物的崇拜与他们的物

质生产生活紧密相关。在漫长的岁月里，先民将“自然之物”转变为“为我之物”是一

个艰苦的过程，因此早期先民将采集狩猎获得的资源视为神灵的恩赐，进而产生了对动

植物的崇拜。先民在感激自然神灵恩赐的同时，心中又怀有负罪感，对人类行为给自然

造成的伤害感到深深自责。从这种夹杂着感恩与忏悔的复杂心情中产生的动植物崇拜也

就成了先民的一种良善的宗教行为。 

(1)植物崇拜 

哈尼族民间神话、古歌中有大量关于植物的传说，以及描述植物与人类生产生活相

联系的故事。这些有关植物的故事和传说反映了哈尼先民对植物的认识。哈尼先民对于

人类和植物关系的理解，不仅仅局限于植物可以为人类所用这样一种纯粹实用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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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源于本民族的植物信仰，哈尼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

他们将对自然、生命及未来命运的展望都渗透在对植物的崇拜之中。 

哈尼族民间植物崇拜种类众多，其中最主要的是谷物神崇拜和神树崇拜。由于传统

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生产方式落后，加上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哈尼人在梯田农业生产

中除了辛勤劳动外，还将希望寄托于谷神。古歌《砸罗多罗》①把稻谷神灵称为“金谷

娘”，并将丰收的期望寄托于此：“金谷娘在土仓里睡足了一冬，哈尼的女主人来叫醒

她的好梦：起身了，哈尼的金谷娘，不要在温暖的土仓里睡懒觉，快到哈尼宽平的秧田

里，扎下男人胡子一样的根，快去吸饱春天里的潮气，发出尖尖的谷芽。”[10](463) 

哈尼族对树的崇拜与梯田农业有紧密的联系。哈尼民间流传着大量有关树崇拜的神

话传说，比如在古歌《虎玛达作》中，人类用茨菇树分年月。“世上的人呵，认年要怎

样认？快去瞧瞧神种的大茨菇，直直的茨菇杆，就是一年的等数。„„茨菇叶有三百六

十片，三百六十片叶子定成一年的日子。„„茨菇的根有十二条，这就是月份的定

数。„„茨菇开花三十朵，三十朵花就是一月的日子数。”[11](221,222)类似有关树崇拜的神

话还有很多。总体而言，哈尼族树崇拜种类繁多，不同地区、不同支系间所崇拜的树种

也有所不同，如金平县罗美支系崇拜“辣摆辣八”树（俗称锥栗叶树），西双版纳地区

的僾尼人崇拜“红毛树”（即银木荷树），绿春县格角人支系崇拜栗树等。 

(2)动物崇拜 

哈尼先民聚居于山林之中，各种飞禽走兽活跃其间。动物构成了哈尼先民物质生活

的基础，并使其产生了对动物的崇拜。哈尼族动物崇拜种类繁多，不同的动物崇拜，寓

意不同，但是都表达了哈尼人敬天畏地，感恩动物的生态伦理情怀。 

第一种寓意：感恩动物对哈尼先祖的眷顾之情，如白鹇鸟崇拜。哈尼人认为，白鹇

鸟有恩于先祖，是民族的吉祥鸟。古歌《苏雪本》②讲述了白鹇鸟救助哈尼母亲的故事：

“灾难降到富足的寨子，哈尼的母亲生了脓疮，百样千样药用过，阿妈的病不见好。”

孝顺的哈尼儿女为了救治母亲，走遍高山峡谷寻找良药，却难以治疗，只能看着母亲在

疾病中受煎熬。哈尼儿女的哭声感动了林中的白鹇鸟，“老林里的白鹇听见哈尼的哭声，

轻轻飞歇在蘑菇房上，白鹇一口一口把脓水吸干，又把唾沫涂在阿妈身上。一天过去，

只见疮口合了缝；二天过去，只见新肉长平伤口；三天过去，阿妈跟不病时候一样。”
[12](424,425)《哈尼族祖先迁徙史·森林密密的红河两岸》的主题是白鹇鸟帮助哈尼先祖安寨

定居。“哈尼先祖在与异族的战争中失败，辗转流离，后来头人戚姒在白鹇鸟的带领下，

找到了安寨定居的凹塘。”[13](198)哈尼族铭记白鹇鸟的救命之恩，感谢白鹇鸟寻找凹塘的

贡献，为了纪念这份恩情，他们模仿白鹇鸟走路的步伐创造了白鹇舞。 

第二种寓意：将动物视为其先祖而予以崇拜，如狗崇拜。哈尼族民间谚语“扣玛米

理和撮哎确”，意思是“狗是人类安家的伙伴”。哈尼族“抠区”家族和“窝努”家族

视狗为家族的先祖。“抠区”为哈尼语，意思是狗奶。据该家族传说，他们的祖先在一

                                                      
① 砸罗多罗，哈尼语，是有关祝福的歌. 
② 苏雪本，哈尼语，意思是说唱歌舞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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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灾难中失去了母亲，靠吃猎狗奶水长大。后辈为了感谢狗的哺乳之恩，就以“抠区”

作为该族的姓氏。
[14](21,22)

 

动植物崇拜实质上是哈尼族对自然的崇拜,对生存环境的崇拜。透过动植物崇拜，

我们可以看到哈尼族对生命存在地体悟。在他们的世界里，动植物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并

不仅仅是给人类提供薪柴、肉食、皮毛，动植物和人类一样具有生命和灵魂，拥有生存

权利。在自然界的生存链中，人类与动物、植物都是自然的组成因素，是生命链条中的

一环。哈尼族为人类的生存行为对动植物造成的伤害深感歉疚。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

他们虔诚地祭祀动植物，希望获得动植物的谅解与宽恕。费尔巴哈将人类先民这种因为

利用动植物而感到歉疚，进而对其进行献祭的行为解释为“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安慰

在他想象中蒙了损害的对象，为了告诉这个对象说，他之所以劫夺它，是出于不得已，

并非出于骄横。”[15](30,31) 

美国生态伦理学家维西林认为，“万物有灵论的原始宗教对于形成一种尊重一切存

在物（包括人在内）的环境伦理学具有重要的意义，想想相信所有的动物(包括动物、

植物、无生命物体)都有精灵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尊重这些精灵，那么我们对待非人类

世界的方式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例如，我们将不会砍伐一棵树或甚至拔掉一株野

草，除非事先向植物道歉，并解释我们行为的必要性”。[16](142)动植物崇拜不仅是哈尼族

原始宗教信仰的体现，也是其自然观和世界观的表达。基于对动植物神秘力量的恐惧与

感恩心理而形成的动植物崇拜，蕴含着早期人类对自然朴素而又深刻的认识。千百年来，

哈尼族一直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同动植物之间构建起了一种“宗教契约关系”，这不

仅丰富了哈尼人的精神信仰，也让哈尼族获得了与自然环境的整体和谐。这种“天、地、

人”契约所蕴含的生态平衡思想，正是哈尼族动植物崇拜的精华，也是全人类发展的精

神实质。 

二、自然崇拜中的生态伦理意蕴 

哈尼族泛神崇拜有别于严格的宗教信仰，本质上是哈尼先民对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

境的崇拜。它兼顾了神灵世界与世俗世界，在神圣的意境中开展人与神、人与自然的对

话与交流，在沟通中签署“人神契约”。哈尼族用“心灵契约”在人间世界构建了一个

神圣的天国，以此安顿人的心灵，表达人类对自然万物的伦理关怀。 

（一）人与自然沟通的特殊方式 

泛神崇拜是哈尼先民与自然沟通的一种方式，它通过想象的人神交流来调整人与社

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民间信仰中，哈尼族将自然万物人格化和神格化，赋予自然万

物以生命和灵魂：山有神，树有灵，自然万物都是有感情、意志和思维的生命体。它们

不仅具有生、死、悲、欢等诸多人的属性，还具有神秘的力量、超强的能力等神的属性。

在泛神崇拜中，人、神灵、自然三者之间形成了这样一种逻辑关系：人敬畏神灵，祭献

神灵——神灵庇佑人类——人类谨慎地改造自然。在这种人、神、自然的关系中，神灵

在人与自然之间起着“中介”“桥梁”的作用，扮演着一个超脱于世俗世界的“审判官”

的角色。人与神灵签署一份无形的“心灵契约”：契约规定人敬神，神佑人，人爱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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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一个超然的存在审视着人类的行为，哈尼族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恪守“人神契约”，

希望用自己虔诚、谨慎、爱物的态度和行为来取悦神灵，获得神灵地肯定与赞许。这其

实是人类以神灵的名义命令人类敬畏自然、关注自然，借助神灵的威能调节人与自然的

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 

（二）自然崇拜是一种心理需求 

在远古时期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哈尼先民生存十分艰难。面对天灾、疾病、伤亡等

种种磨难，他们既无法理解，也无力抗争。于是他们求助于宗教，面向自然，塑造了众

多自然神灵并予以崇拜。哈尼人虔诚地祭献神灵，希望以此让神灵感受到人类的诚意，

满足人类的诉求，从而在宗教的神圣世界中找到一个安全、宁静的“避风港”[17](523)，以

解脱心灵的困扰，增强民族在面对自然困难时的生存信心。 

哈尼族将现实世界用幻想的方式搬到了美好的神界天国，从而构建了一个与人类生

活世界类似，但更加符合人类需求的理想天国。在这个虚构的美好世界中，哈尼族安放

了宗教信仰，使世界在人的心目中不再是混乱无序的，而是有目的、有意义的，这样使

人们获得了心灵上的安慰和情感上的寄托。于是哈尼族不再感到迷茫，他们在神圣天国

中安顿了灵魂，找寻到了人生价值。 

面对现实生活造成的内心冲突和精神焦虑，哈尼族选择自然崇拜，向神灵诉说自己

的困难与期许，将期望寄托于神灵，使人从现实的困境中暂时脱离出来，缓解生存的压

力和心理的困扰，这无疑会减轻人们的生活压力，使人获得心理平衡。 

（三）人对自然的伦理关怀 

自然崇拜表达了作为“自然之子”的哈尼人期盼与自然和谐共在的愿望。对于自然，

哈尼人从来没有征服之心，他们始终怀着一颗敬畏之心去爱护万物。哈尼族诉诸宗教，

用“人神契约”的方式要求人类关注自然，用“神灵的力量”来规范人类改造自然的行

为。这种“人神契约”不仅是外在形式上的规约，也是内在心灵的契约，是一种道德规

范。这虽然有神秘的成分，但在客观上起到了规范、限制人类行为，维护生态平衡的作

用。可以说，哀牢山两岸优美的自然环境，既是大自然造化之功，更是当地各个少数民

族世代细心呵护的结果。 

在原始而封闭的哀牢山间，世代生活于此的哈尼人以“万物皆生命”来解释自然。

他们赋予自然以高于人类或至少与人类同等的“心智禀赋”，这样，人类就可以通过心

灵、言语与自然进行交谈，而哈尼族文化中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也就得以构建。对于处

在生态困境中的现代人而言，承认自然万物皆生命，仁爱万物，这需要在理论上进行多

重论证，但是对于哈尼人而言，人类与自然万物同源共生，人类应该仁爱万物，善待一

切生命，这既是人类的本份，亦是人类对神灵的义务。这种根植于哈尼人内心深处的生

态伦理观，使哈尼族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小心翼翼，时刻关注自然的反馈，调整人类的

行为以适应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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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ia 

The earth, Gaia, is the unique place and family for all people and other creatures we know. In 
the future, even with the great advancement of new science and high technology, human 
beings cannot immigrate to other planets as the vigorously agitation of famous physicist 
Steven Hawking and authors of scientific fiction.  

Paradigm: symbiosis 

Philosophers should integrate the philosophical wisdom from Laozi, Buddha, Aristotle, 
Theophrastus, Charles Darwin, Henry David Thoreau, John Muir, Aldo Leopold, James 
Lovelock, Rachel Carson to E.O. Wilson to construct and communicate the paradigm of 
symbiosis among people, animal, plant, soil, river, mountain and others.  

We are all in one big community. It is necessary to criticize the logic of modernity in 
order to appreciate nature, to learn from nature, and to conserve nature.  

Standard 

The prevalent Western science including its reductionist methodology and technological 
practice, which constitutes the anchor and pillar of modernity, must be re-evaluated and 
judged by the standard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igher, faster and stronger‖ has been improperly taken as the spirit of Olympic game. 
Similarly, they should not be the main aim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pursue.  

mailto:huajie@pku.edu.cn
mailto:huajie@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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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technology is not monotonously beneficial to nature protection. Some famous 
high-tech company’s claims and public images do not match with the real situation, such as 
Monsanto, Apple, Volkswagen, and Coco-Cola. People wonder why high-tech company (such 
as Foxconn in Shenzhen)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high suicide rate of employee.  

I agree the motto from Mahatma Gandhi “There is more to life than increasing its 
speed.”  The Amish people’s life style also teaches us a lot. 

Maladaptation 

More science and faster innovation do not always benefit ordinary people and the Nature.  

On the contrary they usually result in new maladaptat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Modern science has been in danger of forgetting its root of meaning and purpose. Now 
even some projects in the name of ecological engineering have forgot the teaching of ecology 
fathers. 

Semantics of Natural History 

博物学语义 

Natural History, Historia Naturalis 

Historia: description, enquiry into 

natural history 不宜译成“自然史” 

英文中 history 仍然保留有探究的古义，如 A Brief History of Time（指对时间的简明

研究。“时间的历史”汉语不通） 

 

David J. Schmidly 的文章：What It Means to Be a Naturalist and the Future of Natural 

History at American Universities，Journal of Mammalogy, 2005,86(03):449-456. 

作者 David J. Schmidly 1971 年在 UIUC 获得动物学博士学位。现为新墨西哥大学动

物学教授，曾任 UNM 校长。 

David J. Schmidly 

人们接触 natural history 的定义时，马上就碰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natural history
中的 history 与我们通常设想的或日常使用的与“过去”相联的这个词，很少或者根本不

搭界。当初用这个词时，history 意味着“描写”（即系统的描述）。以此观点看，natural 
history 是对大自然的一种描写，而 naturalist 则是那些探究大自然的人。这恰好是历史上

人们对博物学的理解，本质上它是一种描述性的、解说性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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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 Traditions of Science 

Many old traditions with great wisdom and rich indigenous knowledge should be 
respected and revived.Even in the area o 

f natural science there are four big traditions, which include natural history tradition, 
mathematical-physical tradition, controlled experimental tradition and digital simulation 
tradition.  

Different tradition of science conflicts with each other sometimes.  

The natural history tradition should not be trifled with just because of its shallow, 
non-reductive, childish and useless appearance.  

自然科学的传统 

博物传统  数理传统  控制实验传统  数值模拟传统 

人类知识截面 

 

 

想像为柱子，当下的截面。 

博物被挤压，但还没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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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学史文献汇编 

Bridson, Gavin(2008). The History of Natural History: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London: Linnean Society of London, 2nd edition. 1104 pages. 

我关注博物学文化的原因 my reasons 

对现代性逻辑的反思 criticize the logic of modernization 。Approaches： 

科学哲学：Michael Polanyi’s  personal knowing, Personal Knowledge. 

现象学 Life World Phenomenology 。Husserl＋Merleau-Ponty。 

科学编史学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不同的科学传统。 

文明形态的考虑 civilization：天人系统可持续生存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个体与大自然的关系     

Beyond scientism 

Generally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dmire and strengthen the struggle based on 
strength, power, speed, money and other useful characters.  

Scientism is a terrible belief and is very harmful to the maintaining of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Unfortunately scientism seems attractive both in China and in other places.  

Goethean approach 

For an individual,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learnt from science and natural history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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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ived at a balance [Francis Bacon had coined the term “natural and experimental history”].  

The practice of citizen’s natural history may provide another approach (such as 
Goethean approach to plants) to see and understand the natural world besides the scientific 
approach, and will be helpful to overcome the belief of scientism.  

Education of BOWU, Historia Naturalis 

Education of BOWU in Chinese, Historia Naturalis in Latin or Natural History in English,  

focusing on and striving to find the beauty of Nature, 

to observe, feel and study, in a way of personal knowing instead of universal modern 
scientific way, the world, 

to wonder the colorful, splendid phenomena, and 

to understand the extreme complexity of evolution system through long period of 
time.  

Living as a Naturalist 

Advocate a life style called Living as a Naturalist in the whole society. 

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感受风起于青萍之末，杨柳依依，雨雪霏霏。 

作 community 中的合格 member。 

赤子之心 

《孟子》：“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也。” 

Cogito ergo sum   = I think, therefore I am. 

博物自在 

= I BOWO, therefore I am. 

刘华杰，《天涯芳草》，2010；《博物人生》，2011/2015；《檀岛花事》，2014；《博

物学文化与编史》，2014/2015；《博物自在》，2015；《燕园草木补》，中国科学技术

出版社，2015。在《燕园草木》（许智宏、顾红雅主编）收录 185 种之外收录 232 种北

大主校区植物。两书合计收录 417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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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Organic Ontological Commitment 

between Whitehead and Confucius:Based on the Critiques 

towards Naturalism by Reiner Grundmann 

 
LIU Kui 

(Marxism College, Southeast University) 
liukui5096@163.com 

 
Wang Changran 

(PH.D. Candidate, Marxism College, Southeast University) 

 

Industrialization paralleled with ecological crisis marching on results in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 among human, techniques and nature in a state of paradox. To rescue from it, 
Organism is widely accepted, which is taken as the ontological cornerstone of Ecocentrism 
and Naturalism, and it includes the reappearance of ―the harmony between the heaven and the 

human‖ from the ancient China. The beauty of ecology, the wholesome of nature and the 

righteousness of organism are seen as the salvation in the times of ecological crisis. However, 
both active and negative parts exist in ecology, nature and organic entity, and the negative 
effects are connected with anthropocentrism. The charges from the ontological perspective of 
Neo-anthropocentrism is posed by contemporary German ecological Marxist Reiner 
Grundmann, which reminds us of the necessity to further study the ontological commitment 
of Naturalism and Organism in the background of present ecological crisis. 

Handling with the present ecological crisis, two organic naturalism stand out: one is 
Confucian idea of Yi (idea of changes) in ancient China, represented by Confucius in his later 
year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 among the three elements (i.e. the heaven, the earth and the 
human) is being focused and applied to study the present crisis by the third 
Neo-Confucianism representatives, like Du Weiming and Cheng Zhongying. Another is the 
Organism based on the process philosophy, posed by contemporary philosopher Mr. Alfred 
North Whitehead. It has being promoted by John B. Cobb, Jr., David Ray Griffin and Philip 
Clayton, resulting in the forming of ―Organic Marxism‖ when combined with Marxism, 

which is the ontological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Marxism. It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ontological commitment of organic naturalism and the epistemological 
commitment of ecology rescue. Therefore, the article takes the ontological commitment as a 
perspective to compare the ideas between Whitehead and Confucius, in order to find out how 
their ontology benefits the solution of ecological crisi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n to study the ontological cornerston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mailto:liukui509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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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ly, Confucian idea of Yi is a kind of naturalist ontology, which characters with 
naturalism (nature existed without mind, superior and expression), superior morality, 
structuralism and symbolism. Its core emphasizes on the spontaneous circulation of lives in 
the universe, and regards the ―life and growth‖ as ―superior morality‖, which focuses on the 

dynamic relations among the heaven, the earth and the human, i.e. the principle of nature 
process, including breeding in spring, growth in summer, harvest in autumn and deposit in 
winter. This commitment can be recognized as nature-circulation ontology in an orderly time. 
From this view, the ecological crisis means the tense relation between human and the nature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and the resolution of the crisis needs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and 
changes among them which are expressed out as a natural and historic process. Organic 
ontology represented by Mr. Whitehead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olism, pan-idealism, 
process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Its commitment is nature-theology ontology within process 
philosophy. From it, the ecological crisis comes from epistemological misunderstanding 
which means the contradictory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while the salvation needs 
to focus on the holism which aims at the interrelations of the universe rather than the duality 
opposition. This commitment stands out for the existence of theological assumption from 
ontological aspect, the guidance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the salvation of naturalism. 
Although both organic naturalisms benefit the reconstruction of ontology and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yet how to handle with the ecological colonialism, ecocentrism and 
anthropocentrism lacks efficient methods. Digging out their roots, we find out that they both 
lack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technique development: Confucian idea of Yi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and the cycling tendency of development among the three elements (the 
heaven, the earth and the human), while Mr. Whitehead cares about the dynamic coherence 
among the human, nature and theology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Especially, 
Whitehead‘s theological process stands out. Whitehead‘s theological dimension in the process 

philosophy is neglected by some people as a result of scientism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naturalism, but the revolution of Whitehead‘s ideas shall be emphasiz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egel‘s absolute spirit and universe ontology. Referring to the doubt about its 
substantiality, we can apply the methods of phenomenology to lag it behind according to the 
limits of human recognition. However, we can study its ecological values from the ontological 
commitments. The lack of technique‘s sociology leads to the unawareness of the techniques‘ 

influence on ecology as social elements and ontological existence. Furthermore, the adoration 
of organic naturalism is criticized by ecological Marxist Grundmann. Therefore, we need to 
further study the ontology of organic naturalism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social 
development, rather than the adoration of naturalism, organism and ecology. 

 

KEYWORDS: organic naturalism; ontological commitment; Whitehead; ecological crisis; 
Confucian idea of 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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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海与孔子的有机本体论承诺比较研究： 

基于格伦德曼对自然主义的批判 

 

刘魁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建设性后现代研究中心主任) 

liukui5096@163.com 
王常冉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以及生态危机的严峻，人、技术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非

常复杂的矛盾状态。为摆脱这种令人烦恼的矛盾状态，有机主义作为生态主义、自然主

义的本体论基础大行其道，包括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也死灰复燃，生态美、自

然之整、有机之善，一时间成为生态危机时代的救世处方。可是，生态、自然与有机存

在有善也有恶，有美也有丑，并非只有光鲜的一面，人类中心主义的阴影也始终相伴而

存在，为此，当代德国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格伦德曼从新人类中心主义的存在论视角提

出了有力的挑战，这就提醒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当代生态危机背景下的自然主义或有机主

义的本体论承诺问题。 

面对当代的生态危机，有两种有机自然主义表现出非常积极的态势，一种是以中国

古代儒学奠基人孔子（晚年）为代表的有机自然主义的易道思想，其中的天地人三才之

间的势力消长与互动关系值得非常关注，杜维明、成中英等所谓第三期新儒家结合当代

危机加以发展，一种是现代哲学大师怀特海先生具有过程主义特征的有机主义思想，这

一派的思想近来更是得到了小约翰˙柯布、大卫˙格里芬以及克莱顿先生的大力发展，

近年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形成所谓的“有机马克思主义”，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发

展。这就涉及到有机自然主义的本体论承诺与生态拯救的价值论承诺之间的对应关系。

为此，本文试图从本体论承诺视角对怀特海与孔子的本体论承诺进行比较研究，以便发

现二者本体论的思想在何种意义上有利于生态危机的解决以及生态文明的建设，进而探

寻生态文明建设的本体论基础。 

从总体上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易的自然主义本体论具有自然主义（自然无心、无

主、无言）、盛德主义、结构主义、符号主义等特征，其核心在于重视宇宙万物的生生

不息，以“生生”为“天地之大德”，重视天、地、人三才势力消长，强调春生夏长秋

收冬藏的自然演变规律，承诺的是一个时序主义的自然循环本体论。在其中，生态危机

就意味着人与作为环境的天地之间的紧张关系，生态危机的克服意味着天地人之间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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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关系因力量消长的自然消解，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以怀特海为代表的有机本体论具

有整体主义、泛心主义、神性主义与过程主义特征，承诺的是一个过程主义的自然神性

本体论。在其中，生态危机的出现主要是认识论问题，是主客体的对立问题，生态危机

的克服就是要克服二元对立，强调世界的普遍联系、相互依赖，走向整体主义，它的突

出之处在于在本体论层次受预设了神性的存在及其对人类发展的引导与自然主义拯救。

这两种有机自然主义虽然有利于从不同角度重建本体论、创建生态文明，但对如何克服

社会发展中的生态殖民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缺乏有力制衡。究其根源，

在于它们都缺乏技术发展的社会维度，儒易关心的是天、地、人“三才”在自然时序演

化的力量对比变化及其循环发展态势，怀特海关心的是人、自然与神在发展进程中的动

态呼应关系。在其中，值得非常关注的是怀特海的神性过程论。由于科学主义以及中国

传统的自然主义传统，许多人对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的神性维度給予漠视的态度，可是，

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角度看，或者从宇宙本体论的视角看，怀特海思想的革命性值得高

度重视。对于其实在性的疑虑，我们可以采取现象学的悬疑态度，毕竟人类的认知能力

有限。但是，我们可以从本体论的承诺视角研究其生态价值。但是，无论如何，二者都

缺乏技术社会学的维度，对技术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社会本体存在对生态的影响缺乏足

够的重视。而且，对有机自然主义持崇拜的态度，反倒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格伦德曼先

生給予了批判性的反省。因此，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有机自然主

义本体论，摆脱对自然主义、有机主义与生态主义的迷信与崇拜。 

 

关键词：有机自然主义；本体论承诺；怀特海，生态危机 ，儒易 



The 10th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Biocosmology 

117 

On Constructivity 

 
LIU Xiao-ting  

(School of Philosoph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 Center for Science and 
Humanity Studies, Beijing 100875, China) 

xiao-tingliu@263.net 
 

Our age is experiencing unprecedented dramatic changes in human history.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also makes human facing enormous adjustment of thoughts and philosophy. 
People began to form some global consensus, especially to modify and beyond some rules 
since the enlightenment. Seeking and establishing some new rules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Constructivity is that new criterion what humans today highlighted, it stems from the 
classical era, with new quality added. As human exactly raised the need of constructivity in 
the their own development, this criterion will eventually become a new dominant programme 
of civilization. 

I. The Definition and Value of Constructivity 

Opposed to disruptivity and negativity, the constructivity is a principle and norm that 
based on the acceptation of existing things and status, aiming to facilitate things‘ perfection 

and systematic promotion. Constructivity, seeing from the basic way, holds a principle of 
avoids any avalanche effect, holds an attitude of negotiation and constructive. 

1.1The Definition of Constructivity 

Compared with disruptivity and negativity, constructivity is more complex and has no 
single meaning. 

Disruptivity and negativity mainly show their belligerence, and both lead present 
activities to end or to change direction intensely, and then lead to the collapse of the whole. 
The Constructivity is to conserve and keep the goo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ings by 
modifying the present activity. Therefore, relative to final and radical strong programme of 
destructive and belligerence ―breaking‖ philosophical principle, constructivity is a kind of 
finite and soft weak programme, which emphasized the construction and the altruism. In a 
word, the Constructive principle is the ―peace‖ principle. 

If the disruptivity and constructivity are considered as two ends, according to their 
varying degrees, constructivity can be divided into levels as non-violent (dialogue), 
compatibility (tolerance), collaboration-learning, win-win and appreciation. Among them, 
appreciative win-win is the highest goal. Therefore, constructivity pursuits the common good 
and collective symbiosis, that is to say, overall interest or value of the large system with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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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es concerned is its standing point, positive action criteria that beyond individual‘s single 

interest demands. 

The declaration of constructivity programme is the key point of transform the world view 
of human communication. Because it involves the goal and starting point of human 
communication, that is, our all activities is to pursue the holistic symbiosis or to reap the 
benefit alone? If based on the former, it is constructivity. 

1.2 Basic reflections of Constructivity 

When Constructivity becomes a basic principle of civilized communication, it has some 
special meanings and performs in multiple dimensions and levels. 

(1)On the view of fundamental ontology, constructivity admits that diversity and 
everything are integrated, admits multiplex symbiosis and the priority of the other. Within that 
The symbiotic circle, everything has its own foundations of existing. These foundations are 
prior and not constructed posteriorly by any other thing. 

(2) On the view of axiology, Constructivity emphasizes the common good of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which is good for all participants. It takes the best of a large system as 
its orientation and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 of the overall cost and consumption of running a 
large system minimally. Although the situation which is benefit for all participants may not 
maximizes the overall interests, it is the situation that pursuing of the overall interests must be 
met and achieved in value. 

(3) On the view of methodology, constructivity uses the approach of interaction and 
process analysis, and claims respecting each other, admire even prize so that one can find 
beauty of themselves from each anothers and fulfill themselves by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In his later years, Mr. Fei Xiaotong advocated a mutual appreciation principle, that says 
"Appreciate differences and bloom in the world of diversity, share it to harmonize the world", 
expressed a mutually appreciate pattern and state. That is the systematic expression of 
constructivity method. 

2.4 On the view operation, constructivity it pull the stronger and the weaker on one 
negotiating table make them at the same level and it also requests the stronger‘s self-restraint, 
the weaker‘s moderate regularization, and emphasizes shared responsibility. As it is declared 
by the Bible and Laozi, the stronger side should perform weak; the higher side must perform 
low. Only in this way the entire system‘s operation could maintained, and all existences 
themselves are meaningful. 

1.3 The Value of Constructivity 

Different from the capital and market oriented principle in the past, the emergence of 
Constructivity is a promotion and transformation for human civilization, it i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many popular new principles in nowa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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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nstructivity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ce dimensions of human existence from 
fundamental perspective.  

It is well known that market principles also have a cooperation symbiosis side in some 
degree, but such cooperation symbiosis is passive, and it is based on the choice of competing 
interests and its metaphysical basis is value nihilism. So, once people have a chance, the 
winner takes all interests and reaps the benefit alone. While the constructive principle not only 
highlights the aspect of positive cooperation and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result between 
different stakeholders, but actually indicates that human is a community of meaning. Without 
this community, individuals cannot exist, and existence has no meaning or value. In this 
regard, Constructivity deep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happiness and meaning, turns the 
happiness circle into the realm of the common good (John B. Cobb, Jr.). That is, without 
common good, any so-called individual fulfilment is to be undermined. Constructivity 
highlights the core connotations of human existence and fundamental dimension civilization 
are shifting from the substantive worldview to a relational one. 

(2) Constructivity highlights individual person's true status and value. 

It is common to say that people are free, but this understanding of freedom mostly 
stresses that it does not restrict by others on the passive and negative sense, and emphasizes 
the right of ego. But now, there is a positive freedom, the freedom to think and act, and it 
contains the freedom of self-restraint, what stresses self-responsibility. Everyone holds their 
rights in their own hands as much as they can, but individuals should not use this right 
arbitrarily, because you cannot make others unfre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Especially with the 
enhancement of the meaning of life, individuals happiness goal is no longer solitary atoms, 
but reveal their value while promoting the interactions with others. Thus, the key point of 
self-choice is our choice between the positive or passive relations with other individuals in 
daily life, and that coordinates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systems. So, 
constructivity is the relational foundation of dialogue ethics which is advocated by Habermas. 

(3) Constructivity opens a new approach and hope of civilization. 

With the arise of negative effects of modernization, the sound of civilization‘s crisis 
never stopped. Although these alarms are not alarmist, what human need is not only alerts, but 
also possible new ideas. Constructivity is that hopeful wisdom pathway of getting the 
civilization out of trouble. 

If we simplify the issue, the awkward of civilization can be described as the prisoner's 
dilemma caused by each one‘s selfishness. That is actually a systematic collective 
consequence with reflexivity. Contrast with this value and choice, what constructivity 
advocating is people with responsibility, not only to be rational person who pursues their 
interest straightly, so the emergence of the worst collective consequences can be avoided. 
Someone losses, someone benefits. But if no one accepts losses but benefits forever, there will 
be no nobleness ever. Today,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human relationships, it is bound to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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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n internecine situation. The so-called rational choice resulted in irrational consequences. 
That‘s ironic and not supposed to happen. So human must learn to compromise. The strategy 
of Constructivity is to teach human the art of breaking through by compromise. 

Of course, the problem is not just compromise. This compromise provides tolerance and 
buffer space for culture, which can achieve to reform the whole perfection and the destiny of 
mankind by expanding the third field and building public platforms. In this sense, 
constructivity is a philosophy of generation and creation. Overall qualitative change caused by 
generation may be malignant or benign. Due to the self-restraint of constructivity, the 
proportion of benign generate results will be greatly improved. 

II. The Realistic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Constructivity 

Constructivity is not a plain fiction, but has a specific basis and thinking sources. The 
situa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many human explorations in the 20th century provides 
constructivity with realistic and theoretic reserves. 

2.1 The Realistic Foundation of Constructivity 

Constructivity derived from the passivity of human development, it‘s a "Forced" 
consequence. Similarly, most progresses of human civilization are exchanged with a high 
price so far. 

(1) Without constructivity, civilization will be holistically destroyed  

Why should human being choose constructivity? For there was constructive needs and 
conditions. This peaceful principle of constructivity was put forward on the basis of a final 
decision after lessons of long bloodiness human history, and with benefit from whole rise of 
human civilization awareness in contemporary and its difficult transcendency of previous 
struggles or confrontational guidelines. 

In the past, same with other species, human being naturally chosed confrontation and 
struggle. At that time, human being could do so because of a fundamental condition, that is, 
the outside world or environment was very large, but human strength was relatively weak, so 
that live and death in struggle for existence was only in a partial range which could guarantee 
one party full of resources to survive better, and in this way the race could be protected. 
However, now the "third party", outside two contradictory sides, has been found -- the world's 
overall vulnerability. With the powerful force of human species, the earth which carries 
human being, especially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has become smaller and smaller and 
more increasingly fragile, and some human struggles destroyed the common ground of life, 
leading to perish together in the end. Unexpectedly, one basic cause of this whole crisis turned 
out to be the strength of the human self-growth and principles of long-term confrontation and 
struggle of both s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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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aspect, since the Enlightenment, social conflicts have become acute due to the 
harsh struggle for existence, and human being have become accustomed to struggle and 
confrontation, and as a result a philosophy named philosophy of contradiction is established.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philosophy of contradiction is one divides into two. In the 
contradiction of the two sides, the struggle is often essential. Reflected in the social practice, 
that who are our enemies and who are our friends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of 
social recognition. The result of this choice may correspond to overall deconstruction and 
destruction of the system. The typical examples include the World War II and the subsequent 
Cold War in the 20th century.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advocated philosophy of struggle 
and philosophy of rebellion, and accordingly the social identity collapsed, and at last there 
was denied oneself, which lead to the "reform and opening" and accepting otherness 
initiatively. 

(2) There are mechanisms of randomness and uncertainty in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Uncertainty is an important phenomenon when human being research on the movement 
of the world with complexity theory. It shows that there is mechanism of uncertainty during 
the running of things, in which a number of factors combine together. Then what will these 
factors lead to involves mechanism of generation or fluctuation from an element to the system, 
the process of which is neither predicted accurately in advance nor described in detail by 
reductionism. Especially after new factors intervene, the complexity of the system operation 
will increase exponentially. Throughout the modern history of human develop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vide human being with necessary material facilities, and at the same tim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lso gradually deepen human alienation and greatly expand 
uncertainty of the world operation. From Marx's "alienation of labor", to Marcuse's "One 
Dimensional Man", to Ulrich Beck's "risk society", as well as Kevin Kelly's "out of control" 
and Diamond's "collapse", all of these have repeatedly demonstrated that the uncertainty has 
been deeply advanced in a radioactive way, making the world's "doomsday" approach. As a 
result, we should not be too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of our civilization as a whole. It is 
such an elusive state of the world that has fundamentally changed many human attitudes and 
norms of conduct, requiring human being to be humble and careful in the face of nature. The 
inherent dimension of constructivity is humility and awe of advantage being, which is the 
operative norm required by philosophy of generation and the awe for natural destiny and 
human destiny. 

(3) Human Being Realized the Value and Possibility of Non-Zero Game  

The thought of human constructivity has a long history. With common struggle against 
harsh environment, trade credit in the market, peace agreement in the war, and the like, have 
potentially included constructive wisdom of a mutual help and co-existence. Because of the 
struggle, even if the whole world could not collapse immediately, the winner‘s take-all would 
cancel diversity and the world would become single and boring. According to the ec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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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 of diversity leading to stability, the world will sooner or later decline and perish due 
to fall of information. Moreover, historical experience has shown that, in term of survival, 
most social struggles often cause both parties to fail or live in a state that everyone is taking 
precautions against each other in an awed panic, which is not good life human pursue. It is 
obvious that the human interests as a whole is greater than the individual and local interests 
which is regarded as an indisputable premise of values today driving the correction of 
civilized interaction principles. In order to avoid undesirable consequences and also because 
of enhancement of human existence wisdom, it becomes necessary choice at the moment to 
say goodbye to the previous situation and to turn to collaborative and symbiotic life. In 
particular the emergence of complex human interactions lead most parties no longer to face 
the simple single conflict, but as a result the possibility of diversity and overlapping 
combinations emerges. Thus, human being do not recognize the soul of things but also can 
take many forms to defuse some antagonistic contradictions. However, the m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have not yet upgraded the principle of constructivity to dominant 
program of consensus. Some strong nations and regional groups still force others to accept 
their principles as a single scale. When human civilization gradually realizes the change of 
axis from the interests of the states to the human interests as a whole, the principle of 
constructivity will become the dominant program. The signed documents, such as the "Kyoto 
Protocol" or "Copenhagen Accord", have been clearly reflects this effort. 

2.2 The Theoretical Roots of Constructivity 

Constructivity, as a guideline of thinking and action, is usually based on more 
fundamental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the deeper meaning of which is a constructiv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And this kind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has the foundation of 
ontology. In terms of its relevance, four important ideological resources can be listed. 

(1)Ecological worldview provides constructivity with the opportunity of appearance  

It is a great leap in human thought from the worldview of competing evolution in the 
19th century to ecological worldview advocating interdependence of creatures in the 20th 
century. 

In fact, the nearly two-century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philosophy has provided the 
resurgence of constructive thinking with a strong support. Symbiotic biology found that 
survival of diversity criticized monosomic biology, philosophy of environment questioned 
anthropocentric ethics, and postmodernism deconstructed single scale of modernity, all of 
which demonstrate a new principle -- to maintain the creation of diversity as a whole 
principle. 

Especially 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 based on the thought of process, between the 
tension of modernism and radical postmodernism, formed a constructive template of a 
dialogue and coexistence among civilizations, which is a fresh and effective attempt to 
promote diverse and symbiotic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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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ddition,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dialectics is mainly about philosophy of struggle, 
but actually the original idea of dialectics is dialogue. A dialogue requires at least two persons 
to carry on, and both sides need the basic conditions and sincerity for dialogue. 

Consequently, it is a more important realistic guideline than the content of dialogue itself 
that there are two sides in this dialogue. Based on this, Marx criticized who talked about 
abstract person.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 is not a single abstraction but 
the sum of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term of one‘s reality,. Thus, it reveals mutual structural 
nature of person and otherness when they exist at the same time,, namely social nature of 
persons. 

(2)Process philosophy provides the existence of constructivity with theoretical platform 

As the name implies, the so-called process philosophy is a philosophy whose object and 
essence is the category of process. Griffin said, "The tag of process philosophy can 
legitimately be used to broadly point to all views on stressing the ultimate reality of 
generation, process, and change." (Process Studies in China. 3: 37) 

The core category of process philosophy is process. For many persons, the word 
"process" implies some external and objective thing. But for process philosophy, the process 
is always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both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both macro and micro, 
because the direct meaning of Whitehead's Process and Reality, who is the founder of process 
philosophy, is that "the process is the reality." In Whitehead‘s point of view, process and 
organism generally occur in space-time. Each point in the nature is in the process of changes. 
There is no eternally unchangeable substance or fixedly changeless particle. Everything is 
changing. Here, the process is essential, which is the only ultimate reality. The reality is the 
process, and what becomes a reality is to be a process. 

In the term of characteristic, the process inherits from the past, bases itself upon the 
present, and faces the future. Therefore, Whitehead opposes to the mechanistic view that 
"nature (organism) is dead," and believes that "Nature is alive." Only the nature is given the 
connotations of life, generation, purpose, creativity, enjoyment and others, it could make 
sense. The meaning of process Whitehead understood includes many aspects, which are 
uniform and just different aspects of a process. It is obvious that the thought of process goes 
boldly beyond realism and dualism of traditional Western philosophy. This kind of thinking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Leibniz‘s monadology and comes to the relational worldview of 
theory of dependence on quantum, thus the past dualistic worldview ends and philosophy is 
lead to a new thinking model of constructivity. 

(3) Constructivity is the contemporary revival of natural history traditions 

According to its literal meaning, natural history means "recognizing many things", as 
Confucius said, "to know more on insects, fish, and birds." Westerners call it "Natural 
History", which is Ziranshi, Ziranzhi, or Bowuzhi in Chinese called, referring to the 
macroscopic observ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nature which include parts of astr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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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y, geography, biology, meteorology, anthropology and other disciplines. Natural 
history is the experience knowledge based on the ancient collection, observation, experience, 
and it is also based on the basic survival experience when primitive people lived in the earth. 
Natural histor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ature, local, individuality, embodiment and 
specifi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natural history, the contact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nature is 
direct, the feelings are diverse, and thus experience of human life is specific. 

Natural history is not pure theory of knowledge but includes life feelings of activists 
themselves, which is "wet." Therefore, the world in which the activities are becomes the 
world having themselves and owning to themselves. Only in this context, people could form 
moved and caring feelings of life itself and appreciate the authentic meaning of life. 

Natural history, as an ancient paradigm of knowledge, is not arrogant and domineering 
knowledge, but a kind of tolerance knowledge. In the view of natural history, nothing in the 
world is useless. It's like a forest, of which anything should not be abandoned at random. 
Therefore, natural history cannot declare others illegal under cover of progressivism. It is an 
organic worldview. Such position and attitude is constructive dialogue and can mak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which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harmonious culture. When we 
raise the spirit of natural history to be a program and guideline, it became an important 
enabler to achieve constructivity. 

(4) Taiji Wisdom provides constructive ideas with a long-history mold. 

Taiji thought of ancient Chinese is long-history philosophical wisdom which typically 
embodies constructive ideas. Taiji Wisdom is a wisdom science of Taiji, which refines the 
principles of Taiji to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wisdom. Its core is Taiji, the image of which is 
an ancient yin-yang fish drawing. 

People used to abstract deceitful trick from this mode of Taiji, and most stayed at a 
respectful distance. B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structivity, it is quite normative, 
specific, and promotional. 

First, Taiji offers a basic model of all things‘ existence ontologically -- mutual 
constituent and symbiontic mode. It is a transcendental, because things have two natures, yin 
and yang. Two sides in Taiji are mutual constituent, coexistent, circular interaction, symbiotic, 
and then all things are derived from these, which is the basic law of the universe. This is a 
"to-all" mode, helping each other (otherness) to fulfill something is just helping oneself. 
Otherness is both external and internal, which explains "otherness" of "me" and reveals ego of 
"otherness". Thus, it is the first time to give otherness the true equal ontological position on 
the doctrinal meaning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thought. 

Second, it is the cultural paradigm of Yi. The basic meaning of "Yi" is the change, that is, 
the world is changing, and two sides in Taiji are not frozen but constantly changing to find a 
balance in change. The overall trend is not only the changing status of two parties, but als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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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on" to generate a new relationship in the change, in which the cooperation is the 
first one. Usually this is called change of Yi, which is symphysis, that is to say, cooperation to 
generate a new relationship. This is echoed in philosophy of quantum. Therefore, as an 
ancient wisdom, Taiji Wisdom has new infinite potential just like the source. Whitehead's 
process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y of environment can find their sources in distant Chinese 
Taiji Wisdom. 

Again, it is a "De-dao" mode. The book Laozi is also called Dao De Jing. This book 
discusses that human being should follow Dao (law) and De (virtue), so that the existence of 
Taiji could be maintained. Here, "Dao" and "De" interacts.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big Dao: 
"Heng dao" is the eternal ontological one, "Kedao" is the one that can be said, and "Dedao" is 
the one that human being should follow. Among them, the last two "Dao" are based on the 
first one, so it leads to norm problems of human words and deeds, such as prohibiting words, 
abandoning technology, following the law, and donging practices. Thus, it is sufficient to 
understand that big Dao is true. All in all, we should explore the constructive value and its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Ⅲ. Tracing the Road of Constructivity 

The conception of Constructivity is not complex, but it‘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realize in 

one step in current circumstances. For that, we should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e multiple 
culture resources of human thoughts, and search for the valid paths and models to realize 
constructivity. 

3.1 We should actively excavate the constructive resources in human culture 

Simply apply Hegel‘s dialectics to our analyzes, we will find that conflictive philosophy 

is simple intellectuality thinking, while constructive nature is advanced dialectical thinking 
for its mission is unifying opposites. That is a kind of constructive culture. So,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is unify, it calls for a kind of advanced awareness and wisdom, which beyond the 
opposition. This advanced wisdom exists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culture and ideology, 
especially exists in religious ideas.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e attitude and method of treating 
unbelievers. So it calls for extending the conception of unify. At present, the conception of 
unify is transforming from local and cultural to global. Our world is not only a unity with the 
same destiny, but also with the same significance. We should explain the conception 
extensionally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3.2 Constructive organizations are necessary 

Constructivity is not unconditional. Sometimes in order to realize constructivity, we have 
to struggle with the overmatch and beneficiary constantly just as Rajiv Gandhi and Nelson 
Mandela. Although the process is extremely hard, it is necessary. The noble persons can only 
guide us along when they sacrifices their mind and bodies and experience Nirvana. One 
reflection of constructivity is the appearance of constructive organizations especially va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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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s, which accelerates the realization of constructive through global interaction and the 
strength of the collective.  

3.3 Constructive education should be developed 

There is not only confrontation in the survival of human race, but also co-operation and 
―Win-Win‖ that call for minimum understanding, mutual respect, and self-control. However, 
modest mental, resignation, forgiveness and praise are not the performance of weakness and 
incompetent, but a performance of civilization and upbringing, which is a kind of advanced 
wisdom and state. Besides general principles, it requires special principle for the 
stronger—self-control because ―strong‖ is not based on oppression but on strong will. This is 
a kind of ―Zhi Qiang Shou Ruo‖, which means instead of oppression, we use our strength to 

control ourselves and to protect the weak. That is to say the only priori reasonable negation is 
self-negation. The powerhouse‘s self-negation is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the rising of 
new civilization. Therefore, other than other-negation, self-negation is the first principle of 
constructive philosophy. We must stop fighting and grumbling for both of them mean waiting 
for somebody to save us. In fact, we exist in the world and the core of our existence is 
self-awareness, which means saving ourselves through developing humanity. The process of 
self-awareness is the process of conquering the selfish gene by civilized Meme. 

We can explain everything especially the meaning of our lives from a new perspective 
with constructivity. So the realization of constructive principle not only mean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enter of human civilization, but also means a great rising of the level of 
human civilization. 

3.4 There should be constructive activities 

Unlike hybrid natural philosophy in ancient time, identity philosophy in modern time is 
theory-dominant. It puts theory (T) in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and puts living practice (P) in 
the periphery while the nature (N) is outermost. Identity philosophy is a kind of subjective 
philosophy that treats theory as its supreme purpose, which turns the order of the world upside 
down. Instead, constructive philosophy treats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as the intertwined 
centers of the world (T&P), which looks like ―Taiji-diagram‖ and the appearance is elliptical. 

The realities of these two centers are equal, while the performance is different. The condition 
of their development, maturity, time and space are the elements that can decide which center 
is leading. 

Secondly, the western attach importance to morality and advocate morality is 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 Chinese attach importance to virtue and advocate virtue is embodied in 
human activities and our daily lives. Why virtue is embodied in human activities? Why we 
must live in the world firstly? The reason is complex. Firstly, there is no pre-existed nature of 
human being; all the nature is got in the process of live. From this perspective, Chinese found 
the nature of human is changing in the process of our whole lives. Secondly, constructivity is 
a kind of good. Good should be practiced and realized, as the so called virtue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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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is to say, constructivity should be reflected in human as individuals‘ living and active 

actions. That is real construction, otherwise it‘s just empty talk.  

Finally, we should love our neighbors and love the world. Prof. Yu Hong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once said, ―there is a kind of love is still strange to us‖(1997) before he 

past away. It is strange because philosophy is conflicting in the past. In fact, love is not far 
from us, it exists among us. Grade, position and clear love and hate are not important for love. 
Love is sunshine everywhere; love is great with no boundary. So love exists in 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 and civilization. Mother Teresa claimed nobody is ordinary and unvalued in 
love. Love is the best approach for us to beyond death, to entrance new life and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Highest. Love does not origin from institutional design, but origins 
from grassroots effort. The grassroots become their own masters in love, because Tao exists 
in base. Something is nice because it is tiny. The love is the most advanced relationship that is 
praised by process philosophy. So everyone should do his best to achieve love and become a 
real man in love.  

Today the logic of capital prevails. In this condition, most people lack love and desire 
love. Love is activity other than waiting; love is unconditional; nothing is impossible in love. 
So we should love and dedicate continually. Calling for love should be replace by love 
activities. We should seek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create the glories of civilization in love, 
because heaven is somewhere full with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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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建设性 

 

刘孝廷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 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 

liuxiaoting@bnu.edu.cn 
 

我们的时代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剧烈变革。时代的重大变化也使人类

的思维和哲学面临着巨大调整。面对全球时代的文明危机，人们开始形成某些具有全球

性的共识，特别是修改和超越启蒙运动以来的一些准则，努力寻求和确立一些新的时代

准则已成必然之势。建设性就是人类今天所凸显出的一个新准则，它源于古典时代，但

是增加了新质。当人类在自身的发展中切实有了建设性需要的时候，这一准则最终将成

为新文明的主导性纲领。 

一、建设性的含义及其价值 

所谓建设性，是相对于破坏性或否定性而言的。它是以对既存事物和状态的某种容

受与承认为前提，通过非激烈性否定的方式促进事物完善和系统提升的一种准则和规

范。从基本方式上看是不以造成局面急剧破裂为原则，是一种协商或建议性的姿态。 

(一)建设性的含义 

比起破坏性和否定性，建设性更加复杂，而没有单一含义。 

比较而言，破坏性和否定性更多地表现为斗争性和对抗性，都有使正在进行中的活

动终止或激烈转向从而导致事情整体瓦解的取向。而建设性则是使正在进行的活动通过

有序调整以适当延续或使事物整体得以保存与优化的取向。所以，相对于斗争性和破坏

性的“破”的哲学原则等的终结性和激进的强纲领而言，建设性具有有限性和柔性，是

弱纲领，是“立”或互利的哲学。用一个时髦的词来描述，建设性的原则就是“和平学”

的原则。 

如果各以破坏性和建设性为一极，按其不同程度来进行划分，则建设性至少可以划

分为非暴力（对话)、相容（宽容)、合作与学习、共赢与欣赏等层级。其中，欣赏性的

共赢是最高目标。可见，建设性追求的是共同福祉和集体共生，也就是以各方共同的大

系统的整体利益或价值为立足点、超越个体单一利益诉求的积极的行动准则。 

建设性纲领的提出是人类交往世界观转变的一个根本点。因为它涉及交往的目的和

出发点，即我们的一切活动究竟是追求整体共生，还是要独享其成？如果基于前一点，

那就是建设性。 

mailto:liuxiaoting@bnu.edu.cn


The 10th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Biocosmology 

129 

（二）建设性的基本体现 

当建设性成为文明交往的一条基本原则时，它就有了特殊的意味，而表现在多个侧

面、多重影响。 

1、在基础存在论上，建设性承认事物的多样性和万物一体，承认多元共生和他者

在先。而在共生圈中，万物各有其存在的根基。这个根基是先天自有的，不是被任何其

他事物后天建构的。 

2、在价值论上，建设性讲究互利和共赢的共同福祉，也就是对各方都有好处，对

所有参与者都有意义的情况。它以大系统整体的最优为价值选择取向，坚持大系统整体

运行中成本和消耗最小的原则。虽然对所有参加者都有益处的情况并不一定就是整体利

益最大化的情况，但却是追求整体利益在价值上最终必须满足和实现的情况。 

3、在方法论上，建设性使用相互联系的方法，过程分析的方法，主张相互尊重、

欣赏，乃至于赞美，以及从对方的美中看到自己的美，从与对方的交往中来成全自己。

费孝通先生晚年所倡导的美美原则“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互

美形式与境界，可谓是建设性方法的系统表述。 

4、在现实行动方面，建设性把强者和弱者拉到同一水平的谈判桌上，要求强者自

我约束和对弱者适度规范，强调责任分担。这正如《圣经》和《老子》所宣示的，那原

本强的，必要表现为弱；那原本高的，必须表现为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整个系统

的运行维持下去，一切存在本身也才有意义。 

（三）建设性的价值 

与以往的以资本和市场为主导的原则不同，建设性的出现对人类文明是一种提升和

转向，它是今天流行的许多新准则的学理性基础。 

1、建设性从根本视角凸显了人类生存的意义维度 

我们知道，市场原则在某种制度上也有合作共生的一面，但这种合作共存是被动消

极、“迫不得已”的，是基于竞争需要的利益选择，它的形而上学基础是价值虚无主义。

所以，人们一旦有机会，依然是赢家通吃、独享其成。而建设性原则不但突出了不同利

益主体之间积极合作、互利共赢的方面，而且指明人类其实是一个意义共同体，没有这

个共同体存在，个人不仅无法存在，而且存在也毫无意义与价值。就此而言，建设性深

化了对幸福和意义的理解，放大了幸福圈而进入共同福祉的境界（小约翰·柯布）。也

就是说，没有共同福祉做基础，任何所谓的个人实现都是要大打折扣的。建设性突出了

人类生存的核心内涵和文明的根本向度正在由实体性世界观向关系性世界观的转变。 

2、建设性突出了个体人的真正地位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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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习惯于说人是自由的，而这种对自由的理解大多是在被动和否定的意义上强调

不受他者限制和约束的自由，突出的是自我的权利。但是，现在则有了积极的自由，即

主体自我选择——思考和行动的自由，也包括自我约束的自由，这里突出的是自我的责

任。虽然每个人都尽可能地把属于自己的权利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但个体在运用这种权

利时却不是无限度地随便使用，因为不能给其他人造成直接或间接的不自由。特别是随

着生命意义的提升，个体的幸福目标并不是成为孤独的原子，而是在推动与其他个体的

相互映衬关系中，才能显现自己的价值。由此，我们在生活中究竟是选择与他者的积极

关系，还是选择与他者的被动关系，就成了个体人自我抉择的关键，这与系统间的关系

协调是一样的。所以，建设性是哈贝马斯等所倡导的对话伦理的关系基础。 

3、建设性开启了文明新的出路和希望 

随着现代化负面效应的出现，关于文明危机之声不绝于耳。这些警世之论虽非危言

耸听，但人类需要的不但是提醒，更需要提供可能的新思路。建设性就是引导文明走出

困境走向希望的一条智慧小道。 

如果我们把问题简单化，则文明问题的窘境可以概要表述为由于作为原子的每个人

都自私所导致的囚徒困境，这其实是一个带有自反性的系统化的集体性后果。与这种价

值和选择相反，建设性推动的是人要有所担待，而不是只做一个直奔利益的理性人，从

而能够避免最坏的集体后果的出现。在此，必然会有人吃亏，有人得利。但任何事情，

如果永远没有人想吃亏而都想得利，就永远也不存在高尚。在今天，则由于人类关系的

复杂性而必然会以两败俱伤的局面来结束。所谓理性的选择，却导致非理性的后果，这

既是一种讽刺，也是不应该的，所以人类必须学会妥协。建设性的方略就是教导人类如

何整体突围的妥协的艺术。 

当然，问题并不仅仅止于妥协。有了这样的妥协，就有了文明容忍和缓冲的空间，

从而可以通过扩大第三领域、建设公共平台而对人类整体完善和前途命运实现再造。在

这个意义上建设性又是一种生成的创造的哲学。生成所导致的整体质变，既可能是恶性

的，也可能是良性的。由于建设性中的自我约束，整体生成结果的良性比例会大大提高。 

二、建设性的现实基础与理论根源 

建设性并不是凭空杜撰，而是有其特定的基础和思想来源。20世纪人类文明处境及

人类的许多探索，都为建设性的出场提供了现实的和理论的储备。 

（一）建设性的现实基础 

建设性源于人类发展进程的被动性，是“倒逼”的后果。正如迄今为止，人类文明

的大多数进步都是以付出极高昂代价来换取的一样。 

1、文明没有建设性将会整体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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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为什么要选择建设性呢？这是因为有了建设性的需要和条件。建设性这个和平

原则的提出，也是基于人类漫长的血与火的历史教训所做出的最终抉择，并得益于人类

文明意识在当代的整体跃升而对以往的斗争性或对抗性准则的艰难超越。 

以往的人类和其他物种一样，也是天然地选择对抗和斗争的。那时，有个基本的条

件使得人类可以这样做，即外在世界或环境很庞大，人类的力量相对弱小，生存竞争中

的你死我活也只是在一个局部的范围内，而且可以保证活的一方充分占有资源以生存得

更好，从而达到保族保种的目的。但是现在，人们发现了一个矛盾双方以外的“第三者”

——世界整体的脆弱性，发现随着人类种系力量的强大，承载人类的地球特别是周边环

境已经显得越来越小、越来越不堪一击，而人类争斗的某些后果，足以把这个生活的共

同基础毁灭，导致同归于尽的结局。让人类没有料到的是，造成这种整体危机的一个基

本原因，竟然是人类自我成长的力量和双方长期以来的对抗和斗争原则。 

在这方面，自启蒙运动以来，由于严酷的生存竞争而导致的社会矛盾激化，人类已

经习惯于斗争和对抗，并且为此确立了一种哲学——矛盾哲学。矛盾哲学的根本是一分

为二原则。矛盾双方的关系中，斗争通常是主要的。体现在社会实践上，则谁是我们的

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就成为社会识别的首要问题。这样选择的结果，对应的可能是

系统整体的解构和毁灭。20世纪的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冷战，都是典型。中国的文化

大革命鼓吹斗争哲学和造反哲学，结果也是社会认同的崩溃，最后只好自我否定，走向

“改革开放”，主动去接纳他者。 

2、文明整体的发展存在随机性和不确定性机制 

不确定性是人类运用复杂性理论研究世界运行所发现的一个重要现象。它表明事物

在运作中存在着不确定的机制，其中若干因素结合在一起究竟会导致什么样的整体后

果，这里面存在着一个从要素到系统的生成或涨落机制，其过程既无法事先准确预测，

也无法通过还原论加以细致描述。特别是当有新的因素介入之后，系统运行的复杂度会

呈几何基数增加。纵观近代以来的人类发展史，科学技术在给人类提供必要的物质便利

的同时，也在逐步加深人类的异化，极大地扩展了世界运行的不确定性。从马克思的“异

化劳动”，到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再到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还有

凯文凯利的“失控”以及戴蒙德的“崩溃”，都一再地表明，不确定性以放射性方式的

深度推进，使得世界的“末日”正在临近，我们对我们这个文明的整体之未来绝对不能

过于乐观。正是世界的这样一种难以把握的状况，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许多观念和行

为准则，要求人类在自然面前必须谦卑和谨慎。建设性的内在尺度就是优势存在者的谦

卑和敬畏。这也是生成哲学所需要的行动准则，是对自然天命和人类命运的敬畏。 

3、人类认识到了非零和博弈的价值及其实现的可能性 

人类的建设性思想源远流长。面对严酷环境的共同奋斗，市场上的交易信用，战争

中的和平协定等，都潜蕴着一种互帮互助、共同生存的建设性智慧。因为斗争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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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世界的整体不会马上崩溃，但是赢家通吃的结局是取消了多样性，世界变得单一而

枯燥。按照生态原则的多样性导致稳定性的原理，这样的世界早晚会因为信息衰减而走

向衰落和毁灭。而且，历史的经验已经表明，就生存的意义而言，大多数社会斗争的后

果往往是两败俱伤，或彼此活在防备对方、战战兢兢的惊慌恐惧之中，这也根本不是人

类所追求的好生活。可见，人类整体的利益高于个体和局部利益作为今日一个不争的价

值观前提，驱动了文明交往原则的修正。为了避免不希望的后果出现，也因着人类生存

智慧的提升，就使得告别以往的处境，转向协同共生的生活成为当下之必选。其中特别

是人类复杂交往的出现，使得存在的各方大多不再面临简单单一的矛盾，而出现多样性、

重叠组合的可能性。于是，人类不仅认识到了事情的灵魂性，而且由此可以采取多种形

式化解某些对抗性的矛盾。只是社会的运动和发展至今还没有把建设性的原则提升为一

种共识性的主导纲领。世界上某些强势国家和地区集团还在把他们的原则作为单一的尺

度强行加在别人头上。当人类文明逐步实现以民族国家利益为轴心，向以人类总体利益

为轴心的转变时，建设性原则就将成为主导性的纲领。而类似于《京都议定书》或《哥

本哈根协定》等文献的签订，已经明确地体现了这一趋向的努力。 

（二）建设性的理论根源 

建设性的准则作为一种思想和行动准绳通常是以更根本的理念和原则为基础的，其

更深处是一种建设性的哲学和文化。而这种哲学和文化也有其存在论上的根基。就其相

关性而言，可以列出四种重要思想资源。 

1、生态世界观为建设性提供了出场契机 

从 19世纪竞争性的进化世界观发展到 20世纪主张生物间相互依存的生态世界观，

这是人类思想的一次伟大飞跃。 

实际上，近二个世纪以来的科学和哲学发展已经为建设性思想的中兴提供了强有力

的支持。共生生物学所发现的多样性生存对单体生物学的批判，环境哲学对人类中心主

义伦理学的质疑，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单一尺度的消解，都昭示了一个新原则——维护

多样性整体的原则的创生。 

特别是以过程思想为基础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现代主义和激进后现代主义的张

力中，开出文明间相互对话和共生的建设性范本，是推动文明多元共生共荣的一个新鲜

而有效的尝试。 

此外，人们一般认为辩证法讲的主要是斗争哲学，孰不知辩证法的本义源于对话，

而对话至少需要二个人才能进行，而且双方还要有对话的基本条件和诚意。 

由此可见，对话双方共在，是比对话内容本身更重要的一个现实准则。正是基于这

一点，马克思批判了那种谈论抽象的人的做法，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的抽象物，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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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现实性来说，乃是社会关系的总合。从而，揭示了人与他者同在共映的互构性本质，

此即人的社会性。 

2、过程哲学为建设性的存在提供了理论平台 

顾名思义，所谓过程哲学，也就是以过程范畴为对象与根本的哲学。格里芬认为：

“过程哲学这个标签可以合法地被用来是否宽泛地指向各种强调生成、过程和变化之终

极实在的观点。”（《中国过程研究》第 3集 P37） 

过程哲学的核心范畴是过程。对许多人来说，“过程”这个词语暗示着某种外在的

和客观的事物。但对过程哲学来说，过程则总是既内在又外在的，既主观又客观，既宏

观又微观，因为过程哲学创始人怀特海的《过程与实在》一书的直接含义就是“过程即

实在”。在怀特海看来，过程和机体在时空世界里是普遍发生的。自然界的每个点都处

于变化的过程之中，没有任何永恒不变的实体或固定不变的物质粒子，一切都是变化的。

这里，过程是根本的，唯有过程是终极实在, 现实的就是过程的，成为现实的就是成为

一个过程。 

从特性上看，过程承继的是过去，立足的是现在，面向的是未来。所以，怀特海反

对“自然（机体）是死的”的机械论观点，认为“自然是活的”。只有赋予自然以生命、

生成、目的、创造、享受等内涵，它才有意义。怀特海所理解的过程包括多方面的内容，

这些方面又是统一的，是一个过程的不同方面。可见，过程思想是对西方传统哲学实体

实在论和主客二元论思维模式的大胆超越，这种思维提升了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世界观的

品质而进达于量子依存论的关系世界观，从而终结了以往二元对立的世界观，把哲学引

入一种建设性的新思维模式上来。 

3、建设性是博物学传统的当代复活 

按其字面意思，博物就是能“辨识许多事物”，一如孔夫子所说的“多识于虫鱼鸟

兽之名”。西方人把博物学叫做“Natural History”，译成汉语叫自然史或自然志，

有时也叫博物志，指对大自然的宏观观察和分类，包括今天所说的天文、地质、地理、

生物学、气象学、人类学等学科中的部分内容。博物学以古代的采集、观察、亲知为基

础所形成的经验知识类型，它基于初民在大地上最基本的生存经验，具有自然性、本土

性、个体性、涉身(embodied)性和具体性等特点。在博物学的语境中，人与自然的接触

是直接的，感受是多样的，人的生命体验因而也是具体的。 

博物学不是纯知识论的，而是寓有活动者自身的生命情感在其中，是“湿的”。从

而使活动者所处的世界变成了有己和属己的世界。人也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中，才能涌出

属于生命本身的感动和关怀，体味生命的本然意义。 

博物学作为一种古老的知识范型，不是争斗性的非常跋扈的知识，而是宽容性的厚

道性的学问。在博物学看来，世界上存在的东西没有没用的，这就像一片森林，其中的

http://baike.baidu.com/view/78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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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样东西都是不能随便就抛弃的。所以，博物学不会打着进步主义的旗号随便宣布

别人为非法。这是一种有机的世界观。这样的立场和态度就是对话的建设性的，是可以

沟通与合作的，这是和谐文化的典范。当我们把博物学的精神上升为一种纲领和准则时，

它就成了实现建设性的重要推动者。 

4、太慧学为建设性思想提供了悠久的模本 

中国古代的太极思维，是最典型地体现建设性思想的悠远的哲学智慧。太慧学即是

太极智慧之学，是把太极原则提炼成一般原则的智慧。它的基核是太极，其形象展示即

是古代的阴阳鱼图式。 

人们曾经以为太极这一模式特别抽象玄虚，因而大多都敬而远之。可从建设行的视

角看，它却相当规范和具体并富有推广性。 

首先，太极在本体上提供了一个万物存在的基本模式——互构共生模式。它是先验

的，因为物有两性，万物负阴而抱阳。太极双方互相营构、共在互蕴、循环互动、共生

共荣，由此衍生万物，是宇宙的基本规律。这是一个“成—全”模式，成全对方（他者）

就是成全自己。他者既外在又内在，这不仅说明了“我”的“他性”，也揭示了“他”

的我性，从而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从学理上赋予他者以真正平等的本体论地位。 

其次，它是易文化范式。“易”的基本含义是变化，也就是说，世界是变化的，太

极双方不是僵死不动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在变化中寻找平衡。变化的总体趋势不单是

双方地位的此起彼伏、此消彼长，而且是在变化中“合作”生成新关系，合作关系在此

是第一位的。通常这被叫做易变，易变即合生，也就是合作生成新关系。这是与量子哲

学遥相呼应的。可见，太慧学作为一种古老的智慧，又如源头活水一样在今天焕发出新

的无穷的潜能。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以及今天的环境哲学等都可以找到在中华太慧学中找

到遥远的易文化的源头。 

再次，它是一种“德—道”模式。《老子》一书，名为《道德经》，所说的就是人

类应该笃实地遵道守德，以维持太极模式的存在。这里“德”与“道”互为表里。大道

有三：“恒道”即永恒的本体之道，“可道”即可以言说之道，“德道”即人类实践遵

循之道。其中，后二“道”皆以“恒道”为本，所以才引出止言、弃技、守道和践道等

人类言行规范的问题。由此足知大道不虚。我们应该探究中国古代思想的建设性价值及

其现代转换。 

三、建设性的实现 

建设性说起来也许并不复杂，但对今天物欲横流的人类社会而言却是很高的要求，

所以实行起来是极其艰难的，不可能或没必要指望一下子就达成和普及。为此，我们必

须充分借助人类已有的多种多样的思想文化资源，确立起建设性的理念和思维并探索通

往建设性的多种有效途径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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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积极挖掘人类文化中的建设性资源 

如果我们简单套用一下黑格尔的辩证法，则斗争性的哲学是比较简单的知性思维，

而建设性则是比较高级的辩证性思维，因为它讲的是对立面的统一，是“合众为一”。

这是一种建设性的文化。所以，为了推动这个“统一”，首先要有超越对立的更高的意

识和智慧。而这种智慧在人类思想文化史上是存在的，世界各大宗教中都这方面的训导，

所不同的是针对教外人员往往有些差别，而这就需要扩大共同体的概念。现在共同体的

概念已经由区域和文化走向全球，全球不仅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也是一个意义共同体。

为此，许多宗教训诫都可以做扩展性的阐释，以适应世界的发展。 

（二）要有建设性的组织 

建设性并不是无条件的亲吻和拥抱。有时，为了实现建设性，也需要持续地和强者、

利益占有者开展不懈的抗争，就如甘地和曼德拉那样。这是一个极其艰苦的历程，但又

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只有高尚者身心的献祭和涅盘，才能引领我们勇往直前。其体

现的一种直接形式是形成建设性的组织，特别是各种 NGO，通过一种集体的力量和全球

性的互动来推进建设性原则的落实。 

（三）要开展建设性教育 

人类的生存不只有对抗，还有合作和共赢，而这需要起码的理解、相互尊重和自我

克制。就此，谦和、忍让、宽恕和赞美，并不就是软弱与无能的表现，而是一种文明和

教养，这是一种更高的境界和智慧。这里，除了一般性的规范以外，更是对强者提出了

自我约束的特殊要求。因为“强”不再是建立在对他者的欺压之上，而是建立在战胜自

我的基础之上的，是一种“知强守弱”。也就是说，世界上唯一先验合理的否定是自否

定即自我约束。新文明的跃升，就是从强者的自否定开始确立自己的哲学基础的。因此，

从他否定的哲学走向自否定的哲学应成为建设性哲学的第一准则。我们必须结束一个东

西——对抗和抱怨，因为那是在单纯等待别的超人的力量来拯救我们，而人生天地间，

核心是要自我醒悟，也就是通过人性的提升自我拯救。或者说是用文明的模因（Meme）

战胜自私的基因。 

这也意味着，有了建设性，我们的一切特别是生活的意义等，就将获得新的解释。

所以，建设性原则的实现，既意味着文明轴心的转变，也意味着人类文明的层次将获得

大幅跃升。 

（四）要有建设性的行动 

不同于古典时代的混合型的博物哲学，近代以来的同一性哲学都是理论优位的。它

把理论（T）放在世界的中心，而把生活实践（P）放在理论的外围，自然界（N）则在

最外圈。这是一种完全把理论作为最高目的而颠倒世界根本秩序的主体主义哲学。与此

相反，新的建设性则坚持理论与实践是并行缠绕互为中心的，即象太极图那样是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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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的，其整个外形就像一个椭圆。当然，这二个中心在本体上是等价的，但在表

现型上则是动态的，至于其中哪个中心在什么时候略占主导，则取决于事物的发展状况、

各自的成熟程度和时空际遇。 

其次，西方人讲“德性”，主张德是人的本性，而中国人讲“德行”，主张德是人

的行动所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良善的命是活出来的，是通过生命的行动实现的。为什

么是“活”？一是受生命本身的特性规定，因为人没有现成的本质，只有通过不断地“活”

即“去存在”，在“做”中成人，才能展示自己的存在和作为存在的意义。中国人“活”

的生命观是最早看出“人在旅途”的真实含蕴的。二是因为建设性就是一种善，而真正

的善必须呈现出来实现为善，所以才叫德—行。就是说，建设性只有在个体的人的“活”

的行动上体现出来，才是真实的“建设”。一善能够抵百恶，否则就是空话。 

最后是爱邻人和爱这个世界。中国人民大学余虹教授生前曾说过“有一种爱我们还

很陌生”（1997）。之所以陌生，是因为我们过去的哲学是一种斗争哲学，我们长期沉

浸在彼此的争斗里不能自拔。其实，爱并不遥远，爱就在我们中间。这个爱不讲差等位

序、不讲爱憎分明，只讲阳光普照，只讲大爱无疆。所以爱，就在人类的本性在文明的

本质之中。印度的特蕾莎修女指出，在这样的爱里，没有一个人是平凡的、没有价值的。

这样的爱，让我们超越死亡，进入新的生命，进入与至上者关系最短的道路。这样的爱，

不是来自某种制度化的顶层设计，而就来自最卑贱的草根，卑贱的草根在爱里成长为自

己的主人，因为“道在低处”。小的，因而才是美好的。这样的爱，就过程哲学所推崇

的最高关系。所以每个人应该发挥自性的力量去成就一种爱，并在爱里成人。 

今天世界，资本的逻辑盛行，人们普遍处于爱的匮乏和焦渴中。但爱是行动，不是

等待，爱不需要任何条件，在爱中没有不可能。为此，我们必须不断地去爱、去给予，

变爱的呐喊为爱的行动，在爱中诠释生命的意义和善的力量，去创造文明的辉煌，因为

“有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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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though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IU Xin 

(School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I. Theoretical Explaination of Process Thought 
The thought of process has been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by Whitehead‘s philosophy of 

organism,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mode of thinking of metaphysics and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in traditional ontology. It emphsizes that everything in the 
universe is living and has subjectivity and ability of sense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generic 
subjectivity and generic empirism on the standpoint of organism, generativism and holism. 
And then, basing on process and relation, self creation and generation of thing itself have been 
explained. Therefor, philosophy of organism has been considered as important thinking 
sourc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by contemporary academics. 

1. Process thought and its features 

Professor Philip Clayton introduced thought of process and its main feature in his lecture 
―Organic Marxist, Process Philosophy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He believes that 
realism relationship, determination of being and self-identity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community formed with different functions of global existence, they are generally related. He 
also considers process philosophy as a kind of ecological philosophy in essence.  
As for Marx and Whitehead, many scholars compared and contraste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great philosophers. Both Marx and Whitehead predicted that 
modern civilization is unsustainable and illustrated its inner contradiction, they both seeked 
the real unity of entity thinking and relation thinking. Profession Yang Fubin discussed the 
similiarity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Marx and Whitehead on process thought from the 
following ten aspects: ontology, dynamic theory of reflection, theory of inter-subjectivity, 
methodology, organicim, overall development of humanities, educational theory, ethics, view 
of civilization, axiology, free people commonwealth and theory of community. He also 
revealed that such discussion had great significance of concerning history and present, 
planning and creating the future and overcoming metaphysics mode of thinking.  

As for ecological Marxism, process Marxism and organic Marxism are not the same. 
According to Prof. Liu Xiaoting ecological Marxism is a certain western Marxism, organic 
Marxism emphasizes the link between things which cannot avoid substantive ontology, while 
process Marxism can eliminate substantive ontology, for process itself is reality and its 
formation doesnot come from western thinkers only, contemporary Chinese schloars 
contributed to it a lot. So it is the result of interaction and dialogue between process thinkers 
and Marxism researchers. Process anthropology will be the best combination of Marxism and 
White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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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rocess thought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Prof. Clayton explained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cess thought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s from the Book of Changes, Confucianism, Taoism, Buddhist tradition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pert Roger Coe also contras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process thought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education. He believed that the 

Book of Changes is Chinese process philosophy and organism philosophy. 

3. Process thought and organism Marxism 

Prof. Clayton stressed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process thought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is 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 of oganic Marxism. He thought that Chinese 
Marxism is different from orthodox Marxism or dogmatic Marxism and it is an open Marxism. 
Chinese traditional wisdom, process philosophy and Marxism-these three schools of thought 
are naturally and closely related. Prof. Xiao Xianjing gave reflexion on modern science and 
tradtional mode of thinking and claimed that if we want to come towards nature in today, we 
must transcend recent natural view and consider nature as inter-related living nature and we 
need to walk from artificial science to human-oriented science-directly facing nature.  

II. Deep interpret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its way of 

realization 

1. Another interpret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ivilization has three preconditions: ecological preconditon, technical precondition and 
cultural preconditon. Ecological needs cultural bounding on technic. So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an be interpreted from thress aspects accordingly: theory of parallel coexistence, theory of 
higher stage and theory of radical transformati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future should 
be plural, which in different from singular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s run through the whole human history, it has never been absent, 
and it is neither at present nor in the past and even not in the future. At presen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needed to be reformed and upgraded. Sinc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he start of 
new civilization, we need not only explore it from many aspects but also we need more 
courage to change it. 

2. Philosophical basi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entirety of process includes tolerence and correpondence for other, so the individual 
can only be understood and achieve self-realization in the process. Prof. Zhang Xiuhua 
revealed the significance of other‘s presence and existence in Whitehead‘s philosophy in her 
essay ―Philosophical basi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dimension of other in Whitehead‘s 
process thought‖ from the point of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theory of value. Thus the 
community of intersubjectivity, community in community, co-existence have been given 
prominence to so that everything in our universe has commonwealth-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refore we should act to achieve such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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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ealization rout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s we all know tha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method is important. 
Realization rout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an be explored from many different aspects. 
Marx‘ s method has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we can say that the subject of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capital. To realiz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new mode of thinking is needed. Combining 
western dialectical thinking and Chinese mode of thinking of ―Yin‖ and ―Yang‖ is a 
deserving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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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思想与生态文明 

 

刘欣 

(中国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随着过程思想研究的深入发展，学界不仅从理论层面研究这一思想，而是日益在实

践层面运用这一思想。故而学界将过程思想视为构建生态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论文试

论述过程思想与生态文明的密切关系，从概括过程思想极其特征、过程思想和中国传统

哲学的关系以及过程思想和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三个方面对过程思想进行了一般的

理论说明，认为过程思想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生态哲学；中国的传统智慧、过程哲学和马

克思主义这三大思想流派之间存在着天然的有机联系和深刻的密切关系。论文还从存在

论、认识论、价值论角度对生态文明进行了解读并从思维方式、经济学、机械学等角度

探索了生态文明的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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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logical Utopia of Zhuangz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Politics 

 
LIU Yong-mou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庄子的生态理想国：生态政治学的视角 

 

刘永谋 

(博士、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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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Transcendental Naturalism is Needed? 

 
LU Fe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singhua University) 
lufeng@mail.tsinghua.edu.cn 

 
It is an unavoidable task of philosophy in twenty-first century to rethin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between man and non-human nature, and the position of man in 
nature, which is represented by scientific naturalism. Scientific naturalism includes both 
correct ideas and dangerous ones. 

After western physicalists had removed ―God‖, human beings replaced the position of 

God. Then they did a lot of things against the nature and tried to conquer the nature, leading 
to a very dangerous result.If we could, according to ideas of Lao-zi, regard the nature as the 
source of everything, then this nature is different from the earth and the universe.The nature, 
just in this sense, is the one human beings must revere. The naturalism with nature in this 
sense is the transcendental naturalism. In the system of transcendental naturalism, nature is 
equal to God in Christianity.As long as human beings are recalled to the reverence for nature, 
their wrong development could be corrected and they can dwell poetically on the earth. 

Confucianism can be coordinated with present natural science, but their reverence is not 
deep. Combined with modern scientific knowledge, we can unite the ―Tian‖ and ―Di‖ of 
Confucianism as ―Nature‖. At the same time, nature is above man, and man is just the 
smartest species in the nature, so that man should revere nature. Human beings with the 
reverence for nature should research for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Therefore, they 

should pursue the meaning of life in the way of inward transcendence rather than that of 
conquering nature and pursuing the 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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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需要超验自然主义？ 

 
卢风 

(清华大学, 哲学系) 
lufeng@mail.tsinghua.edu.cn 

 

一、科学自然主义 

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非人自然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在自然中的地位

是 21 世纪哲学的不可回避的任务。在现代性语境中，科学自然主义（scientific naturalism）

代表着主导性的对人与自然之关系、人与非人自然物之关系以及人在自然中的地位的理

解。 

纽约大学哲学教授保罗·霍里奇（Paul Horwich）界定了不同意义的自然主义： 

反对超自然主义（Anti-supernaturalism）：科学通管现象界的一切（例如，占星术

的预测、超感官的知觉和针灸都应该用科学方法加以检验），现象界即时空中的体现为

因果关系、说明关系的一切现象。 

形而上学自然主义：万物皆存在于时空与因果领域（spatiotemporal, causal domain）
之内。 

认识论自然主义：只有科学方法才提供真正的知识。 

还原论自然主义：对形而上学自然主义的补充——每一个客体、属性和事实都是由

真的根本理论（a true fundamental theory）所设定的较小实体（entity）构成的。 

物理主义的自然主义（Physicalistic naturalism）：对还原论自然主义的补充——没

有什么根本实体（不可还原的实体）是精神性的①。 

我们不妨称以上意义上的自然主义为科学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也容易被理解为这样的信条：“科学囊括了存在的一切。唯科学方法才能

导致真正合理的信念。所有的事实原则上都可以被科学所说明。”② 

二、科学自然主义的得失 

科学自然主义包含一些正确的见解，但也包含一些危险的错误。 
                                                      
① Contemporary Philosophical Naturalism and Its Implications, Edited by Bana Bashour and Hans D. Muller, Routledge, 
2014, P.38. 
② Contemporary Philosophical Naturalism and Its Implications, Edited by Bana Bashour and Hans D. Muller, Routledge, 
2014, 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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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大自然理解为包含着我们的生活世界的“存在之大全”，则可以说一切

都是自然的，或说一切都在大自然之中。没有什么超自然的事物，没有上帝，没有神灵

鬼怪。不是上帝创造了自然中的万物，是自然产生出了人类，而人类中的某些族群建构

了一个信仰上帝的信念体系。自然就是自然，是万物之源。自然就是老子所说的道。老

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如果我们省略了老子讲的生成过程的

中间阶段，把道等同于我们今天讲的大自然，则道生万物，即大自然生成万物。在经验

领域中的具体事物（如动植物）是如何生成的，应按现代自然科学方法去说明。删除了

“神”、“灵”、“鬼”、“怪”一类的语词，使我们能更清晰、更有条理地说明、理

解经验现象。 

但科学自然主义蕴含的其他信念都是大可质疑的。 

认识论自然主义显然把人文学排除在真正的知识之外。如果你认为现代物理学方法

才是真正的科学方法，则法学、社会学似乎也很难被认为是运用了科学方法的。这种对

人文学和法学的贬低，会导致文明的畸形发展。 

还原论自然主义和物理主义自然主义把大自然判定为物理实在的总和。这种自然主

义倾向于认为人类思维是最复杂的现象，但连这种现象也不过就是一种物理运动——大

脑神经的运动。简言之，世界上的一切变化或运动都可以归结为物理运动。据此，像温

伯格那样的物理学家就倾向于认为，物理学将不断逼近自然的终极定律，直至构成“终

极理论”①。换言之，大自然中的各种运动和变化是由那些永恒不变的规律决定的。可

见，物理主义坚持了柏拉图以来的本质与现象的截然二分：现象是变化的、稍纵即逝的，

从而是不重要的，甚至是不存在的，本质是不变的，永恒的，从而是重要的，是存在的。 

西方哲学还存在另外一个传统：从赫拉克利特到怀特海、伯格森、普利高津的传统。

该传统认为，万物皆处于不断的生成过程中，没有什么绝对不变的东西。大自然的奥秘

没有那么容易被揭示的一清二楚，因为大自然喜欢隐藏自己，大自然是具有创造性的②。 

三、超验自然主义 

科学能证明不存在具象的、能和众多人同时交流的神灵鬼怪，但无法证明自然真的

就是物理实在的总和。相反，量子物理学、复杂性理论、耗散结构理论等都证明：大自

然是无限复杂的，是具有创造性的，是生生不息的。人类知识永远不可能穷尽大自然的

奥秘。 

西方物理主义者删除了“上帝”以后认为人就是最高存在者，没有什么高于人类的

存在者了（或许存在比人类更聪明的外星人）。这是现代性思想的致命错误，这一错误

与科学自然主义直接相关。 
                                                      
① Steven Weinberg, Dreams of a Final Theory: The Scientists Search for the Ultimate Laws of Nature, Vintage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1993, P.242. 
② Ilya Prigogine, The End of Certainty: Time, Chaos, and the New Laws of Nature, The Free Press, 1997, P.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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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僭取了上帝的地位，于是背道妄行，征服自然。如今，人类既想征服外部自然，

又想征服内在自然，即想用科技增强人类，如提高智能，追求长生不老，甚至想造神①。

这是极端危险、极为狂妄的。为脱离这种危险，人类必须重新唤起内在的敬畏之情。 

基督教之最值得记取的思想便是敬畏终极实在的思想。大自然就是人类该对之心存

敬畏的终极实在。 

如果我们能按老子的思路，把自然理解为万物之源，则自然既不同于地球，也不同

于宇宙。这样的自然绝对不可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只是可借助科学得到部分理解

的终极实在。只有这种意义的自然才是人类须对之敬畏的自然。 

相信有这种意义上的自然的自然主义就是超验自然主义。人源于自然，每个人死了

也就是复归自然。人类将来消亡了，也就是复归自然。 

在超验自然主义体系中，大自然相当于基督教中的上帝。但超验自然主义者不会具

象地描述大自然，如把大自然刻画为耶稣那样的人的形象。他们倾向于承认，“道可道，

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人类永远只能窥探一部分自然奥秘。人类应通过自然科学

探究去倾听大自然的言说，进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这不同于基督

徒通过圣经和神学去领略上帝的旨意。 

人类必须重新唤起其敬畏之情，才能纠正其背道妄行的错误发展，才能诗意地栖居

在大地上。 

四、儒家是自然主义的 

子不语怪力乱神。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儒家是可以与当代自然科学相协调的。 

但儒家的敬畏深度不够，因为儒家认为，天地无心，圣人为天地立心。儒家有时把

人与天、地并列，不像基督教强调上帝的地位是人所绝对不可企及的。 

结合现代科学知识，我们不妨把儒家的“天”和“地”统合为“大自然”，同时强

调，大自然是绝对高于人的，人只是大自然中的最聪明的一个物种，人应该敬畏大自然。

敬畏自然的人应该追求“天人合一”境界，以内向超越的方式追求人生意义，而不是以

征服自然、追求财富的方式追求人生意义。 

                                                      
① 参见[美]雨果·德·加里斯著 胡静译《智能简史》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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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y of Nothingness and Love 

 
Kiyokazu Nakatomi 

(Chiba Prefectural Togane Commercial High School) 
k-nakatomi@proof.ocn.ne.jp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break the dry and blocking condi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and to create the new horizon of philosophy. The question about nothingness had 
begun in all ages and places. For example, Lao-tzu, Chuang-Tzu, Solomon, Buddha, Pascal, 
Nietzsche, Bergson and Heidegger. The European philosophy started from Plato who created 
the idea of being. But the whole of being and matter occupies only a slight position in the 
universe. Compared to the universe, the whole of being and matter is as negligible as three 
ants to the earth itself (the average density of the universe). European philosophy has only 
questioned the three ants. On the other hand, we question about nothingness, which includes 
the three ants and the void of the earth size. Nothingness is not non-existence of all things. It 
includes, and also transcends relative nothingness and being. We call it Transcendental 
Nothingness or Absolute Nothingness. Nothingness is the highest wisdom which the 
transcendent being revealed to mankind and continues to infinity (eternity~the transcendent 
being, God ~love).  

I call this the principle of nothingness and love.  

KEYWORDS: Nothingness ,infinity, eternity, transcendent being, love 

 

At first, I build the bridge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1.Nothingness as reality 

Lao-tzu and Chuang-tzu in ancient China expounded nothingness which was the origin 
of the creation of all things and the stream of infinite life. In other words, it is nothingness that 
we cannot perfectly define by language and reality, that is the stream of life beyond matter. 
The reality here is similar to the reality of Bergson in European philosophy. The reality of 
Bergson is also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and Life (pure duration) beyond matter.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is not defined by mechanism; therefore, it is called indetermination 
and freedom beyond language. It means nothingness. The method of recognition in Bergson is 
philosophical intuition and that of Lao-tzu is Zabu (meditation) It is only unity of the living 
subject. This procedure is very important. Without it, there is only an enumerat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Still more, without the intuitive method, man entirely depends 
upon the philology. This would require two to three centuries of thorough study. Besides, the 

mailto:k-nakatomi@proof.ocn.ne.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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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is commonplace. As the difference of language is very distinct, we cannot find the 
common basis of philosophy between East and West. But nothingness as reality and the 
intuition enables me to establish the theory, Philosophy of Nothingness and Love (Hokuju 
Company, Tokyo,2002). Heidegger intuited nothingness, too. He collected European 
philosophy from Plato to Husserl; therefore he was the greatest philosopher of the 20th 
century. But as he adhered to the European logic, he failed to grasp nothingness as reality in 
his later life. Then he changed from the philosopher to the poet. It was the failure of 
Heidegger and European philosophy. 

2.Nothingness as the root of Kuu (Satori, spiritual awakening) 

 Nothingness as reality is the stream of life that is beyond language and still more, 
nothingness as the negative word functions logically and pre-logically. Namely, nothing 
means no-thing. The Not of negation works in nothingness. In the same way, nothingness 
functions as Kuu (spiritual awakening) in Buddhism. Kuu stands for nothingness. The 
principle of nothingness reaches Buddhism. 

3.Nothingness in Europe 

Pascal, Nietzsche and Heidegger intuited nothingness like Buddha and Solomon. 
Heidegger could succeed in the question from existence to time, but could not succeed in it 
from time to existence by the lack of Christian faith. Then he inquired into nothingness as 
reality, but failed to grasp it by the hard notions of the phenomenology and European logic. 
That was the fall of Heidegger and European philosophy. The European philosophy has faced 
nothingness, having nothing to do with it. Only the new principle can break down the 
condition. 

4.Love 

 By these researches, Confucius and Buddha intuited and anticipated love of the Cross 
of Jesus. After hundreds of years, Jesus realized God‘s Love by the Cross. The great 

philosophy, thought of all ages and places can be synthesized by the principle of nothingness 
and love. Nothingness is the highest wisdom that the transcendent being revealed to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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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与爱的哲学 

 
Kiyokazu Nakatomi 

(千叶县 Togane 商业高中) 
k-nakatomi@proof.ocn.ne.jp 

 

本文的目的是突破当代哲学干枯与阻塞状态，进而开创哲学的新视野。关于“无”

的问题开启于所有时代与地区，诸如老子、庄子、所罗门、释迦牟尼、帕斯卡、尼采、

柏格森以及海德格尔等。欧洲哲学造端于创造了存在观的柏拉图。但存在与物质的全部

在宇宙中仅占据微小位置。相较于宇宙，它就像三只蚂蚁之于地球自身（宇宙的平均密

度）那般微不足道。欧洲哲学仅在追问“三只蚂蚁”那般微小物。另方面，我们对“无”

探究，包含了“三只蚂蚁”以及地球大小规模的空。“无”不是所有事物的非存在。它

包含并超越相对性的“无”和存在。我们称之为超验的无或绝对的无。“无”是超验存

在展现给人类的至高智慧，进而到无限性（永恒，超验存在，上帝~爱）。 

我将此称为“无”与爱的原则。 

 

关键词：无；无限；永恒；超验存在；爱. 

 

首先，我将搭建东西方哲学的沟通之桥。 

1、作为实在的无 

中国先哲老子与庄子探索了作为万物创造以及无限生命之源头的“无”。换言之，

这种“无”是不可通过语言和实在来完全界定的，是超越物质的生命之流。此处之实在

就类似于欧洲哲学中柏格森的实在。柏格森的实在也是超越物质的意识流与生命（纯粹

绵延）。意识流不可通过机械论所界定；因此，它被说成是超越语言的不定与自由。这

就意味着“无”。柏格森的认识方法就是哲学的直觉，而对于老子而言，就是 Zabu (冥
想）。这只是生命主体的统一。这个步骤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东西哲学就只能是枚举。

而且，若没有直觉方法，人们就完全依赖于文献学。这需要两至三个世纪的彻底研究。

此外，结论也是老生常谈。由于语言的巨大差异，我们不能找到东西哲学的共同基础。

但是作为实在与直觉的“无”可使我确立这样的理论，即《无与爱的哲学》（Philosophy 
of Nothingness and Love，东京，2002 年版）。海德格尔直觉到了“无”。他梳理了自

柏拉图到胡塞尔的欧洲哲学，因而成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但由于他秉承着欧洲

mailto:k-nakatomi@proof.ocn.ne.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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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而没能在晚年把握到作为实在的“无”，而是从哲学家转变为诗人。这是海德格

尔以及欧洲哲学的失败。 

2、作为空（开悟、精神觉醒）之根基的“无” 

作为存在的“无”是超越语言的生命之流，且“无”仍具有逻辑与前逻辑的否定性

话语功能。即是说，“无”意味着“无-物”（no-thing）。否定性的“无”（Not）仍在

“无”中。同样地，在佛教中，“无”的功能是空（精神觉醒）。空代表了无，以“无”

的法则达到佛法。 

3、欧洲哲学中的无 

帕斯卡、尼采以及海德格尔都如释迦牟尼与所罗门那样直觉到了“无”。海德格尔

在存在到时间的问题上是成功的，但缺乏基督教信仰就不能成功地从时间到存在。进而，

他探索了作为实在的无，但由于现象学与欧洲逻辑牢固的观念而没有成功把握它。那是

海德格尔与欧洲哲学是失败。欧洲哲学面对“无”，但根本与此无关。唯有新的原则才

能打破这种局面。 

4、爱 

经由这些研究，孔子与释迦牟尼直觉并欣赏耶稣十字架的爱。在几百年之后，耶稣

通过十字架兑现了上帝的爱。所有时代和地区的伟大哲学，都能通过无与爱的原则被整

合。“无”是超验存在展现给人类的最高智慧。 

（黄传根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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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lamic Cosmopolitanism and Communitarian Naturalism  

in the Ancient/Modern Samarkand 

 
Philos. Nargis T.Nurulla-Khodzhaeva 

(Vice-president of Shahidi International Cultural foundation, Dushanbe Tajikistan;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the Oriental Studies Institute of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nargis.nurulla@gmail.com 

 

Тhe residents of Samarkand and Bukhara (ancient Central Asian cities), throughout history 
aimed to accumulate traditions of challenging the established (often elitist) limits of local 
culture, economics and history. Many community-based units of Samarkand had their own 
commercial, socio-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networks that preserved naturalism within the life 
cycle, which balanced between two courses: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sm. It was due to 
constant pressure of the dichotomy between the notions of nomadism and sedentism, Turkic 
and Persian speakers, steppes and mountains… 

The cities communities were dominated by a unique parity, based on Sufi ethics, which 
designed not syncretic cosmopolitism, but rather introduced the recognition of naturalism that 
took into account both similar and diverse waves of ideas. Based on this vision, the author 
aims to diminish Platonian/Kantian cosmopolitanism to a level of Euro-American and 
illustrate the view of cosmopolitanism through a dialogic platform, precisely including its 
links with the Central Asian versions. Moreover, one cannot identify local cosmopolitanism 
with the ideas of European Enlightenment, namely individualism and universalism on a global 
scale.  

The proposed topic could allow raising one more important concern: at the context of 
current anti-Islamic wave there is nothing higher that defends own religion from ignorance 
and strangeness. It will be partly one of the purposes of the presentation (I do regret that 
Islamic philosophy is not mentioned even in the Call-for Abstracts among powerful Eastern 
philosophies). 

Nonetheless, present proves that cosmopolitanism\naturalism remain equal vitality to an 
individual who is capable of simultaneously possessing knowledge about the reality and 
receiving satisfaction from the reality. Aristotle commented such sociocultural development 
of communitarian life.  

I do believe that due to the alternativeness and cosmopolitanism, as well as lack of 
radical individualism within the Samarkand local communities, there was no monocultural 
view on life, since both science and morality (Islam, culture, and community) were mut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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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ntial. This constant motion based on reciprocation was maintained in the ancient culture 
of ancient cities of the Central-Asian region by two factors: Islamic cosmopolitanism and 
communitarian naturalism.  

 

KEYWORDS: city, cosmopolitanism, colonialism, naturalism, dichotomy, Samarkand, Kant, 
Rumi, community, culture, Islam, Asia, 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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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世界主义和社群主义的自然主义在撒马尔罕的古与今 

 
Nargis T.Nurulla-Khodzhaeva 

（莎希迪国际文化基金副主席，塔吉克斯坦；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中心

高级研究员） 

nargis.nurulla@gmail.com 
 

历史上，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古代中亚城市）的居民逐渐形成了挑战当地文化、经

济、历史的固有限制的传统。撒马尔罕市内的很多以社区为基础的单元有其自身的贸易、

社会文化和教育网络。这些网络在其生命周期内保存了自然主义的痕迹，并在普遍性与

特殊性中保持平衡。这是由游牧与定居，突厥人和波斯人，干草地和山地等概念二分对

立所造成的压力所造成的。 

撒马尔罕的城市社群被一种基于苏菲神秘主义的伦理观的独特平等性所统治，苏菲

神秘主义伦理观并不设计融汇的世界主义蓝图，而着重介绍对自然主义的认同。这种自

然主义考虑到了其中各观点的相似与不同。基于这一视域，作者意在把柏拉图哲学或康

德哲学的世界主义缩小至欧美范围内，确切地讲，就是在中亚视野下，通过对话的平台

展示世界主义的观点。显然，人们不能通过欧洲启蒙运动的观点来理解当地的世界主义

理论。 

本话题的提出可以引起一个更重要的关注点：即在当前反伊斯兰浪潮的大环境下，

需要我们消除对自己宗教的无知与忽视，这将是这篇报告的部分目的。 

然而，现有证据表明，如果一个个体可以拥有对现实的知识并从现实中得到满足，

自然主义和世界主义将对其保持同等活力。亚里士多德也曾评价过这种社群生活在社会

文化意义上的发展。 

我确信，由于可选择性和世界主义，以及当地社区中激进个人主义的缺失，撒马尔

罕并没有形成一种单一文化的人生观，因为科学与道德（伊斯兰教、文化、社区）是互

相依存的。伊斯兰世界主义和社群主义的自然主义共同维持了中亚古代城市和古代文化

中这一基于互换原则的不断运动。 

关键词：城市，世界主义，殖民主义，自然主义，两分法，撒马尔罕，康德，鲁米，共

同体，文化，伊斯兰，亚洲，俄罗斯。 

（李尚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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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ully Integrated Theory Model of Organic Universe  

International Unified Scientific Encyclopedia Object/Concept 

Book 
 

Qi Yizhen 
（Dezhou City, Shandong college general Dong Taiwan to study） 

qyzbenti@sina.cn 
 

This paper proposes and constructs a two dimensional conformal field of the world outlook 
and methodology. It is a universal world theory model; it is a platform for the dual of an 
encyclopedia. The basic realization of logical positivism is the idea that the science of the 
unification of logic and the sort of reduction of the Mathematical Sciences,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and self consistent and consistent. Constitute a priori, categorial intuition, the 
intention of the ontology of conceptual framework, automatic interpretation of morphology, 
structure and logic of the periodic law interpretation, annotation generation. Makes the reader 
oriented to any object in the encyclopedia can be achieved by the general specif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interpretation and problem solving, but also set up. Thus subject to cross 
disciplinary inspiration, association, may be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scientific prophecy, at 
least to provide the possibility of re organization, finishing this discipline knowledge. 

 
KEYWORDS: Unified Science, division of science, general world holographic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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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完全归纳整体的有机宇宙理论模型暨《国际统一科学百科

对象/概念全书》 

 

齐一真 
通才书院 中国山东省德州市董子读书台 

qyzbenti@sina.cn 
 

摘要:本文提出且构建了一个五环世界观与方法论大统一的二维共形场。是规则通用世界

理论模型；是一个百科对象/概念对偶的平台。基本实现了逻辑实证主义统一科学的从现

象学向数理科学、物理学排序还原的理念，且自洽与相符。构成了先验的、范畴直观、

意向性的本体论概念框架，自动演绎生成形态、结构、逻辑的周期律释义、释文等。使

得读者面向百科中的任一对象均可实现通用的规范的概念化的事情诠释与问题求解，相

反也成立。从而受到跨学科的启发、联想，可能知识发现与科学预言，至少是提供了重

新组织、整理本学科知识的可能性。 

 

关键词：统一科学 学科分界 对偶 通用世界 全息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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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ing What Can be Know and Being with Nature: Spirit of 

Time of CHENG Xuan-ying’s View about Nature 

 
QIANG Yu 

(School of  Philosoph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zhangdy823@163.com 

 

The natural views of Cheng Xuanying, who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Daoism during Sui and 
Tang dynasty, reflects the increasingly mature understanding of the mind theory. There are 
four parts of this article, the first part points out the view of nature has its own natural 
instincts, which human beings don‘t have. It make nature unify with natural instincts, and 
exclude the human character. The second part tells that knowing what can be know, and being 
with nature. Cheng Xuanying put forward the views: the subject with subjective initiative and 
chance, and then will active in a suitable circumstances, which means the formation of the 
cognitive activities must have the elements of the subject has the cognitive competence and 
the object which could be knowing at the same time. From the third part, we can see the man 
should active by nature, and surpass the false principles. What Cheng Xuanying said we 
shouldn‘t preference the benevolent(Ren Zhe 仁者)，telling that Confucianist and Mohist get 
the wrong idea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natural character and social character of human 
beings. The forth part of this article suggests man should live best of their life, which need 
follow the nature‘s sign. In this part, Cheng Xuanying says man active with its own heart and 
nature, man should liberate their inner nature and fit the principle of the real world. At last, 
comparing to the Daoism, we can tell there is almost no contribution of Confucians on the 
views of nature, just as their meta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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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知所知，并自然也：成玄英自然观的时代精神 
 

强昱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zhangdy823@163.com 

 

自从老子提出了“道法自然”的著名命题以来，历代的道家思想传人薪火相传，

不断拓展着对“自然”内涵的理解。当然毫无疑问的是，在这个思想的洪流中，庄子扮

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甚至在某些方面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是庄子的“自本自根”

的思想关怀决定了未来道家，乃至整个中国哲学自然观的发展走向。作为隋唐道教哲学

的代表的成玄英的思考，其自然观又鲜明地反映了心性论哲学日益成熟阶段的认识特

色。 

一、自然者性也，非人有之也 

通过反省“道性自然”的《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的重要认识，成玄英认为这一命题

包含着异常重要而复杂的内涵。在魏晋玄学已经取得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展开进一步

分析说明的成玄英深刻地推动了道教哲学的成长。 

把“自然”与“性”统一在一起的思想先驱，除了《河上公道德经章句》之外，还

有《太平经》的“元气自然，共为天地之性也”（《名为神诀书》，纱乙部）的论述。

而在郭象的思考中，容纳吸收了王弼、阮籍、嵇康与向秀的许多合理成分。从汉代以来

的中国哲学家因此在主流的方面，既以“自然”的本来如此的客观性揭示形上之道，不

具有宗教神学中的造物主的人格意志的品格属性，又认为依据形上之道存在于世界的万

物，其本来如此乃是理所固当。结果“自然”的概念，同传统的天地、宇宙与后来流行

的世界概念一样，都成为了表征大自然的范畴被广泛使用。 

将人格意志剔除于“自然”的内涵之外，似乎与成玄英的道教徒身份存在着不可调

和的矛盾。其实回到道教的一贯传统，元气流行是时空统一的无限宇宙的本质，万物是

元气流行的产物。三清的至上神作为伟大宇宙的生命尊主，不过是过去与现在以及未来

绵延的时间之流中主宰者的代表，依然为同一元气不断变化的不同生命形态的反映，绝

对不会干预宇宙的创造活动。觉悟者对三清尊神的认知，包含着对万物的生起发展与终

极归宿问题的系统把握的内容。人类突破蒙昧走向文明的漫长历史，换言之即是通过三

清神的启示，认识自我同时认识世界的过程。但是“自然”的客观性始终如一，理性自

觉程度日益提高的每一个人以及人类全体，自觉性成长的标志必然以对“自然”的体会



The 10th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Biocosmology 

157 

的深浅为界限。对自我与世界或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的解决，首先需要建立在反省人

类自身的知性活动的条件之上。 

夫自然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自然耳，不为也，岂是能有之哉！若谓所有，则

非自然也。故知自然者性也，非人有之矣。（《山木》疏） 

面对生机勃勃的大千世界，“不知所以然而然”乃是“自然”的判断，存在着相互

联系的两个方面的层次。一方面不在人类感性知觉的范围，另一方面非人力可以改变。

而“自然”与“不为”天然同一，如果“自然”存在任何“为”的因素，那么方圆短长

的经验现象由于无法兼容，因此在逻辑关系上排除了无限宇宙，存在着具有人格意志的

主宰者。人类“能有之”的东西，不能逾越“知所以然”的尺度。一旦连自己都“不知”，

不在感性知觉把握的范围之内，“为”的能动性丧失了指向的对象。盲目地以为“不知

所以然而然”的对象为知性“所有”，意思是同样可以对其属性与状态做出分析判断，

“则非自然”的否定，指出这是人类的主观意识，已经与“自然”的客观性内涵发生了

冲突。强调“非自然”的东西属于人类精神观念的构造，同“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不允

许出现混淆。 

审慎区分“所有”能够为“知”预期的事物，同时以世界与自我为目标。只是对隐

藏在无限世界背后以及人类生命底层的核心枢纽，给出的“不知所以然而然”的定位，

显然以对经验表象的普遍提炼为前提。因此最后得出的“自然者性也”的结论，明晰区

分了“自然”同“人有之”两者之间的不同。“知”的认识是“为”的具体形式与组成

部分，这样就肯定了出自人类精神意识活动的实践行为，不论自觉与否皆包含着主观能

动的成分。然而把“自然者性也”的认识，直接落实在对自我的说明方面，主观与客观

以及能动与被动的张驰，决定着“人有之”的现实人为与“自然”的先验属性的差别与

同一，不等于人类的理性直观的潜能“非自然”。追问“不知所以然而然”的深层意蕴

及其呈现出来的事实，哲学思考的对象进一步得以深化。 

夫能物于物者，非物也。故非物则无先后，物出则是物，复不得有先于此物者。

何以知其然耶?谓其犹是物故也。以此推量，竟无先物者也。然则先物者谁乎哉？明

物之自然耳，自然则无穷已之时也。是知天地万物，自古以固存，无未有之时也。

（《知北游》疏） 

由于“自然者性也”的命题，适用于一切存在者，因此其绝对普遍性不容动摇质疑。

与“为”的刻意造作对立，是非外部力量驱使的自己而然，内在于每一个体事物。既然

只有“非物”的形上之道“能物于物”，则“非物”的形上之道没有具体事物的“先后”

的历时性变化。潜在之物其突破潜在“出”于世界成为现实的个体，表明即使“出”于

世界之“物”，还是不会改变其先验固有的“物”的客观属性。究竟状态下的“复不得

有先于此物者”区分历时性的“物”与共时性的“非物”的界限，合乎逻辑规范地揭示

了具体事物从潜在向实在的转化过程，始终与“非物”的形上之道保持着内在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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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非物”的形上之道在逻辑关系上永远“先”于“物”者，这种内在统一即“自然”

之“性”，不会由于存在者合理性的消亡，瓦解先验固有的准则秩序而成为事物存在的

根据和决定者的地位。 

追溯事物的历时性变化呈现出来的存在的状态与内在属性之间的关系，“自然者性

也”的认识包含着极其深刻而重要的思想内容。“自然”之为“性”，这样的内在属性

为一切事物先验固有的主张，基于一事物成为该事物而不是别的事物，那么必然只能是

“非物”的决定者使然的逻辑推理。具有规定性之“物”是相对有限的东西，无法周遍

一切具有规定性的事物。相对有限的个体存在者，也就不能成为决定具有具体规定性的

事物的生死变化的因素。否定了“非物”的形上之道的决定主宰作用，不能充分合理地

说明处于周期性运动变化过程中，相互联系的不同事物生死的周期性与世界的永恒性问

题。“非物”的形上之道由于“能于物”，又“无先后”的“物”的历时性变化的不足，

因此在逻辑上完全可以满足成为事物的决定者的条件。“不知所以然而然”之为“不知”

者，是对知性判断与理性直观的不同对象的把握。“不为”的“自然”没有目的性，不

存在预设的企图。肯定的是从潜在转化为实在的个体事物不论生起还是消亡，都遵循着

自身的内在属性变化。人类面对的形形色色的客观事物循环不已的新陈代谢，“其犹是

物”的先验属性始终同一。“以此推量”万物的生起之源，“竟无先物者”的认识，否

定了“非物”的实在者时间上“先”于“物”的错误观念。理由其实非常简单，因为“物”

的“先后”绵延展开以及是否“出”于世界，“物”者固然不能异化为“非物”，而“非

物”者亦不能与“物”等同。 

立足于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相互关系，考察“谁”是“先物者”的目的，是为了在认

识上实现逻辑的普遍一贯。通过这种穷源溯本的分析，最终得出了“明物之自然耳，自

然则无穷已之时也”的结论。已经有力地说明天地与万物没有时间顺列上的先后早晚之

分，并且“物”与“非物”的统一不会出现丝毫的断裂。“无穷已之时”的“自然”，

是以共时性的角度对世界的永恒性问题的肯定，否认了宇宙论的万物是天地的派生物的

论断。同王弼的“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老子第二十五章》注），与“天

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老子第五章》注）的精神完全符

合。因为“非人有之”即不是人类主观意志的创造，万物的生灭遵循的是自身固有的内

在属性而运动变化，则此“自然”之“性”，在内涵上当然是“无为无造”。由此又可

以发现，“自然”的世界万物“自相治理”，是彼此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和谐有机的统一

整体。不认为其中存在着一个目的，这一观念也即“非人有之”的含义之一。问题是处

于人类感性知觉中的周期性生灭变化的每一个体事物，存在着生与死的客观界限。那么

这种可以经验的现象，究竟的本源与终极的归宿何在的问题，在阮籍的“天地生于自然，

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当其无外，谁谓

异乎？当其有内，谁谓殊乎”（《达庄论》）的论述中得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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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之外没有另外一个天地，就是“自然者无外”的意思。是主体自我运用语言符

号之“名”，指称无穷的世界而使用“天地”的概念，把我们面对的这个永恒无限的世

界命名为“天地”。形形色色的事物在时空统一的宇宙中的生起消亡，则是“天地者有

内，故万物生焉”揭示的宗旨。只是由于阮籍的“天地生于自然”在表述上，存在着被

误以“自然”为实体的可能，严谨性不及王弼与成玄英。人类感受到的万物的内外异同，

阮籍已经明确地指出这仅仅是自我的经验，非“自然”自身存在着这样的区别。成玄英

的“物”为“自然”之“明”的逻辑分析，落实在了“天地万物，自古以固存”的和谐

有机的整体世界上。认为是人类观照“不知所以然而然”的无限世界的真相的冲动，可

以“知”者乃是“无未有之时也”。因此判断“天地万物”之“所以然”，不在“知”

的知觉判断的范围之内，“人有之”者是其“名”的逻辑抽象。无限世界的不同事物的

运动变化的机制原理以及彼此作用关系，必然是人类需要永恒探寻无有止境的对象。至

于万物“无未有之时也”其为“知”者，是“自然者性也”的普遍原理能够为人类领会

洞察，通过对不可知论的否定彰显了理性自觉的价值。澄清主客体以及感性知觉与理性

直观的复杂关系，正是哲学研究的光荣使命。 

形上学问题与价值论问题盘丝错结的纠缠，是人类精神生活既伟大又平凡的具体表

现。对这些令人困惑的复杂问题的把握，没有因为历代哲学家殚精竭虑的努力，古今中

外实现普遍的认同。只是即使争论还将长期延续下去，不妨碍我们通过不断的交流对话，

在更高层次上克服彼此的隔膜而在心灵意识中欣赏共享对方的理论。 

二、能知所知，并自然也 

东汉的王充是中国哲学史上，以极大的精力热情展开对“自然”的探寻的重要人物。

魏晋哲学家对“自然”问题的分析讨论，在很大程度上针对的是王充认识中存在的是非

得失。 

继承了先秦道家与汉代的元气自然理论成就的王充认为，“一天一地，并生万物。

万物之生，俱得一气”（《齐世》第五十六）。这种明显缺乏思想创新的观点，也见诸

“谓天自然无为者何？气也。恬淡无欲，无为无事者也”（《自然》第五十四）的文字

中。以此为依据，王充的“人禀天地之性，怀五常之气。或仁或义，性术乖也”的见解，

当然肯定的是“至老极死，不可变易，天性然也”（《本性》第十三）的绝对性。由于

以为人类是宇宙的物质精华的客观产物，导致王充在批判目的论的同时走向了自我否定

的道路。其“人生禀五常之性，好道乐学，故辨于物”（《量知》第三十五）的主张，

把每一个人欣然接受仁义道德的教化当作了与生俱来的天赋。汉代流行的圣人可学可致

的风气深刻影响了王充，浑然不觉自己的认识存在的逻辑矛盾。率先高举批判的剃刀集

中揭露这种错误的嵇康则指出，“夫民之性，好安而恶危，好逸而恶劳。故不扰，则其

愿得。不逼，则其志从”。好逸恶劳是人类的自然本能，唯此为人类的自然之性。属性

上“以抑引为主”的六经，是对“以纵欲为欢”的人性的侵犯。由于“抑引则违其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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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欲则得自然”，则“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人类的文明历史与现实生活中存

在的普遍现象完全可以证明，“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他的“人之真性无

为，不当自然耽此礼学矣”（《难自然好学论》）的严正立场，基本上宣判了汉人旧说

的死刑。 

抛开各家意见的分歧，中国哲学历来主张，知识来源于经验，是心灵对感觉印象加

工整理形成的系统。这些认识早在先秦时期，就已成为哲学家们的普遍共识。自我天赋

的知性能力受到客观存在的刺激，产生出精神意识活动，认识以此为直接起点。成玄英

以“攀缘之心，遇境而发”(《天道》疏)的表述，说明具体的精神意识活动的形成问题。

一方面精神意识活动是心灵的功能作用的具体反映，“攀缘”表明其活动扩张的能动性。

另一方面则“遇境而发”，如果没有了对象之“境”的客观存在，“发”的精神意识活

动就不可能只能是潜在而不具有现实性。“境”是佛教概念，基本与客观存在或客体含

义相当。心在中国哲学中是表征主体的概念，兼具感性知觉与主宰决定的双重规定。当

客体对主体的刺激达到一定程度，引起心灵的意识知觉活动，突破潜在状态“发”于现

实世界。知情意就是“发”的具体内容与形式，统一于主体自我之心。因此“感物而动，

性之欲也。矫性伪情，分外有为，谓之丧道也”(《庚桑楚》疏)的认识，简要地指出了

人类生命活动的基本条件与适应程度的范围。“感物”是指能动的接受或反应的天赋本

能，以异己的客体之“物”为“感”的直接对象，“动”与“发”瓦解了浑然一体的知

情意的潜在状态。“感”与“动”的不同概念运用，阐明了心灵活动的不同侧面存在着

内涵上的差别。由于是同一自我的心灵活动的表现，古代哲人显然已经明确意识到，心

灵活动从潜在到实在的变化是一不可分割的过程，而显著之“动”是刺激吸引之“感”

的直接延伸。“欲”是心灵的自然机能，没有善恶的道德成分。认识活动的形成，必须

同时具备能知的主体与所知的客体双重的要素。“矫性伪情”因为掺杂了经验成分，违

背了先验状态的“有为”于“分外”的刻意包装，客观的自然生命活动因此已经遭到了

扭曲。“分”的规定既强调了精神意识活动生起的条件性问题，又对精神意识活动的合

理性适应性的程度予以了具体把握。 

心境只有在“遇”的同时并存情况下，形成具体的认识活动。欲与攀缘以及感与动

诸概念，揭示了自我存在心性情内在属性结构与外在功能作用之间的依存关系。“遇境

而发”的“攀缘之心”，如果在未“遇”或所“遇”之“境”不足以达到“感物而动”

的程度时，知觉功能处于相对静止的潜在状态。换言之动静一如正是心灵固有的先验属

性，放纵与束缚都将造成严重的伤害。主体自我的现实的“为”的生命活动，如果不能

符合“分”的客观要求，一方面必然造成个人的内在属性应有的结构秩序的破坏，另一

方面与运动变化的世界万物的机制原理发生冲突。说明“分外有为”的“矫性伪情”，

由于与自我内在属性之“德”出现了背离，使认识实践的生命活动的合理性受到限制。

“丧道”的严重后果，意味着和谐有序的世界与自我生命的毁灭。“德者，真性也”(《天

运》疏)的重要命题，针对“矫性伪情”指出了人类的“真性”与内在属性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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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涵上为同一的东西。真与伪的界限取决于“分”，内与外的尺度以形上之道为衡量

的准则。消极的“矫性伪情”当然也是生命活动的组成部分，是人类主观能动性过度膨

胀的反映。“分外”的合理性的流失的事实，是对“情”之“伪”与“性”之“矫”之

间的对应关系的揭示。主体自我的生命活动的本能展开，并非天然有序符合客观准则的

要求。避免或克服非有序化的欠缺，成为任何具有理性自觉潜能的个人必须正视的重大

问题。 

因为形上之道不是感性知觉的对象，虽然同样是“知”的部分，然而面对终极的实

在者只能通过理性直观彼此“通”而合一。“道能通生万物，故非道不生。德能鉴照理

原，故非德不明”(《天地》疏)的重要论述，指明了“可通”的内在依据。则“非道不

生”即形形色色的个体事物以形上之道为依据存在世界，从而构成和谐统一的整体。离

开了人类的“鉴照理原”的认识领会能力，万物存在的事实与世界的究竟底蕴将没有任

何意义。而主体自我“鉴照理原”的对宇宙人生本质的洞察，使自我“明”于“分”的

可能性与必然性，“为”的生命活动克服了“丧道”的潜在威胁。主客体之“能知所知，

并自然也”(《大宗师》疏)的核心命题，指明“能知”的主体自我与“所知”的客观存

在者，都是“自然”的东西。“为”的天赋生理机能，在“知出乎争”(《人间世》疏)
的自觉选择下，产生反映客观存在的知觉意识与实践方式。“争”的矛盾冲突表示“能

知”的自我对“所知”的对象，经过意识的筛选鉴别形成具体的判断之“知”，与“欲”

的生理本能有别。 

生命是统一的整体，知性能力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作为人类生命存在的部分，其

有效性存在着不可逾越的范围尺度。“所以知者，分内也。所不知者，分外也”(《胠

箧》疏)的差别与界限不能打破，“分外”的东西不在人类认识可以把握的范围之内，

“所以知”的理由就存在于自我“分内”的先验属性之中。“分内”之“所以知”，以

“自然”的“能知所知”为对象。 

夫知必对境，非境不当。境既生灭不定，知亦待夺无常。唯当境知两忘，能所

双绝者，方能无可无不可，然后无患也已(《大宗师》疏)。 

相互默契之“当”具有“境智”与“能所”的结合贯通，以及结合对应的适度两方

面的内容。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要求主体自我的认识能力与客体的认识对象大致相当，

超过了感觉器官的感知能力，就不能形成与客观存在相符的认识。客观存在者“生灭不

定”的非连续性，是造成“知亦待夺无常”的先验因素。突破知性或知识的局限性只有

在“境知两忘”与“能所双绝”的条件下，通过理性直观实现“无患”的圆满。“无可

无不可”意为是非真伪的对立的瓦解，表示心灵容摄了无限世界的各个方面与一切环节。 

在生理属性上，绝对不能混淆或颠倒各个器官的不同功能。“夫心者，五脏之主，

神灵之宅”(《达生》疏)的中枢地位，先验地决定了一切精神意识活动都是心灵整体的

不同部分不同形式，存在着深浅高下之分。而“聪属于耳，明关于目。而聪明之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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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心灵”(《大宗师》疏)的认识，对两者的相互关系予以了严格的辨析。一方面视听的

“聪明”是耳目的生理功能的现实呈现，受到心灵的主宰作用的制约，另一方面“本乎

心灵”的“聪明之用”又不能被取消替代。生命机能的整体组织与结构秩序，在达到“境

知两忘，能所双绝”的高度时，心灵容摄了世界万物。 

率性而动，禀之造物，岂矫情而为之哉？分内为之，道在其中矣(《盗跖》疏)。 

既不过分又无不及何以可能，是因为“禀之造物”的“率性而动”，是每一个人的

固有潜能。“率性而动”就是“分内为之”，具体指“五脏之主，神灵之宅”的心灵，

始终合理有序地保持着知情意的张驰空间。“为之”于“分内”的自我与世界万物，实

现了“自当”的统一而“道在其中”。异己事物的“率性而动”亦是“禀之造物”，否

则就会违背“自然者性也，非人有之矣”的绝对原理。那么主体自我对此的尊重与自觉，

就成为了“鉴照理原”必须具有的内容。出现了“矫情而为之”的现象，终究将遭到大

自然的惩罚。 

成玄英的思想是对郭象哲学的发展，这可以从郭象的大量论述中梳理其嬗变之迹。

“自然即物之自尔耳”（《知北游》注）的普遍判断，也包含了对人类的存在状态与内

在属性问题的认识。传统观念中仅仅是以“自然”指称天地，显然眼界狭隘。 

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天然耳，非为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

自然也，岂苍苍之谓哉（《齐物论》注）！ 

老庄道家的天不是指我们头顶的苍茫大气层，一切客观的存在者皆为天。而其认识

旨趣，是力求区分自然与人为的不同。 

凡所谓天，皆明不为而自然。言自然则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自然哉？自然耳，

故曰性（《山木》注） 

明晰了“天地者，万物之总名也”的内涵，我们才能在逻辑关系上充分全面地理解，

“天地以万物为体，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的意蕴。离开了万物，天地将不复存在。而

万物周期性的生灭变化，是“以自然为正”的结果。即符合自身的内在属性生起于世界。

因此“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逍遥游》注）强调表达的是，宇宙中不存在具有

人格意志的造物主，这就是本来如此的世界的真相。被成玄英完全认同赞成的这些理论

成就，由于得到成玄英自觉主动的积极发挥而影响广被。 

确实，每一个人不能“故有此自然”。但是郭象的“独化”论，在否定形上之道的

实体性的同时，连其实在性亦一并彻底抽空的态度，且把牛马不推辞人类的穿络也当成

了自然的极端化观念，结果造成了无法合理说明世界的内在统一性何为的问题。挽救郭

象的认识偏差，回归王弼的主流立场，成玄英提出的“率性而动，禀之造物”的认识，

使其精神关怀在王弼与郭象之间达成了统一。其中涉及的许多复杂问题可以暂不做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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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键在于如何认识人类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动摇了本质属性与非本质属性的基

石，人类的文明创造的动力及其历史发展阶段性的前后承接，都将面临空前的挑战。 

三、夫真率性而动，非假学也 

以生物本能为纽带联系在一起，通过群体方式存在于世界的人类，高度的社会化同

样是人类的主要特征。突破蒙昧走向文明是人类迈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步伐，而随

着历史的发展不断遭到异化的人性，又成为了哲人需要迫切考察反省文明成果的消极性

的现实课题。区分文明与蒙昧的尺度依然是重要的认识对象，而在悠久的中国哲学传统

中，以庄子的解释说明最富理论深度。 

只是为少数专业研究者熟悉的《太平经》的“元气恍惚自然，共凝成一，名为天也。

分而生阴而成地，名为二也。因为上天下地，阴阳相合施生人，名为三也”（纱戊部）

的论述，是对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

为和”（《道德经》第四十二章）的解释。老子尚谓“大道废，有仁义”（《道德经》

第十八章），庄子更以为在茹毛饮血知母而不知父的时代的人类，几乎与禽兽一样处于

自然状态。粗略地勾勒了人类蒙昧与文明交织时期的生活图景，深刻地启迪了未来哲学

家的思想成长方向。成玄英的“仁者，偏爱之迹也”(《天道》疏)的认识，揭示了儒墨

对人类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两者关系问题的理解上存在的误区。即把“偏爱之迹”的

仁义，等同于生命需求的复杂整体。遭到抑制贬斥的自然属性的合理方面，不能得到应

有的尊重承认，创造力失去了释放的渠道。而不经过社会属性提升自然属性的品格，以

法律与道德为核心的价值规范的积极作用，就不能使具有其调动社会成员的创造力量的

作用有效发挥。 

血缘亲情在自然的生命属性中究竟何为，对这一重大问题需要做出认真的说明。“夫

仁义之情，出自天理，率性有之，非由放效”的论断首先认为，“出自天理”的“仁义

之情”是人类本真的自然情感的客观流露，因此绝对不是通过学习的“仿效”在经验世

界生起的东西。仁之血缘亲情为“命”，不能从人类的生命属性中剔除。而对上下的结

构秩序的遵循为“义”，存在着可以调节的空间。正义与适宜为“义”的基本内涵，其

合理性表现在承担的责任义务的适度，同每一个人的身份密切相关。虽然身份发生着不

断的变化，但是规范与秩序作为基本的原理不容颠覆。庄子的这一认识判断，已经明确

地指出了是非或善恶的评价，不能凌驾于形上之道的先验准则之上的绝对必然性。嵇康

与王充是两种极端意见的代表，前者把自由意志的贯彻当作了同生命的可塑性不可调和

的因素，后者又以为与自然本能相互冲突的价值规范，能够欣然为任何个人接受。简单

的肯定与否定，都不可能充分全面地把握仁义问题的真相。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围绕普遍

的人性，与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考察仁义的内涵及现实表现形式，成为了成玄英自

觉遵循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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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为“仁义之道可学而成”，那么必然是“不体真趣”的短视行为。如同自然

生长的树木，没有所谓方圆的形态，但是人类以工具施加曲直之上，制造出方圆适用的

器皿，以满足生产生活的用具的道理一样。说明“人待教迹而后仁义者”只能是学习的

结果,因此自然是“非真性也”。根据生命的固有属性与历史文化发展的双重角度，指出

了“仁义之情”与“仁义之道”的客观界限。即“仁义之情”是人类本能的真实情感反

映，主要以忠孝为内容的“仁义之道”指称的社会价值规范，实际上已经深刻地打上了

是非好恶的价值评价的烙印。背离了本真情感的“仁义之道”是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

产物，为不计较利害的天然属性掺杂了人为的因素。则“出自天理，率性有之”的“仁

义之情”，当然不能与在现实世界通过“放效”的学习获得的知识等同。“夫真率性而

动，非假学也”（《骈拇》疏）的结论，在肯定“真率性而动”的生命活动的自然展开

的客观性具有的积极意义的同时，隐含了生物属性存在着自我否认的倾向。特别提出真

与假的问题，旨在强调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的生物本能，由于人类理性自觉的引导，

既保持了本真的情感满足的价值，又避免了放纵固有的本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造成的

彼此的伤害。 

智慧忘生，可谓不用取舍之心，捐弃虚通之道。亦不用人情分别，添助自然之

分。能如是者，名曰真人也(《庚桑楚》疏)。 

完整的自我因为“智慧忘生”，超越了“取舍之心”的局限，消除了“捐弃虚通之

道”同无限世界的对立。这种“不用人情分别，添助自然之分”的圆满，使“分别”的

“人情”存在的彼此是非的冲突彻底远离了我们的心灵意识。善恶的价值评价掺杂到“出

自天理”的“仁义之情”，发自内心的纯粹的“仁义之道”不断僵化凝固，成为抑制人

类自然本能的异己力量。 

在社会生活中日益具有重要影响力以及价值作用，被日益规范的仁义的精神现象，

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虽然具有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然而不能改变“夫

仁义礼法，约束其心者，非真性者也”(《天地》疏)的属性。束缚人们言行的社会价值

规范的被推崇或刻意操纵，意识形态极大地阻碍了人们的自由意志的贯彻。因此“仁义

之教，聪明之迹。乖自然之道，乱天下之心”的判断指出，“仁义之教”大行其道是在

人类的社会属性，业已严重伤害了自然属性的条件下，维护社会稳定的暂时措施。觉悟

者“以自然之正理，正苍生之性命”的良苦用心在于，领会“自然者即我之自然，所言

性命者亦我之性命”的内在一致性。不论是“性命”还是“自然”皆统一于“我”的现

实个体，离开了自我的存在将会使这些重要观念，变为纯粹空洞的概念游戏而丧失了应

有的价值。“故言正正者，以不正而正”为指向的对象，如果没有出现疏离，那么“正

而不正言之也”。人类社会中彰显血缘亲情的仁义道德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

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忠孝作为社会生活领域价值评价的内容，无异强化了社会属性在现

实世界的特殊作用。但是扭曲了自己与异己之间应有的平衡关系，导致君臣父子夫妻友

朋的交往及其职能的日趋紧张。是矛盾冲突的不断加剧，个人生活丧失了固有的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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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当下的人生了无生趣，并且导致社会秩序的更加刻板。“自然之正理”能够“正苍生

之性命”的力量表现为，只要生命存在则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始终得以延续。理性自觉

的主体自我的“正理”被唤醒调动，那些束缚自由选择的枷锁将会被打破。“苍生之性

命”只有回归了先验具有的“正理”，才能最终修复病患丛生的自我。如此个人在社会

群体中承担的责任义务，不再是需要被动接受的负担。这也就是“各守分内，虽为无劳

去忧，忧自去也”的可靠保障，摆脱了“由学”的“放效”造成的模仿的欠缺。“矫性

伪情，舍己效物而行仁义者”的盲目行为，“是减削毁损于天性也”(《骈拇》疏)，实

在不足以成为楷模榜样。自以为高举了道德理想的光辉旗帜，其实这种执迷不悟的“矫

性伪情”的害人误己的荒唐，早已把自己推向了黑暗的深渊。 

反对通过“分别”的“人情”，在“自然之分”中添加人为的成分，主要是指产生

于特定历史时期的“仁义之教”，不能扭曲纯粹的“仁义之情”。而“仁义之教”具有

的相对价值，只有提升至“仁义之道”的高度，即人类通过自身的理性精神确立的基本

规范，消除“仁义之教”的欠缺，才能保障个人与社会群体之间，应有的秩序关系的张

驰有序。由于被哲人揭示的“仁义之道”仅仅是核心的或普遍抽象的原理，其价值必须

依赖制度与习俗加以落实贯彻，因此人类的社会属性或文化属性，置之于“并自然也”

的“能知所知”的整体中予以考察，使成玄英的理论建构更加成熟完整。反省“仁义之

道”的文明成就，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仁义之教”产生的异化因素的揭露批判。“仁

义之道”与“仁义之教”乃到“仁义之情”，皆为“所知”的对象。从逻辑关系看不在

“自然”的范围之外，则以“自然”为准绳检验其得失是非的自觉，毫无疑问就是“能

知”的每一个人共同的责任。说明古典时代的成玄英对“仁义之教”的固有弊端的审视，

重点以礼法的合理性大小为阐释的内容。厘清其依存关系与上下层次，历史虚无主义与

文化专制主义将丧失生存的土壤。 

以为真我或纯粹的自我的成就，是人生中唯一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是老庄道家的

一贯立场。只能由自己承担而不能由他人替代包办，需要经历浴火重生的洗礼。极少数

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臻于这种至极境界的人物，代表了人生可能达到的高度。其典范价

值当然是，昭示了生命创造足可与天地比肩的辉煌形象。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内圣外王追

求，在成玄英这里向人格的完整集中，反映了当时的哲学家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妥善解决，

是人类永远追求的目标而不可能实现于当下的清醒态度。正是因为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推

动完善不能直接决定人生实现的程度，只能成就于现实时代，这些早已为老庄阐发的真

理，为成玄英继承并且予以了逻辑性的发挥。而自我的成就当然需要摆脱一切依附，“独

化”在某一方面与此含义不殊。虽然成玄英将郭象的这一核心范畴置而不论，但是具有

内在的精神实质则殆无疑问。 

四、穷性命之致，尽生化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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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之际成书的《鶡冠子》最先提出的“独化”概念，由于深为郭象欣赏流行一时。

而“治之无名，使之无形，至功之成，其下谓之自然”（《世贤》第十六）的认识，则

宣称是人类把宇宙的伟大创造力量命名为“自然”。即“自然”涵盖了包括人类精神意

识活动在内的一切表现，人类创造的东西一方面不能逾越“自然”之上，另一方面人类

能动性的终极呈现为遵循“自然”原则的结果。“独化终始，随能序致”（《天权》第

十七）的世界井然有序，必然是人类安居的永恒美好家园。 

运动变化的决定因素在存在者自身内部，“独化”就是指这种无条件的绝对性。个

体事物如此，无限世界同样如此。虽然“性分”的差别性客观存在，但是郭象认为符合

自身的生命活动无一例外能够获得逍遥。“独化”为“自然”之性的主张，由于对社会

属性与自然属性以及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阐释的不足，为郭象带来了思想上的消极负

担。目的论幽灵被驱逐出了哲学的领地，是郭象哲学的骄傲。无限世界没有丝毫的目的

预设的认识观念，是如此的深入人心，一直延续至今。然而人类与异己的万物本质属性

的界限，在郭象哲学的“性分”概念中却越来越模糊。沿着郭象开辟的思想道路成长的

六朝时的朱世卿，在《法性自然论》中提出了“夫万法万性，皆自然之理也。夫唯自然，

故不得而迁贸矣”的观点。认为“自然之理”不允许任何的改变，客观存在的形形色色

的事物内在属性各自有别，因此彼此不会发生相互转移的现象。“故善人虽知善之不足

凭也，善人终不能一时而为恶，恶人复以恶之不足诫也，恶人亦不能须臾而为善。又体

仁者，不自知其为善。体愚者，不自觉其为恶。皆自然而然也”的进一步说明，善与恶

截然对立。不论以“愚”还是“仁”为“体”者，言行的善恶不过是天赋而已。“自然

而然”存在于不同个人的善恶，不是心灵刻意的选择。而“人为生最灵”的内在根源在

于，“膺自然之秀气，禀妍媸盈灭之质。怀哀乐喜怒之情，挺穷达修短之命，封愚智善

恶之性”的先验统一。命定论意味强烈的这一见解，把郭象哲学的欠缺推向了极限。 

朱世卿分析指出，“夫哀乐喜怒，伏之于情，感物而动。穷达修短，藏之于命，事

至而后明。妍媸盈灭，著之于形，有生而表见愚智。善恶对之于性，触用而显微”。作

为“为生最灵”的人类群体中的任何一员，按照道家一贯的立场原则，“善恶”云者不

是先验的道德属性，而是指天赋的完整程度。“此八句”指的是可以见证的全部经验现

象，“总人事而竭焉”。因此“皆自然之数，无有造为之者”的概括，承认每一个人存

在着穷达修短的不同命运及其善恶智愚的差别，是内在属性的现实化，不存在一个冥冥

中的决定者。还直接引用《鶡冠子》的“夫命者，自然者也。贤者未必得之，不肖者未

必失之”指出，“斯之谓矣”。显而易见“命”就是“自然”，无一例外地存在于任何

存在者，不会因为个人意志的选择，丧失其必然性普遍性绝对性。一切“殊形异虑，委

积充盈”的事物“静动合散”，皆是“自生自灭”。一语道破了郭象的“独化”论的实

质，以为“动静者，莫有识其主。生灭者，不自晓其根。盖自然之理著矣。所谓非自然

者，乃大自然也。是有为者，乃大无为也”。自然的内在必然性绝对性，总是永恒地发

挥其作用，物质现象与精神现象“自生自灭”，就是自然最真实的内容。由人类精神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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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体现出来的那些杰出成就，虽然具有不同于自然的客观存在状态与具体的表现形式，

但是却具有“大自然”的雄浑壮丽气象。“有为”的至极能动创造指向的则是“大无为”，

完全不在“自然之理”的范围之外。坦然面对“荣落死生，自然定分”的博大宇宙，心

灵将获得真正的安顿。“若圣兴仁，不能自免”乃是可以预料的结局。顺应不可抗拒的

自然的必然性，朱世卿以为就是佛陀揭示的“法性”的真谛。 

赞誉朱世卿“非唯外学通敏，亦是内信渊明。常自心重大乘，口诵般若”的真观，

认为朱世卿之说“兴有性之执”，且将“有损正真”。在《因缘无性论》中以“自然则

依傍于老庄，报应则祖述于周孔”的评价指责朱世卿，完全缺乏思想的独立性。“独称

造化之宗，偏据自然之性”的漆园傲吏的立论，仅是一时矫俗的狂放之言，根本没有真

理的洞见。振振有辞地责问“自然之本”究竟是“有因果耶？无因果乎”（《广弘明集》

卷第二十二）？真观的批评自有其理论价值，在此暂时可以不必分析讨论。我们关注的

是透过这些争论，呈现出来的“自然”观的嬗变轨迹。而相关的问题也反映于隋唐之际

最终成书的《太玄真一本际经》那里，这部曾经为唐玄宗高度肯定的道经对问题的回应，

以及成玄英的更加深刻的诠释，成为了多元化的思想园地中的重要代表。佛教的因果关

系论与道家哲学的元气自然论形成的对峙及产生的张力，是那样意义深远地渗透到未来

哲学家的思考中。隋唐时期中国化佛教的建立与道教哲学的空前繁荣，使这种收获不仅

惠及当时而且远播宋元。当我们把目光重新回到成玄英的相关论述时，其娴熟驾驭问题

的能力令我们衷心的佩服。 

通过对生灭变化的经验现象的归纳抽象与演绎分析，最终领会形上之道作为万物的

普遍存在依据的觉悟者，在心灵世界贯通了主客心物。成玄英的“以阴阳取道，而道非

阴阳”（《天运》疏）的论断，在肯定道与物相即而不离的前提下又严辨形上与形下的

界限。精神的升华是知情意的潜能不断得到发掘的反映，“阴阳”可以代表一切经验表

象，在从知性判断到理性直观的发展中，实现了与宇宙的普遍本质的默契。觉悟不是具

体的知识，因此“自然”概念涉及的绝对与相对以及必然与或然等等，尤其是“因缘”

的条件性问题，还是同样不在这一极具启示性的范畴，意义内涵包容的范围之外。而离

开了完整生命的塑造，永远不能达到与无限世界普遍同一的状态。 

夫得造化之深根，自然之妙本，而穷理尽性者，世间万物，何得止而控驭焉（《达

生》疏）。 

不能达到对“造化之深根”与“自然之妙本”的洞察，人生的自由解放就是毫无意

义的空话。有限的个人与“自然之妙本”冥合的完整生命，产生了“何得止而控驭”一

切具体事物的能力。 

对人类先验属性的认知的差别，由于不具有公约性，这种争执还将长期延续下去。

“人禀性自然”的结论，奠基于严格的逻辑分析。成玄英以为“各守生分，率而循之，

自合于理”(《缮性》疏)的必然性，反映在现实存在的自我的创造潜能的现实展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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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体之“合”是认识与实践过程的结果，以“理”为终极对象，这是检验是非真伪的唯

一尺度。“各守生分”的“率性”，必然需要以尊重生命的固有属性为前提。把自我内

在属性结构层次以及功能作用的高下大小，对应于认识实践指向的客观世界。“率而循

之”因此包含着生命属性的释放，与现实世界适应符合的准则。“生分”之“各守”的

每一个人，能够“自合于理”的理由在于剔除了人为的造作，因此能够使自我与世界万

物之“性”默契同一。“穷性命之致，尽生化之情”的自我所拥有的当下人生，“故寄

天地之间而未尝不逍遥快乐”(《天地》疏)。存在着丝毫的隔阂错位，就会出现知情意

的疏离以及与世界万物的对立情况。心灵的慰藉怡悦始终以安顿于无限世界而永恒不

朽，这种意识贯穿于中国哲学儒释道各家的思想追求中。 

简要回顾道家思想从汉代的《太平经》到嵇康的《难自然好学论》呈现出来的变化，

在成玄英的思想建构中获得了融会。客观性是自然的基本含义，老子的继承者们在运用

这一概念分析说明普遍的哲学问题，出现了对世界与自我先后演进的不同阶段。“性命

之致”与“生化之情”，是人类的精神意识观照的对象。具有“穷”与“尽”的潜能的

个人，必然以对“假学”的知识的超越，达到“真率性而动”的优游自在。不仅需要理

性的认同，而且不能脱离情感的欣赏。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而净化心灵，热爱大自然是

道家哲学具有浓烈的诗意的深层原因。在另一方面，宋元之际的褚伯秀的“人之本性，

具足逍遥”的命题，是对成玄英思想的继承发展。明确指明了人类的内在属性为“逍遥”

的自由，这与先秦哲学一致以理性为人类的本质属性的认识虽然有别，但是并没有任何

实质性的矛盾。褚伯秀之后既无新意又无深意的自然观，就是严复引进西方近代学术之

前的中国社会固有的思想生态。最后，我们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儒学在自然观领域如

同其形上学一样，几乎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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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ncounter between Critical Buddhism and Asian Naturalism: 

Can Asian Naturalism be a Tool in Overcoming Social 

Discrimination? 

 
Ryu, Jeidong 

（Sungkonghoe University） 
tvam@naver.com 

 

According to the letter of Call for Abstracts for the 10th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Biocosmology, Professor Hee-Sung Keel states that Asian naturalism ―goes beyond the 

traditional Western antithesis of naturalism and supernaturalism,‖ and that Asian naturalism 

(―an old vision‖) must be rehabilitated ―for a new world‖, for ―the ecological-environmental 
crisis of our age cannot be overcome without a fundamental change in our attitude toward 
nature.‖ Hee-Sung Keel‘s cause of Asian naturalism is supported by Professor Hyakudai 

Sakamoto, a Japanese outstanding bioethicist. According to Sakamoto, ―Fundamental 

naturalism is pervasive in all Asian thought…. the essence of the Asian ethos is ... ‗a holistic 

harmony‘ in contrast to the modern European inclination to dualistic individualism.‖ Can their 

support of Asian naturalism be justified without any reserve? Some scholars of critical 
Buddhism movement, including Hakamaya Noriaki and Matsumoto Shiro, caution the danger 
of blindly supporting Asian Naturalism. 

Critical Buddhism movement began in Japan around the middle of 1980s, criticizing the 
social discrimination against oppressed people in Japan, and ascribing the cause of such 
discrimination to the idea of ‗a holistic harmony‘ inherited from the time of the Prince 

Shōtoku (聖徳太子) in Japan. Hakamaya Noriaki and Matsumoto Shiro, the two main 
proponents of critical Buddhism movement, while being criticized as being excessively 
critical to the traditional ideas of his own country without any firm support of factual and 
textual evidence, have also been praised as an outstanding scholar who pinpointed the 
essential problem of Japa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which is sometimes criticized to have been 
somewhat notorious for its adherence to the spirit of harmony, sacrificing individual 
originality. They have recently expanded their criticism against Hinduism, Daoism, and even 
Confucianism, while admitting that the concrete application of their criticism should be 
cautious because contextual appraisal is necessary anywhere. 

According to Hakamaya Noriaki and Matsumoto Shiro, a pernicious effect of the 
―naturalism‖ … is that its affirmation that things ―as they are‖ (自然) already are ―as they 

should be‖ eliminates the need to think critically about either self or society. This effect is 
said to have led to the blind support of established oppressors without any concern about the 
oppressed. Although their criticism might be too harsh, I think, we should be cautiou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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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holding the cause of Asian naturalism, admitting that the partial lack of logical and critical 
use of language in Asian culture in comparison with European culture in some periods might 
be due to the somewhat uncritical support of the spirit of harmony. In short, while we need to 
support the cause of Asian naturalism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ecological-environmental 
crisis of our age, we should be cautious and careful to be aware of the possible negative 
effects of Asian naturalism, attempting to develop the idea by our dialogue with other critical 
thoughts, including the ideas of critical Buddhism. 

 

KEYWORDS: Critical Buddhism, Asian Naturalism, Social Discrimination, Hee-Sung Keel, 
Matsumoto Shi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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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佛教与亚洲自然主义的邂逅： 
亚洲自然主义有助于克服社会歧视吗？ 

 
Ryu, Jeidong 

（圣公会大学，首尔） 
tvam@naver.com 

 

在第十届生物宇宙论研讨会的“征稿通知”中，吉熙圣（Hee-Sung Keel）指出，亚

洲自然主义“超越了传统的西方反自然主义和超自然主义”，“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我

们对自然的态度，就无法克服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态-环境危机”，为了这个“新世界”，

就必须谋求（旧有的）亚洲自然主义的复兴。吉熙圣（Hee-Sung Keel）对亚洲自然主义

的观点得到了日本著名生物伦理学家坂本百大（Hyakudai Sakamoto）教授的支持。坂本

教授认为：“自然主义从根本上是积淀于所有亚洲思想中的„„亚洲气质从本质上讲就

是„„‘整体和谐’”，这与现代欧洲的二元的个体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所维

护的亚洲自然主义能够被证明完全合理的吗？包括袴谷宪昭（Hakamaya Noriaki）以及

松本史郎（Matsumoto Shiro）等在内的一些批判佛教运动学者告诫人们要对盲目支持亚

洲自然主义保持警惕。 

“批判佛教”运动始于 20 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日本，批评了日本对受压迫人民的

歧视态度，并将这种歧视归因于继承自日本圣德太子时代的“整体和谐”的理念。袴谷

宪昭和松本史郎这两位批判佛教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一方面被指责在没有任何事实和文

本证据的情况下过分地批评了自己国家的传统观念；但另一方面，日本的思想和文化之

因固守和谐精神牺牲个体的创造性而变得声名狼藉，由于他们指出了这一基本问题而被

誉为杰出的学者。最近，他们将他们的批判对象扩展到了印度教、道教甚至儒教。同时

他们坦言，由于对语境的评估在任何地方都是必要的，因而在批评某个具体对象的时候

应该保持谨慎。 

按照袴谷宪昭和松本史郎的观点，自然主义的负面作用在于它断言“如其所然”（as 
they are）的事物就是“如其应然”（as they should be）的状态，这等于取消了对个体或

社会进行批判性思考的必要性。这一结果被认为导致了对既有压迫者的盲目支持，却没

有关注到受压迫者。尽管他们的批判可能显得过于严苛，但我认为我们应当对维护亚洲

自然主义的做法保持谨慎，承认在某些时期可能由于某种对和谐精神不加批判的支持而

使亚洲文化在对语言的使用上较之于欧洲在一定程度上缺乏逻辑和批判。简而言之，尽

管我们需要支持亚洲自然主义来克服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态-环境危机，但仍需对其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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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面效应保持警觉和慎重，并尝试着通过我们与包括“批判佛教”思想在内的其他批

判性思维展开对话来发展这一思想。 

 

关键词：批判佛教，亚洲自然主义，社会歧视，吉熙圣，松本史郎 

（杜疆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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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pen Organic Universe and the Closed World View 

 

SU Zhi-jia 
suzhijiabnu@163.com 

 

The world is the original world and the universe is the original universe ever since they break 
into the human history, whether in the infant stage of the human history or in the so called 
domination stage and even destroy the external world. On the country, as the specific subject, 
the concepts of the universe and the external world didn’t maintain identity in the human 
civilization. Its possible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cepts，which is merely treated as 
one of many possibilities, is related with the limited purposes of the human civilization. 

From the nature spirits to the age of Aristotle whose interpretation of the four (or five) 
elements, Earth-Water-Air-Fire’s movement is by virtue of the inner and the innate aims. It 
couldn’t affect us to seek the positive resources of the organic universe though the world fill 
with the Fifth Element(ether) is not tolerant with the modern science. The historical causes is 
the philosophy at this stage probed into the premises of philosophy, and question the universe 
with the philosophical pattern, and kept an eye on the human civilization and formed the 
appropriate civilization with the philosophical pattern. 

Since modern times, the speed of the owl of Minerva couldn’t kept up with the science 
and the technology, with the accumulating sense of humility, the philosophy followed the 
science and step on the scientific path consciously. It’s not mean that the philosophy 
doesn’t need the science, but by the interspecies nursing process, philosophy should hold to 
its own world concepts. The philosophy should not lose itself in the scientific path 
consciously. 

Just as the grace philosopher treat the existence of the nature spirit as the source of rules 
and orders, these premises of the rules and the orders which make the modern science 
possible,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The reason is the movement of the external world is one 
thing, and the rules and the orders is the other thing. Philosophy should probe to the premises 
and should not commit suicide in the scientific path. 

So, it‘s one or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limited world concept that made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universe transformed from one stage to the other. Here and now, we can say almost all 
of the attempts, including the organic universe, not so much rebuild the new cosmology as the 
attempt to mutual inspiration of the multiple access. In this sense, review the image of the 
universe of the different stage, philosophy should swaddle the nature and keep the open world 
concept, and then fostering the open organic cosmology in order to accumulate strength for 
the new era of the human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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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有机宇宙和封闭的世界观 

 

苏志加 

(铁道党校,基本理论部) 

suzhijiabnu@163.com 

 

[关键词]宇宙论；有机；开放；世界观 

进入人类历史的外部世界或宇宙，无论在人类处于摇篮里的婴儿阶段，还是人类成

长到自诩宰制乃至足以毁灭外部世界的年龄段，世界还是那个世界，宇宙还是那个宇宙。

相反，作为宇宙之中的特定主体，在人类文明的历程中，关于外部世界和宇宙的观念却

并非是同一的。这种观念的同一性的丧失和不断转换，有可能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仅仅

作为可能性之一，就是与人类（文明）的有限目的相关。 

希腊时期从“活的自然”到亚里士多德时期的宇宙的四元素理解，水-土-火-气都

藉由一种内在的目的（即中国用语中的“天生的”，“天然本成”）而动。虽然，在亚

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中，月上区域与第五元素的问题为今天的科学所不能容忍的，但是，

这并不影响我们在他的目的论中寻求有益于今或辉耀至今的有机宇宙论思想资源。究其

缘由，就是这一时期的哲学还保持着对哲学前提的探究（怀特海《思想方式》）。这一

时期的哲学，还在用哲学的方式向宇宙发问，并以哲学的方式关照人类并形成了相应的

人类文明。 

近代以后，密涅瓦的猫头鹰飞翔的“速度”明显追不上科技的发展步伐，渐生谦卑

感的哲学亦步亦趋的步科学之后尘，极端时更是奉科学为圭臬，导致世界和宇宙的机械

性理解。这并不是说哲学的发展不需要科学，而是哲学与科学在相互滋哺的同时，在谘

析科学的同时，哲学更需要有坚守自己的世界观，而不是在自觉科学化的道路上丧失自

身对宇宙的理解路径。 

正因为希腊思想家把自然中心灵的存在当作自然界规则或秩序的源泉，这种规则和

秩序的前提性理解，才使得自然科学和延续至今的科学成为可能，而不是相反。这是因

为，外部世界自身的运动是一回事，而秩序是另一回事（科林伍德《自然的观念》）。

哲学就应保持对前提探究之本，而不应自戕于科学化之途。这是因为，科学的结论，其

目的最终还是要根据类似演绎而得出结论，凭此为据去检视最初的起点。于是，一段弯

路过后还是重回哲学对前提探究的思想道路。 

因此，不同历史阶段的宇宙形象的更迭或返身，很可能是囿于人类世界观的有限性

所造成的。当下，可以说我们所做的几乎所有尝试，包括有机宇宙论在内，与其说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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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重建一种新的宇宙论，倒不如说是在进行多种新的宇宙论进路的相互启发的尝试。

从这个意义说，返视历代宇宙的形象，哲学理应褓育自己的特性，保持一种开放的世界

观，进而哺育一种开放的有机宇宙论，为未来的开放的人类文明积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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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Naturalism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Sun Hongxia 

(Shangqiu City Bureau of lndustry and lnformation Technology) 
shx2008@126.com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current ecological crisis, people want to look for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universe, the right to look at the natural and effective solution to the 
ecological crisis of the universe. Asian naturalism highlighted in this need, this view is people 
think beyond and metaphysical naturalism, materialism and idealism philosophy. Therefore, it 
is proposed to the Renaissance philosophy theory and rediscover the naturalism of truth, to be 
used to change people attitude to nature, which effectively overcomes the ecological 
imbalance brought by the crisis of survival. In fact, the nature of the supernatural, there is no 
supernatural is no natural, and to resolve the ecological crisis of the method can only be a 
dialectic, pure Asian naturalism is not a global solution to the crisis, to save human methods 
and philosophy. 
 

KEYWORDS: Ecological imbalance; Naturalism; Supernatural; Survival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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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主义的发展与当代问题 

 
孙红霞 

（商丘市梁园区工信局，河南  476000） 

shx2008@126.com 
 

摘要：为了化解现今的生态危机，人们想要寻找一种能正确认识宇宙、正确看待自

然、有效解决生态危机的宇宙观。亚洲自然主义在这种需要中凸显出来，这种观点被人

们认为是超越了自然主义和超自然主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的哲学学说，因而，

有人提出要复兴这种哲学学说，重新发掘自然主义的真谛，以用来改变人们对自然的态

度，使之有效地克服生态失衡给人们带来的生存危机。其实，自然是相对于超自然而言

的，没有超自然就无所谓自然，而化解生态危机的方法只能是辩证法，单纯的亚洲自然

主义是不能成为全球性化解危机、拯救人类的方法和哲学学说的。 

 

关键词：生态失衡；自然主义；超自然；生存危机 

 

自然主义是用自然原理来解释宇宙万物存在现象的哲学学说，它的存在主要针对超

自然的神秘主义和宗教神学。自然主义在科学、哲学和文学等方面中都有存在，也都有

很大的影响和作用。其中对文学方面的影响很显著。由于自然主义的自然性特征和作用，

使得它在现时代有了重新发展的势头。人们想要重新发掘它的潜能，以使这种观点服务

于现时代。但这种观点有其自身发展的局限性，使得它不能满足人们克服生态危机、整

治环境污染的需要。为了找到化解生态危机的方法和理论，人们有必要认识自然主义的

概念及其发展前景。 

一、自然主义的有机宇宙论及其发展 

自然主义被认为是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自然主义和超自然主义的对

立的哲学学说。自然主义相信事物和事件的“自然程序”，认为万物的和谐运作并非来

自一个外在权威的命令，而是因其自身内在固有的自然律的自然运行。自然主义不承认

自然世界有神奇的超自然力量的干预。它将宇宙与自然界的一切变化和过程归结为自然

的原因。自然主义还崇尚科学，崇尚人的自然规律，否定自由意志，否定实证经验之外

的一切虚构和想象。总之，自然主义认为，自然具有完满性和必然性，与人工相对立。

自然性就是宇宙万物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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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本性在自然主义看来是宇宙存在的合理属性，主张自然性就是主张宇宙自然存

在的合理性。可以说，自然性是自然主义的根本特性。就因为这看似合理性的自然性，

使得自然主义在科学、哲学和文学艺术等学科中有很多涵义，其存在形式也多种多样。

但无论有多少种不同的涵义，自然主义的自然性是其观点的主要特征。这一点是诸多观

点都认同的观点，也是诸多观点中都包含有自然主义成分的原因所在。在这里，主张宇

宙万物的自然性和自然规律演变性的观点就是自然主义。基于这点，自然主义也泛指那

些用自然原理来解释宇宙万物存在现象的哲学学说和哲学思潮。 

自然主义与唯物主义有相同之处，就是都把整个自然界当作研究的对象，都认为自

然规律才是自然世界存在和发展的根本规律。自然世界就是自然自在的世界，而不是由

一个外在的超自然的力量和命令所形成的结果。任何神秘的、超验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

但自然主义与唯物主义也有差异。唯物主义总是把物质和意识（精神）分解开，否认意

识（精神）存在的独立性，认为它是物质派生的，物质才是世界的本原。而自然主义则

认为，精神和物质不是独立存在的个体，而是一个整体，人们完全没有必要将两者做出

明确的区分。就是说，宇宙万物都在一个整体中，所有事物都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从

这个意义上讲，自然主义超越了物质和意识（精神）的对立，化解了两者的矛盾。这很

大程度上影响了诸多观点的发展，也使其自身得以发展。 

但自然主义用自然原因或自然原理解释宇宙万物的存在现象，否定超自然事物和现

象的存在。这从某种意义上又阻碍了自然主义自身的发展。因为，宇宙万物既然是一个

整体，那么，人类所有的存在现象也应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即是说，人类的思维和意

识，人类的主观意志和人工创造及神秘的超自然主观臆测和想象等，也都是这个整体的

一部分。不能把这部分与自然界区分开形成对立。因为这部分本就是自然世界的生成物，

也都具有自然性和自然规律演变性，与自然事物也都是一个统一整体。至于说，自然世

界为何能产生出具有超自然的主观意志和思维的人类，那是因为，世界不单纯是自然的，

它同时还是超自然的。如不然，单纯绝对自然的世界是无法自动创造出具有超自然主观

思维和意志及创造性的人类的。正由于自然主义排斥和否定宇宙的超自然现象和人类的

主观意志，才使它虽然具有自然主义发展的潜质，但仍然在现时代不能得到应有的更新

和发展。 

其实，宇宙是个矛盾体，它不仅具有自然属性，它同时还具有超自然属性，是两种

属性的统一存在形式。人们如果把两者分解开，单纯从宇宙的自然性方面看宇宙万物的

存在，那么，宇宙就成了单纯的自然界。而单纯从宇宙的超自然主观创造性上来看宇宙

万物的存在，那么，宇宙就成了单纯的超自然界。问题是，宇宙不能这样分。因为，宇

宙的存在和发展始终都是自然和超自然相统一的矛盾变化和发展形式，它不曾有过片刻

的纯自然或纯超自然的存在状态。只所以会出现自然界和超自然界的对立存在形式，那

是人类人为分解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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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主义没有看到自然和超自然相统一的矛盾性，它只强调宇宙的自然性，否定和

排斥宇宙的超自然性，把整个宇宙只看作是自然世界。这样它就局限了自己。虽然自然

主义也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物质和意识，主观和客观这些对立的东西，都不是独立

存在的，它们都是一个整体，不要对它们有明确的区分。但自然主义还是否定神秘主义

和宗教神学，不能把人的主观意志和人工创造等事物和现象与自然放在一个世界内一同

看待，这样就夸大了宇宙自然性的一面，否定和无视了宇宙超自然性的另一面，使人们

无法正确认识宇宙的超自然现象和属性。其实，偌大的宇宙不仅能按照自然规律性演变

和发展，还能主动创造出具有主观意志的人类和万物。这说明，宇宙本身就具有自然性

和超自然性的矛盾双重属性，是两种属性的统一体。由于人类发展的局限性，不能使人

类全面地看待宇宙的存在状态，认识它的矛盾真面目，只能是从宇宙的矛盾单方面来看

问题。这样就产生了单纯主张自然性的自然主义和单纯主张超自然性的超自然主义。 

其实，人类能够在宇宙中诞生，就已经否定了单纯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因为，整个

宇宙不仅能按照自然规律演变和发展，它还能“全自动”地自己创造出人类和宇宙万物。

从宇宙自动创造出人类这一方面来说，宇宙就不单纯是自然世界，也不单纯只具有自然

属性，它还同时是一个超自然的―全自动‖的―超级智能体‖。因为人类这个宇宙创造物不

仅具有自然性，还同时具有超自然的主观创造性。从人类始终不停地进行各种各样的科

学发明和创造来看，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人类沿袭和继承了宇宙的“超自然创造基因”。

就是因为人类这个具有主观思维和创造性的“全自动智能体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才已

经从事实上否定了自然主义单纯自然性和单纯自然规律演变性的合理性说辞。所以说，

使用单纯的自然主义理论来解释宇宙整体的存在和发展现象，那是不全面也是不正确的

观点。 

虽然如此，现今的自然主义者们，仍然把自然看作一切存在物的源头，认为，一切

事物和现象都来自于自然。超自然现象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其实，自然主义承不承认

超自然的存在，超自然都依然存在着。它不会因为自然主义的否定而消失。就是因为自

然主义无法使用科学的原理来解释超自然现象，来认同超自然现象的存在，才使得它不

能有效地解决当下的很多问题。为了能更好地看清宇宙的真实面目，人们必须正确认识

宇宙的自然和超自然性及宇宙的矛盾性，只有如此，才能消除污染解决自然界的生态失

衡问题。 

二、自然与超自然的概念及其关系 

根据宇宙的矛盾存在现状来看，宇宙确实不单纯是自然存在状态，它还同时是超自

然的存在状态，即是说，是自然和超自然的统一存在形式。但我们通常只认识到宇宙的

自然属性，没有认识到与自然属性同时存在着且始终共处一体的超自然属性。 

事物的自然属性人们已经都基本了解了。可对于超自然属性人们还不了解，甚至只

要一提起超自然，人们就会联想到―上帝‖―神灵‖和超能力。好像超自然世界是属于―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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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超能力也是―神灵‖的专有能力，而人类只是―下界‖的凡人，是无法涉足―神灵‖

世界的，更无法掌握―神灵‖的超能力。只有―神灵‖能看到人类和掌控人类，而人类是没

有能力看到―神灵‖和控制―神灵‖的，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超自然现象

同自然现象一样普遍，只是人们没有认识到它的存在而已。  

那么，究竟什么是超自然？人们能否认识它？百度百科上面这样解释超自然概念，

“超自然现象：可以理解为超越自然科学常规和可知性范围的一种极端现象。或者说，

超越了当代自然科学知识的极限而被认为不可能产生或无法解释的现象。超自然通常指

超自然力量或者超自然现象，即在自然界无法见到同时无法用通常手段证实的力量或现

象。一旦超自然能够被证实，则它就不再是超自然了。”这种观点把超自然说成是超越

当代自然科学知识的极限而被认为不可能产生或无法解释的现象，这样就神化了超自

然，使人更无法了解超自然现象，只能是徒增更多的神秘、猜测和幻想。 

要想正确地认识超自然，就让我们先来正确地认识什么是自然。唯物主义认为，事

物自身所固有的客观属性就是事物的自然属性。按照这个观点来说，事物自身所固有的

主观属性就是事物的超自然属性。但唯物主义不这样认为，它把所有事物和现象都认为

是自然存在物，都只具有客观的自然属性。人类的思维虽然具有主观能动性，但在唯物

主义看来那也只是自然事物高度发展的产物。至于说到超自然现象的存在，唯物主义也

认为那是根本不存在的现象。其实，自然和超自然都是事物自身固有的属性，只是人们

只认识到事物中的自然性，而没有认识到事物中的超自然性而已。就像人就既有客观属

性又有主观属性，是两种属性的统一体。这说明，人不单纯是自然事物，人同时还是超

自然事物。如果人是自然和超自然、客观和主观的统一体事物，那么创造人类的宇宙万

物应该也都是自然和超自然、客观和主观的统一体事物，只是每个事物的统一存在形式

不同罢了。如若不是，人类这个自然和超自然的统一体事物就不会在宇宙中产生。所以

说，如果像唯物主义那样把自然和超自然相统一的矛盾事物都单称为客观自然事物，把

人类的思维单称为主观事物，那是不正确的观点。 

其实，自然与超自然始终都共处于一个矛盾体中，两者的关系是既对立而又统一的

矛盾关系。就是说，宇宙间的任何事物都是自然和超自然的统一体事物。没有单纯绝对

的只具有自然或只具有超自然的事物的存在。之所以会出现单纯的自然界和超自然界，

那完全是因为人类认识的局限性造成的。要想真正认识宇宙的自然和超自然的矛盾存在

和变化性，就让我们看一看，宇宙万物自然和超自然具体形式的存在和发展。我们知道，

宇宙万物都有自身的规范性，这区别于它事物的规范性说明的就是事物的自然属性。比

如，水这种事物的属性，就是包括它的形状、作用、颜色、气味、温度以及组成元素等

等的规范性。而这一切水事物的规范性就是指水固有的使之能够存在的客观自然属性。

当然，只要是宇宙间存在着的事物，都有属于自己固有的客观自然属性。如果单从自然

性这一方面来看，每一个事物都是自然存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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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每一个事物决不是恒久不变的，也不是永远保持其自然属性的一个方面。因

为宇宙万物每时每刻都处在矛盾作用中，都在进行着新旧旧新的更替和发展。而在更替

和发展中，每个事物都在超越着自我，打破着原本自然属性的自我而异化成为新自然属

性的它物。这种超越自我的异化就使事物不能恒久的保持其自然属性的一方面，而必然

地呈现出超自然属性的另一面。事物的这种超越和异化现象就是事物中的超自然现象。

比如，水遇冷空气转化成了冰，这种事物的超越和异化现象说明的就是水事物自身超自

然的创造现象。为什么说这种现象是超自然现象呢？因为水事物通过冷空气的矛盾作

用，产生了自身的超越和异化，而在超越和异化的过程中，水已经打破和超越了原本自

然属性的自我存在状态，异化成为了新自然属性的它事物——冰的存在。这新的自然属

性规范的冰就是水通过自身异化创造出来的新事物。其实，宇宙间的每个事物都可以通

过自身的超越和异化来完成对它事物的创造。这种事物超越自然规则的创造性就是超自

然属性。如果单从超自然性这一方面来看，每一个事物都是超自然事物。 

从上面看出，宇宙间的每个事物都同时既是原因又是结果；既是原本固有的旧事物，

又同时是被创造的新事物；既是自然事物又是超自然事物。每一个事物都是对立面统一

的矛盾体事物。没有哪一个事物是单纯绝对的只具有自然属性或只具有超自然属性的事

物。只要这个事物存在着，它就具备了客观的自然属性，而只要这个事物变化和发展着，

这个事物也就具备了主观的超自然属性。每一个事物都既存在着又变化、发展着，这就

说明每一个事物都是自然和超自然的统一体，都在不停地进行着自然和超自然的变化和

发展。从这一方面来说，每一个事物的存在都是它自然和超自然相统一的矛盾变化和发

展过程，即是说，每一个事物都不单纯是自然物或超自然物，而都是自然和超自然相统

一的矛盾存在物。这里看出，超自然现象不神秘，它只是自然的对立面，是每个事物都

具备的属性和存在的状态。 

这样解释超自然属性和现象，有人可能还无法一下转变过来。因为这与平时人们所

认为的―神灵‖和―上帝‖的超自然现象相差甚远。因为只有孙悟空凭空变出一个苹果、一

条蛇、一座庙，或拔根身上的毛变化出无数个自我，这些现象才被认为是超自然现象。

不能否认，这种观点也是反映了超自然现象的一部分，但不全面。因为，超自然现象既

不单纯是―上帝‖的神灵世界和超能力，也不单纯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它还包括自然

属性的对立面，即事物自身固有的主观的能够超越自然规则的创造性。 

虽然宇宙万物都具有自然和超自然的矛盾性，但由于具体事物和人的特性不一样，

因而，他们的超自然的创造性也是不同的。具体事物的超自然的创造是通过矛盾作用达

到事物自身的超越和异化来完成的。而人类的属性与具体事物的属性不同。因而，人类

的超自然的创造与具体事物的创造方式也是不同的。人类不仅可以像具体事物那样通过

自身的矛盾超越和异化来创造它物，还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和思维进行主观的创造。就是

说，人类不仅能按照事物的客观规律进行创造，还能超越事物的客观规律进行创造。这

说明，人类的创造更具有灵活性和主观能动性。比如，人们可以根据蔬菜生长的客观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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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性，在适合蔬菜生长的季节里栽种蔬菜。但这样还是不能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这时

候，人们就超越自然规则，在不适合蔬菜生长的季节里，创造适合蔬菜生长的―自然环

境‖——塑料大棚，让蔬菜在塑料大棚里生长。这样，不管什么季节，人们都能吃到新

鲜可口的蔬菜。这种超越事物自然规则的创造就属于超自然创造。  

像这种超自然现象，生活中比比皆是。我们使用的电话、电视机、电脑、等等，这

些事物都是超自然现象的事物。因为，如果按照自然规则，人们坐在家里是无论如何不

能看到那些千里之外的央视文艺节目和世界各地的名山大川的。但现今的人们则可以通

过电视机和电脑超越时空界限，进行超时空的观看，这种现象就是超自然现象。而如果

没有电话和手机，那些被自然时空限制和隔阻而相距千里的人们，无论怎样是无法听到

对方的声音并进行交谈的。但现今的人们却可以打破这些时空界限，进行超时空地交谈。

还有宇宙飞船、航天飞机、卫星、空间站等等，这些也都是人们超自然的创造。因为，

人们可以在地球上遥控指挥太空中的卫星和宇宙飞船及飞船里的宇航员。这种超越时空

界限的遥控指挥的事物现象仍然是超自然现象。这些超自然现象我们知道它们不是“神

仙”的超能力，而是人们的科学技术。但如果把这些超自然现象放到古代，那肯定被认

为是“神仙”的超能力，或是无法解释的超自然现象。这也给现时代的我们提一个醒，

超自然现象不是神乎其神的“上帝”的法力和超能力，而是人类自己的科学技术和科学

知识。不过像天宫、神仙、玉帝和妖魔鬼怪等神话故事，这些也是人们主观臆测和想象

而创造出的超自然事物和现象。这些现象虽然具有主观臆测的虚无性，但它也有存在的

合理性，因为神秘的具有无限法力的“上帝”对人的思想和行为是有教化和威慑力的。

因为它可以抑制人的私欲，使人对天地万物有敬畏之心。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一些更加神奇的超自然现象也会不断地产生，这些现象

确实给人们展现和说明了超自然现象的存在和发展。但是，应该说明的是，超自然现象

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必须借助自然体事物才能存在。而自然体事物，也不是独自存在的

事物，它也必须与超自然事物同生共存，就是说，没有超自然的存在，任何自然体事物

都不能得到异化和发展。所以，两者缺一不可，不能分解开独自存在。  

其实，超自然同自然一样时刻都伴随着人们的生活，只是人们没有认识到它的存在

而已。它并不单纯是人们想像的那样和唯心主义描绘的那样，它还是一种很普遍的宇宙

存在现象。人们只所以没有认识到并且对此产生迷信思想，就是因为唯物主义自身的局

限性，使它不能解释清楚超自然现象的存在。再加上唯心主义有神论的描绘，使得人们

更加无法认识超自然，而且还迷信于人们幻想出来的超自然现象。其实，超自然现象始

终都是和自然现象统一在一起的，并且始终也都是伴随着人类的蜕变和发展的。只是因

为人类蜕变发展的局限性才没有真正的认清楚它、了解它。  

自然主义虽然没有像唯物主义那样把物质和意识、主观和客观分解开，但自然主义

单纯主张世界的自然性和自然规律演变性的观点，还是从根本上分解了自然和超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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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和主观的矛盾性，使自己限于单纯自然律的世界演变的观点中，这不仅局限了自己，

也使自己处于发展的困境。 

以上让我们了解了超自然现象，也让我们认识了自然与超自然现象的关系，更是让

我们明白了，每一个事物都存在于自然和超自然的矛盾中，任何事物都同时是自然物也

是超自然物。就是说，超自然现象不是绝对单纯的独自存在的现象。它与自然现象是对

立面的统一体，它们的关系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而不是派生关

系。没有自然就没有超自然，反之，没有超自然也没有自然。超自然现象必须依附于自

然现象，而自然现象也离不开超自然现象。就是说，事物的自然属性和超自然属性是不

能分解开独立看待的。如果把它们分解开，就会形成唯物主义的单纯绝对的自然观和唯

心主义单纯绝对的超自然观。这样的话，就会使人们陷于自然界和超自然界之间，始终

都不能正确认识宇宙的真实面目。 

三、辩证法与当代问题 

由于宇宙是自然和超自然相统一的矛盾存在形式，所以，想要解决人与自然的问题，

环境污染问题，人类的存在和发展问题等，就必须使用辩证法，因为只有辩证法才能解

决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矛盾问题。 

一些自然主义者不这样认为，他们看重自然主义的自然性，致力于挖掘自然主义的

真谛，想要在学术领域把自然主义的潜能实现出来，以致达到从学术上推动亚洲自然主

义的全球化和当代更新。使这种观点成为全球以至今后的每个时代发展的理论和方法，

让自然主义作为合理的知识体系而服务于所有时代。 

自然主义者的愿望是好的，想法也没有错。但自然主义本身存在着致命的局限性，

这使自然主义不能成为全球性化解危机、拯救人类的方法和哲学学说。因为单纯自然主

义无法解决自然与超自然的绝对对立的矛盾。虽然自然主义也主张精神和物质不是独立

存在的个体，而是一个整体，人们完全没有必要将两者做出明确的区分。即是说，宇宙

万物都在一个整体中，所有事物都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皆因自然律而有关联以致统一

为一个有机宇宙整体。但问题是宇宙不是单纯的自然世界，而是自然和超自然相统一的

矛盾世界。这个矛盾世界的属性、组成、状态、变化、发展和规律等，都是对立统一的

矛盾形式。正由于世界的矛盾性，使得矛盾世界所出现的问题都是矛盾问题，而想要解

决好这些矛盾问题，只能使用辩证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更好的解决方法。如果有人试

图使用单纯的自然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解决宇宙存在的矛盾问题，那无论如何是无法正

确解决问题的。 

比如说我们现存的这个世界，它是一个阴阳平衡的矛盾世界，这个矛盾世界中的万

物皆处于相生相克的生物链中，如果某一事物因为生克关系而消亡，那么，处于生物链

上的其它事物就会受到影响或毁灭。就像现今的生态危机，就是因为人类对自然环境过

度的破坏而造成的生态失衡问题。这说明，生态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如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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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化解生态危机解决生态问题，就必须从人着手来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要想解决

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就要解决好科技发展的问题。因为，科技发展助长了人类的无

谓之心，使人崇尚科学并借助科技的力量，无所顾忌地凌驾于自然之上，无视自然规律

的存在，大肆地对自然进行破坏。当人的无谓之心与人的私欲结合起来共同对付自然环

境的时候，自然环境就会遭到重创和破坏，形成污染和生态失衡。所以，要解决科技发

展带来的生态问题，就必须抑制人的无谓之心，而抑制人的无谓之心除了让人明白自然

规律是不能破坏的道理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要重塑人类的信仰，让“上帝”和“神灵”

重新住进人们的心里。只有人类敬畏和崇奉神秘的“上帝”与“神灵”，那么人类才能

敬畏自然，尊重自然规律，收敛自己的行为，走绿色科技发展之道，与自然和谐相处，

从而达到整治污染化解生态危机的目的。而自然主义则恰好相反，它与神秘主义和宗教

神学是对立的，是从根本上抵制和否定超自然的“上帝”与“神灵”的。如果让自然主

义接受和认同神秘的、超自然的“神灵”和“上帝”，那就等于否定自然主义本身。所

以，自然主义是不能合理地、有效地解决当代问题的，只有辩证法才能解决当代问题。 

为什么说辩证法是解决当代问题的方法呢？这是因为，世界是矛盾的，所出现的问

题也是矛盾的，既然是矛盾问题，那就要使用解决矛盾问题的辩证方法。如果人们认识

不到世界的矛盾性，而硬是把对立统一的矛盾从中间分解开，单纯的只看矛盾的一个方

面，那么人们就解决不好世界的矛盾问题。还会造成自然世界和人类发展的失衡问题。

就像自然和超自然是对立统一体，客观与主观是对立统一体，自然科学与神秘主义也是

对立统一体一样。如果把这些矛盾从中间分解开，只单纯的讲一方面，那么事物的存在

就会倾斜而失去平衡。就是说，人们如果单纯强调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自然法则，否

定世界超自然现象的存在，就会使人们心无上帝，妄自尊大，失去德行，没有行为约束

力，继而破坏环境形成污染，造成生态失衡。这说明，人们如果不按照宇宙的矛盾法则

来解决宇宙的矛盾问题，而单纯使用自然主义来解决人对自然的破坏问题，那肯定是越

解决越乱。因为单纯的自然主义是崇尚科学的。崇尚科学就会助长人类的无谓之心，而

不会抑制人的无谓之心，所以说，单纯的自然主义不能有效地解决当代问题。只有神秘

主义和宗教神学能抑制人的无谓之心，做到收复人心、整治污染的目的。虽然如此，人

们对神秘主义和宗教神学也不能过度地重视和发展，因为单纯强调神秘主义和宗教神学

又会造成人类的愚昧和畏惧之心，还会使邪教肆意发展来愚弄百姓，迫害人的生命，造

成人们的行为失控以致疯癫痴狂。所以，两种观点都不能单方面的过度发展和过度作用

于人，只能是统一起来共同教化于人。这样说是因为自然和超自然、自然主义与宗教神

学两种观点和知识的统一发展有平衡人类行为的作用。 

以上看出，单纯的自然主义是不能有效地解决现今的生态危机，也是不能解决当前

人类发展的诸多问题的。因为现时代的问题都是难以解决的矛盾问题。如果人们想要有

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一定要使用辩证法。因为只有辩证方法才能有效地解决整个矛盾世

界的矛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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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自然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很广，很多方面和知识中都有它的存在，不同的国家因

国情和发展不同，存在形式也各有不同。虽然最初它只是一个文学流派，但它后来的发

展对人们生活的渗透和世界观的影响还是很深的。特别是现今哲学困乏的时代，自然主

义更是显露出它存在和发展的生命力。基于此，人们想要把这种观点作为一种解释世界

的合理性的世界观，认为这种世界观和生活方式中包含了现实世界（自然、社会、、文

化、宗教、科学、生活方式等）的所有组成部分。所以，想要发掘自然主义的潜能，使

这种观点系统化、理论化，以最全面、最具合理性的理论形式服务于现时代，并且在哲

学与科学的全部领域（包括其所有分支），成为原因论、认知论、方法论、人类学以及

社会文化学等学科的指导性原理知识和观点。还希望在全球发展与进化学研究中有相同

的理论基础。更是希望自然主义能够化解现时代的生态危机。最终成为拯救人类的哲学

学说。 

但自然主义有其自身发展的局限性，因为它不能正确解释超自然现象，也不能使用

神秘主义和宗教神学来控制人的行为，抑制人的私欲，这就大大地限制和阻碍了它自身

的发展，也缩小了它在现时代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空间。虽然自然主义者试图发掘和实

现它自身的潜能，想要它成为解决当代问题的哲学观点和方法论，但总是不能超出自身

的局限性。不过，自然主义在文学上的作用还是比较显著的，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有它的

影子，这又使人不能完全否定它的存在和作用力。 

从人类社会的矛盾存在和发展上看，不能单纯过度强调发展自然主义，夸大自然主

义的作用力。只能是让它与神秘主义和宗教神学一同发展，共同教化和作用于人，以达

到平衡人类行为的作用。所以说，现时代自然主义应与神秘主义和宗教神学携其手来共

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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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ation and Path in Comparison Research of Russian ( Soviet 

Union) and West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 

 
Sun Yu-zhong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25) 
Sunyuzhong126@126.com 

 

The premise that comparison research of Russian ( Soviet Union) and West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 is to offe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in the same. There are distinct differences 
in th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in them, and this difference makes it possible to compare each 
other. But the premise and basis for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is common and deeper level 
will pass. Although Russia (Soviet Union) and the Western Philosophy from the different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philosophical ideology, it mak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piritual guide, but there are still common and intern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m. As 
noted by Feng Youlan:“Every philosophy has the same thing, all philosophy have some 
things in common. Why philosophies, though different, but it can compared with each other, 
translate each other, the reason for this.”  "Common things" in the following areas: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philosophy,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basis of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scientific dynamic mechanism of development.  

The basis of comparative research is the differences in similarities. West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 provides the basis Paradigm in modern era. “Today, philosophy of science 
around the world, at least aspractised in English, is shaped largely by research priorities set in 
the United States. Many researchers throughout the world, for example, regard the biennial 
meeting of the US-based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 (PSA) as the most prestigious 
forumin the discipline. ” 

It is easy to form a research tendency, that is, regarded West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 
a model, standards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order to measure, evaluate, cut other 
philosophy of science. If so, our comparative study will lose its significance. On the one hand, 
West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 does provide a reasonable research paradigm, to determine the 
scope and theme of comparison research will be inevitable. But on the other hand, we should 
also see, philosophy of science on the basis of Marxism in Russia (Soviet Union) not only 
shows a very strong personality, but also form a larger theoretical advantages. Therefor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is neither based on Western paradigms to evaluate Russia 
(Soviet Union) philosophy of science, nor looking for from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at can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content of west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 comparison of the two sides is conducted on the basis of equalit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tudies in: research-oriented,  research context, research topics and research 

mailto:Sunyuzhong126@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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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and so on.  

We will expand the relevant analysis based on a logical path, historical path and  real 
path.  

 

KEYWORDS:Comparison research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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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苏）与西方科学哲学比较研究的基础和路径 
 

孙玉忠 

（哈尔滨师范大学） 

Sunyuzhong126@126.com 
 

摘要：俄（苏）与西方科学哲学比较研究的前提是两者的异中之同。俄（苏）与西方科

学哲学所依据的哲学传统有鲜明的差异，这种差异使彼此的比较成为可能。但两者之间

进行比较的前提和基础是彼此的共性和深层次上的会通。尽管俄（苏）与西方科学哲学

源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哲学思想体系，这使二者必定存在着某种精神上、导向上的差异，

但它们之间仍存在着共性和内在的相通。正如冯友兰所指出的，“每个哲学各有不变的

东西，一切哲学都有些共同的东西。 为什么各个哲学虽不相同，却能互相比较，彼此

翻译，原因就在此。”就俄（苏）与西方科学哲学而言，其“共同的东西”表现在以下

方面：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科学认识的基础、科学知识的结构、科学发展的动力机制。 

比较研究的基础是两者的同中之异。当今时代，西方科学哲学为科学哲学的研究提

供基础范式。“今天，遍及全球的科学哲学，至少对操英语的世界来说，美国已经建立

起巨大的研究优势。例如，世界各地的研究者都认为以美国为基础的科学哲学学会（PSA）

是这一学科最权威的论坛。”西方科学哲学的这种地位容易形成一种研究倾向，即把西

方科学哲学视为科学哲学的典范、标准，以此衡量、评价、剪裁其他的科学哲学。如果

这样，我们的比较研究将失去其意义。一方面，西方科学哲学的确提供了比较合理的研

究范式，以此来确定比较研究的范围和主题将不可避免。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

与西方科学哲学的研究相比，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俄（苏）科学哲学研究不仅显示出

极强的个性特征，而且形成了较大的理论优势。因此，两者之间的比较既不是以西方的

范式来评价俄（苏）科学哲学，也不是从俄（苏）科学哲学中寻找能够纳入到西方科学

哲学的内容，双方的比较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两者研究的差异表现在：研究导向、

研究语境、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等方面。 

两者比较研究的可行路径：我们将依据逻辑路径、历史路径和现实路径展开相关的

分析。 

 

关键词：比较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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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Moral to Existential:  

The Trajectory of Contemporary Challenge to  

Bio-ethical Discourse 

 
Abdul Wahab Suri 

(Dept. of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Karachi) 
wahabsuri@gmail.com 

 

The structure of bio-ethical model cannot be defined in abstraction of the prevailing health- 
care-apparatus and the notion of human-being presumed in that bio-centric discourse. The 
contemporary biological science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institutional research dynamics 
reveal that we are not just interested in human being any more rather we are more concerned 
with human-becoming. The whole range of contemporary bio-ethical issues like: euthanasia, 
cloning, surrogacy, contraception, organ donation, stem-cell methodologies, 
genetic-engineering,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substance abuse, Xenotransplantation, 
Transgenic etc.etc. reveal that the contemporary scientific discourse is not in the search of 
who we are? rather what we can be? 

The nature of this shift is an ontological one rather than normative. The traditional 
bio-ethical models which are derived from Virtue ethics, hedonism, formalism, 
authoritarianism, de-ontological right-based-ethics or participatory ethical frameworks are not 
workable because it is unreasonable to normatively asses and conditioned a being which is 
presumed to be in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So the fundamental challenge before contemporary bio-ethicist is not moral rather 
existential. The questionable and scientifically institutionalized ruthless urge and desperate 
search for becoming superman(Ubermench) is needed to be addressed first before passing 
normative judgments about different issues emerged from this pursuit of becoming 
super-human. In this paper it will be argued that the central problem of bio-ethics is not moral 
rather existential. Secondly in this paper an attempt will be made to identify the philosophical 
relevance of metaphysics which has been undermined by the contemporary anthropocentric 
approach. There is a need of more comprehensive and metaphysically grounded foundation of 
philosophy is needed in this so-called post-metaphysical age otherwise it will be the end of 
philosophy. 

 

KEYWORDS: Bio-ethics, existential shift, human be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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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德到存在主义： 
对生物伦理学话语的当代挑战轨迹 

 
Abdul Wahab Suri 

（卡拉奇大学哲学系） 
wahabsuri@gmail.com 

 

生物伦理学的结构模型不能被抽象的定义为普遍意义上的医疗保健装置，也不能被

理解为我们人类所假定的存于生物中心主义话语体系中的概念。当代生物科学及其相应

机构的研究动态表明，我们不仅仅只是对于人类感兴趣，而是更加关注于人类的转变（人

类转成）。当代生物伦理学的一系列问题如：安乐死、克隆、代孕、避孕、器官捐献、

干细胞方法论、基因工程、生殖技术、药物滥用、异种移植、转基因等等。这些为我们

揭示出，当代科学的话语并不是在研究我们是谁，而是我们可以成为什么。 

这种转变的本质是一种本体论的，而非规范性的。传统的生物伦理学模型起源于美

德伦理学、享乐主义、形式主义、权威主义、及以义务论为基础的伦理学。参与式的伦

理框架并不是切实可行的，因为对于规范化的评估来说是不合理的，有条件的存在者被

认为是转成的过程。 

所以存在于当代生物伦理学家之前的根本挑战不是道德上的，而是存在上的。就问

题以及科学产生的制度化的无情推进以及为了成为超人所进行的不顾一切的研究，都需

要在对出现的不同问题做出规范性判断之前首先被解决，而儿这些规范性判断来自对于

成为超人的追求。本文将指出生物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不是道德上的，而是存在上的。其

次，本文将尝试着明晰已受到当代人类中心主义方法论所破坏的形而上学的哲学相关

性。更全面的和形而上的为哲学打下坚实的基础，在这个所谓的后形而上学时代是十分

必要的，否则将面临哲学的终结。 

 

关键词：生命、存在主义转变、人类转成（理论） 

（东梦丹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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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blivion of Subject'' in  

Philosophy and Exactness at the Present Time:  

From Protagoras to the Theory of Chaos 

 
Milan Tasić 

(University of Niš, Serbia) 
esse.homo.mtd@gmail.com 

 

Socrates - Protagoras' dilemma: the subjective or objective truth about the world, and 
ourselves, historically, has been ''resolved'' in favor of the ''knowledge as a necessary and 
general one'' (Socrates), and whose typical expression in our time is, for example, ''theory of 
everything'' (Einstein et al.), on which Stephen Hawking will say that it begins to speak of 
what God had in mind when creating the world. But more than two millennia after Protagoras, 
Kant will find that in every knowledge of objective reality, it necessarily completes just by 
what we ourselves enter into it, so that next with Fichte, Shelling, Hegel, ... it will be 
(gradually) built up a dialectical unity of subject and object in the knowledge.  

It has been extended after in phenomenalism, existentialism – until the postmodern 
period, and in the science in physics with Mach, Avenarius, ... i.e. in the theory of relativity, 
or quantum physics and, say, to the anthropic principle, which has highlighted the highest 
unity, or even a privileged place of subject in the cosmos. But the reality of human existence – 
allegedly too complex and beyond the superficial observations on it through history – 
remained to be almost a terra incognita, unruly for a possible (systematic) and exact 
researches.  

Here we find that an undreamt power of computer hardware and software today, on 
which are based project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r artificial brain, could be found in the 
service of invention of various models of human activity, such as asymmetric, irreversible, 
dissipative systems in the science of nature, and thus the ''innate'' powers of intuition and 
intellect of man to be done far more efficient means on the road of making sense of a human 
existence in the community of people. 

KEYWORDS: truth, subject, Protagoras, chaos theory,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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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哲学和精确性中“主观世界的没落”： 
从普罗塔格拉到混沌理论 

 
Milan Tasić 

（塞尔维亚尼什大学） 
esse.homo.mtd@gmail.com 

 

苏格拉底与普罗塔格拉学说的窘境是：世界的主观或客观真理与我们自身已经历史

性地被“分开”，这促进了苏格拉底理论“知识是必要的且具有普遍性”的形成，而这

种说法放在我们的时代，其典型表达举个例子就是“万物之学”（“本体论”），对此

史蒂芬·霍金会说那是上帝在创造世界时脑海中浮现的东西。但是普罗塔格拉之后的

2000 多年后，康德认为在实现对客观世界的通晓中，仅仅当我们自身真正了解并参与其

中之后才有实现的必要性。因此在紧接着出现的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人那里，对现

实的认知被逐渐构筑成一个知识体系中主观和客观内容的辩证统一。 

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在现象主义与存在主义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并且一直持续

到了后现代时期。同时在马赫、阿芬那留斯那里随着物理学的发展而有所延展，接下来

又在相对论或量子物理学中得到发展。最终根据人择原理，对世界认知的发展到此已经

实现了迄今为止最大的统一性，即使是宇宙中一个主观上认为是不被人知的地方也不例

外。但是把人类存在的现实放在整个历史中来看，却可以说是过于复杂且超出了我们对

其的肤浅观察，以至于它目前为止仍旧几乎是一个未知的领域，对于一个尽可能系统化

和精确的研究来说人类自身的现实却存在太多的不可控制性。 

现在我们发现了一个意外的力量，即电脑的硬件与软件，它们是基于诸如人工智能

或人工大脑之类的项目而起作用的，硬件与软件已经广泛地服务于模拟人类各种各样活

动的发明中，例如在自然科学中的不对称、不可逆以及耗散系统。因此受此启发，在了

解人类社会中人类自身存在现实的道路上，利用直觉和人类智能的“内在”力量会是到

目前为止更为有效的途径。 

关键词：真理，主观，普罗塔格拉，纷繁的学说，软件 

（边婧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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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ism Horizon of Traditional Tibetan Medicine and Its 

Contemporary Issues 

 

TONG Li 
(Medical School of Qinghai University, China) 

 
Committed itself to experiential ratification, the Tibetan Traditional Medicine (TTM) is 
coincident with the multiple, hierarchical and cyclical holistic epistemology of naturalism of 
biocosmology, while the Tibetan Naturalistic epistemology based on Tibetan traditional 
medical cosmology and ancient experiential science may differs from the pan-naturalism of 
Asian naturalism and neo-aristotelism on theoretical essence,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scientific praxis, even there may be some thinking aspects that they cannot communicate. The 
naturalistic understanding on human, matters, environment, mind and understanding on its 
own were revealed, and the naturalism contained in TTM was also analyzed. Based o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TTM, the original meaning and traditional essence of naturalism was 
decoded. And naturalistic pathway to solve contemporary problems, its significance and 
possible futures were also analyzed concretely. In the view of TTM, naturalism can be 
interpreted as a kind of scientific praxis, which is integrating technique, expanding potential, 
highlighting the unboundedness of naturalistic praxis, and is creating the future of science. 

 

KEYWORDS: naturalism, Tibetan Traditional Medicine,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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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主义的藏族传统医学视域及其当代问题 

 

童丽 
(青海大学医学院) 
qhtongli@126.com 

 

藏族传统医学具有独特的自然主义意蕴，从藏族传统医学理解自然主义，有助于

增加我们对有机宇宙论、对自然主义本身的理解、有助于自然主义潜能的实现，有望

为我们展现一个更为宽广的亚洲自然主义、国际有机宇宙论的多维图景。 

藏族传统医学致力于实证，具有与有机宇宙论的自然主义相一致的多样、分层、循

环的整体认识论，并遵循自然主义有机论的关于现实世界-宇宙动态变化的原理，但其

基于藏族传统医学宇宙观、古代经验科学固有立场形成的自然主义认识论与亚洲自然主

义的“泛自然主义”、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之间亦有可能存有理论实质的差异、方法论规

则的区别，科学实践的距离，甚至可能会存有无法相互渗透的思维截面。抑或：这些思

维截面上有共性的认识，也有分歧的观念；间或：其共性可能是不相协调的，而其分歧

却能够结合得天衣无缝；自然主义最伟大的潜能或在于此。 

本文拟结合藏族传统医学的来源、理论、体系、实践，对自然主义展开描述，揭示

自然主义对人、对物、对境、对心灵以及对自然自身的理解，分析蕴涵于藏族传统医学

中的自然主义。首先，就自然主义的概念对藏族传统医学中的自然主义进行追溯，并在

藏族传统医学理论的基础之上，解析自然主义的原始意义。同时，通过比较中国传统医

学的相关有机哲学观念，凸显自然主义的传统实质；其次，从藏族传统医学视域出发，

分别从人、物、境、心灵及历史、自然、社会和实践的角度对自然主义进行了多维和额

外维的审视，凸显自然主义的维度；再次，结合当代问题的相关困境，具体分析自然主

义解决相关问题的路径、意义及可能前景，凸显自然主义的高度；最后，将自然主义通

过藏族传统医学阐述为一种科学实践，融合技术、拓展潜能，凸显自然主义的无边界实

践，创造科学未来。 

传统是静态的，视域是无限的。 

若视域结于自然，世界和太阳一样明亮。 

 

关键词：自然主义；藏族传统医学；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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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physical Exercise on Inner Journey for Self-saving: 

Yoga of Swami Vivekananda 

 
Kayo Uejima 

(Independent researcher) 
kayo@lablink.jp 

 

On my presentation, inner journey is defined as the journey that we can recover sense of love 
of life by engaging to nature activities that is the main key to bring joy and happiness to 
everyone and gain back the beauty from within. 

Though I have already introduced fundamental idea based on Brahman as a living 
universe and Akasha for inner journey for self-saving on Yoga philosophy by Swami 
Vivekanada, I could not introduce concrete psychophysical excise 8 steps to inner journey by 
Yoga. 

According to Swami (1892), ―The Hindu concentrated on the internal world, upon the 
unseen realms in the Self, and developed the science of Yoga. Yoga is controlling the senses, 
will and mind. The benefit of its study is that we learn to control instead of being controlled. 
Mind seems to be layer on layer. Our real goal is to cross all these intervening strata of our 
being and find God. The end and aim of Yoga is to realize God‖. 

On this presentation, I introduce 8 steps to inner journey by Raja Yoga that Swami 
Vivekananda explained in yoga Sutras. 8 steps to inner journey for self-saving on Raja Yoga 
is shown below.  

1) Yama (abstentions), 2) Niyama (observances), 3) Asana (Posture for entrance to deep 
meditation), 4) Pranayama (restraint of breath), 5) Pratyahara (drawing in of the organs from 
their objects: abstraction), 6) Dharana (Concentration), 7) Dhyana (Contemplation or 
Meditation), 8) Samadhi (super consciousness)  

Prana on yoga philosophy is fundamental psychophysical entity  for formation of body 
and manifest of mind. Prana has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holographic element and wave that are 
composed with us. We can feel and recognize Prana as vibration inside and outside body  by 
daily practices of psychophysical excise like yoga. By daily practice, we can notice that there 
is top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prana as entity before manifest of individual personality as 
our mind. 

I interpret the significance and meaning of 8 steps as psychophysical excise on Yoga 
sutra that Swami Vivekanada hand on Raja Yo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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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psychophysical exercise, yoga, Swami Vivekandada 

 
Reference; Sawami Vivekananda(1892), ―Concentration‖, the Complete Works of 

Swami Vivekananda, Volume 6/Notes Of Class Talks And Lectures 
URL;https://en.wikisource.org/wiki/The_Complete_Works_of_Swami_Vivekananda/Vo

lume_6/Notes_Of_Class_Talks_And_Lectures/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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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物理学的锻炼: 

关于自我拯救的心灵之旅: 斯瓦米·维威卡南达的瑜伽 

 
Kayo Uejima 

（独立研究者） 
kayo@lablink.jp 

 

在我的陈述中, 心灵之旅被定义为这样一种旅程：我们可以通过参加本性的活动获

得生命的爱的意识，这个活动中会给我们每个人带来快乐和幸福感，我们每个人也能从

内部获得美的体验。 

尽管 Brahman 的一个生存宇宙和 Akasha 对于斯瓦米•维威卡南达（Swami 
Vivekananda）的自我拯救的心灵之旅的瑜伽哲学，我已经介绍了基本的思想，但我还是

不能具体地介绍通过瑜伽的精神物理锻炼的 8 个步骤去进行心灵之旅。 

按照 Swami（斯瓦米）的观点 (1892), “印度教徒关注的是内部世界, 看不见的自

我领域和成熟的瑜伽技术。 瑜伽控制感觉、意志和心灵，这个好处是我们学会了控制

而不是被控制。精神似乎是一层一层的. 我们真正的目的是穿过这些层次去寻找上帝。

瑜伽的真正目的是去了解上帝”. 

在这个陈述中, 我介绍了斯瓦米•维威卡南达（Swami Vivekananda）在瑜伽经中曾

解释过的王瑜伽进行心灵之旅的 8 个步骤，这 8 个步骤如下： 

Yama (节制), 2) Niyama (遵守), 3) Asana (进入深入冥想的体式), 4) Pranayama (调
息), 5) Pratyahara (制感), 6) Dharana (专注), 7) Dhyana (沉思或冥想), 8) Samadhi (开悟)  

瑜伽哲学中的 Prana(普拉纳)相对于身体的形成和精神的出现是精神物理存在的基

础。Prana(普拉纳)的全息要素和波动的特征是与我们同在。通过每天进行像瑜伽这样的

精神物理方面的锻炼，我们可以感受和认知 Prana（普拉纳）在身体内外的心灵感应。

通过日常的锻炼，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个体人格作为我们的精神之前，会有一个普拉

纳的拓扑转化作为存在。 

我解释了瑜伽经典中斯瓦米•维威卡南达（Swami Vivekanada） 传下来的王瑜伽的

精神物理锻炼的 8 个步骤的内容和含义。 

 

关键词：精神物理学运动, 瑜伽, 斯瓦米·维威卡南达 

（何景毅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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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Organicism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Thought of 

N.A.Berdjaev 

 
WAN Chang-s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Yanshan University) 
wcs@ysu.edu.cn 

 

Abstract: The paper recommends the basic opinion of N.A.Berdjaev on technology, 
machinery and modern civilization. It points out the rationality of his analysis on internal 
contradiction of technology and the technical restriction on development of humanity itself 
from the angl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f Marxism .At the same time, it points out the 
impossibility of his attempt for getting rid of technical enslavement. 

 

KEYWORDS: technology; machinery; Organicism; eschatology of technology; Christianity 
anthro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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Н.А.别尔嘉耶夫“有机论”技术哲学思想评析 

 
万长松 

（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 
wcs@ysu.edu.cn 

 

摘要：介绍了俄国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对技术和机器以及现代文明的基本看法。从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指出他对技术内在矛盾、技术对人类自身发展的制约等所

做分析的合理性，同时指出他为摆脱技术奴役所做尝试的不可行性。 

 

关键词：技术；机器；有机论；技术末世论；基督教人类学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别尔嘉耶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ердяев,1874-1948）
是俄国著名的宗教哲学家。《自由的哲学》（Философия свободы，1911）和《创造的

意义》（Смысл творчества，1916）这两本书奠定了他的宗教哲学基础。1922 年，因指

控不拥护苏维埃意识形态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后迁居巴黎。从 1926 年到 1939 年，别

尔嘉耶夫一直担任宗教哲学杂志《道路》的主编。1933 年 5 月，别尔嘉耶夫在《道路》

的第 38 期上发表了《人和机器——技术的社会学和形而上学问题》的长文，集中阐述

了他对技术和现代文明的基本观点。他指出：“令人惊奇的是，至今还没有建立技术和

机器的哲学，尽管就这个题目已经写出了许多书。人们为建立这样的哲学学科已经准备

了许多东西，但最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机器和技术没有被看作精神问题，没有被看作

人的命运。人们只是从外部即只是在社会的投影里研究机器。若从内部看，机器是人的

生存哲学的问题。”[1]48 

需要指出的是，和 П.К.恩格迈尔、F.德韶尔等人不同，别尔嘉耶夫并不是一个专门

研究技术问题的哲学家。他研究技术、机器问题完全是为了论证他的宗教哲学在拯救人

的精神方面远远高于物质的东西，因为“信仰能移山倒海”。但他又不无担忧地指出：

“绝大多数的人，包括基督徒在内，都是唯物主义者，但不是哲学理论上的唯物主义者，

而是生活中的唯物主义者，他们相信的仅仅是物质力量、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武器的

力量和金钱的力量。”[2]所以，别尔嘉耶夫研究技术问题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揭示技术对

人心灵的荼毒以及如何从宗教人道主义方面拯救人类。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他应该属于

人文主义或者“有机论”的技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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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手段和目的的背反 

什么是技术？别尔嘉耶夫认为技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不仅有与经济、工业、战争

相关的技术，有与交通和生活舒适相关的技术，而且也有思维、做诗、绘画、舞蹈、法

律的技术，甚至还有精神生活的技术、神秘之路的技术（瑜珈术就是独特的精神技术）。

从广义上说，技术处处都在教导花费最小的力量获得最大的结果，当今技术和经济时代

的技术尤其如此。在机器时代，和从前的艺人—工匠时代显著不同的是：量的获得代替

了质的获得。 

在人的生活中既有目的，又有达到目的的手段。尽管许多技术哲学家反对将技术单

纯地定义为手段，但别尔嘉耶夫仍旧认为：“技术总是手段、工具，而不是目的，这是

毫无疑问的。”因为生活中不可能有技术目的，只能有技术手段。生活的目的不是在物

质领域，而是在精神领域。但生活手段常常取代了生活目的，以至于生活目的完全从人

的意识里消失了。对此别尔嘉耶夫感到忧心忡忡。事实上，用技术手段代替生活目的意

味着对精神的贬低和毁灭。在本质上，技术手段无论是针对使用它的人还是使用它的目

的都是异质的，技术手段愈发达，愈是背离技术目的。技术手段和它所要达到的技术目

的形成了背反。 

作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别尔嘉耶夫并不否定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也就是

经济是生活的必要条件，没有经济基础就不可能有人的理性和精神生活，不可能有任何

意识形态。但是，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完全不在这个必要的生活基础之中。“在紧迫性和

必要性方面最强大的东西完全不会因此成为最有价值的东西。在价值等级中最高的东西

也完全不是最强有力的东西。”他举例说，在我们的罪恶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东西是粗糙

不堪的物质，但物质也是最没有价值的；反之，最没有力量的是耶稣基督，他被世界钉

在了十字架上，然而他才是最高价值。最高价值往往是最无力的，“技术在我们的世界

上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完全不是因为它是最高价值。”[1]46 

从以上别尔嘉耶夫对技术的基本观点可以看出，他的技术观带有浓厚的俄罗斯文化

传统，即重精神体验轻物质享受。从文化背景的角度看，19-20 世纪的俄国哲学（主要

是宗教哲学）是俄罗斯精神对西方近现代哲学和文化的回应 。以别尔嘉耶夫为代表的

俄国哲学家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力图维护人的精神性，寻求未来人生的精神依托，伦

理道德的可靠根基，社会正义的内在保障以及宇宙秩序的本体基础等等。面对人的精神

世界和道德修养日益受到外界物质挤压和技术的异化，别尔嘉耶夫陷入了深深的矛盾：

没有技术，就不可能有文化，文化的产生自身与技术相关；但是，技术在文化里的彻底

胜利，向技术时代的迈进，都将引起文化的毁灭。也就是说，为了建立某种文化，势必

借助技术手段，但技术手段的滥用，反过来又使人们忘记了要达到的目的，甚至用手段

取代了目的。现代人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生活更加安逸舒适的同时，却对精神家园的

丧失感到恐惧和迷惘就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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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做进一步的阐释，别尔嘉耶夫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自然—有机阶段、

本意上的文化阶段和技术—机器阶段。与此相应，精神与自然界也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关

系：精神向自然界的深入；精神从自然界分离出来并形成独特的精神领域；精神积极地

控制和统治自然界。针对最后一个阶段，别尔嘉耶夫指出：“这里的悲剧在于，被造物

起来反抗自己的创造者，不再服从创造者。堕落的秘密就在于被造物反抗造物主。这个

悲剧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在重复着。”[1]47 人的劳动被机器取代，消除了人所遭受的奴

役和贫困，这是值得肯定的成就。遗憾的是，机器不仅没有服从人对它的要求，反而迫

使人服从机器的法则。机器希望人接受它的形象和样式，但人是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只

要人存在着就不可能变成机器，制造了技术和机器的精神本身不可能不留痕迹地被技术

化和机器化。 

最初人曾经依赖于自然界，这个依赖性是植物—动物性的。随着人对自然规律的逐

渐认识和对物质世界的不断改造，人类摆脱了这种依赖。然而，随着技术化和机器化的

加深，人对新自然界的新依赖性，即技术—机器的依赖性又产生了。别尔嘉耶夫认为，

“问题的全部困难就在于此。”[1]47 由此可见，别尔嘉耶夫对技术的内在矛盾的分析是

相当深刻的。 

二、技术末世论：新的宇宙演化学 

别尔嘉耶夫指出：“技术具有宇宙演化学上的意义，通过技术建立的是新宇宙。”
[1]48 那么，人是否只能在那个曾经被视为永恒秩序的（无机—有机的）旧宇宙中生存，

抑或可以在另外一个还不为人所知的（技术—机器的）新宇宙中生存？技术时代的来临、

新宇宙的出现对于人的进化意味着什么，精神与有机体的分离、生命的机械化是否表示

精神的死亡？或者也可能具有另外的意义？总之，人的命运和与之相关的基督教被置于

一个新世界面前，人还没有完全适应这个世界。而技术哲学的建立也依赖这一点，“因

为问题首先应该在精神体验里解决，而不是在哲学认识里解决。”① 

在俄罗斯宗教哲学中，“末世论”问题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德国神学家鲁道夫·布

尔特曼(R.Bultmann,1884—1976)认为，“正如在关于天堂的概念中是通过空间范畴想象

上帝的超验观念那样，在关于世界末日的概念中，则是通过时间的范畴想象上帝的超验

观念。然而，上帝永远不可能呈现一种为人熟知的现象，他总是隐身于不可知的未来之

中的上帝。”[3]所以，“末世论”的教理是从未来的角度审视现在，它告诉人们：这个

现存的世界，自然和历史的世界，我们生活在其中并实施我们计划的世界并不是惟一的

世界；这个世界是暂时的、转瞬即逝的；面对永恒，它最终是空虚和不真实的。别尔嘉

耶夫认为，由于技术破坏了精神与历史的结合，打破了曾经被认为是永恒的秩序，对精

神和理性的技术化导致了精神和理性的毁灭，所以给人以“技术末世论”的可怕印象。

                                                      
①
需要指出的是：与西方近代哲学不同，俄国宗教哲学强调哲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内在联系，并且主张启示高于理

性，哲学要以宗教体验和信仰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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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末世论与基督教末世论相反：基督教末世论把世界和大地的改变与上帝的精神作

用联系在一起，技术末世论是借助技术工具彻底地控制世界和大地。 

技术末世论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原因之一就是技术自身意义的双重性。众所周

知，俄罗斯土地广袤、资源丰富，俄罗斯人并不把自己看成是大地的主人和统治者。相

反，他们认为大地是赐予他们一切的圣母，是施舍给他们一切的主人。俄罗斯人像对待

圣母那样对待大地母亲，对她充满了神秘感和无限依赖，一味听凭大地母亲的主宰。然

而技术使人和大地分离，它给任何大地神秘主义、母性神秘主义以沉重打击，尽管这种

神秘主义曾经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技术时代的意义首先在于，

它结束了人类历史上的大地时期，那时人被大地决定，不但是在肉体的意义上，而且也

是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 [1]49 别尔嘉耶夫认为，技术的宗教意义就在于此。人以前迷

恋大地母亲，从而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压迫；现在人借助技术可以控制时间和空间，他终

于摆脱了大地母亲的怀抱并尽可能飞向远方，这是人成熟的标志。但是，技术在给人带

来生活的方便和舒适的同时，对人的要求也愈加严酷。所以，技术的双重性使人对自身

的态度也出现了双重性：一方面，技术的威力让人感到自己的威力，感到了自己控制无

限世界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因自己地位的贬低而感到惊惶失措，人不再是宇宙的中

心而是无限宇宙中的渺小尘埃。技术取代了上帝而成为宇宙新的主宰，作为新的宇宙演

化学的“技术末世论”不是人类有机体的困境，而是人类精神家园的陷落。 

面对技术的日益强大和人类陷入困境难以自拔，特别是随着社会生活的技术化和组

织化，任何个体性和独特性都将被消灭的窘境，别尔嘉耶夫并没有像人们误解的那样要

彻底否定技术，而是呼吁承认现实。他指出，我们之所以留恋过去，是因为这个过去经

过了我们的创造想象和美化净化，已经摆脱了当时的罪恶和丑陋。因此，我们真正爱的

是永恒，是依附于永恒的过去。所以，不存在向过去的返回，也不能向往这个返回。回

首过去，人不能始终迷恋大地，但也不能完全脱离大地，至少农业还会保留下来；展望

未来，现今的技术时代也不是永恒的，走出“技术末世论”的羁绊不是要否定技术而是

使技术服从精神。也许会发生对技术和机器统治的反抗，也许会向原初自然界复归，但

是永远也不会消灭技术和机器。今天看来，别尔嘉耶夫的上述观点无论是对于技术至上

主义还是技术虚无主义都是发人深醒的。它既使我们看到了技术滥用带来的严重后果，

又使我们不至于彻底地否定技术。在如何对待技术和现代文明问题上，别尔嘉耶夫的观

点还是相当客观公正的。 

三、戕害心灵：来自技术和机器的主要威胁 

尽管在上面的论述中别尔嘉耶夫始终把技术作为精神的对立面来看待，但他并不认

为技术主要威胁人的精神生活，这种威胁主要是对人的心灵和感性生活的戕害。“可以

这样说，旧文化对于人的肉体是危险的，因为它不关心肉体，常常使之脆弱和弱化；机

器和技术文明首先对心灵有危险，因为人的心灵很难忍受冰冷的金属，它无法生活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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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的环境里。因此，破坏作为灵魂内核的心的过程是现代时代（技术时代）的特征。”
[1]51 

为了理解别尔嘉耶夫的这一思想，必须对俄罗斯宗教哲学深刻的人文传统和与西方

文明的差别有所了解。众所周知，西方文明自文艺复兴或笛卡尔始，就确立了这样的认

识：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人可以进行灵魂与肉体、主观与客观、心理与物理

等诸如此类的二分，这也是近代西方哲学的基本前提。但在俄国哲学家看来，人不仅不

是世界的一个微小部分，相反，世界是人的一部分；人不仅限于他的外部表现，而是另

外一种至大无外的东西，这就是人的精神世界。与人的二分法不同，俄国哲学家眼中的

人是三维的，人是“精神——心灵——肉体的有机体”[4]在俄语中，“精神”（Дух）

与“心灵”或“灵魂”（Душа）的含义是不同的：“心灵”是与肉体相对而言的，是

人的自然方面的属性和机能；而“精神”则是超自然的，是人的超越性，是人的最高本

质的表现。这样一来，俄国哲学家不是把人的精神世界作为现象世界的一个特殊领域，

作为经验世界的主观映象来看待，而是作为一个独特的世界，一种独特的实在来看待。

因此，别尔嘉耶夫认为，技术对精神并不那么危险，尽管乍一看来这一观点似乎难以理

解。事实上，我们仍然生活在技术和精神的时代，而并非心灵的时代。现代技术的宗教

意义就在于：技术仍处在精神问题的标志之下，有可能导致技术的精神化。所以现代技

术要求“精神紧张”。 

别尔嘉耶夫认为，技术对人的心灵的伤害是致命的，正如先前文化对人的肉体的伤

害一样，在不断增长的技术力量面前人的情感和心灵是如此软弱和无力；但作为一种高

于身心的超自然的力量，精神被赋予了一种“新英雄主义”的内涵——“技术要求精神

力量首先是使人不为技术奴役和消灭。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1]52

别尔嘉耶夫指出，如果任由技术无限制的发展，可能会造成一个噩梦般的未来世界：在

那里机器自身将完善地工作，获得最大的结果。最后一批人自己也将变成机器，然后消

失掉，因为他们已经没有用处。自然界将服从技术，技术所创造的新现实将保留在新宇

宙中。但是，人已不复存在，有机体已不复存在，旧宇宙已不复存在。 

人能否避免这一噩梦变成现实取决于上述的“精神紧张”，即取决于精神的力量、

信仰的力量、思想的力量、真理的力量。精神力量应发挥自己的作用，控制技术从而遏

制技术的滥用。不能允许技术独立于精神之外，也不能赋予它完全的行动自由。技术应

服从精神的要求，尊重生命的价值，避免对人心灵和情感的伤害。但是，这里的精神不

是人孤独的精神，按照别尔嘉耶夫的观点，人的精神必须与上帝结合。“只有这时才能

在人的身上保留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也就是保留人自己。”这里就表现出作为宗教哲学

家的别尔嘉耶夫特有的研究视角。 

四、基督教人类学：人彻底解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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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机器主义在资本主义文明里获得了最终胜利。这种机器主义企图用机器

的形象和样式代替人身上的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这种做法不仅对基督教意识而言是无法

忍受的，而且对人类学意识、人的尊严来说也是无法忍受的。“我们面临拯救人的形象

问题”。机器是人造的，它可以使人产生对自己尊严和力量的高傲意识。但是，人的这

种高傲意识往往在不知不觉之中变成了对人的贬低。在技术时代的确产生了新的存在

物，但这不是人。人在自己的整个发展历史中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变化，但是无论是旧

时代还是新时代、旧人还是新人，人都因其与永恒相连而使其称之为人。相反，与永恒

完全脱离了联系的“新人”尽管适合于这个新世界，控制着这个新世界并使之服从于自

己，这样的“新人”将不再是人。因此，“世界不但在非基督教化，而且还在非人道化。

问题的全部尖锐性就在这里，技术的可怕力量使我们面临这个问题。”[1]54 可以说，从

人的自我意识产生之日起还从来没有如此尖锐地提出过这个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别尔嘉耶夫认为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受技术伤害的人常常认为机器在

残害人，机器在一切方面都是有罪的。这样的态度其实是在贬低人的尊严。因为机器是

人的造物，机器无过错，把责任从人身上转移到机器上是不合适的。问题应该从外部转

向内部。技术时代的一切领域都在非人道化，但非人道化也是人的一种精神状态，是精

神对人和世界的扭曲态度。在非人道化的过程中，有罪过的是人自己而不是机器，机器

主义只是这个非人道化的投影。面对越来越多的非人道化过程，人所能做的就是在精神

上限制技术和机器对人生活的统治，这是精神的事业，也是人自己的事业。这一事业依

赖于人精神的紧张程度。因此，在人的手中，在克服自然界自发作用的过程中，技术和

机器完全可以成为人的强有力的工具。在精神的控制下，机器不仅不会导致技术末世论

的可怕景象（机器控制人甚至消灭人），而且还会克服基督教末世论的消极悲观（世纪

末日）。为此，我们必须研究人的宗教和哲学问题。 

为了找到一条走出奴役之路，如何用精神来控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问题便以越来

越新的形式提了出来。这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能否找到这样一种东西，它使人高于自然

界和社会，使人的精神高于自然和社会的力量并使之服从于他。这个解放人的东西，否

定奴役人的东西就在基督教中，这个关于人的尊严和使命的真理就是基督教人类学，尽

管它在基督教历史上还没有被充分揭示而且经常被歪曲。面对现代人陷入的窘迫状态，

基督教应该及时回应人在世界上的新状态。如果说教父学和经院哲学的人类学都不能令

人满意的话，在今天，“基督教人类学问题被置于中心地位。”人和机器，人和有机体，

人和宇宙——都是基督教人类学的问题。“彻底地解放人和彻底地实现人的使命之路是

通往上帝之国的路，上帝之国不但是天上的国，而且是改变了的地上的国，改变了的宇

宙的国。”[1]55 

至此，别尔嘉耶夫研究人与机器的关系，研究技术的社会学和形而上学问题的最终

目的显露出来：回归基督教（更准确的说是回归俄国东正教），进而也就是回归基督教

人道主义。自文艺复兴以来，由于把自然界视为僵死的机械装置，近代的人开始研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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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的自然科学和把机器置于人和自然界之间的实证技术。科学技术的力量有助于人与自

然界的斗争，但也把人分解为各种自然成分，因此，人开始丧失自己的独特形象，失去

了个性。他不仅离开了自然界而且离开了上帝，重心由神的深刻性转到了纯粹的人的创

造并服从于他所创造的这一新宇宙。于是，个性的丧失导致了英雄主义的消亡，“人道

主义”最终导致了人的非人道化。别尔嘉耶夫对此并不惊诧，因为他认为“脱离了最高

原因从而不再在自己身上确立上帝形象的人，注定要受各种低级因素的奴役。”[5] 而今

天，由于技术和机器的逼迫，到了重新回到上帝怀抱的时候了。 

作为俄国哲学史上的思想重镇，别尔嘉耶夫对技术的分析不能不谓深刻，他所涉及

的技术和机器对人的异化问题不能不谓紧迫，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像其他人文主义的技

术哲学家那样一味地谴责技术。相反，他还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克服自然界自发力量，

增进人类福祉的手段。譬如，早在 1918 年他就表明俄国应该走物质技术进步之路。但

这种技术进步本身在他看来是矛盾的：它不仅承载着幸福，还有重大损失[6]。但是，他

把人类摆脱技术的异化，取得自身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宗教上却是用一种异化克服另一种

异化，难免走进死胡同。 

人本质上是一个自然—人—社会的存在，而在与自然斗争中却被技术占去了。在马

克思看来，克服异化后，人必须实现他的自然本质，他必须在社会中实现人的真正的自

然存在。马克思认为，存在着不同方面的异化，既有基础性的决定性的经济异化，也有

政治、宗教、艺术、哲学中的意识异化。“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而要把神

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

用历史来说明迷信。”[7]27 用宗教来克服技术异化无疑是舍本求末，不仅没有克服经济

异化反而又陷入到意识异化。人类既不是上帝创造的也不是自然创造的。人是由自己创

造的，是劳动者的杰作。人类的异化是技术作用的后果，但技术也为异化的超越提供了

条件，产生了能达到完全自我解放的人。只有在废除经济异化（废除私有制）的基础上，

废除产生人类异化的生产制度以及国家、强权政治和官僚制度，废除使人陷入迷惘的各

种宗教以及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之后，人类才能以充沛的精力发展属于人自身的东西，

即真正的人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

自身。”[7]46 但对于这一点，作为宗教哲学家的别尔嘉耶夫是决不会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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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整体而言，自 20 世纪 80年代以来，大陆的荀子研究在宏观理论背景上发生了一

次深刻的，并且影响至今的路径转向，即从旧的唯物主义哲学框架转向儒家哲学自身的

理论脉络。体现在荀子研究的选题上，礼乐、乐论、修身、德治等“更”能体现传统儒

家思想特质的内容取代唯物主义笼罩下的天论逐渐成为学者们日益关注的焦点。不消

说，这一转向具有深刻的合理性，但随之而来的“片段化”效应亦不容等闲视之。其中，

一个最直接且根本性的问题在于，荀子道德哲学研究与荀子天人观研究断为两橛，竟尔

沦为彼此之间缺乏内在联系的、互不关涉的两个研究领域。此一哲学视野之下的荀子道

德哲学终究不过是一种“半截子的道德哲学”。此一形态的道德哲学，仅就道德领域而

谈道德问题，或许与我们习惯上所认识的典型的西方道德哲学形态更为接近，但与（作

为一种中国传统道德哲学典型形态的）荀子道德哲学的本来形态已经是渐行渐远，终不

免于见木不见林，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在又一次的人为割裂中造成新的隔膜和疏离。

事实上，就荀子学说之作为一种典型的中国哲学话语形态而言，其天人观（天人之际）

思想是作为其伦理思想不可或缺的存在论基础而存在的。明乎此，我们方能平实而准确

地内在于荀子哲学的整体架构之中理解和把握荀子道德哲学的精神旨趣和理论特质。由

此，即使我们的主要学术兴趣在于荀子的道德哲学，我们也需要，或者说更需要对荀子

的天人观思想给予恰当的理论上的重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解释的理论视野上重蹈旧的唯物主义窠臼。出于一种方法论

的自觉，笔者着眼于整个战国诸子学，特别是早期儒学的思想史背景，内在于荀子哲学

mailto:wangkai@bnu.edu.cn
mailto:wangkai@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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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脉络之中考察荀子天人观思想。作为自春秋以降蓬勃发展的人文精神在哲学层面

上的集大成者，荀子天人观在精神旨趣上遥承孔子，在直接的哲学启示上则更多地来自

《周易》——《周易》的“三才观”构成了荀子天人观学说的基本架构。在此背景之下，

荀子取消了天之作为有意识的人格化存在，提出“天人之分”， 批判原始宗教的文化

残留，高扬着春秋以来的理性的人文主义精神。不特如此，基于儒家一贯的的价值立场，

荀子还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肯定人的主体性，在哲学上争辩着人之作为文化

主体、社会主体进行文化创造、社会创造的合法性，这也体现出荀子天人观在价值取向

上与周易“人文化成”精神之间的契合。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荀子这种高扬主体性的

天人观与西方近代以来以主客二分为基本特征的笛卡尔主义又有着根本性的分际。荀子

意义上的主体性更多地节制在人事（道德、文化、社会、历史，凡此等等）的领域。在

天人关系的层面，荀子所寻求的是“与天地叁”，即人通过自己在价值世界的创造进而

挺立为与天/地并立的存在，达致天人之间的平衡和调适，而不是人对天的控制和征服。

质言之，荀子的“天人之分”只是一个有限理论层面上的提法，就其所寻求的理论归宿

而言，如同任何其他的一个典型的传统中国哲学家，仍然是天人之间的和谐，亦即天人

合一。但此一荀子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既不同与前诸子学时代原始宗教笼罩之下天人混

杂的“神秘的天人合一”，亦不同于儒家内部思孟学派以“道德之天”为基础的“思辨

的天人合一”，与后世汉儒所谓“感应的天人合一”亦复有异。对一理性主义基础上天

人观，笔者称之为“人文的天人合一”。 

此一人文的天人合一，就大者而言，其一，天道与人道固然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二者

之间并不发生直接的相互干预和决定，然而，就其终极意义而言，道为一，而非二，天

道与人道不过是同一道在不同领域的展开。从而，人可以通过对天道、人道二者的了解

而达到对整体的道的深刻的觉解，从而在整个的天人关系中更恰当的安顿人自身。在此，

如 Michle 所曾注意到，荀子的天人观思想中蕴含着一种类似莱布尼茨“预定和谐论”

的宇宙观。其二，在宇宙论的哲学话语之下，荀子的礼的一种重要的功能就是将人在天

人关系中的恰当的安顿以一种文化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也是荀子的礼的一个重要的（准）

宗教的功能向度〔另一个（准）宗教的功能向度则在于对人的情感生命世界的关切〕。

由此，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天在荀子的礼的价值根源中的意义（并且，当荀子在礼的价

值根源的意义上谈论天的时候，荀子的天似乎也或多或少地折射出一种自然法的意味）。

在此宇宙论的背景之下，荀子的礼（及乐），是其理想的天人关系之具象化，所体现者

是人在大化流行中的安顿感和和谐感。明乎此，则荀子道德哲学中的主体所寻求的就不

仅仅限于现代伦理学话语意义上的德性人格的完满，更在于对天人关系（及道）有深刻

觉解的，在大化流行的宇宙观中恰当地安顿生命和价值的，从而真正在存在论意义上实

现了完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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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anism and Science: From a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of Man and World 

 

WANG Li-zhi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king_wlz@126.com 
 

―To be respectful of the World and in awe of Order‖ is the primal attitude of Confucianists 
towar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ld and Man‖. To enjoy life in The Harmony of 

harmonies between Man and The Universe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Confuci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ucianist, to grasp the laws of Nature and invent new technology is 
conducive to setting up a prope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ld and Man. And in order to 
grasp, sustain and create this proper relationship, one needs to study mathematics, astronomy, 
geology, agronomy and medicine. In this sense, Confucianism is the inner impetus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Western modern science is based on the mechanical view of nature, 
while Chinese ancient science on the organic view of univers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view 
of Nature and ontology were serious obstacles for Confucianists at the juncture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o accept Western Science.―格物致知‖ - to investigate the nature of things in 
order to acquire knowledge - is where Western modern science join Chinese ancient science. 
As a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thought to arrange the world order, Confucianism has received 
structural damage at the impact of modern Western culture. Confucianism is a theoretical 
system to comprehensively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the World. Its way 
of thinking originates from Change Book and is closer to contemporary science in stead of 
modern Western science. In terms of the way of thinking, new features of science have 
brought new possibilities for the communic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science. 

 
KEYWORDS: relationship of Man and World; organic cosmology;observation and 

possibility; reconstruction of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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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与科学:一个从“天人关系”视角的考察 

 

王立志 
(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 

king_wlz@126.com 

 

摘要:“敬天畏命”是儒者对待“天人关系”的基本态度，在天地人的“大协和”里享

受人生，是儒教的大宗旨。从“儒教”的视角来看，把握自然规律、发明新技术有助于

建立起恰当的“天人关系”，为了把握、维续、创造恰当的天人关系，需要研究数学、

天学、地学、农学、医学。在这种意义上，“儒教”是“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西方

近代科学以机械自然观为基础，中国古代科学以儒教的机体宇宙观为基础。自然观和本

体论上的差异是明清之际的儒者接受西方科学的深层阻碍。“格物致知”是西方近代科

学与中国古代科学在认识论层面的衔接点。儒教作为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

统，在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已经被结构性的瓦解了。儒教作为一种全面处理人与世

界关系的理论系统以《易经》为其思想方式的发源地。它的思想方式更接近于现代科学

而不是近代西方科学。科学的新特征为儒教与科学在思维方式上的沟通带来了新的可能

性。 

 

儒教是否为“religion”意义上的宗教，汉语学界颇多争议。对西方学者来讲，儒家、

儒学与儒教在英文中都用“confucianism”一词，他们更多的是想在精神领域里找到一

个与自己的文化传统对应的概念，从而展开与中国文化的深层对话。任继愈先生是“儒

教”的积极倡导者，他认为儒家和儒教不是名词之争，实在关系重大。①如果我们不拘

泥于概念文字，从文化生命的主脉及其生长趋势着眼，以“提出一种宇宙观即提出一种

宗教”为立论的基础，以“天人关系”一以贯之，就会对“儒教”有更切实、更深刻的

理解，洞见中国文化恢宏的规模和格局。在“儒教”中，“天”被看作“生-命”的根

本，生活意义的源泉。如何来护养根本，保存源泉是“生-命”的关键。不同时代的儒

者对天的认识和理解虽有不同，但敬“天”畏“命”始终是儒者对待“天人关系”的基

本态度。在天地人的“大协和”里享受人生，是儒教的大宗旨。从“儒教”的视角来看，

“天人合一”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天与人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人道即天道，修人道

即事天道；人应遵循并引导自然变化；通过求诸己、诚其心以实现天人合一。儒教强调

人的精神活动的超越性，指引人追求至高无上的境界，在精进的历程中，随机转化自身，

实现不朽。把握自然规律、发明新技术有助于建立起恰当的“天人关系”，为了把握、

                                                      
① 李申：《中国儒教史》自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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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续、创造恰当的天人关系，需要研究数学、天学、地学、农学、医学。在这种意义上，

“儒教”是“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一、儒教的宇宙观 

变化是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它周乎万物，体现在一切宇宙现象中。为了把

握变化，中国古人发明了独特的符号和表述系统。《易经》的卦序和卦位提供了一个逻

辑上的可能性组成的意义矩阵（matrix），它代表着最基本的变化模式，是以通神明之

德，类万物之情。这个数学演绎系统中蕴涵着生动的阴阳互动过程，这是对宇宙大文本

的摹写，是对自然和社会中纷繁复杂的现象所作的抽象。《易经》诸卦的结构代表着宇

宙的秩序，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天人关系演进的历程。《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

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冥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易

传·系辞上》）怀着对宇宙创生的敬畏，研究自然、社会、人生的变化，追求“天人合

一”境界会产生极大的效果：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

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易传·系辞上》）《易经》充分

展示了宇宙的恢宏和人在其中活动的可能性，《易传》所表达的宇宙创化的图景奠定了

儒家思考问题的基本框架。 

（一）天人感应的宇宙论 

董仲舒是儒教发展史上最值得重视的思想家，天人感应是董仲舒思想的最高原则，

主要包括两个要点：灾异谴告说和天人副相说。董仲舒这样表述自己的“天人合一”思

想：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

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

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暝，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

乍哀乍乐，副阴阳也；心有计虑，副有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春秋繁露·人

副天数》） 

董仲舒的天人相副说是为了证明人与天的特殊关系，即人是天的副本，天人同类。

在董仲舒看来，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

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春秋繁露·基义》）与阴阳之气配套运行的是五行之气，

金木水火土“比相生而间相胜”，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土居中

央是五行中最高贵者。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此之谓“间相胜”。

在“相生相胜”的思想框架中寻求各种异常自然现象和人事变迁的解释，推测天意，测

知政治得失，这是董仲舒在天人关系新认识的基础上建立“神学”体系的努力。 

通过“禀气人性论”说明人内有向善的根据，外有向善的必要，董仲舒把与生俱来

的本性和后天附加的东西区分开。“天所为，有所至而止。止之内谓之天，止之外谓之

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故曰性有善质，而未能为善也。岂敢美辞，其实然

也。” （《春秋繁露·实性》）董仲舒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论，他认为，人大多数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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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需要教育帮助，需要觉悟。为了帮助“民”觉醒，上帝给“民”立了王，教化他们

向善。“性者，天之质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

则质朴不能善。” （《春秋繁露·实性》）董仲舒把教化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是对孔

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汉武帝时期，他的这个思想得到了贯彻，广大民众被纳入了社

会精神生活的领域。董仲舒把那些不知原因的怪异现象看作是天意的表达，由此，奇怪

的现象是成为人类探测天意的桥梁。这样以来，人类社会中的一切活动包括人的形体构

成、思想情感、国家制度、经济原则、道德规范都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 

当董仲舒提出一套系统的儒教理论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用什么做教材教化百官

万民，即从哪条途径进入天人互动的精神宇宙里，用什么样的方法建立 “天人关系”

的问题。 

为了统一思想、实施教化，不仅需要统一儒经、考定文字，更重要的是对经典做出

符合时代需要的解释。集权统治要求“书理无二，义归有宗”。经过几代汉儒的努力，

到汉章帝时，人们对“天人关系”的理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白虎通义》把天人同构

的思想发挥成了一个精密的体系。儒教试图通过这个严密的理论体系把自己的教义渗透

到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里。 

《白虎通义》是儒教的教理、教义和教规大纲，又是国家的施政法典。它囊括万有，

立意极高，整体结构是一幅宇宙与人的恢宏图景。按照《白虎通义》对天的界定，天是

自然之天，“天”下分布的日月星辰、河海山泽，芸芸众生皆有神性。“天”通过“天

子”居高理下，主宰世间事务进程。天子是天人关系的中介。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

称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白虎通疏证·卷一·爵》）天子和天没有

血缘关系，但他们之间有另一条纽带相连。维续和彰显“天”和“天子”之间隐藏甚深

的关系，对于维护天子的统治地位，治理人间事务是至关重要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

是“祭天”。在这个“天与人参”的前提下，封禅被看作是最重要的祭天仪式。与天沟

通需要择时择地，天朗气清，洁净无碍方可保证沟通的准确顺畅。祭祀是阶段性的汇报，

人怎样知道自己的日常行动是否符合天意呢？《白虎通义》对此做出了系统的解释：各

种自然现象是“天”发给人间的信号。王者有失，天降灾异；王者有德，天下太平，天

降祥瑞。为了与神相通，“天子”建立明堂，“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

宗有德，重有道，褒有行者”。明堂上圆下方，法象天地。八窗象征八风，四闼效法四

时，九宫法九州，十二座法十二月。建立灵台，通过观测日月星辰，“考天人之心，察

阴阳之会，揆星辰之证验，为万物获福” （《白虎通疏证·卷六·辟雍》） ；灵台是

现代天文台的前身。古人比今人赋予了天象更多的现实意义，天学不仅仅是神圣的，它

也是世俗的。天学的研究为世俗的生活提供指南。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古代的天学始终

处于最重要的地位。 

（二）“北宋五子”的世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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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天人关系的简约和繁琐是宋儒和汉儒的区别。周敦颐（号濂溪，1017—1073
年）开拓了宋代儒学新视野并决定它的新方向。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与《通书》为新

儒学奠定了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的基础。《太极图》由一个个圆圈上下重叠而成，象征着

“太极”演化为“万物”的过程。周敦颐放弃了《易经》的八卦，把五行纳入《周易》

的模式，提出了一个明确简要的宇宙演化模型，具有原创性。 

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对宇宙创化的图景作了如下的解释：五行之生也，各一其

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

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

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无欲故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

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①周敦颐提出这个模型的重点是人

性的来源和君子应该如何修养自己。“太极图”模型给出了一套创生的程序，对具体的

细节不加干预。这实际上是一种思想上的解放，为人的自由发展和创造留出了空间。具

体的创生机制需要圣人去发现、去阐明。儒者以成为这个发现者和阐明者为己任。 

如何通过自己的修养成为圣贤，成为世界创生万事万物的表彰者呢？周敦颐把“诚”

看作是成圣的根本。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

几也。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诚、神、几，曰圣人。②周子的重要贡献在于

“几”的观念，“几”是一种原动力，是行动的内在源泉。他用“诚、神、几”描绘了

一个成圣的动态过程，这是一种面向精神宇宙的探索。 

与周敦颐不同，邵雍在《易经》的宇宙演化模式中加入“数”的观念，在“数”的

基础上，建立了一种数字化的演绎系统。依据邵子的说法，宇宙的运行和变化是由“神”

而发，神则数，数则象，象则器。人是这个演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在受制于“数”这

一点上，人与其他万物无异。邵子构造的宇宙演化系统明确而有定，可以通过数字计算

加以预知。他不像同时代的思想家那样热心于社会和道德问题，但从后世的眼光看来，

邵子的思想路线中数字化推理的倾向的确是一个别开生面的探索：天数五，地数五，合

而为十，数之全也。天以一而变四，地以一而变四；四者有体也，而其一者无体也，是

谓有无之极也。天之体数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地之体数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
③ 

由此可见，邵子受《易经》太极孕育而生四象的影响，把“四”作为宇宙万有的分

类基础：天之四象（日月星辰），地之四体（水火土石），四造化（飞走草木），四官

（目耳鼻口），转化天下之四法（尽道、尽德、尽功、尽力），统治天下之四型（皇、

帝、王、伯），昊天之四府（春、夏、秋、冬）。邵子的宇宙模型是一个由“四”到“六

                                                      
① 周敦颐：《周子通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 48 页。 
② 同上，第 33 页。 
③ 邵雍：《邵雍集》，中华书局，2011，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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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的层级体系，描述了一个从“一”到“多”的演化历程。这个推演的体系中蕴含

着一种交感互动的机制，探究和表述这个作用机制是邵雍研究的主要目标。 

继周敦颐和邵雍提供不同的宇宙演化模型之后，张载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宇宙结构学

说。他反对道家的“无中生有说”和佛家的“空幻寂灭说”。张载认为，无不能生有，

虚不能生气，太虚（宇宙）是气的存在形态。他坚持一气聚散说：气是宇宙创化的本源，

阴阳只是气的一体两面；在聚之前，气是太虚，是体。在动静、聚散之中，气是太和，

是用。阴阳二气即屈与伸，是负面的和正面的精神力量，称为鬼神。气是有，不是无，

所谓的无乃是气中所固有的精神。其中所固有的神是人心的来源，是人性的本源。人的

行为由人心发动，也就是由神发动。张载舍弃了传统的鬼神观念，代之以理性的、自然

的解释。这也成为后期儒家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

化之客形尔；至静无感，性之渊源，有识有知，物交之客感尔。客感客形与无感无形，

唯尽性者一之。┅ 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顾聚散、出入、

形不形、能推本所从来，则深于《易》者也。（《正蒙-太和篇》） 

从气论出发对人之生死与不朽做出了圆满的回答，性与天道这个在儒者看来“不可

得而闻也”的问题，被张载拿来作为现世礼乐制度的基础，由此，儒者们逐渐把性与天

道作为最高的理论进行讨论，把儒家的教化理论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程颢、程颐把自己的整个哲学建立在“理”的观念之上，树立了新儒家的典范。二

程兄弟性格各异，所持见解也不尽相同，但他们对天理这一基本观念的理解基本一致。

在二程的思想中，理既指自然之理也指道德之理，既包括普遍之理，又包括特殊之理，

理是万事万物的主宰者，也是万事万物的源泉和创造者。二程的理与张载的气不同，他

们超越张载之处在于：张载的“气”分阴阳，是形而下者，理摄万物，是形而上者。二

程关注的焦点不在抽象的“理”，而在理对人的意义，他们不再醉心于思辨的宇宙论，

而是关注宇宙生命生生不息的过程，他们研究的重点在于理与人性的问题。从此，新儒

家真正成为性理之学。 

二程的思想首先是对张载气论的一种审思。程颐曰：“所以阴阳者道。既曰气，则

便有二。言开阖，已是感，既二则便有感。所以开阖者道，开阖便是阴阳。”①“所以

阴阳者”即形而上的理，它是形而下的“气”得以周流六虚而不息的根据。理和气相比，

气有生灭，理则永存。“凡物之散，其气遂尽，无复归本原之理。天地间如洪炉，虽生

物销铄亦尽，况既消散之气岂有复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既散之气？其造化者自是生气。”
②气不是世界的本源，它从属于理。“所以运动变化者，神也。”③天理是天地洪炉销铄

万物的大原则，也就是神之妙用。于何处窥探天理，把握这个创化的大原则呢？他们的

研究方法是：格物穷理，非要穷尽天下之物，但于一事上穷尽，其他可以类推。所以能

                                                      
① 程颐、程颢：《二程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 206 页。 
② 同上，第 209 页。 
③ 同上，第 1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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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者，只为万物皆是一理，至如一事一物，虽小，皆有是理。①循着这个思路，从研究

具体的事物着手，探究天理即宇宙生生不息的精微机制，是“成圣”这个大理想实现的

途径。成圣的理想与精细的研究深深地契合在一起。研究自然、社会成了儒教的核心内

容。 

（三）朱熹的天人关系论 

朱子以崭新的眼光注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并使之成为他

的社会哲学和道德哲学的基石。他在《大学章句序》中讲明天人关系，明确儒者事业的

内容和意义。  

朱子重视《大学》，把它视作是修身治人的根本。在他看来，读《四书》需遵循下

列秩序：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

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子语类》，卷十四）朱子认为格

物致知是《大学》第一要义：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

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

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

明矣。（《大学章句补格物传》）以格物致知为根本的理学体系实际上是对“人”如何

才能与“天”相合的全面阐释。 

《四书》中对天人关系讨论最集中最深刻的是《中庸》。它与《大学》代表儒家两

股不同的发展趋势：《大学》处理的是社会、政治事务；《中庸》则讨论心理学与形而

上学；《大学》讨论人心，《中庸》讨论人性；《大学》着重方法和程序，《中庸》则

集中在实质性的问题，带有宗教和神秘色彩。《中庸》代表了儒家的人生观和宇宙观。

在这种意义上，《中庸》是儒教的教纲。《中庸》的开端就有一种呼召的态势。“天命

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朱熹对这一纲领的注释是对“天人关系”和“天

命”的经典说明：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

亦赋焉。②在这一点上朱熹继承了二程的观点，认为理气不可分，理是形而上者，气是

形而下者，气有生灭，理无生灭。“天”把“理赋予了由气造就的形体。理与气的关系

又如何呢？ 人与天相合的前提是什么呢？朱子的回答是：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

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体，

然不穷理，则有所蔽而无以尽乎此心之量。故能极其心之全体而无不尽者，必其能穷夫

理而无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则其所从出，亦不外是矣。③
 

对于儒者来说，读圣人书，观天地文章，是为了寻求隐藏在生动活泼的事物之中不

变的“天理”，这是真正的大学问。如何从事和完成这项以“天人关系”为核心的大学
                                                      
① 同上，第 203 页。 
②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96，第 17 页。 
③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96，第 3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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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呢？朱熹认为《大学》是行动指南。“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是进学的纲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其目次。大学问

的完成在于“平天下”，即治大学问最佳的结果是建立最融洽的天人关系。 

二、儒教与中国科学的前近代形态 

西方近代科学以机械自然观为基础，中国古代科学以儒教的机体宇宙观为基础。自

然观和本体论上的差异是明清之际的儒者接受西方科学的深层阻碍。“格物致知”是西

方近代科学与中国古代科学在认识论层面的衔接点。 

（一）徐光启的格物穷理之学 

徐光启（1562—1633 年）崇拜朱子之学，他认为朱子之学“其实行实功，有体有用”。

1603 年，徐光启接受洗礼加入天主教，目的是使天主教徒所传事天之学，补益王化，左

右儒术，就正佛法。在儒教衰微，国势倾颓之际，徐光启把外来的天主教所传播的西学

看作是自己实现儒家理想的手段。他把西学分为修身事天之学与格物穷理之学，前者是

神学，后者是自然哲学。他认为“格物穷理之学”是认识万事万物的学问，几何学是格

物穷理之学的精华，包括算、量、律吕和天文历法四大学问，由此衍生出百家之学。 

1629 年，徐光启修正理发的愿望得以实现，他想建立一套天文科学的理论体系，亦

即他所说的“一一从其所以然处，指示确然不易之理”。①他的之一思路要求把理发从

单纯的经验运算提升到理论分析的高度。因此，他提出了“度数旁通十事”，把所谓的

百家之学划分为十个方面：天文和气象学、测量学和水利学、音乐、军事工程学、会计

学、建筑学、机械力学、大地测量学、医学和计时学。徐光启之所以将“度数学”作为

格物穷理之学的基础，目的有二：一是寻求一切事物中必然的数量关系，以数学原理概

括自然规律，并以之为理，以之为义；二是借助几何学中的演绎推理形成清晰的知识。
②徐光启的格物穷理之学与中国古代的科学不同，他强调格物穷理之学的各类知识是以

相同的认识方法建立起来的。这些方法从客观事物本身出发，以演绎推理形成知识、力

求发现事物自身所有的数量关系。相对中国古代科学知识的经验性，无条理状况，徐光

启的格物穷理之学借助演绎推理、寻求事物现象的数学规律，形成了“有理、有义、有

法、有数”的体系，确实使中国古代科学向前迈进了一步。徐光启进一步深化了“开物

成务”的思想，他把形而下的科学与形而上的道德性命之学并列，将事实认知与道德反

思区分开来，这无疑是有宋以来儒教发展史上的革命。 

徐光启在接受西学的过程中，试图把西学中的数学和自然哲学部分从整个西学中剥

离纳入自己的儒教体系，使格物穷理之学与儒教中的六艺相对应，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然而，作为宋明理学形而上学基础的有机论的自然观与西方近代科学赖以存在的机械自

然观之间的差异，使得这种嫁接失去了成活的可能性，“格物穷理之学”在中国的儒教
                                                      
① 许重民：《徐光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 147 页。 
② 尚智丛：《明末清初（1582_-1687)格物穷理之学》，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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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成为一个无根的“悬木”。在中国的思想土壤中，寻找“格物穷理之学”的形而

上学基础成为西学在中土扎根的必然选择。 

（二）方以智的质测通几之学 

方以智（1611—1671 年）一生以诗文学问会友，精通天文、历法、数学、地理、物

理学、医学、语言、文学、历史，著有《通雅》、《物理小识》、《医学会通》等多部

著作。“质测通几”是方氏之学的核心。方以智认为真正的学问是关于“物及其则”的

学问。他为此提出了独特的认识论：盈天地间皆物也。器故物也，心一物也。深而言性

命，性命亦物也，通观天地，天地亦物也。推而至于不可知，转以可知者摄之，以费知

隐，重玄一实，是物物神神之深几也。 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物有其

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虫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

质测即藏通几者也。（《物理小识·序》） 

“质测”是格物之学，属于形而下的范围，“通几”是哲学、神学，属于形而

上的范围。 

方以智批判格物穷理之学“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他主张“三教归易”，试图

从《易经》中找到格物穷理之学的形而上学基础。 

方以智强调“理”与“数”的关系，“凡不可见之理寓可见之象者，皆数也。以数

极数而知之，皆蓍也。”这种理数合一观来自邵雍、程朱，但又有所超迈。因为邵氏以

数为本，程朱以理为本。方氏则将二者定位为相倚合一的关系，这是对宋明理数之争的

总结。①圣人类万物之情而穷极其数，非逐物而数之也。惟通神明，得其原故，象数与

理一合俱合。而制器尚象无往不精，往往于小中见大，而不以大名。寸表《周髀》，衡

度合岁。一毫纳海，此以实寓。《易》冒天地，为性命宗，而托诸蓍策，以艺传世。儒

者讳卜筮而专言理，《易》反小矣。此岂知表天地，前民用，罕言而以示人，存人心之

苦心哉？（《东西均·象数》）方以智在方法论和形而上学上的努力把格物穷理之学又

向前推进了一步，使之具有了超越的面向，这是西学在中土得以生根的关键所在。方以

智在西方科学如何与中国的有机自然观相契合这个问题上所作的探索在今天仍然具有

重要的启示作用。《易经》提供了一个整体性的、动态性的、过程性的有机自然观，与

近代科学所展示的机械自然观相比，它和现代科学展现的生成性的宇宙图景有着更强的

相似性。方以智的“质测通几”之学为我们在新的知识背景下思考中西文化的会通提供

了一条可选择的路径。 

三、儒教与现代科技 

儒教作为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在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已经被结

构性的瓦解了。作为儒教思想核心的 “天人观”是否也随之成为无所皈依的“游魂”

                                                      
① 罗炽：《方以智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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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身于历史的思想博物馆之中呢？儒教“内圣外王”的思想格局在新的时代背景中能否

以新的形态继续存在？随着现代科技理性在人类精神领域的不断延伸，以人文理性为出

发点的儒教理想是否会变成中国人的精神慰藉和文化乡愁？①儒教作为一个精神生成系

统，徘徊于科技文化统御的疆域之中，它总是试图找到自己重生的当下语境。 

（一）现代科技与人类价值的重建 

现代科技作为人类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新方式造成了人类的疏离感（人与自然、与

他者、与自我的疏离）。由此而产生的精神和心理疾病是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的

威胁。走出当下的生存困境需要对科学技术、人类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作整体性的反

思。 

科学和道德是人类进步的双轮，科学理性需要道德理想的指引，道德理想依赖科学

理性来实现。科学解决人类行为的合规律性，道德解决人类行为的合目的性。如何建立

科学理性与道德理想之间新的张力关系？如何在现代科技基础上，建立人与世界关系的

新模式？这种新的关系模式是人类确认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理解生命意义的基础，是

一切思考和行动的依据。价值的重建没有普适的公式，每一个民族都需要在的自己的历

史文化脉络中找到新价值的生长点。 

人类价值重建的基础既不是“心”（主体性），也不是“天”，或其他权威的主宰，

更不是功利主义、快乐主义所依附的形躯，而是以动态的“天人关系”为基准，以享受

和创造为归依。表达和改善“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在这

种意义上，儒教为中国古代的科学发展提供了内在的动力。历代儒者对“天人关系”的

动态和生成本性的着力阐发是生活于科学技术世界中的我们理解自身处境、选择当下生

活方式和未来道路可资利用的资源。 

（二）儒教在人类价值重建中的作用 

“天人合一”的观念是儒教的核心，这种动态的天人关系论在儒教发展的不同时期

有不同的表现，但都遵循着“由知进善”的基本方向：《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

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纲领；《中庸》的“参赞天地化育”的自我实现方式；

王阳明的“致良知”都走在一条不断超越的进路中。儒教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精神传统为

我们提供了“理性与价值合一的生态自然观，自然与人文统一的学问观、归纳与演绎相

结合的治学方法论、求理与致用并重的学术目的论”。②如何利用这些思想资源形成新

的精神运作方式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儒教作为一种全面的处理人与世

界关系的理论系统以《易经》为其思想方式的发源地。它的思想方式更接近于现代科学

而不是近代西方科学。科学的新特征为儒教与科学在思维方式上的沟通带来了新的可能

性。 
                                                      
① 李明辉：《当代儒学的自我转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 16 页。 
② 董光璧：《科学与伦理学》，载《科学与文化评论》2004 年第 2 期，第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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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科学的诞生有着深远的神学根源和深厚的人文基础，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人

们逐渐遗忘了科学的基础，把目光集中于树木和果实。明清之际，中国的知识分子从西

方传教士那里接受西方科学时只能是把科学的苗木移植在儒教的土壤中，为了能让这些

外来的物种与本土的物种并生不害，它们也曾重新整饬了自家的思想土地，方以智是最

典型的代表，他的“质测通几之学”是创造性继承，是“古今中外”有机结合的结果。

这种努力本身就是价值重建的过程。当代中国人的价值重建需要接续这个思路。 

 

关键词：天人关系；机体宇宙观；质测通几；价值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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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wo Aspects of Practice and the Historic Unity of Them 

 
Wang Tian-min 

(Marxism Schoo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Practice as a way of human existence and essential stipulation, is a starting point and the inner 
basis that we understand the people and all the issues related to people. Therefore, By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nature of practice and its existence style, we can thoroughly interpret 
human life and  reveal the oughtness model of human life. About the essence of practice 
revealed by the ancient sage, especially Marx ' s value of practice, definitely highlight a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aterial and spirit. By clarifying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practice 
for the different value of human life and reflecting the basic law of their variation, We can 
correctly grasp the nature of human life and the the internal logic of human history. In this 
paper, in will analyze these issues through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ly, the foundation 
of human life--material practice; Secondly, the generation of the essence of man--spiritual 
practice; Finally, the historical unity between the material practice and spiritual practice. 

 

http://mail.qq.com/cgi-bin/mail_spam?action=check_link&spam=0&spam_src=1&mailid=ZL2029-b16yJ6yNmtfmJwRSjgvSC5a&url=http://dict.youdao.com/search?q=marx++s+value+of+practice&le=eng&keyfrom=dict.phrase.wordgroup
http://mail.qq.com/cgi-bin/mail_spam?action=check_link&spam=0&spam_src=1&mailid=ZL2029-b16yJ6yNmtfmJwRSjgvSC5a&url=http://dict.youdao.com/search?q=marx++s+value+of+practice&le=eng&keyfrom=dict.phrase.wordgroup
http://mail.qq.com/cgi-bin/mail_spam?action=check_link&spam=0&spam_src=1&mailid=ZL2029-b16yJ6yNmtfmJwRSjgvSC5a&url=http://dict.youdao.com/search?q=definitely&keyfrom=E2C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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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两个层面及其历史性统一 

 

王天民 

（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实践作为人的生存方式和本质规定性，是我们理解人及与人相关的一切问题的出发

点和内在根据，因此，从本质的层面把握实践及其存在样式，才能透彻地阐释人类生活，

开示出人类生活的应然模式和未来归宿。古圣先哲关于实践的思想精髓，特别是马克思

实践观的本质要义，分明地凸显出物质和精神这两个密切关联、变奏映现的基本层面，

阐明物质实践与精神实践对于人类生活的价值差异及二者变奏映现的基本规律，才能把

握人类本质的生成方式和人类历史的内在逻辑。 

一、作为人类生活之基础的物质实践 

把实践视为人类区别于其他生命特有的生存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

也是学界关于实践问题的基本共识。动物不具有实践能力，只能依赖周围世界现成的物

品来生活，而人则是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创造出产品而生活的，正如马克思本人所指出

的“自然界不能满足人的需要，人决定改变自然界”。因此，无论我们把实践分为多少

类型，只要我们把实践理解为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就不能否认物质实践是人类实践的

基本模式，对人类生活具有基础和前提意义。 

物质实践简单地讲就是物质生产，它提供人类生命存在所必须的物质生活资料，解

决了吃喝住穿等人类生活的基本需要。马克思指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肉体生命

的存在，而人类要生存就必须解决吃喝住穿这些最基本的需要，就必须从事物质资料的

生产和再生产”。马克思的这些观点充分表明了物质实践在人类生活中的基础地位和前

提意义，即物质实践提供了人类所必须的物质生活质料，解决了人类存活的问题；把物

质实践理解为人类实践的基本模式和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特有的生存方式，在于这种实践

活动是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活动，而不同于动物的本能性的活动。把这两个方面结合

起来，才能完整地、准确地理解物质实践的本质含义。 

重视物质实践，强调物质实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质。一

方面，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把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视为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认为

生产生活模式决定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体制、文化观念等上层建筑，因而必然

把社会物质实践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和基本模式。另一方面，解决人的生存、发展

和自由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人本精神的内在旨趣，改变人的物质生活状况，追求经济生活

的公平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起点，因而必然把物质实践作为人类发展的现实载体和基本

判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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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实践虽然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模式，并且对于人类生活具有基础、前提和承载意

义，但是物质实践并不是人类实践的唯一样式，而且也不是人类实践的理想模式，甚至

有的思想家认为物质实践不是真正的实践。如亚里斯多德认为农民种植庄稼，木匠制作

桌椅，雕刻家雕刻物品，都不是真正的实践。亚里斯多德之所以不把物质实践作为唯一

的、理想的实践模式，甚至不把物质实践看作真正的实践，是因为物质实践的对象是人

之外的“外在对象”，而不是人之内的“内在对象”。由于物质实践的产物是人之外的

“外在物”，就极容易把实践变成纯粹的以外在对象为目标，并且以获得外在物品为结

果的活动，而不再具有以人自身为对象，且以人自身的改造为目标的特质。而人的实践

区别于动物性的活动，从而使实践成其为人的本质的存在方式，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动

物性的活动只是以外在事物为对象，人却能够把自身作为活动的对象。 “片面强调马

克思实践概念的客观性、物质性，甚至主张清除实践概念内涵的目的性、自觉性等主观

性因素。高清海教授曾指出这样理解的实践使人的活动蜕化到甚至低于动物的水平。”

（《新华文摘》2015 年 19 期 P41 孙利天 《哲学理论如何落到实处》） 

由于人具有自我意识，人在改造外在对象的物质实践过程中，人自身也会被认知，

也会被改造。人们日常所讲的“君子爱财，生之有道”，如果说“财”是物质实践的外

在对象的话，“道”则是物质实践的内在对象，在追求“财”这一外在对象的过程中，

对“道”的体认和遵循，会使人自身得到改造和教化。但是，如果人的物质实践仅仅以

外在对象为目标，仅仅是为了获得身外之物，失去了与道德人伦相关联的自我意识，物

质实践也就失去了作为人的本质之存在方式的意义。正像中国传统文化说讲的“仁者以

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只有把对外在财物的追求与人自身的完善协调起来，使外

在的财物服务于人自身的自主与完善，才能彰显出物质实践的本真意义。 

可见，物质实践虽然对于人的生活具有基础性、前提性意义，但是却不是人类实践

的唯一样式，也不是人类实践最理想的模式，相反，如果物质实践仅仅以外在对象为目

标，以至于人在物质实践中失去与人的本质相关联的自我意识，物质实践就会蜕变成动

物性的本能活动。所以，物质实践只是人类实践的低等的、初级的样式，只是人类实践

的一个层面，在物质实践的基础上，人类实践应该彰显出更多内在的精神的属性。 

二、作为人的本质之生成方式的精神实践 

与精神的关联是人类实践内在的本质的层面，相对于物质实践在人类生活中的基础

性、前提性意义来讲，精神实践则是人之为人的内在的根本的规定。精神实践是人的内

在精神的外在呈现方式，是人的应然属性的现实实现方式，是人的类性品格的个体体现

方式。实践成其为实践，就在于实践根源和实现着人的内在精神、应然属性和类性品格，

人成其为人，就在于人以实践为依托彰显出人的内在精神、应然属性和类性品格。 

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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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本质是一种生成性本质，是个体在生命过程中逐步养成、获得的本质。个体获

得其生命本质的过程，是某种精神理念由内向外逐步开显、化育的过程，是一种精神实

践的过程。从精神实践的角度理解人的本质的生成过程，才能突出内在精神在个体本质

生成过程中的源发作用，才能明确内在精神向外开显的基本形式，以及内在精神的外在

呈现方式。强调生命实践对人的内在精神的开显，以及这种开显对人的本质的塑造作用，

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和中国传统儒学文化的思想共识。关于人的实践与动物的活动的

区别马克思有许多经典论述，他曾经这样说，“蜜蜂建造蜂房的本领，曾经让人类最优

秀的建筑师感到羞愧，建筑师一开始就比蜜蜂高明的地方在于，他在建造蜂房之前已经

在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建筑师在建造蜂房之前，在头脑里建成了什么?最简单、最直

接的回答是，建成了关于蜂房的理念和蓝图，然而，不止这些，还包括“关于建筑师自

己的理念”，即建筑师的是非判断、价值标准和审美旨趣等一切内在的尺度。因为人的

活动作为一种对象化的活动，是把自己的内在本质对象到其产品中去的活动，所以关于

产品的理念也必然包含着人自身的内在尺度。这一点在马克思另一句经典论述中表达的

更为充分。马克思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物种的尺度来生产，人却能够按照任何

物种的尺度来生产”，“人能够按照其内在的尺度来生产”，“人也按照美的尺度来生

产。”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对人的“实践理念”和“内在尺度”的强调，充分表明了“内

在精神”和“精神实践”的重要性。当然“精神”性因素作为内在的尺度在生产中是通

过间接渗透于产品中而得以外化和对象化的。一个人的立身处世、人际交往以更直接的

方式表现出“内在精神”的决定性以及精神实践对人的本质的塑造性，这一点在中国传

统儒学文化中表现的尤为突出。   

《大学》中“诚于中，形于外”，“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成己，仁也；

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的说法充分阐明了人之本质生成过程中由内而

外、物我相通的基本规律。（《孟子（离娄上十五）》P276）指出“存乎人者，莫良于

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

眸子，人焉痩哉！’” 《孟子（尽心上二十一）》P366）指出“君子所性，仁义礼智

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这些经典语句

生动地揭示了人的内在精神对外在形象的根本制约性，内在素质对外在气质必然的决定

性，突出强调了加强内精神修养，强化精神实践对于个体品质养成的重要性和决定性。

正如孟子所说《孟子（告子上八）》P336）“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

惟心之谓与？”即，潜在于人的心灵中的精神，在适当的时机下通过实践的方式开显出

来，就能够得以养成，否则，不能以实践方式予以开显，则无法养成。 

机制 

人的本质包括应然性和实然性两个基本层面，人的本质的生成过程是人性之应然向

人性之实然不断转化的过程，而精神实践则是实现这一转化的内在依据和可能方式。应

然性和实然性是道德哲学的基本概念，应然性与实然性的转化和统一问题是道德哲学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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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应答的基本问题，所以是凡道德哲学都以对人的本质与本性的理解为前提，以精神实

践的话语方式阐释人之本质与本性的开显生成模式。这一点在康德道德哲学和中国儒家

的修身文化中都有突出的体现。康德的道德哲学的经典著作不但名之为《实践理性批

判》，而且其对道德的主体、法则及其实效等基本问题的阐释，也是在精神实践层面所

展开的。在康德道德哲学中，道德主体以“必然理性”或纯粹理性为其本质规定性，道

德法则是源于主体之“必然理性”的绝对法则，从而这种“必然理性”的绝对法则对于

“必然理性”的道德主体具有必然的实效性，即必然被遵循和践履。在康德道德哲学中，

道德主体的确立，道德尺度的划定和道德规范的践履，是通过理性精神的自我觉识、提

升和张显实现的，即主体觉识自身之理性本质，把理性准则提升为普遍性的行为法则，

进而张显为理性意志和理性行为模式， 显然，这是一个理性精神的实践过程。正是在

这一精神实践过程中，内在地完成了理性精神之应然与实然的统一，确证了道德法则的

必然的合理性和绝对的实践效力。脱离了精神实践的语境和意境，坠入物质的、本能的

层面，道德应然与道德实然的统一必然遭遇现实的困境。“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只

能在此生的某个偶然的时刻依据绝对的道德法则而行为”，确信理性绝对自足、绝对自

由的康德之所以发出如此感概，就是因为他认识到了人性之应然与人性之实然在物质

的、本能的层面必然的断裂和背离。 

中国儒家修身哲学，同样体现出精神实践对于人性养成，即人性之应然与人性之实

然转化、统一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儒家修身哲学以“仁”为核心理念，“仁”既是人性

修养的起点，又是人性修养的目标，作为人性修养的起点的“仁”是应然性的潜在的“仁”，

作为人性修养的目标的“仁”是实然性的现实的“仁”，从应然性的“仁”达致实然性

的“仁”的途径和方法便是以“仁”为核心的精神实践。从精神实践的层面获致“仁”

德，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因为精神实践只需要个体的精神自觉、精神自律就够了，并且

不会受到物质、本能因素的干扰，所以孔子对“仁德”的养成确信无疑。正如论语中所

表明的“为仁由己，岂由仁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即，认为“仁德”的养成完

全是由自己决定的，是自己想做到就能做到的，仅仅与个人的意志取向有关，而与个体

的行为能力无关。孔子的对“仁德”养成的这种确信，也完全是在精神实践的层面确立

起来的，并且也只能在精神实践的层面才能确立。一旦脱离精神实践的层面，把视域移

向物质的、肉体生活的层面，实然的仁德与应然的仁德之背离马上凸显出来，就连孔子

本人也不得不无奈地感慨“未见好德如好色者”。 

格局 

在人的本质生成问题上，个体性与类性的关系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个体化

的人与个体化的动物最为突出的区别就在于，个体化的人能够超越自身占有其他个体的

经验和精神，这种占有从可能性来讲既包括同时代的其他个体的经验和精神，也包括不

同时代的经验和精神，甚至是全人类的经验和精神，而动物只是生活在其单一个体自身

的经验和感受之中。正因为如此，人的本质的生成过程还是个体性占有类性，从而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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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个体性充实类性的过程，即个体性与类性转化、统一的过程。这种转化和统一，是从

纵向的时间向度和横向的空间向度进行的，前者是指每个人人性本质的生成和获得，都

离不开在他之前的历代人所创造的文化资源和文化精神的滋养和化育，当下个体之人性

本质的获得是占有历史类性之精华的结果。马克思说，“每一代人的发展都是在前代人

创造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发展”，具体到“人的本质”问题上就可以说，每

个人人性本质的发展都是前代人所获得的人性本质基础上的发展。后者是指每个人人性

本质的生成和获得都受到同时代的其他人的本质的影响和制约，都是在与其他人交流、

交往过程中获得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

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马克思才得出结论说，“一个人内

在精神的丰富程度与其社会关系的丰富程度是完全一致的。” 

个体性对类性占有意义上的 “人性本质”的生成，必然是以精神实践的方式完成

的，而且也只能以精神实践的方式完成。因为人作为个体化的存在，肉体生命是绝无仅

有、空前绝后的，个体之间、个体和类之间是无法从肉体上相互取代或合而为一的，而

精神却可以摆脱个体肉体生命的局限，在不同个体之间传承和扩散。同时，肉体生命是

必死的有限的，精神是永恒的无限的，超越肉体生命的有限性，延续个体生命的意义，

只能通过精神的传承和扩展来实现。精神实践作为精神在个体之间、代际之间传承的基

本模式，对于每一代人都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传承历史精神之精髓或发扬时

代精神之精华，从而推动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另一方面是利用历史精神之精髓和时代精

神之精华，从自身化育开显出最优良的个性品质。所以，推动精神实践，是促进人类精

神精华之传承，人类文明之进步以及人性本质之优化的必然路径。推动精神实践，从而

促进个体对人类精神之精华的传承和扩展，首先需要每一个人和每一代人确立精神实践

主体意识，只有每一个人、每一代人发扬张载所倡导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

往昔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担当精神，个体重视精神修养，国家强化精神建设，才

能推动个体精神品格的养成，社会精神风尚的建树，从而个体才能历经荣辱而不屈，国

家遭遇顺逆而不败；其次，推动精神实践，需要每一个人和每一代人顺应时代发展之大

势，把握时代精神之核心，只有每一个人和每一代人把握其所处时代不同于其他时代所

特有的核心精神、核心理念，并且与时俱进地接受和践行其所处时代的核心精神、核心

理念，个体才能养成崭新的精神面貌和人格气质，社会才能化育出具有时代特质的新气

象、新风尚；再次，推动精神实践，需要开辟出适应时代状况的精神实践模式，只有每

一个人和每一代人立足时代状况和发展水平，开辟和构建出具有时代特色和个性风格的

精神实践模式，才能把其所处时代的核心精神、核心理念经由个体和社会实践开显和实

现出来，从而才能使个体和社会整体在精神实质上发生实然性的变化，进而使新的个体

与社会生活呈现出新的精神气象。 

总之，一旦个体与社会整体确立了精神实践主体意识，把握了其所处时代的核心精

神理念，开辟和建构了时代性的精神实践模式，精神实践作为人性本质的生成和呈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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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就会引起社会个体和社会整体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和进步，正如马克思所言，“那些最

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 

三、物质实践与精神实践的历史性统一 

物质实践与精神实践或人类实践的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二者的统一不是从来就存

在的既成的事实，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和必然归宿，即物质实践与精神实践的

统一是一种历史性统一，即作为人类发展结果与趋势的统一。 

物质实践与精神实践的统一，从人类整体的角度来看，是人类实践由原初的物质与

精神未分化状态，经历了物质与精神的背离，然后达致的具有丰富内涵和全部发展成果

的统一，是一种经历了由肯定到否定而后达致的作为否定之否定的统一。 

人类最初的实践类似动物性的本能活动，是意识能力极低，精神需要极少的活动，

是一种物质与精神未分化，物质性的本能需要主导的活动。 

物质实践与精神实践的历史性分离：首先是生产力和经济的因素，然后是生产力、

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一起促成了物质实践与精神实践的分离，这种分离是具有突出的异

化的性质，“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分化与对立，以及人被物化，是异化的典型形式。

因为“异化与异化的扬弃走得是同一条道路”，物质实践与精神实践的经历了分离之后

的再次的统一，是作为否定之否定环节的统一，是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收获了宝贵的历史

财富的统一。 

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劳动实践作为人的本质的生成方式，普遍地造成了物质实践

与精神实践的事实统一，是真正的伦理社会。 

物质实践与精神实践的统一，从个体的角度来看，是个体以自然素朴的原初状态为

起点的境界提升的最终结果，即个体由义利不分的原初状态，中经惟利是图，而后舍利

取义，达致利义融通、从容不迫的自由境界。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四境界说非常清晰地描

述了这一个体人生实践中物质与精神走向统一的历程，即人生必然经历自然境界、功利

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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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system: Physical and Chemical Entities, or Living 

Organisms? 

 
XIAO Xian-jing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xxjing@ucas.ac.cn 

 
What is the ecological system? New century report regard the ecological system as a system 
that contains both inorganic and organic substances.However, Eco-reductionist believes that 
ecological system is a simple physical structure while people who holds a view of Eco-holism 
believes that ecological system is an organic entity. 

According to the view of points mentioned above, Dimitrios Schizasand George Stamou 
views the ecological system as a living thing based on its character. They formed a systematic 
ecologic theory. In their perspective, problems was concentrated in whether ecological system 
is a living system. John thinks that ecological system has life while Conn not. Whereas, the 
author believes ecological system is a living existence which has a position between creature 
and abiotic substances. That is to say ecological system is a super-org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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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是物理化学实体，还是生命有机体？ 
 

肖显静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xxjing@ucas.ac.cn 
 

生态系统是什么？新千年报告 2003（the Millennium Report(2003)）将生态系统定义

为：“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群落和非生命的环境的动力学复杂系统，它们作为一个功能

单位相互作用。人类是生态系统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根据上述定义，生态系统作为一个系统就既包含无机物，也包含有机物；既包含非

生物，也包含生物。既然如此，生态系统究竟由非生物决定，最终成为物理化学的存在，

还是由生物决定，成为一个更大的生物呢？ 

生态系统还原论者持有前一种观点。他们认为，生态系统被认为只不过是一种物理

结构，是由粒子的集合（物理成分）以及物质-能量（物理关系）的交互组成的。与此

相反，生态系统整体论者认为，生态系统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生物体，各部分相对

于整体而言都是必要的和必不可少的，没有任何基本的本体论的层面（any fundamental 
level of ontology）。 

上述观点正确吗？Dimitrios Schizas, George Stamou 结合生态系统还原论以及整体

论的方法论对此作了阐述。他们认为，生态系统还原论者的图景没有考虑到生命的性质，

因而忽略了生物层面的涌现性，是不恰当的；生态系统整体论者，或者本体论上的整体

论（或者突现论）者，否认存在任何本体论的根本层面（any fundamental level of ontology），
不能从整体论的方法论的层面对生态系统展开研究，故而有可能走向 E.奥德姆的还原论

者的整体论（Reductionist holism）。这种局面由 E.奥德姆和 G.W.巴雷特对生态系统的

定义可以看出——“生态学系统（ecological system）或生态系统（ecosystem）在一定

区域中共同栖居着的所有生物（即生物群落）与其环境之间由于不断进行物质循环和能

量流动过程而形成的统一整体。生态系统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单元（或者生态区，

ecoregion），还是一个具有输入和输出，具有一定自然或人为边界的功能系统单位。生

态系统是生态学层次的第一级单位，它是完整的，即包含生存所必需的所有成分（生物

成分和非生物成分）。”① 

既然如此，他们就根据生态系统的特征以及研究的必要，认为应该把生态系统看作

是有生命的，建立一种网络生态理论（network ecological theory），有区别地对待生态

                                                      
① E.P.奥德姆， G.W.巴雷特：《生态学基础》（第五版），陆健健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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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整体性，以研究生态系统中的捕食、互利共生、竞争等交互关系。这种符号关系

是一种信息交换和符号学现象，可以通过建模等具体方法加以解决。① 

事实上，Dimitrios Schizas, George Stamou 的上述观点是以 Patten et al.等的观点为

支撑的。 

根据 Patten et al.(1997: 232 – 233) ② 的观点，生命的涌现性与类认知的

（cognitive-like）或者拟人化的特征相关，特别是，有生命的实体创造了现实世界的模

型，这意味着他们首先将环境信号进行解译，然后再对这些解译的结果进行回应。在

这种观点中，生物区系在表现前摄（proactive）能力时远远超出了简单的应激性和反应

动态（stimulus-response dynamics）的范畴。而相对于只是作为对物理和化学信号的被

动响应者的无生命实体（物体）而言，“有生命的东西„充当着代理者，与其自身利益

一起构成了它们环境关系的基础” (Patten et al., 1997: 233)。很明显，无生命实体和有

生命实体之间的歧视被正式的表达出来(Patten, 1982; Patten et al., 1997)③。的确，在状态

-空间理论中，无生命物体仅有两种功能：a)状态转换功能和 b)响应功能。然而对于有生

命实体，第三种功能’μ’，即建模功能被加入进来。而这种功能随后获得了转换功能

的形式并可以替代从物理的到现象的输出的变换过程(Patten et al., 1997)。 

也正因为如此，Patten 认为“环境（environ）”是一种“输入-状态-输出”的客体(图
1; Patten, 1978, 1982)。④第二，他认为除了基本的物质-能量交换，交互关系还承担着一

种显著的组织上的角色(Patten et al., 1997)。Patten et al. (1997: 248) 

这样一来，问题就聚焦到生态系统是一具有生命的系统吗？卡恩认为，生态系统不

是目标导向性的（goal-directed），因为群选择并不发生在共同体的层次上。事实上，它

不具有真正的目标，其貌似的目标（apparent goals）只不过是其构成要素的行为的副产

品。因而，生态系统不具有利益，因此，也就不具有道德地位。⑤他的言下之意是，生

态系统不具有生命性。 

不过，他的观点受到约翰逊的反驳。约翰逊认为，生态系统是一个有生命的实体。

“生态系统不仅仅是出现在同一区域的植物和动物的聚集，相反，他们是有生命的系统，

有自身的有机统一性和自和同一性（organic unity and self-identity）。”⑥生态系统“如

果没有真正目标的话，起码的确拥有动态平衡的中心，其生命就是围绕这些中心浮动的，

并且这些中心对其同一性而言至关重要。围绕那些动态平衡的中心，起码在大致的平衡

（broad equilibrium）的范围内维持其生命过程，从而维持其活性（viability），这符合

                                                      
① Dimitrios Schizas, George Stamou，What ecosystems really are—Physicochemical or biological entities? ecological 
modelling ，2007（200）：178-182. 
② Patten, B.C., Straskraba, M., Jørgensen, S.E., 1997. Ecosystems emerging: 1. Conservation. Ecol. Modell. 96, 221–284. 
③ Patten, B., 1982. Environs: relativistic elementary particles for ecology. Am. Nat. 119, 79–219. 
④ Patten, B., 1978. Systems approach to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 Ohio J. Sci. 78, 206–222. 
⑤ Harley Cahen,“Against the Moral Considerability of Ecosystems”,in Andrew Light, Holmes Rolston III(eds), 
Environmental Ethics,114-128, New York: Blackwell,2002. 
⑥ Lawrence E.Johnson,Toward the Moral Considerability of Species and Ecosystems, Environmental Ethics 1992(14):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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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的利益。„„维持这些动态平衡的中心对生态系统而言是重要的，符合其利益，

因为这样做有助于维持其活性。”①他认为：“当生态系统面临其环境当中的破坏性影

响或浮动时，它维持自身的倾向是否能被理解为目标导向性的？”② 

约翰逊的上述观点有道理吗？有一定道理。生态系统当前被看作是非稳定的、开放

的、分层的、空间分异的、尺度化的系统(O’Neill et al. 1982, Pickett et al. 1992, Levin 
1999)③虽然我们不能说生态系统就是一个有机体或生物，因为有机体具有的某些特性如

生物繁殖、生物代谢、生物生长和发育、生物适应性等它都不具备，但是，有机体所具

有的某些属性如组织性、自我平衡性、能量转换、自主性等它也具有，而且，即使它所

不具有的生物的某些特性，也可以或可能由另外一种方式体现出来。可以这么说，生态

系统是一个处于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具有生命的存在，可以如拉伍洛克所称的“地球是

一个超级有机体”那样，我们也可以称“生态系统是一个超级有机体”。 

生态系统是一个超级有机体吗？从生态系统边界的确定看，是如此——“一个被很

好界定的生态系统在它的各要素之间有强的相互作用，而在它的边界处有弱的相互作

用。一个有用的生态系统边界是那样一个地方，那里有许多不连续的一致（discontinuities 
coincide），诸如生物的分布、土壤的类型、流域或者水体的深度。在一个更大的尺度

上，区域甚至全球分布的生态系统能够根据基本的结构单元的共同性来评价。”而且，

从生态系统的属性来看，也可以称之为一个超级有机体。 

Jørgensen S E, Fath B, Bastianoni S,等人认为生态系统有七大属性：④ 

（1）生态系统是开放的系统——对能量、质量和信息开放。开放是绝对必要的，

因为生态系统远离热力学的平衡需要能量的输入。这是生态系统的核心属性。 

（2）生态系统在本体上是难以理解的——意思是：由于它们的巨大的复杂性，去

准确地预言生态系统行为的细节，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更可行的是去讨论生态系统的

习性（propensity）以便去展现某一格局（pattern），或者去讨论响应的方向。 

（3）生态系统有方向性的发展——意思是：它们逐步地改变以便去特别地增加反

馈和自催化（autocatalysis）。能够观察到响应的方向。 

（4）生态系统在网络的联结性——这给了它们一新的和涌现的属性。网络有协作

的属性，能够去解释生态系统各要素的协作的相互作用，这常常至少能够产生未预期到

的系统关系。这也是核心概念。 

                                                      
① Lawrence E.Johnson,Toward the Moral Considerability of Species and Ecosystems, Environmental Ethics 1992(14):156. 
② Lawrence E.Johnson,Toward the Moral Considerability of Species and Ecosystems, Environmental Ethics 1992(14):155. 
③ O‘Neill, R. V., R. H. Gardner, and D. E. Weller. 1982. Chaotic models as representations of ecological systems. American 
Naturalist 120:259–263.Pickett, S. T. A., V. T. Parker, and P. L. Fiedler. 1992. The new paradigm in ecology: implications 
for conservation above the species level. Pages 65–88 in P. L. Fiedler and Jain, editors. Conservation biology: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nature conservation, pre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Chapman & Hall, New York, New York, USA. Levin, S. A. 
1999. Fragile dominion. Perseus Books, Reading, Massachusetts, USA. 
④ Jørgensen S E, Fath B, Bastianoni S, et al. A new ecology: systems perspective[M]. City: Elsevier, 2011，p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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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态系统是等级地组织的——意思是：我们能够通过理解一个层次与其下的

和其上的层次之相互作用。经常的在一个层次上的重大改变会在更高的层次上达到平衡

（leveled out）。 

（6）生态系统是生长（grow）和发育的(develop)——它们获得生物量（biomass）①

和结构，扩大它们的网络，并且增加它们的信息内涵。我们能够分别地用一些整体性的

指标如能力（power）、生态能质（eco-exergy）②和优势（ascendency）。例如，所吸收

的太阳的辐射首先用来保持生态系统远离热力学平衡，然后再用来推动系统更进一步的

远离平衡。这能够增加能力、贮存生态能质和优势。这能够用来解释生态系统的形成和

进化。许多生态系统的过程都根植于对其生长所需的资源的竞争。 

（7）生态系统对干扰有复杂的响应——当我们将生态系统理解为适应、生物多样

性、抵抗和连通性，我们能够解释并且常常预言生态系统对干扰的响应。 

由上述七大属性，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生态系统是一个超级有机体。 

进一步地，在 2011 年，Jørgensen S E 撰写出版专著，专门探讨生态系统的特性。

他认为，生态系统存在物质循环和能量循环，遵循物质和能量守恒；生态系统在生长和

发育着，符合最大功率原理，体现能/能值；生态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遵循热力学第二、

第三定律，具有不可逆性和有序性；生态系统具有生化反应，涉及生态化学计量学；生

态系统具有等级结构，体现了本体的开放性和等级理论；生态系统具有很高的多样性，

包含生态系统水平的多样性以及这样的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环境之间的关系；生态系

统具有强缓冲力，能够抵抗一定程度的干扰而保持系统的稳定性；生态系统还是由组件

构成的生态网络，这样的网络具有选择性，并且提高了物质和能量的利用效率；生态系

统具有很高的信息量，这样的信息既包括生命的，也包括基因的。一句话，生态系统显

示了整体性的系统特征。③ 

事实上，生态系统的有机性也由 O'neill R V.对生态系统概念的改进所支持。O'neill R 
V.认为，生态系统概念是存在着欠缺的，含有以下预设：空间的封闭性；空间的同质性；

拉丁文双名法的可取代性；自然选择最小化或者被忽略；稳定性是尺度化的概念；智人

（现代人）不是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一个充分的理论必须能够处理稳定性问题。当前

含糊不清的生态系统定义导致了在解释稳定性时的基本问题。鉴此，他认为，抛弃生态

系统的概念还没到时候，但应该是改进它的定义的时候了。他认为，一种全新生态系统

概念，应该包含一系列基本原则，主要涉及四个方面（1）具有精确的尺度化特性，（2）
应充分考虑系统变异性，（3）既关注局部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也要考虑长期的可持续性，

                                                      
① 生物量（biomass） ，是生态学术语，或对植物专称植物量（phytomass），是指某一时刻单位面积内实存生活的

有机物质（干重）（包括生物体内所存食物的重量）总量，通常用 kg/m2 或 t/hm 表示。 
② 生态能质(eco-exergy)是指系统从给定状态达到热力学平衡状态所做的功,可以度量生态系统的复杂生物化学组分及

生态结构。系统具有的能质越大,有序化程度越高,稳定性也越强。生态能质和比生态能质(specific eco-exergy)指标能

够评价水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对水生生态系统演替阶段具有指示作用。 
③ [丹]Jørgensen S E：《系统生态学导论》，陆健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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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立精确的系统动力学需要将生态系统种群变化过程作为因子之一。具体而言，

他认为，有以下九个方面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1）一个生态系统是由一系列的空间尺度，包含了从局部系统到局部系统内所有物

种的潜在的分散的区域。 

2）潜在的分散的区域被（a）每个物种的环境限制（生物的和非生物的），（b）
分散的组限（barriers），以及（c）物种分散的机制等因素所确定。 

3）潜在的分散区域并非连续的或者统一的。 

4）潜在的分散区域内是一个有效的分散区域，这个区域对于当前的问题来说是时

间尺度化的。 

5）在局部系统内，种群相互作用以最大化生物潜能。 

6）由于局部生态系统接近于一个地点的生物潜能，该系统增强了局部的稳定性，

但降低了全球可持续性。 

7）局部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取决于观察的时间尺度以及（a）环境条件改变的速率以

及（b）生物区系改变的速率二者之间的平衡。 

8）局部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取决于观察的空间尺度以及（a）扰动的大小分布和（b）
生物区系的有效的分散区域二者之间的平衡。 

9）智人（现代人）是通过改变环境约束条件、速率过程以及生物结构，从而改变

了系统稳定性的关健种。① 

                                                      
① O'neill R V. 2001. Is it time to bury the ecosystem concept?(with full military honors, of course!) 1[J]. Ecology, 82(12): 
3275-3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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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femi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cess Philosophy  

and Its Agreement with Taoist Ecological Wisdom 

 
XIE Cai-h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risxiecaihong@gmail.com 

 

Abstract: Ecofeminism is a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that emerged from the 
Western feminist movement and environmental movement. With the position that the 
domination of women and the domination of nature are interconnected, ecofeminism critiques 
the hierarchism and dualism of Western patriarchal culture, and the isolat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n this paper I will investigate ecofemi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hiteheadian 
process philosophy, and put forward the claim that the ecofeminist view of nature conforms to 
the cosmology of process philosophy. In the framework of process philosophy, this paper will 
make further efforts to compare the views of nature in ecofeminism and Taoism and to 
indicate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ir ecological wisdom.  

 

KEYWORDS:Whiteheadian philosophy; ecofeminism; Taoist ecology; Gaia;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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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视域的生态女性主义及其与道家生态智慧的契合 

 
谢彩虹 

(香港中文大学, 文化与宗教学系) 
irisxiecaihong@gmail.com 

 

摘要:在西方女性主义运动与环境运动的碰撞过程中，出现了用女性主义的观点思考生态

问题的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生态女性主义坚持 ―普遍存在于历史与现代社会

中的对女性和对自然的支配（domination）是相互关联的‖ 的立场，批判的矛头指向西

方文化的父权等级特色和二元论思维模式。本文将尝试从过程哲学的视角入手，考察生

态女性主义的理论诉求和非二元论主张，旨在说明生态女性主义的的自然观是符合过程

有机宇宙论认识的。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考察生态女性主义与道家生态思想，以说

明这两种生态思想之间的契合不仅仅表现在阴性符号和对阴性特质的推崇上，更在于两

种有机主义自然观的思想内涵上。 

 

关键词：怀特海哲学；生态女性主义；道家生态思想；盖亚；道 

 

一、前言 

在西方女性主义运动与环境运动的碰撞过程中，出现了用女性主义的观点思考生态

问题的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生态女性主义虽然继承了女性主义分析的多样性，

但却较为一致地认为 ―普遍存在于历史与现代社会中的对女性和对自然的支配

（domination）是相互关联的‖，这一批判的矛头指向的是西方文化的父权等级特色和二

元论的思维模式：二元论的思维将灵魂与肉体、精神与物质、男人与女人、人类与自然

对立起来，而等级式的思维认为前者高于后者，属于优越的一方。生态女性主义对人与

自然的疏离及对立关系的出现做出了诊断，倡导一种强调人与自然之间连续和相互依赖

的自然观，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如萝特（Rosemary Radford Ruether）则明确提出用―盖亚‖

（Gaia）这个在希腊神话中代表地母的概念来重新肯定自然是支持一切生命的不可分割

的整体。 

生态女性主义的哲学基础是非二元的，其自然观与以怀特海为代表的过程哲学的拒

斥机械论的自然观相似。但过往的讨论倾向于从二者外在思想性格上的后现代特色入

手，肯定过程哲学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接纳。本论文将尝试从怀特海过程哲学的基本概念

入手考察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诉求与主张，如以过程哲学―实际存在物‖（actual entity）

mailto:irisxiecaiho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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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生‖（concrescence）概念中蕴含的关系的内在性，说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第一要

义即―女性为自然言说‖的合法性；藉过程哲学以―摄入‖（prehension）概念为核心的认识

论理解生态女性主义对―女性-自然‖关系特殊性的坚持；而生态女性主义的具体建议如

―盖亚‖在过程视域中可以看作是―万有在神论‖（panentheism）的一种表达。过程哲学视

域的引入，目的在于证立生态女性主义的自然观也是符合过程有机宇宙论认识的。 

在此考察的基础上，本论文将再思生态女性主义与道家生态思想。过往的研究普遍

注意到，生态女性主义对女性与自然价值的肯定与道家贵柔守雌、崇阴尚母的生态思想

在形式上有着高度的契合。本文所要尝试进一步论证的是，这种契合不仅仅表现在生态

女性主义与道家在阴性符号的使用和对阴性特质的推崇上；还表现在生态女性主义之盖

亚（以萝特的盖亚思想为主）与道家之道（以《道德经》中道论为主）作为宇宙本源、

秩序等具体思想内涵上。此外，盖亚强调自然作为生命的整体对人个体生命的支撑，道

家坚持人道法天、万物一体，且都倾向于要求一种向自然母体的回归并预见一个万物和

谐的宇宙图景，有着相似的生态关怀。因此，两种生态智慧的契合不仅仅是形式的，更

是符合有机主义思维之根本的。就具体行文上安排而言，本文将首先对怀特过程宇宙论

的基本概念做一说明；然后在过程视域中讨论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合法性，以及生态女

性主义所坚持的―女性-自然‖之间特殊关系、盖亚式自然观过程哲学依据；最后分别从阴

性符号、阴性特质的推崇、盖亚与道的比较等方面重现生态女性主义与道家生态智慧的

契合。 

二、怀特海过程哲学的基本概念 

广义上，―过程哲学‖可以十分宽泛地指向各种强调生成（becoming）、关系（relation）
和新颖性（novelty）等主题的观点，且在中西方的思想传统中源远流长。① 而以怀特海

为代表的过程思想首先是一套由一般概念构成的、强调逻辑一致与必然性的思辨哲学

（speculative philosophy）。与以往西方哲学从实体（substance）出发考察世界不同，怀

特海坚持过程（process）就是实在（reality），并在本体论（ontology）和宇宙论（cosmology）
上谈论过程性，建构一种以过程为实在的形而上学。 

怀特海过程哲学讨论有三个基本的概念即―实际存在物‖（actual entity）、―摄入‖

（prehension）、―连结‖（nexus）。实际存在物──或称―实际场合‖（actual occasion）──

是构成世界的终极实在事物（the final real things），即组成世界的元素。② 实际存在物

                                                      
① Charles Hartshorne, "The Development of Process Philosophy," in Process Theology: Basic Writings, ed. Ewert H. 
Cousins (New York: Newman Press, 1971), 47-48. 在西方思想史上，过程思想在 19 世纪渐渐从隐匿中浮出，这其中包

括与欧陆理性主义形成对照的以 Charles Sanders Pierce （1839-1914）、William James（1842-1910）, John Dewey
（1859-1952） 为代表的在美国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脉络中发展出的过程思想；也包括怀特海结合理性与经验发

展出的机体哲学（philosophy of organism）。另外一种更为独立的则是以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 1881-1955）为

代表的的进化模式的过程思想（evolutionary model of process thought）。 
② Alfred North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An Essay in Cosmology, ed. David Ray Griffin and Donald W. Sherburne 
(New York: Free Press, 197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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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摄入性的事物：实际存在物通过―感受‖（feeling）或―摄入‖（prehension）① 将所有其

他事物整合成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此乃实际存在物的―合生‖（concrescence）。因此独

立实体（substance）的概念不存在，因为摄入的缘故，所有的实际存在物都可以将对方

包含在自己之内，所有存在物之间的这种共在的事实都可以被称作是―连结‖（nexus）。
②
―实际存在物‖、―摄入‖、―连结‖这三个概念也就成为终极的事实，成为我们用来解释一

切直观的现实经验的哲学基础。③ 怀特海说―现实世界是一个过程，‖
④
―现实世界是一种

连结‖
⑤。 因此在怀特海那里，―生成‖（becoming）比―存在‖（being）更能恰当表达过

程哲学的―实在就是过程，过程就是实在‖的过程原理；一种实际存在物与宇宙中的各项

（item）都有十分确切的关系。过程哲学揭示了世界的关系性，可以被更为精确的表述

是―过程-关系‖ （process-relational）哲学。 

怀特海过程哲学的根本原则是―创造性‖（creativity），而与创造性这一概念并提的

是―哲学上帝观‖（philosophical God），这两个概念为宇宙的过程及其动力提供了说明。

在怀特海看来，尽管创造性是比上帝更为终极的概念，但上帝是创造性的主要展示

（exemplification），现实世界中的个别事物也是以上帝为预设前提的。上帝具有―原初

本性‖（primordial nature）和―后现本性‖（consequent nature）两种极性（dipolar nature）。

上帝的原初本性指向―可能性‖，为实际存在物的合生过程提供目的；上帝的后现本性是

指上帝因为其对整个世界的摄入而跟随世界上所有真实发生的事件。就其原初本性而

言，上帝在世界上无处不在，而其后现本性包含的是对世界的判断；也因为上帝与世界

之间的这种交互关系，上帝的现实性（divine reality）和整个宇宙处在同一个过程中。 

怀特海的哲学上帝观被过程宗教哲学家哈茨霍恩（Charles Hartshorne）进一步引申

为―万有在神论‖（panentheism）。传统上有―泛神论‖（pantheism）和―自然神论‖（deism）

是两种相对立的观念，前者认为上帝就存在于自然界一切事物之中，不存在凌驾于一般

性的因果关系之上的―超越的因‖（super-cause）；而后者则指上帝是自满足的、完全的

存在，上帝脱离（作为结果的）世界。而万有在神论则认为上帝的超越性是要透过他在

世界中的具体性来认识的，上帝包含世界的整体但又与世界不同，上帝与整个世界构成

一个生命的―超越的整体‖（super whole ）。⑥ 万有在神论作为对传统有神论的改造，肯

定了上帝是秩序和创造的的原因，也肯定了上帝为世界所影响、藉由世界而被认识，是

过程有机宇宙论和以过程哲学为基础的宗教自然主义一个核心的表达。 

三、过程视域的生态女性主义 

                                                      
①  ―感受‖与―摄入‖是一组同义词，在 Process and Reality 一书中怀特海常常交替使用。 
② Alfred North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An Essay in Cosmology, ed. David Ray Griffin and Donald W. Sherburne 
(New York: Free Press, 1978), 20. 
③ 同上， 18、19。 
④ 同上， 22。 
⑤ 同上， 28。 
⑥ Charles Hartshorne, Man's Vision of God, and the Logic of Theism (Chicago ; New York: Willett, Clark & company, 1964), 
347-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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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性为自然言说的合法性 

作为一种思潮，生态女性主义批判的着力点各有不同，① 但作为一套哲学理论，生

态女性主义的第一要义都是要说明女性为自然言说（women speak as nature）的合法性，

这其中包括对―女性-自然‖之间关系的理解。概括来讲，生态女性主义的论述中对这一合

法性的诉求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进路：一是在西方人性与自然疏离的背景下，重新提醒人

类在物质性（materiality）、动物性（animality）等方面与自然的同一性（如 Susan Griffin）；
另一种进路则是基于──尤其是在第三世界的―压迫-被压迫‖的处境和经验中──女性与

自然的利益相关性的识别，强调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特殊关系（如 Vandana Shiva），并

透过对―女性-自然‖特殊关系的积极评价，在争取政治权利、利益再分配的过程中实现女

性与自然的相互肯定和赋权（empowerment）。但不论以上哪种进路的生态女性主义，

其论点都无法被运用于所有女性，这大大影响了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个理论的批判与分

析能力；同时对―女性-自然‖关系的坚持也存在着走向本质论的风险。有学者如普鲁姆德

（Val Plumwood ）就提醒，我们需要一个生态女性主义对女性地位、阴性气质、自然

进行文化上的价值定位，但不能落入在女人身上寻觅生态救赎的陷阱。②  

过程哲学的―过程-关系‖理论（process-relational theory）可以为生态女性主义所肯定

的―女性-自然‖关系提供一种理论依据。对于实际存在物来说，合生不仅说明了关系的内

在性，也说明了主体的过程性。怀特海称感受者（feeler）是从自己的感觉活动中出现的

统一体，③ 即作为主体的自我是在过程之中出现的突现物，是一种―关系式的自我‖

（relational self）。―女性-自然‖的关系是规定女性身份的一部份，关系式的自我也就是―女

性为自然言说‖的基础。同时，过程哲学肯定的关系是一种普遍的关系性，这可以帮助

生态女性主义避免走向对―女性-自然‖之间关系的本质主义的理解。 

（二）“女性-自然”关系的过程哲学式理解 

生态女性主义对于―女性-自然‖关系的特殊性的理解，如女性亲近自然的特质、女性

与自然在对抗支配关系上的同盟等，同样可以藉由过程哲学的认识论来理解。构成过程

哲学认识论的核心范畴是―摄入‖的概念，坚持女性亲近自然的特质，是坚持一个摄入主

体的―主体性‖（subjectivity），摄入的主体是在实际存在物的合生过程中突显的，同时

摄入的主体也会对被摄入的材料（data）进行选择。因此坚持女性有意识地与自然站在

一起并不是认同这一并置的必然合理性，而是筛选材料的一个途径，其结果是披露相互

                                                      
① 参照卡罗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的总结，简单来说可以分为：建立在西方自由主义政治与哲学基础上的―自

由派生态女性主义‖（liberal ecofeminism）；受激进的文化女性主义影响的―文化生态女性主义‖（cultural ecofeminism）；

接受默里·布克金（Murray Bookchin）提出的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的原则，认为人类对于自然的支配始于人

与人之间的支配关系的―社会生态女性主义‖（social ecofeminism）；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父权

制意识形态、被资本主义的发展扭曲了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以男性为主导的生产体系的―社会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

（socialist ecofeminism）。参考 Carolyn Merchant, Radical Ecology: The Search for a Livable World, (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193-222。 
② Val Plumwood, Femin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9-10. 
③ Alfred North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An Essay in Cosmology, ed. David Ray Griffin and Donald W. Sherburne 
(New York: Free Press, 1978),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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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的支配关系。合生过程也是创造性综合的过程，―新颖性‖或―新质‖（novelty）被―创

造性‖引入，故而作为经验活动的主体的―女性亲近自然的特质‖的内涵和我们对它的理

解处在过程、变化之中。 

（三）盖亚学说的过程哲学依据 

生态女性主义所批判西方父权等级文化和二元论，在西方基督教信仰的背景下是超

越性的、男性上帝的信仰是有关的。上帝与世界、男性与女性、历史与自然的二元是类

比的，男性上帝的形象又强化了―女性与自然是从属于物质的、低劣的、无价值‖的观念。

因此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同时也是天主教神学家）萝特就提出用盖亚（Gaia）代替男性

上帝的概念，来克服这种人类历史与自然、精神与物质的割裂。盖亚源自希腊神话中的

―大地之母‖，后又有英国科学家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提出―盖亚假说‖（Gaia 
Hypothesis），即认为地球是一个鲜活的、能够自我调节的生命体。① 在生态女性主义

的一般性讨论中，盖亚或说地球，是一个活的有机体‖逐渐生成一个信仰体系，为探讨

可持续的、共生的伦理提供基本的框架；② 以实现对人与自然之间对立关系的扭转。 

就萝特的生态女性主义中对盖亚的讨论而言，她指出，考古学的证据显示，最古老

的上帝之拟人的形象是女性的。③女性的盖亚是原初母体（Primal Matrix），一切生物

包括神和人、天与地、人与非人类都从中衍生。④ 在男性上帝形象兴起之后，原始之

母并没有在人类宗教的想象中完全消失，而是继续存在于―存在物的基础‖（Ground of 
being）这个隐喻里。⑤ 盖亚式的上帝形象并非高高在上的抽象自我，而是在我们周围、

是生命续存和复原的源头。⑥ 由此可见，萝特的生态女性主义宇宙论有着明显的过程

哲学的特色，如她论及 ―上帝的实在（ reality）是通过关联自我实现的存在物

（self-actualizing entities）而获得的‖ ⑦。盖亚这一新的上帝形象的提出，虽然是为了对

抗男性上帝形象，扭转等级式、二元论对女性和自然的辖制，但盖亚作为生命由此衍生

的原初母体、存在和秩序的依据，是可以在过程哲学中找到依据的；盖亚甚至可以看作

是过程哲学万有在神论的另一种表达。 

四、生态女性主义与道家自然观的契合 

从前文的讨论可见，生态女性主义虽然发迹于西方的女性主义运动、环境运动，且

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和现实关照，但放在过程有机体哲学的视域中，其所表达的对于自

然事物之间相互依存、宇宙作为一个富有生命的整体等观念，都是符合有机主义的。生

态女性主义所力图重申的以地球为大地母亲的信念、自然作为孕育生命的神圣源头等，

                                                      
①James Lovelock, Gaia: A New Look at Life on Earth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② Serena Anderlini-D'Onofrio, "The Gaia Hypothesis and Ecofeminism: Culture, Reason, and Symbiosis," disClosure: A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13, no. 1 (2004): 66. 
③ Rosemary Radford Ruether, Sexism and God-Talk: Toward a Feminist Theology (London: SCM Press, 1983), 48. 
④ Rosemary Radford Ruether, Sexism and God-Talk: Toward a Feminist Theology (London: SCM Press, 1983), 48.  
⑤ 同上，49。 
⑥ 同上。 
⑦ Rosemary Radford Reuther, Gaia & God: An Ecofeminist Theology of Earth Healing (London: SCM Press, 1993),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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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近现代的机械主义将自然等同于没有生命的物质的语境中，又被称为是一种古代

生态智慧的苏醒。若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看，这种智慧在道家中有着非常近似的体现。 

（一）阴性符号 

生态女性主义与道家的自然观的契合，最直观地体现在所使用的阴性符号上。在生

态女性主义的论述中，除了―盖亚‖、―地母‖之外，还常见―子宫‖、―大地‖等意象；在《道

德经》中也常常―以母喻道‖，―母‖字就出现过七次，其他如―牝‖、―雌‖、―地‖、―水‖、―柔‖、

―谷‖等皆是用来比喻坤道、地道之阴性特质。生态女性主义与道家阴性符号的使用一方

面突出了个体生命与作为生命整体的自然/宇宙之间的关联。另一方面则是对―阴性原

则‖、―阴性特质‖的推崇，所谓阴性原则、阴性特质，指的是事物背后孕育性的生命力，

这种力量也是属于精神层面的，且蕴藏在物质世界中。另外在伦理的表达上，生态女性

主义的推崇阴性特质强调的是一种关怀伦理，道家―守柔处弱‖推崇的也是一种不争、内

敛的态度和品德，对于父权文化中的操控式的关系而言，生态女性主义和道家都提供了

其他的可能性，有助于缓解生态危机处境下，人与自然之间对立、紧张的关系。 

（二）盖亚与道 

生态女性主义与道家自然观可对观之处，除了阴性符号的使用，还有思想内容上的。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称―老子的最大功劳，在于超出天地万物之外，别假设一

个道。这个道的性质，是无声、无形；有单独不变的存在，又周行天地万物之中；生于

天地万物之先，又却是天地万物的本源。‖
①李约瑟在《中华科学文明史》解释―‗道‘可以

称作是自然的秩序，也可以称作是‗宇宙内部即宇宙背后的固有力量‘‖
②，并进而肯定了

道家中的有机主义的思想。因此，道家哲学之道至少是既具有本体论意义又具有宇宙生

成论意义的。生态女性主义之盖亚与道家之道的相呼应则表现在： 

1、原初母体与先天地生 

盖亚作为―原初母体‖指向的是存在之底，是不可以作物质与精神、内在与超在这种

二元区分的的存在。③生态女性主义学者萝特称之为―新的存有‖，也有学者以―混沌‖

（chaos）来命名这个母体。《道德经》之道同样也有着这种―先天地生‖的本源性，如《道

德经》第四章―渊兮，似万物之宗……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第二十五章―有物混

成，先天地生‖；第六十二章―道者，万物之奥。‖两者都是既是生命的源头，又是万物

存在的依据。 

2、万物有灵与域中之道 

从过程哲学的角度可以对盖亚作万有在神论的理解，万物作为宇宙生命整体的部

分，都分有这种生命形式。萝特在论及到这种―万物有灵‖时指出―这不是浪漫主义或神
                                                      
①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50。 
② 李约瑟：《中华科学文明史（第一卷）》，柯林·罗南改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96。 
③ Rosemary Radford Ruether, Sexism and God-Talk: Toward a Feminist Theology (London: SCM Press, 1983), 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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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同行的万物有灵论，即‗神明在树中‘的宗教……而是其自我生命形式的生物形态论。‖
① 

她要求人类以―我与你（Thou-ness）‖而非―我与它‖的关系来作为对这种―不同存在物中

具有生命的能量与形式‖的肯定和回应。《道德经》第四十二章称―道生一，一生二，二

生三，三生万物‖；第二十五章称―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从道中繁衍而生出天地万物，道又以（寂兮廖兮）无声无形的形式运行于

天地之间，天、地、人合于一道，老子对于道的理解打破了天、帝的有神论传统，道不

是没有超越现象世界反而在现象界一切万有中显现。无论是生态女性主义对万有生命形

式的肯定还是道家对域中之道的宣称，在生态危机的处境中，都对二元论的思维将精神

从物质中剥离、视自然为死的物质的批判，且能够帮助我们反思将人居于自然之上的层

级观念的合理性。 

3、转向地土的智慧与食母复归 

―人类的生存不能没有整个生态群体的支持‖
② 是生态女性主义普遍倡导的一种生

态意识，在这种意识之下，萝特指出人类不能继续将自己的特权凌驾于自然之上，而―却

有责任和需要回转，用我们的智慧服务于地土‖
③，生态女性主义―向地土的智慧转向‖想

要扭转的是―人类凌驾于自然并将自然视为人类为所欲为之对象‖的思维，要求的是对彼

此依赖的生命整体的认同和向自然母体的回归。这种复归情结在《道德经》中同样也有

所表达，如第十六章―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第二十八章―知

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荣，守

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常德乃足，复归于朴。知其白，守其黑，为天

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第五十二章天下有始，以为天

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老子的―根‖、―静‖、―命‖、

―婴儿‖、―朴‖、―无极‖强调的是向宇宙原始、本体、质朴状态的回归。―守母‖、―食母‖

是要求遵循道的原则，也即顺应自然，否定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与行动，是生态意识的

一种原始表达。另外生态女性主义向自然母体的回归和道家要求回到根源的食母复归，

也都预设了一个目的式的宇宙图景，即生命整体的和谐。 

五、结语 

在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处境下，纳什的―深层生态学‖理念，即生态危机现状的改变，

不能单靠科学/技术的手段，更重要的是价值观念上的转变，越来越受到重视。而显然过

程哲学的生态论述和生态女性主义的生态论述都是符合这种理念的：过程有机哲学批判

机械主义认识下的自然观，铺陈出建立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生态女性主义所倡议的对

自然价值的肯定则是价值观念转变的一个直接体现。追溯生态女性主义的思想根源，不

                                                      
① 同上，87. 
② Rosemary Radford Ruether, Sexism and God-Talk: Toward a Feminist Theology (London: SCM Press, 1983), 88. 
③ 同上，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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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发现生态女性主义与过程哲学同属于西方哲学的有机主义阵营，且在自然观上与中国

道家有着形式和内容上的深度契合。我们对道家哲学中有机主义的认识不应该停留在朴

素的阶段，道家思想中有着丰富的自然哲学本体论、宇宙论探讨，又蕴含着一套关于天、

地、人的价值体系和伦理关系的说明，因此既包含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又包含深层生态

学所需要的价值导向。这种生态智慧不应仅仅是对西方思想的补充，在它所开启的新视

域中，我们也许可以为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处境寻找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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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dox of Artificial Nature and the Solution of Organic 

Philosophy 

 
XU Zhi-l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xuzhiliw@163.com 
 

Both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naturalism and western traditional naturalism all implicate 
profound double factors of artificiality and nature, but the both two are stripped to different 
degrees. Even if strong modern western scientific culture brings up outstanding plight of 
artificial nature, when they turned to looked for wisdom of the orient and ancient naturalism 
in China, we can comprehend that it still exists tension or paradox between artificiality and 
nature. As an outlet solving this paradox, a basic idea was established by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formed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organic philosophy 
formed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revealed more deeply it on the basis of 
outcomes from modern scientific revolution. 

In ancient China,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nature‖ was that something was primitive, 
native and natural itself. Lao Tzu wrote in the Tao Te Ching: ―Men abide by the law of the 
earth；The earth abides by the law of heaven；Heaven abides by the law of Tao; Tao abides 
by the law of nature‖. He argued that Tao should comply with the law of nature, that is, 
people also should not force anything on it but leave it as it is. This thought was developed 
later by Chuang Zi, Wang Chong (the Theory of Scale, part of Nature) in Han dynasty and 
Guo Xiang in Western Jin Dynasty, etc. Chuang Zi first made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nature‖ and ―artificiality‖: ―nature‖ means that something stems from their natural instincts 
and that it has nothing to with artificiality just as cattle and horses originally had four long 
legs; and ―artificiality‖ mean something is man-made just as a horse was bridled on its head 
and was tied a rope through its noses. In fact, it reveals the intrinsic paradox relations between 
―artificiality (man-made)‖ and ―nature‖.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at mainly mean logical positivism) originates 
from the naturalism of empiricism in modern times. Modern empiricism and naturalism of 
contemporary practice philosophy, and kinds of realism, anti-re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strengthen the natural artificiality and deny natural intrinsic properties (rules) to different 
extent in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As an outlet solving the paradox way,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provides a thinking 
framework. It thinks that the artificial nature is something that human follows the laws of 

mailto:xuzhili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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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and utilizes natural material condition and creates things that there had never existed. It 
emphasizes: (1) The artificial nature interacts with human, and becomes ―a thing for me‖, 

which is essential distinct from native natural; (2) The native nature as the foundation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artificial nature as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native nature follow the 
same law of nature. This thinking is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However, it is so principled that 
people overstate the first aspect of ―for me‖, which results in the overflow on the nature and 
natural ecological crisis. Many people think that this view of artificial nature is still inclined 
to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of anthropocentrism. It suggests that the theory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need to absorb from other thoughts to enrich and develop itself. 

Whitehead‘s thought about organic philosophy was profound complement to artificial 
nature idea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It eliminated the narrow meaning of   rationality and 
instrument rationality since Renaissance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established organic, 
procedural and correlative significance with post-modern enlightening, and integrated with 
view of both life and nature from Bergson ＆ Alexander and other persons and outcomes 
from modern scientific revolution. Whitehead‘s main points on organic philosophy thought 
were as follows: (1) the origin of the world substituted alterable events for stable entity.(For 
example, electronic transition is event or process of energy); (2) The center in which 
processes  constantly changed and constructed substituted for the authority center (because 
every mirroring events of gyro net type were centers, they were decentration,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3) The mutual subjectivity of both existence and entity substituted for 
human uniqueness (because any object or event all could be a subject, there were ecological 
centers, environmental ethics).(4) The organic integrity substituted for mechanical 
recoverablity (intake and growth);(5) the rational gods and power of the disenchantment 
substituted for disenchantment nature (Taoism and Buddhism in China and Hinduism 
supplemented Christianity and excluded external power). Apart from the premise of 
Whitehead‘s ―eternal object‖ opinion, it has its available positiv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though its meaning need to be clarified further. 

To promote organic philosophy and solve in depth the intrinsic paradox of artificial 
nature, some basic principles and categories are needed to established further.(1) Relevance. 
Every part or event of nature world and human society are correlative each other. Harmony or 
cause, proper meaning of harmonious society, should not be emphasized power of some 
centers. (2) Subjectivity. The certain subjectivity of the natural world (from ontology and 
ontology) should be confirmed, and the subjectivity traits of human (from epistemology and 
ethics theory) cannot be obliterated while natural inherent law and value should be 
emphasized and respected highly.(3) Equality. According to ecological niches, the nature 
should be treated fairly, natural resources should be shared reasonably, ―freedom‖ of nature 
should be maintained, even individuals should naturally ―sacrifice‖ in the interests of 
coll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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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自然的悖论与有机哲学的解决 

 
徐治立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xuzhiliw@163.com 

 

无论是中国传统的自然主义还是西方传统的自然主义，都蕴涵深刻的人工与自然

双重因素，只是把二者程度不同的剥离而已。即使强势的现代西方科学文化造就凸出

的人工自然困境后，转身寻求东方及中国古代自然主义智慧时，可以感悟其依然也存在

着人工与自然的张力或悖论。解决这种悖论的出路，19 世纪下半叶形成的辩证唯物论奠

定一个基本思路。20 世纪上半叶形成的有机哲学，在现代科学革命成果基础上更深入地

进行揭示。 

在古代中国，“自然”的最初含义是自己如此、本来如此、自然而然的意思。老子

在《道德经》中写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主张道效法自然，人

也要不加强制力，顺其自然。这一思想被后来的庄子、汉代王充（《论衡，自然篇》）、

西晋郭象等人所发扬。庄子首先明确区分了自然和人为（人工），认为出于万物的天然

本性而不关人事的就叫做自然，正如牛马原本长有四只脚那样；出于人意之所为的则叫

做人为，就像给马套上笼头，给牛穿上鼻绳那样。这里实际上揭示了人工（人为）与自

然内在的悖论关系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主要是逻辑实证主义）来源于近代经验主义的自然主义。无论

近代经验主义还是当代实践哲学的自然主义，以及各种实在论、反实在论、建构论等，

都不同程度强化自然的人工性，对于自然内在属性（规律）从本体论和认识论、方法论

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否定。 

辩证唯物论对于解决这种悖论出路提供了一个思想框架。它认为人工自然是人类根

据自然规律并利用自然的物质条件创造出自然界原来没有的东西，强调：（1）人工自

然与人发生作用，是为我之物，与天然自然有本质区别；（2）天然自然是人工自然的

基础，人工自然是天然自然转化而来，并服从同一自然规律。这个思想是唯物辩证的，

但过于原则性，以至在实践中人们过度张扬了“为我性”的第（1）方面，造成人对自

然的滥觞和生态危机。还有许多人认为，这种人工自然观仍然带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工具

理性的色彩。这表明辩证唯物论尚须吸收其他思想的精华，以丰富发展。 

怀特海的有机哲学思想对辩证唯物论的人工自然观具有深刻的互补性。它扬弃了文

艺复兴和科学革命以来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狭隘意义，确立具有后现代启蒙性的有机性、

过程性、相关性的意义，也是对蕴涵在伯格森、亚历山大等人生命自然观与现代科学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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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成果的集成。怀特海的有机哲学思想主要观点是：（1）世界的本原由可变的事件取

代稳定的实体（例如电子的跃迁，是能量事件或过程）；（2）过程不断变构的中心取

代权威性中心（因陀螺网式每一互映的事件都是中心，故有去中心、解构与重构性）；

（3）存在或实在的相互主体性取代人的主体唯一性（任意客体或事件都可以是主体，

故有生态中心、环境伦理）；（4）世界的有机整体性取代机械还原性（摄入与和生）；

（5）理性的神和祛魅的权力取代祛魅的自然（中国的道、佛教和印度教补充基督教；

排除“外在”强权）。撇开怀特海“永恒客体”的前提不论，其可资吸收的积极价值和

意义是存在的，只是这种意义还需要进一步明确。 

推进有机哲学更深入地解决人工自然内在悖论，需要进一步确立某些基本原理和范

畴。（1）相关。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每一部分或事件都是相关性的，和生或缘起的（和

谐社会的应有之意），不应当强调某些中心的强权。（2）主体。确认自然界的某种主

体性（存在论和本体论的），而人类的主体性特质（认识论和道德论的）不能抹杀，但

要强调对自然内在规律和价值的高度尊重。（3）平等。按照生态位公平的对待自然，

合理分享自然资源，维护自然界的“自由”，也包括个体为了整体而自然地“牺牲”。 

 

 

一、自然与自然的观念 

什么是自然？这是自然哲学的基本问题。纵观自然哲学史，“自然”的含义经历了

一个由“生长”至“自然物之本性”（自然物的根据）、“自然物之集合”，再到“人

化自然”、“生态自然”的演变过程①。这一过程也就是自然观念的变化过程。 

（一）自然：生长与本性 

“自然”的原始含义是“生长”，进而引申为“本性”。古代自然哲学家凭借着敏

锐的直觉，认识到世界中是一个自身有生命的，由本身性质不断生长发育的有机体，万

物万事都是从这个有机体生长出来的。 

在古希腊，“自然”一词（中世纪拉丁文译为 physica,近代英文译为 physics）原指

依靠自己的力量，自然而然地生长、涌现、出现。至古罗马时代，人们开始使用“natura”
(nature 最早的拉丁词形)，它与希腊文中“自然”的意义相似，具有“生成”的含义。 

在古代中国，“自然”的最初含义是自己如此、本来如此、自然而然的意思。老子

在《道德经》中写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前未有“自然”一

词，而“自”指“自己”，“然”是“如此”（《广雅·释古》：“然，成也”）。所

以，“自然”的最初意义就是自然而然、自成。主张道效法自然，人也要不加强制力，

                                                      
①陈其荣.自然哲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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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其自然。这一思想被后来的庄子、汉代王充（《论衡，自然篇》）、西晋郭象等人所

发扬。 

自然的原始含义是自己生长，那么，支配事物生长发育的原始力量就是自然物的本

性或内在根源或原理（principle）。因此，就一般意义而言，“自然”的引申含义就是

指事物的本性。 

古代自然哲学家趋向于把“自然”的含义与“本性”相联系。亚里士多德讲道，“自

然”的意识，一是指生长着的事物的生成，二是指生长着的事物所从出的内在的东西，

三是指天然物体原初的运动之根源，它就在物体的自身中，“本性就是自然万物的动变

渊源。”① 

中国古代的庄子首先明确区分了自然和人为，认为出于万物的天然本性而不关人事

的就叫做自然，正如牛马原本长有四只脚那样；出于人意之所为的则叫做人为，就像给

马套上笼头，给牛穿上鼻绳那样。 

对于自然之本性含义的阐明，英国自然哲学史家柯林武德举例说，一颗子弹飞过空

气因为它尾部的火花爆炸了，我们不会说是“因其本性”而飞动的，因为爆炸不在子弹

里。传给子弹的力量是从子弹的外面传过去的，因而子弹的飞行不是子弹的“自然”行

为而是强迫行为。但是，假如在子弹的飞行中穿透了一块木板，它之所以能穿过而不是

被阻止是因为它足够重，较轻的发射物即使以相同的速度运动也会被阻止，那么，它的

穿透力，就它是其重量的功能来讲，是它的“自然”功能。在这个范围内，穿透木板就

是子弹这一方的“自然”行为②。 

因此，自然（nature）一词“涉及的是某种使它的持有者如其所表现的那样表现的

东西，其行为表现的这种根源是其自身之内的某种东西”③。自然的观念强调自己如此，

蕴涵着主体与外界的关系问题。 

（二）自然界：自然物的集合 

直到近代，欧洲语言中“自然”（nature 或 natara）一词更经常地在集合（collective）
的意义上用于自然事物的总和或汇集，这就是“自然界”的概念。在早期希腊尤其是

在爱奥尼亚哲学家那里，“自然”没有这层含义；相对较晚且非常少见地，才出现总和

或汇集的含义，如公元前 5 世纪后期的西西里人高尔吉亚所著的《论存在或论自然》，

其标题中的自然并不指“本原”（principle），而是指一个集合体（aggregate），指自

然界④。 

                                                      
①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87-89. 
②（英）柯林武德.自然的观念[M].吴国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4~55. 
③同上。 
④（英）柯林武德.自然的观念[M].吴国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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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欧洲文化中，“自然”的含义由于主要指自然物的集合或存在者之整体，它或

多或少地与“宇宙”、“自然界”、“世界”同义，或者说，自然就是指自然界、世界

或宇宙。爱尔维修说自然是“一切事物的总和”，费尔巴哈说：“自然界是一切感性的

力量、事物和存在物的总和”石里克指出：“所谓自然，我们是指一切实在的东西，即

一切在空间和时间上确定的东西”①。罗尔斯顿也指出：“自然包括任何的存在，是一

切存在的总和。”② 然而，“先前的意义没有消亡，而是在进化过程中常常看到的那样

在其上面又增加了新的意义”③。 

（三）自然观：人化与生态 

自然观即人对自然的观念或根本看法，它把自然与人明确的关联起来。关于自然的

各种含义，都是人对自然的观念的表达。 

无论是观念上还是实体上，人都是自然的构成要素。马克思提出对自然作“人本身

的自然”和“人周围的自然的理解”；或者说是“主体的自然”与“客体的自然”的双

重组合④。恩格斯讲道：“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

联系的总体。”⑤ 自从自然界“生长”出了人类，我们所面对的自然就是一个与外在于

人类活动的“纯自然”所不同的新意义上的自然，即人化自然或马克思所讲的“属人的

自然”。“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
⑥ 这个人化自然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产生的自然，而实践、工业、技术是理解人与自然

相互作用的钥匙。 

当代自然观似乎正在更高水平上复归其原始含义，是一种生态系统自然观。美国科

罗拉多州立大学哲学教授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lomes Rolston）1986年指出：“作为

生态系统的自然并非任何不好意义上的‘荒野’，也不是‘堕落’的，更不是没有价值

的，相反，她是一个呈现着美丽、完整与稳定的生命共同体”⑦。显然，当今“自然”

的观念又重新蕴含着“生机”。 

二、自然观是如何形成的 

自然观本质上是关于自然的哲学观念。它的来源有两方面途径：一方面是关于自然

的知识，另一方面是对自然原理的哲学反思。 
（一）关于自然的知识 

                                                      
①石里克.自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6. 
②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40. 
③ H·萨克塞.生态哲学[M].东方出版社，1991.33.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488. 
⑤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人民出版社，1971.54.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1979.178. 
⑦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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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认为，自然观首先来自于自然知识。早期的自然知识是经验形态的；后来

至现在的自然知识是科学形态的。 

早期形成的自然观体现在巫术和原始宗教中，人们认为巫术和原始宗教是从野蛮人

对世界怀有的朦胧的敬畏和解秘或感觉的经验中同时产生出来的。原始人把可以用经验

观察或传说加以处理的简单现象和他们所无法理解或控制的神秘的、不可估计的变化，

明确地区别开来。前者引向科学，后者导致巫术、神话和祭祀①。 

随着自然科学孕育和形成，人们的自然观就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科学被认为是

对自然事实的细节研究，获得的是对自然的有条理的经验知识，以此形成的自然观念应

当是比较丰富和可靠的。因此，许多有关自然哲学史的论著都力图呈明，自然观是以自

然科学的划时代成就为基础的，它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不断改变自己的内容和形式。 

（二）自然原理的反思 

其实，自然观念的形成并非仅仅依靠关于自然的知识，而是要通过自然知识反思自

然的原理或本性。这一点已经被一些自然哲学史家所阐明，也正在被一些学者所强调。 

自然哲学史家柯林武德阐明了科学和反思与自然观的关系。他指出，在自然科学中，

人们总是从细节开始的。只有当细节积累到了相当数量时，他们才开始反思他们已经做

的工作，并发现这些工作都是按照迄今一直未被意识到的原理，以一种有条理的方式进

行的。但细节工作对于所含原理之反思的时间超前性不能过分夸大，认为自然科学的具

体工作持续半个世纪或半个十年才思考作为其逻辑基础的原理，这是一种夸张。柯林武

德认为，“细节工作不管多长时间都常有反思的介入，通常称为自然科学，或简称为科

学。对原理的反思，不论是关于自然科学的还是其他方面的思想或行为的，一般称为哲

学”②。这表明，自然的观念是关于自然的（科学）知识与对这些知识所揭示的原理进

行（哲学）反思相结合的产物，其对应的理论就是自然哲学。 

中国学者陈其荣教授强调自然观是自然科学知识与形而上学（哲学）③交融的结果。

他提出，应当把自然哲学理解为自然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相互渗透的交叉学科，是追思

自然的哲学理论。这就是说，自然哲学不仅与自然科学，而且与形而上学十分紧密地、

甚至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④。很显然，自然的观念形成，就是自然科学知识与形而上

学反思的有机融合。 

应当说明的是，近代科学革命以来，西方科学界长期流行一种排斥形而上学的思潮。

牛顿曾发出过“物理学，当心形而上学呵！”的警告。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当代科学巨

                                                      
①（英）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M].李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绪论. 
②柯林武德.自然的观念[M].2~3. 
③哲学史上，形而上学指一种超验性的哲学研究。它包括多种含义，如：1.它是对存在物的探求；2.它是关于终极实

在的科学；3.它是对世界整体的研究；4.它是第一原理（或本体）的理论。 
④陈其荣.自然哲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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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爱恩斯坦却特别强调，科学中形而上学式哲学思考在一些基本的自然观念建立中有特

定作用。事实上，现代自然科学中仍然包含着无法用经验直接说明的基本假设，如“自

然界是均匀的”、“无事不有因”等。它们是超验的、思辨的、形而上学的，但充当着

自然原理或科学理论在其中得以阐述的最一般概念框架。这表明，形而上学式哲学反思，

对建立当代自然（科学）的观念形成而言，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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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asha’s Paradigm and Self-created Cosmos 

YANG Fu-bing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13401030358@163.com 
 

This paper discussed self-actualizing cosmos, the new book of famous systematic philosopher 
Laszlo. In this book , Akasha is regarded as a new paradigm of science which was 
systematically discussed. What‘s more, the author use it as a Methodology to reveal the 
self-actualizing and self-creating of multiple cosmos. It also eliminates the Creationism 
explanation caused by Singularity Theory and provides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of Big 
Bounce Theory a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relevance in universe that we are in. Meanwhile,In a 
perspective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 Laszlo reconstructs many problems such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and heart,the origin of mind, the two ways of percep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berty and Determinism. Moreover, intake theory of Whitehead has 
been taken account in Laszlo‘s book. It provides a new thinking mode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unanswered philosophic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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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卡莎范式与自我创造的宇宙 

 

杨富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13401030358@163.com 

 

当代世界著名系统哲学家拉兹洛在这部新著——《自我创造的宇宙》中，系统地阐

述了一种新的科学范式——阿卡莎范式，并以此为方法论基础，揭示了多元宇宙的自

我实现或自我创造，消除了大爆炸宇宙学的“奇点”学说可能导致的神创论解释，为

大反弹宇宙论学说和我们所在的宇宙的相干性等宇宙特性作出了迄今最合理的解释。

同时，他从科学哲学视角，以阿卡莎范式为方法论基础，对身心关系、意识的本质和起

源、人类感知世界的两种方式、自由与决定论的关系、伦理学意义上的善等问题，提出

了全新的观点和解释，并结合怀特海过程哲学的“摄入学说”，为我们理解和说明这些

长期悬而未决的哲学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进路。 

一、阿卡莎范式的内涵 

众所周知，所谓“范式”，是由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

构》一书中第一次提出来的概念。尽管对这一概念的准确涵义在学术界仍然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观点不尽统一，库恩本人对“范式”这一概念也没有给出明确而严密的定义，

然而，学术界对“范式”概念的基本涵义仍有一定的共识。这就是如拉兹洛在本书“前

言”中所说，科学的范式是指科学共同体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基础（参见拉兹洛本书“前

言”）。 

在科学哲学家看来，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近代科学有其自己的特有范式，这就是机

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最主要的理论特征是以实体论为本体论基础来解释一

切。而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当代科学则有自己不同于近代科学范式的新的科

学范式。根据拉兹洛的观点，“科学在今天正在发生一场大革命，这是意义深远而又令

人着迷的变革。这场变革将会改变我们的世界观，并改变我们关于这个世界上的生命与

意识的概念。”（参见本书“前言”）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当代科学革命实际上已经

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科学范式。因此，他借用古印度哲学家提出的一个概念而称这种

新的科学范式为“阿卡莎范式”。 

根据古代印度哲学家的观点，宇宙中有五个基本要素，即气、火、水、土和阿卡莎

（Akasha）。什么是阿卡莎要素呢？对此，不同的古代印度哲学家有不同的理解和描述，

有人称之为空间，有人称之为光。总之，在他们看来，阿卡莎是构成宇宙的基本要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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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据一位叫做尤伽南达（Paramahansa Yogananda）的哲学家的观点，阿卡莎是一种

微妙的（宇宙）背景，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才是可感知的。与事物中所

包含的其他一般物质性要素不同，阿卡莎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要素，是宇宙的终极的

实在维度。它以自己微妙的一面潜藏在所有事物之中，同时以其可显现的方面生成万物。

其微妙的一面不能被人们所感知，而其显现的一面则可以被我们观察到，正是这一方面

生成了时空中不断地产生、演化和衰亡的万事万物。 

在拉兹洛看来，当代科学宇宙学所揭示的一些事实表明，我们所在的宇宙与其背后

决定着其创生、演化和衰亡的多元宇宙的关系和本性，正是如同这些古代印度哲学家们

所天才地猜测的那样。换言之，这些古代哲学家对宇宙的创生、演化和衰亡的洞见，得

到了当代科学宇宙学的观察和实验事实的支持。拉兹洛根据当代科学宇宙论的最新研究

成果指出，我们通过感官经验而感知到的虚空乃是万物存在的基础。而那些呈现给我们

的感官的东西则是其派生的形式，它们的真实意义只有在我们考察其背后的空间时，才

能看到。而正是在这些空间中，万物才能得以产生和持续，并且最终万物还要复归于空

间。这就是说，在当代科学宇宙学中，人们重新发现空间是基本的基质，或者是万物产

生的母体。宇宙中所有显现出来的事物和事件，都是在这种母体或基质中得以产生，并

通过这种基质而不断地演化和衰亡，并在一定阶段上“浴火重生”的。由此可见，当代

科学宇宙学对空间母体或基质的这种新发现，同古代印度哲学家所说的宇宙基本要素之

一——阿卡莎的特征和功能非常类似。因此，拉兹洛借用印度哲学的这个用语，把当代

科学中突现的这种新范式叫做“阿卡莎范式”。 

根据拉兹洛的解释，这种阿卡莎要素实际上是宇宙的一种深层维度，或者叫做隐维。

它深藏于显现出来的宇宙万物之内，不能被人感知，但是，宇宙万物却只能在这种基本

维度内生成、演化和衰亡。阿卡莎维虽然在日常背景下深藏不露，但却是世界的根本维

度。（参见第五章最后一段）     

二、阿卡莎范式的科学意义 

阿卡莎范式的提出，在科学上具有哪些意义呢？在本书中，拉兹洛主要从宇宙学方

面讨论了阿卡莎范式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 

首先，阿卡莎范式为当代宇宙学提供了新的视域。在拉兹洛看来，在自然科学中，

宇宙学是一种经验探究，是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而寻求理解宇宙宏观结构的起源、演化

和最终命运的学问。而在宇宙学发展史上，科学家们关于宇宙的性质的概念一直在不断

地变化。根据近代牛顿力学为基础的机械论科学范式，宇宙是一个巨大的机械过程，其

中的万事万物在根本上也都是遵循机械规律而运行的。所以，近代科学和哲学家们都把

生物甚至人类也看作机械。拉美特利撰写的《人是机器》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所以，

拉兹洛指出：“在过去 350 年间，西方科学一直由牛顿式的唯物主义范式所支配。建立

在这种范式基础之上的宇宙学把宇宙描述为一个巨大的机械装置，在能量——负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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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下运行，并把它的产生赋予这种能量。人们认为，宇宙不可阻挡地向下运行，朝向

最大熵的方向，此时在这里不可逆的过程再也不可能了，任何生命都不可能产生了，实

际上只有可逆的过程在重复着。”（参见第六章） 

但是，由于量子力学的发现及其运用于宇宙学，当代科学家在宇宙的量子层级发现，

这里存在着惊人的能量海洋。宇宙中显现出来的万物实际上都是一种更为深层次的基质

或母体所产生的，这种母体或基质或深层维度就是阿卡莎维。 

换言之，在当代科学看来，宇宙实际上是由两个维度构成的，一是可见的维度，我

们可观察到的万物就是这个维度，它可简称为 M 维；一是不可见的深层维度，叫做阿

卡莎维，或者叫做“A 维”。“A 维和 M 维相互作用。M 维中的事件是由 A 维构成的。

在拉兹洛看来，根据这两个维来思考宇宙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个是基本维，一个是被经

验之维。经验之维中的多样性事件显现着基本维中支配着它们的各种相互作用的统一

性。这乃是阿卡莎宇宙论的基本信条。（参见第六章） 

为说明 A 维和 M 维的关系，拉兹洛还用“海洋和波”的关系来作类比。海面上的

波纹相当于 M 维中的事件，而海水则相当于 A 维。表面上看，波纹是由海水组成并由

海水传递的，而实际上在波纹运动时，构成波纹的海水并没有像波纹那样从一个地方移

到另一个地方，它实际上只是上下波动而已。阿卡莎维对显现出来的事物的作用，就相

当于海水对波纹的作用。 

由此，拉兹洛强调，当代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的证据表明，我们的宇宙是个不断演

化的系统，而不是稳态的系统。那些在大爆炸中创造的表现为物质内容的能量，标志着

多元宇宙从前一个循环到下一个循环的转型。在阿卡莎宇宙学中，宇宙是在两个维度的

相互作用中实现的完整系统：这两个维度即是不可观察的深层维度和可观察的显相维

度。该深层维度就是阿卡莎维，也即 A 维。而可观察维度则是显现出来的 M 维。在整

个多元宇宙的周期性宇宙创生过程中，A 维和 M 维之间的双向互动作用形成了作用与

反作用环或者叫回圈。这便创造了 M 维的越来越强的相干性，并在 A 维中以内在形式

的潜能不断地累积。（参见第六章） 

其次，阿卡莎范式有助于说明宇宙相干性的产生。我们知道，根据大爆炸宇宙学，

我们现在的宇宙是在一次爆炸中形成的。奇点是我们的宇宙的起点。然而，奇点之前是

什么？大爆炸宇宙说“不知道”。而根据阿卡莎宇宙学，我们现在生活于其中的宇宙只

是无限的多元宇宙中的一个循环。承认这一点，便为解释我们的宇宙的相干性提供了强

有力的依据。“我们的宇宙具有令人吃惊的相干性：宇宙的所有规律和参数都能很好地

调整到同突现的复杂性保持一致。如果宇宙的相干性比现在更少一些，生命的出现就是

不可能的，我们就不可能在这里追问生命在地球上是如何进化的”。（参见第六章）那

么，在广袤无垠的宇宙中，其他星球上还有可能存在生命吗？如果只有地球上有生命，

所有其他星球上都没有生命，那就意味着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出现生命就纯粹是偶然的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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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抑或是被某个神设计出来的（神创论）。拉兹洛则认为，“最可信的回答是，我们

的宇宙所具有的相干性既不是由意外造成的，也不能归之于超自然的设计，而是超宇宙

的遗传特性所造成的。”（参见第六章）而根据阿卡莎范式，则可以较为合理地说明这

一切。所以，在拉兹洛看来，最新的宇宙论模型把宇宙看作是以巨大且可能是无限的“多

元宇宙”形式而进行的循环。根据这一概念，我们所居住的宇宙并非宇宙本身，而只是

其中的一个“定域性的”宇宙。其明显的相干性必须从其作为宇宙之循环的存在背景中

来看待。我们的宇宙通过与先前的宇宙之间的超宇宙联系而获得其规则有序的属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拉兹洛在讨论宇宙的相干性时，还引证了过程哲学家怀特海的

摄入学说，以此说明宇宙万物的相互关联。在拉兹洛看来，怀特海的摄入学说阐述了时

空不可分的理念，空间具有摄入性的统一过程，相互分离的物体在这个统一过程中联系

起来。因为前后相继的不同宇宙循环阶段总是表现为后一循环摄入前一循环的客体性材

料，并且在这一循环的生成过程中形成自己的主体性形式和目的。宇宙中的每个粒子和

每一粒子系统都既有其“物质极”，也有其“精神极”，它们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形

成了我们的现实世界。如同 M 维中的粒子和粒子系统会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一样，这

些粒子和粒子系统也能同 A 维发生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拉兹洛认为，正如所有 M 维

中的事物一样，人类也有其物质极和精神极。我们人类是以两种方式在摄入这个世界。

一方面，我们通过支配着显相世界中各种存在的场和力而摄入 M 维，另一方面，我们

也以无意识的直觉摄入 A 维。柏拉图把这种无意识的直觉归之于形式和理念的王国，怀

特海归之于永恒客体，而玻姆（Bohm）则归之于隐序。前者是外部世界对我们的有机

体已知的影响，而后者则是更为微妙的洞见和直觉，它向大多数人表现出来，但是在现

代世界中它们则大多被人们忽略了。（参见第六章等） 

总之，当代科学宇宙学已认识到，宇宙中显现出来的维度是随时间而演化的。宇宙

中的物质在大爆炸中产生，在大收缩中“蒸发”。而在大爆炸和大收缩之间，物质则一

直在不断地演化。这样，宇宙表现为依次更替和前后接续的多元宇宙，我们所生活于其

中的这个宇宙的演化只是多元宇宙中的一个循环而已。一个宇宙的物理特征影响着下一

个循环中的宇宙的物理特征。在每一个循环中，宇宙的 A 维从内在形式上形成 M 维，

而具有内在形式的 M 维则会使 A 维变形。结果，居于 A 维中的系统便不断地由 A 维赋

予内在形式。这样一来，在每一次演化中，宇宙便达到一种更高的顶峰。可见，根据阿

卡莎范式，当代宇宙学不仅能更为合理地说明宇宙的演化，而且还能合理地说明宇宙中

的相干性的产生。 

因此，有学者明确指出：“四十年前，欧文·拉兹洛以其经典著作《系统世界观》

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今天，他改变了我们理解宇宙和我们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

的方式。这部著作具有开创性，非常值得一读。”（参见亚马逊编辑推荐语） 

三、阿卡莎范式的哲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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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卡莎范式的提出不仅对当代宇宙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哲学发展史上也有极

其重要的意义。根据拉兹洛的论述，我们可以把其哲学意义归纳为如下几点： 

首先，阿卡莎范式学说对于传统哲学中的身心关系问题可提供合理的说明。我们知

道，正如恩格斯所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乃是思维与存在

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之一是身心关系（the relation of body and mind）问题，即

我们的心灵和肉体乃至一切物质实体如何发生相互作用的问题。凭日常感觉和生活经

验，我们的思维、心灵、意识等精神性的东西，可以同我们的肉体发生直接的相互作用，

并通过我们的身体器官（物质实体）进而作用于外部世界。而外部世界的因果作用也可

通过作用于我们的身体而直接地影响和作用于我们的思维、心灵和意识等精神性的存

在。这本来是生活常识，我们每天的举手投足等日常活动，我们致力于从事的生产活动、

科学实验和观察活动等一切社会活动，都是在预设了物质和精神、身和心、存在和思维

可以相互作用的前提下进行活动的。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当我们试图从哲学理论上说

明身心关系、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客体和主体的关系时，便遇到了

各种各样的难题。无论传统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和二元论学说，如拉兹洛在本

书中所说，在说明身心关系时都存在着不可克服的难题，因而“尽管为这些不同选择中

的这种或那种选择辩护的论著有许多，物质性的大脑与非物质性的意识之间的关系（迄

今）仍然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参见第七章）哲学家大卫·查默斯称这个问题为

意识研究的“疑难问题”，大卫·格里芬则称之为人类理解世界的“死结”，为此格里

芬还专门以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为依据而试图解开这一理解世界之“死结”，撰写了《解

开世界之死结》（Unsnarling the World-Know）一书来解答这一难题。 

而拉兹洛认为，阿卡莎范式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出了非常不同的解释体系。它提出

大脑与心灵在宇宙的同一维度中并非存在于同一实在层面上。大脑属于物质性实在层面

的组成部分：是显现出来的 M 维中的组成部分。与此不同，心灵和意识参与并且本质

上属于深层阿卡莎维。换言之，深层维度的存在是发现意识在宇宙中的位置的关键。 

拉兹洛指出，物理学家欧文·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 ）说过：“全部心灵的总

数是一„„实际上只有一种心灵”。心理学家卡尔·荣格（Carl Jung）在晚年时也得出

相似的结论。他指出，心理不是大脑的产物，并不存在于脑壳之内；它是宇宙的生成与

创造性原理的一部分。而阿卡莎宇宙学与这些概念完全相符。它宣称意识不是由大脑产

生的，它不是显相世界中物理实在的组成部分。意识产生于 A 维中，并且它是通过与 A
维相互作用而注入显相世界之中的。人脑的神经网络与存在于 A 维中的信息相共振。以

更为专业的术语来讲，我们可以说大脑发挥着与对来自 A 维的信号进行伽柏（Gabor）
变换的相同作用：它把在 A 维中携带的以全息形式分布的信息转化为影响大脑神经网络

功能的线性信号。这种——非定域的——信息首先到达大脑右半球的亚神经网络系统之

中，然后，如果它可以渗透到意识层次，也会到达大脑左半球神经轴网络。假定这是 A
维中的全息分布信息，它所传递的就是该维中的信息整体。因此，我们的大脑充满了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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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存在于宇宙之中的整体性信息。尽管这一观点尚未得到经验验证，其在理论上则是可

靠的猜想。（参见第七章） 

其次，阿卡莎范式学说对于推进传统哲学中的知觉论研究有重要作用。在西方近代

哲学中，知觉论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人的感官知觉，甚至认为人的感官知觉是人认识外部

世界的唯一器官和通道。而对人的直觉、预感、灵感、顿悟等非感官感知则要么不予承

认，要么认为通过这些方式所得来的信息和知识是不可靠的。拉兹洛认为，对非感官知

觉的这种定性和处理方法，从根本说是错误的，因为这不符合世界的本性，不符合我们

对世界的知觉潜能的本性。 

在拉兹洛看来，人类感知世界有两种方式。因为世界给我们传达信息有两个信源，

一是 M 维中的信息，一是深层的 A 维中的信息。M 维中的信息通过在电磁谱和空气中

传播，并能被我们的感官所接收；而 A 维中的信息则通过大脑中量子层级的网络所接收，

这种接收并不需要通过感官。而传统哲学只承认五种感官的作用，这种古典概念太狭隘

了。当代科学表明，量子层级的过程可以把大脑的信息处理能力延伸到宇宙中的基本层

级。尤其是在意识得以改变的特殊状态下，人们可以直接体验和感悟到宇宙的深层本质。

因此，经典的知觉理论需要修正。（参见第八章） 

再次，阿卡莎范式学说对于理解自由与决定论的关系特别有助益。人在世界上有没

有自由？在拉兹洛看来，在相互联系的世界上，任何系统都没有绝对的自由。因为绝对

自由预先假定了同世界其他部分完全没有联系。而且，绝对自由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

也是不值得要的。他认为，自由并不在于摆脱外部世界的影响，而在于按照我们关于这

些影响的意愿而“自由”地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在世界上也有很大的自由度。只

不过这种自由是相对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而已。 

因此，传统哲学中的机械决定论完全否定人的自由和事物发展过程中一定程度的自

由选择，这是完全错误的。根据怀特海过程哲学，任何现实存在，就其生成和发展需要

摄入先前的现实存在的客体性材料而言，是被决定的，因而遵循着决定论规律；而就其

自我生成和主体性选择及其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性而言，则是自由的，因而有无限的发

展空间和可能性。所以，任何现实存在的生成、发展和衰亡及其无限循环，都既是被决

定的，也是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度的，自由与辩证的决定论并不矛盾，而是辩证的统一。

人类自由也是如此，既不是如萨特所说人是注定被判了自由的徒刑，相反，人的自由是

有条件的，是受各种历史条件和物质条件制约的，因而人的自由是一定程度上的自由，

不是绝对的自由；同时，也不能因为人的自由受到外部条件和主体性条件的制约而从根

本上否定人的自由。在拉兹洛看来，通过认可从 A 维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我们的自由可

得到极大的扩展。人类具有这个星球上任何存在的自由的最高潜能。作为有意识的存在，

我们可意识到这种自由，并有目的地利用它。（参见第十章和第十一章） 

最后，阿卡莎范式学说对伦理学上善的理解也有帮助。在拉兹洛看来，自由在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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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道德上的利用同善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我们人类的行为能力既然有相对的自由度，

那么，我们在选择从事某种行为和活动时，就有责任做出明智的选择。在一个相互联系

和相互作用的世界上，对一个人是善的事情，归根到底对他人也是善的。如果说生命有

机体是远离热平衡态的复杂系统，那么，要维持生命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就需要

宇宙给生命的产生和可持续存在提供严格的条件——这就是宇宙的相干性，即宇宙的各

部分要保持非常的协调。其中，每一部分都能对其他每一部分作出反应，能补偿偏差，

并能强化功能性行动和关系。为个人的存在、人类的存在寻求相干性，这乃是一种真正

健全的愿望。拉兹洛说，这种愿望乃是真正的善。实际上，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生态文明

运动，就是为追求这种最大的善所进行的努力。我国政府提出的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

的“五位一体”建设目标，顺应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表征着人类进步的方向。 

此外，拉兹洛还论述了阿卡莎范式学说对于人类保持身体健康也有重要意义。根据

阿卡莎新范式的医学理论坚持认为，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运用我们从阿卡莎那里获得

的信息，不仅能加以维持，而且在需要时还可以重新获得。根据阿卡莎范式，协调生命

有机体功能的信息是海量的 A 维信息中的一种特殊类型。这类信息支配着整个显相世界

中的活动、相互作用和反作用，也支配着生命有机体的功能，因而它们是有机体正常发

挥作用的蓝图。因为生命乃是因生命系统同阿卡莎维中的信息相谐调与共鸣而出现的，

并可持续地存在于宇宙之中。疾病和功能失常乃是生命系统在接收和处理这类信息的方

式上出现了错误。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错误可以纠正。当代医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

开发利用这种阿卡莎维的特殊作用。 

结语：简短的评论 

拉兹洛以阿卡莎范式来说明宇宙的自我实现或自我创造，既驳斥了“大爆炸宇宙学

说”中隐含的神创论，也说明了当代宇宙学中新出现的“大反弹理论”的合理性。我们

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宇宙，作为多元宇宙的一个循环，包括其中存在的相干性和生命系统、

意识系统等，以及人类的健康、道德上的善以及社会的和谐发展，通过阿卡莎范式，都

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茫茫宇宙，无边无际，无始无终，“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我

们可以直接用感官观察到的显相宇宙万物只是这个宇宙的一部分现实存在，大量不可直

接用感官来观察的现实存在和深层存在，则是更为根本的宇宙组成部分。承认这种客观

事实，修改我们的传统理论，使我们的理论同不断发展的现实相一致，而不是用我们的

理论去任性地修正现实，这才是真正科学的态度和思维方式。 

当代科学和哲学，尤其是天体物理学、宇宙学和系统哲学、过程哲学的研究成果，

已经充分表明：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范式正在发生着一场深刻的革命性变革。相对于奠

基在以牛顿机械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基础之上的科学范式而言，这种新的科学范式的

变革不是如同科学发展史上的“托勒密化”——不断地对旧的科学范式修修补补，给旧

的“地心说”不断地增加本轮——而是真正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从实体哲学的科学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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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为以内在要素和表层要素相互作用，以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为基础的阿卡莎科学范

式。不管我们给这种新的科学范式取什么名称，其所传递的基本理念和方法论基础，无

疑是以多元宇宙的不断循环理论为基础的。借用怀特海过程哲学的语言来说，现实的多

元宇宙是以过程-关系为本原，以诸现实存在的内在摄入为机制，以物质性要素和精神

性要素的内在有机统一为基本事实，不断地自我生成和演化的宇宙。在这个宇宙中，万

物内在相关，形成一张无缝的宇宙之大网，从多元宇宙无限地生成和演化的意义上说，

每一现实存在都存在于万物之中，万物也都存在于每一现实存在之中。这便从根本上消

除了各种形式的外因论、偶因论和神创论，为宇宙、万物包括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的自

我生成、自我实现和自我创造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和哲学基础。 

当然，拉兹洛在本书中提出的一系列创新性观点，从根本上说，既不是不可由经验

验证的宗教式教条，也不是没有科学和事实依据的独断论哲学学说，而是可由观察和实

验等经验事实所验证的科学和哲学假说。虽然就无限的宇宙而言，作为有限生命的人类

对宇宙奥秘的认识总是有限的和相对的，但是，由于无限宇宙中的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

的，无限纯粹是由有限构成的，因此，作为有思想和有智慧的存在物，生活于宇宙之中

的人类总是能通过有限认识无限，通过暂时认识永久，通过相对认识绝对，逐渐地加深

和拓宽对宇宙真理的认识。拉兹洛在本书中提出的阿卡莎科学范式和宇宙自我创造的科

学假说，无疑又是人类在认识宇宙真理的道路上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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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Medieval Islamic Thought of Science: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Science Traditions in the Medieval 

Islamic World 

 
YANG Yu-ling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at Qinhuangdao) 
njuyyl@126.com 

 
Abstract: First of all, the rise of Islamic science should be attributed to its inherent thirst for 
knowledge, and the internal demands by means of building external knowledge platform, 
which promoted Islamic science to glory. Secondly, translation movement of the Islamic 
civilization which combined reason with realism, made a good preparation for the research of 
the traditional mathematics and the experiment research of modern science. Finally, the 
medieval Islamic science began to discover the world and people, which became the 
important premise of the renaissance. Therefore, the Islamic science prepared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input and output of modern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became the hub and bridge 
thought ancient and modern science. Although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Islamic science 
declined gradually, it did provide the necessary soil for the growth of the tree of modern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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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往近代科学的路上:中世纪伊斯兰文明与近代科学 

 

杨渝玲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njuyyl@126.com 

 

摘要： 伊斯兰科学为近代科学的兴起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伊斯兰科学为近代科学知识

输入与输出的准备了重要通道，成为古代与近代科学思想的桥梁，尽管在 15 世纪走向

衰落，未能延续辉煌，但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近代科学的兴起的不可或缺的储备。 

 

关键词：伊斯兰科学  近代科学兴起 

 

伊斯兰文明在近代科学的产生进程中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众所周知，中世纪

伊斯兰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都非常发达，为人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人们对于近代科

学未能在伊斯兰的辉煌时期产生也进行了诸多探讨。但无论如何，中世纪伊斯兰文明为

近代科学兴起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伊斯兰科学已经在通往近代科学的路上，只是由于一

些原因而未能到达前科学的终点，而产生近代科学。可以说，中世纪伊斯兰科学是在通

往近代科学的路上。 

伊斯兰文明是指在默罕默德阿拉伯半岛创立伊斯兰教后①，于公元 8 世纪中叶通过

一、二百年的不断扩张和征服，所建立的横跨欧亚非的阿拉伯帝国，伴随着帝国政治一

起扩张的还有阿拉伯的科学、技术和文化。通常所指的伊斯兰国家的科学也指阿拉伯科

学，但在伊斯兰国家和地区所形成的伊斯兰文化是多民族组成的，他们包括：阿拉伯人、

波斯人、花拉自谟人、塔吉克人、希腊人、叙利亚人、摩尔人和犹太人等等。但是伊斯

兰教是其主要宗教，阿拉伯文是其官方语言。由于当时的科学著作大都用阿拉伯文写成，

因此也称为阿拉伯科学，伊斯兰文化圈子中各民族的学者也常常统称为阿拉伯人。阿拉

伯半岛横跨欧亚非的交接地带的独有的地缘优势，使得伊斯兰成了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中

继站，同时加上他自身的发展，形成了特有的合成文化，给世界文明留下了不可泯灭的

印记。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就是在中世纪通过伊斯兰文明传入欧洲的。 

阿拉伯人依靠自己的实力和优势在中世纪一度打起了世界科学中心的大旗，直至文

艺复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指出：“古代留传下欧几里德几何学和托勒密大

阳系；阿拉伯留传下十进位制、代数学的发端，现代数字和炼金术；基督教的中世纪什
                                                      

①公元 622 年，以默罕默德从麦加出走为标志，默斯林时代到来。“伊斯兰”的含义是服从真主的意志；“穆斯林”

指的是皈依真主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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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也没有留下”。正如美国东方学者希提所说的“在 8世纪中叶到 13世纪初这一时期，

说阿拉伯话的人民是全世界文化和文明火炬的主要举起者。古代科学和哲学的重新发

现、修订增补、承前启后，这些工作都要归功于他们，有了他们的努力，西欧的文艺复

兴才有可能。”① 

历史都是偶然和必然的结合，如果说阿拉伯帝国的出现具有某种偶然性的话，那么

阿拉伯科学文化的兴起则具有更多的必然性。 

我们先来简要地勾勒一个描述伊斯兰科学兴起的时间图谱： 

第一阶段：希腊文向阿拉伯文移译（时间约为 8世纪后半叶）。 

第二阶段：在 9世纪晚期翻译运动的进入顶峰时期，希腊科学在穆斯林国家的全面

展开（时间约为 9----13 世纪，11、12世纪出现繁荣）。 

第三阶段：伊斯兰科学在 13-14世纪走向衰落，到 15世纪丧失殆尽。 

在这个过程中，伊斯兰科学从起步、发展到繁荣、衰落的过程中，曾经取得了辉煌

的科学成就，曾经为近代科学储存了大量的知识，并在文艺复兴时期释放出来，从各方

面取得的成就来看，在今天看来，他曾经离近代科学比其他任何文明都近。 

一、翻译运动：中世纪伊斯兰引进科学的媒介 

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是中世纪阿拉伯开展翻译介绍古希腊和东方科学文化典籍的

大规模、有组织的学术活动。从 8世纪中叶起，阿拔斯王朝哈里发为适应帝国政治、经

济、文化和宗教发展的需要，实施博采诸家、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大力倡导和赞助将

古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等国的学术典籍译为阿拉伯语，吸取先进文化遗产，以丰富

和发展伊斯兰文化。翻译活动初始自伍麦叶王朝，哈里发哈立德和阿卜杜·阿齐兹出于

个人的爱好和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命令宫廷学者将一些希腊语和科普特语的炼金术、

占星术和医学书籍译成阿拉伯语，翻译运动的鼎盛时期在阿拔斯王朝。尽管是阿拉伯-

伊斯兰文明是有选择地加以吸收古代科学，但翻译仍是具代表性的科学和哲学思想。 

阿拉伯帝国的学者并没有满足于通过翻译所获得的知识，或者说他们的工作绝非简

单的翻译与被动的接收，而是校正了很多的古籍的错误与不足，并进行深入的考证与细

致的诠释和评价，进而创立自己的科学理论。这可谓是帝国科学的显著特点之一。阿拉

伯帝国的翻译家的辛勤劳动也为人类留下了珍贵的遗产，这些遗产后来又通过帝国版图

上的西班牙、西西里和法国部分地区传遍欧洲，成为点燃文艺复兴的文明的火种。这种

承上启下的，恒贯东西方 

百年翻译运动对外来文化的移植。在百年翻译运动中，阿拉伯人除了将柏拉图、亚

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移植到阿拉伯世界以外，还大量翻译了诸如希波克拉底、欧几里德、

                                                      

①希提，马坚译《阿拉伯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6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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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基米德、托勒密、毕达哥拉斯等人的数学、自然科学和哲学著作。这次移植运动的规

模大、范围广、质量高，在阿拉伯思想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和重大影响。 

在百年翻译运动的同时，国家还鼓励、支持穆斯林学者赴君士坦丁堡、塞浦路斯等

地搜求古典。为提高“取经”的效率，国王麦蒙还通过外交渠道，派遣了一支又一支的

学者代表团前往拜占庭。阿拉伯人在对科学技术引进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对它们的保存和

吸收。五麦叶王朝就克服重重困难，建立了十余所公共图书馆。特别是第九代君主哈卡

姆二世（961—976），他经常派遣人带重金去各地搜购孤本，它所建立的皇宫图书馆藏

书多达 60余万册，并常邀请大批学者举行学术研讨会，使之成为了当时最著名的学术

中心。宫廷的学术热还广泛流播与民间，收集图书、抄录古典成为社会时尚，全国的清

真寺也都变成了演习学问的场所。到 10世纪中叶，当欧洲人还大多是文盲的时候，西

班牙各大城市都出现了穆斯林大学。另外包括对中国造纸术与指南针的引进与吸收。 

以上因素是促使翻译运动成为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的原因。这些原因只

属于阿拉伯帝国的翻译运动，而与其他文明的翻译活动相区别。帝国政治，经济的需要

再加上上述客观条件，所有因素构成的历史的合力，最终成就了轰轰烈烈的翻译运动。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鼎盛期出现在阿拔斯帝国（公元 750-1258年）时代，当时的首都

巴格达既是一座繁荣的国际城市，更是一处世界文化交融的学术中心，波斯、印度、希

腊、罗马、犹太教、基督教、摩尼教、瑞罗亚斯德教、萨比教等，文化模式和宗教思想

在这里汇合，在以阿拉伯语为主要用语的强有力的阿拉伯文化的进程中，如同百川纳海，

大大丰富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内涵，激发了帝国臣民的智慧，为阿拔斯王朝后期创造

出举世瞩目、影响深远的文化成果奠定了基础。 

此外，地理特点是翻译运动的兴起和繁荣的重要条件。阿拉伯半岛以及后来建立的

阿拉伯帝国处于亚欧大陆的中部，并和非洲连接。在阿拉伯帝国扩张的过程中，和东西

方的文明都有了密切的接触。自古以来，由于地理距离的遥远，虽然在中亚西亚中不断

有文明和帝国产生，但因为种种原因，在连接东西方文明（指远东和欧洲）方面没有起

到很大的作用，使东西方文明相互隔绝，彼此在各自的范围内独立发展，交流甚少。阿

拉伯帝国建立后，消灭了东西方之间的几乎所有国家，在吸取东方和西方两个邻居的精

神财富的同时，也在东西方之间建立了持久的，稳固的直接联系渠道，成为东方与西方

之间一个可靠的中间人。“中间人”角色是阿拉伯人在人类历史上惯常扮演的角色，无

论在商业和文化交流上都是如此。显然，他们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所起作用是很大的。 

总的看来，尽管翻译运动有着相当有利的文化背景，并同时具备了各种诱因，但主

要动力在哪儿，却不太容易确定，很可能是多种因素在特定时期交织在一起共同促成的，

在我们看来，对于新兴伊斯兰帝国阿拉伯哈里发们，在中东已有上千年历史的希腊-波

斯高等文化体系既有其本身的强大吸引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不同层次的各种需

要。这恐怕是翻译运动兴起的最根本动力。尚待思考的，只是这些动力发生作用的具体



The 10th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Biocosmology 

263 

方式、途径和历程而已。①这一翻译运动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古籍的前提和基础，这是

对近代科学的重大的贡献。 

二、科学探究：中世纪伊斯兰辉煌科学溯源 

伊斯兰的科学成就，尤其是天文学、数学、光学和医学都与宗教密不可分。也许与

其巨大实用性有很大关系。尽管引进的科学被称为是外来科学。但是宗教上的研究没有

涵盖到所有学科，但是算术、几何和天文学总体上却得到了肯定。究其原因是这些学科

有很强的宗教实用性，例如，算术在分割财产是必不可少，这方面的专家即是法律专家

也是受过算术训练的人。同样对于伊斯兰教徒来说，知晓祈祷的时间和朝圣地麦加的方

位也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些知识只能通过数学、几何学（并最终发明三角学）和天文学

来准确测定，于是宗教徒大力发展了这些学科。地方清真寺计时员是一种职业，于是这

些高度精确的研究被纳入到宗教职能中。简而言之，在好奇心和宗教动机的推动下，阿

拉伯伊斯兰世界在 8-14 世纪达到了科学发展的高峰，但在此之后就逐渐走向衰落。 

在天文学上，由于要计算准确的斋月，穆斯林的信仰要求礼拜的定时，而这与太阳

与月亮或其它天体的运动是密切相关的，因此，阿拉伯人对天文学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

趣。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天文学和数学取得很高的成就。巴塔尼（al’Battani，欧

洲人也称作 Albatenius，公元 850～929年）是对欧洲影响最大的天文学家。他的《天

文论著》（又名《星的科学》）颇具学术价值，后来的一大批天文学家诸如哥白尼

（Copernicus，1473～1543年）、第谷（Tycho，1546～1601年）、开普勒（Kepler，

1571～1630年）、伽利略（Galileo，1564～1642年）等人，无不研习巴塔尼的著作并

受益非浅。他所创制的天文历表——《萨比天文》，一直是其后几个世纪欧洲天文学家

的基本读物。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的前期研究曾得益于阿拉伯天文学的研究，可以判断，

天文学革命的爆发路径是沿着托勒密——伊斯兰天文学——哥白尼的路径，此时，天文

学的研究就在天文学革命的路上，众所周知，天文学革命标志着自然科学走上了独立发

展的道路。 

在数学上，阿拉伯的数学就是从引进古印度和古希腊的手稿开始起步的。阿拉伯学

者翻译了包括欧几里德、阿基米德、赫伦、托勒密和丢番都等著名学者的经典著作，以

及印度数学家波罗摩多的著作。之后阿拉伯数学进入了吸收和创造期。在公元 9-12世

纪间。阿拉伯先后涌现出一批著名的数学家，他们在吸收古希腊和古印度数学的基础上，

创立了阿拉伯数学，为数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今天世界在沿用的阿拉伯数字就

是阿拉伯的穆斯林从印度吸收过来，并将之介绍到西方与东方的；同时，这些穆斯林向

世界推广了数字“0”与十进制。这与花拉子密的贡献是分不开的，花拉子密是阿拉伯

第一位最著名的数学家，他是阿拉伯初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著作颇丰涉及

的领域也较广泛，包括数学、天文、地理、历史等，其中以数学和天维学的成就最为突

                                                      

①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2009 年，第 319 



第十届国际有机宇宙论论坛 

 264 

出。他编写了第一本用介绍印度数字和记数法的著作。花拉子密最具影响的代数学著作

——《算术和代数论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关于代数学的论著，此书的拉丁文译本

直至文艺复兴时期还作为教科书在欧洲的大学中被广泛使用。数学对后期韦达和笛卡尔

产生过重要影响。 

在研究机构设置方面，在伊斯兰有一类统称为“学馆”的地方，主要讲授一些“外

来科学”等较高学位的地方，于是“世俗的科学就是在这些传授较高学问的机构中找到

了不错的栖息地” 宫廷的学术热还广泛流播与民间，收集图书、抄录古典成为社会时

尚，全国的清真寺也都变成了演习学问的场所。到 10世纪中叶，当欧洲人还大多是文

盲的时候，西班牙各大城市都出现了穆斯林大学，首创了“大学”这种综合性学术研习

机构的形式，而这些都对中世纪后期的欧洲学术界有着深远意义。 

在制度层面上，天文学在伊斯兰时期的发展是最具代表性，而且相关的研究已经表

明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其实在伊斯兰时期就已将初见端倪，而且，伊斯兰教对天文学的

研究的支撑也是是最为明显的，胡弗研究指出在当时的清真寺设置计时员这一职务并由

有能力的天文学家担任的习俗，是从那时广泛流传下来的，这并不是为了将数理天文学

家引入穆斯林学校，二是计时员的角色和功能被纳入到清真寺中来，而在此之前却没有

这一职务，所以我们可以做如下猜测：伊斯兰宗教学者感到一种宗教需要（也就是正确

确定每日时间），也感到了外来科学开始在穆斯林社会中变得不可缺少并减去独立自主

的威胁，因而通过设置官方计时员-设在清真寺内，即不再穆斯林学校，也不再天文台

内---这一管理职务来缓解内在危机，总金额和处理医生许可证问题十分相似，管理职

能被交给本质上是宗教官职和道德官职的市场监督官，而不是交给医生的专业组织共同

体。①实际上，这也是萨布拉关于伊斯兰自然科学“移植“和”与“伊斯兰化”概念的

证据之一，也就是把自然科学置于伊斯兰世界观的智识期望中。②正如萨布拉所说的，

“这一切是所有非宗教知识的工具主义和宗教倾向观念所带来的，正是这种观念限制地

许可逻辑、数学和医学进入穆斯林学校，有条件地允许天文学家进入清真寺。”③ 

三、走向衰落：15世纪的伊斯兰科学 

伊斯兰科学在 15世纪走向衰落，各种原因众说纷纭，个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

面： 

已经形成共识的是，宗教信仰的限制成为伊斯兰科学未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获

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因素。伊斯兰文明的渊源与核心是伊斯兰教，“它深刻、广泛、不

可逆转地影响所有相关民族和民众，成为他们在心理和意识上最深层而牢不可破的本

                                                      

①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第 169 页 
②A.I.Sabra ,―Approprition and Subsequent Naturalization of Greek Science in Medieval Islam:A Preliminary 
Assessment,‖History of science25（1987）：236-238。 
③A.I.Sabra ,―Approprition and Subsequent Naturalization of Greek Science in Medieval Islam:A Preliminary 
Assessment,‖History of science25（1987）：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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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或曰基因。”①伊斯兰的高等学校的保守性和宗教性是根深蒂固存在于民众的意识

之中的。因而，希腊哲学与科学虽然高妙、但无论如何也是“外来的”的学问，这些外

来的后期的知识，可能会激起精英分子或君主的共鸣，但其实从未对民众产生过决定的

影响，这一观点的直接证据源于 9世纪初所谓“正统运动”的爆发及其结局，公元 9世

纪掀起的“正统运动”，即崇尚理性和个人独立见解，但皆以失败告终，传统之一获得

胜利。此后经过将近两个世纪的发展、抗争，传统主义获得普遍确立，进一步被高等学

院确立为“法理学”传统，并成为其基本精神。此精神的核心是：伊斯兰教所注重的并

非理性神学，更非哲学，而是通过《古兰经》与先知言行记载来对神的指令和禁令作具

体解释——高等学院所传授的，基本上就是这种性质的法理学。② 

当时的麦蒙哈里发深受希腊哲学的影响，思想倾向于崇尚理性和个人独立见解，也

因此大力资助大翻译运动。甚至采取高压政策推行尊崇理性精神的教条，其核心就是《古

兰经》为创造出来而非本来存在，要以此为正统，结果这一倡议遭到激烈对抗，经历了

四代哈里发和长达 15年（833-848）的尝试，他终于因为民众的广泛反抗而宣布失败，

传统主义获得最终胜利。可见伊斯兰的传统在民众心目中地位是牢不可摧的。而非外来

的力量，甚至是数代哈里发都未曾撼动的。 

因此，由于伊斯兰教的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以及以此为基础设计的伊斯兰律法这

些本土，而非外来的知识对民众的影响，都明确地拒绝将理性力量归属于人“以支持下

述观点：人应该遵循传统以及传统的权威，而不是试图去领会外部自然或神圣宗教典籍

中的神秘事物。这种屈从权威的另一版本就是条件地接受，也就是“不问为什么”地接

受本无可怀疑的教义及其解释。有些东西“只有神知道”③。因此，有不少学者都认为

正是伊斯兰教的这种权威性成伊斯兰后期走向衰落，曾经的辉煌未能延续并产生近代科

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时，伊斯兰的教义对人的能力的限制，尤其是与宗教改革以后的基督教相比，基

督教是对人的能力的肯定，而“伊斯兰的神学家和法学家构建了一种关于人的不同哲学。

他们强调了人及其智力的固有局限。这个世界对于凡人来说实在是太复杂，以至于他们

不能充分地理解地理解它，因此，理性的使用必须被谨慎地限制。”④ 

但是，伊斯兰文明对于近代科学的功绩是抹杀不了的，尤其到中世纪后期，以阿拉

伯文字保存下来的古希腊、古罗马典籍，经过阿拉伯学者和其他学者的努力，又陆续被

翻译成欧洲多种文字特别是拉丁文，重返欧洲，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提供了丰富

的思想文化养料。所谓“文艺复兴”，主要就是复兴阿拉伯人保存的古希腊、古罗马的

文化科学。“科学革命第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就是希腊-阿拉伯的科学和自然哲学

                                                      

①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2009 年，第 367 页 
②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2009 年，第 367 页 
③托比 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111 
④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第 1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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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与 12、13世纪被翻译成拉丁文。这些翻译著作很重要，伊斯兰世界对西方科学的

辉煌成就功不可没。„„虽然没有这一希腊-阿拉伯遗产，西方科学或许也能发展起来，

但是近代科学即使诞生，也肯定会推迟几个世纪。”① 

伊斯兰科学在中世纪时未能产生近代科学，还归因于当时未能形成完整的智识制度

化与科学研究的自主化。如前所述，最早的学院在中世纪的伊斯兰是很流行的。当然，

当时的伊斯兰的这种“大学”的机构与欧洲中世纪的大学是有区别的。陈方正在《继承

与叛逆》一书中对这一区别进行了探讨，他引用萨伊利的研究指出，伊斯兰学术与教育

体制的核心是 “高等学院”，它是培养教士、法官和行政人才的最高学府，“而这长

期为守旧法理学家所把持的大本营，正式始终排斥、压制希腊哲学与科学的堡垒，是培

植守旧思想和历代‘大教长’的温床”。②伊斯兰高等学院的宗教性和保守精神是根深

蒂固地存在于民众意识之中的，而非外来思想甚至是几代哈里发的力量、政策所能改变

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得近代科学没有在伊斯兰科学的辉煌成就下产生。并且伊

斯兰的高等学院和后来欧洲的大学的区别，也往往成为学者们探究近代科学革命未能在

伊斯兰爆发的一个重要证据。 

关于伊斯兰在中世纪后期的衰落进行较多的探讨，托比胡弗运用默顿关于科学制度

的观点，把伊斯兰的衰落总结为未能形成科学的制度。由于科学未能形成自己的独立机

构，从而获得智识的自主权，科学研究未能制度化、体制化，因此，尽管希腊科学已被

伊斯兰科学吸收或者移植，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自然科学没有获得任何制度上的自

主权，而这时向近代科学转变的必要条件。”③当然，在当时的穆斯林国家所设立的科

研机构，但是与欧洲的大学相比，其建立的目的不是专门为科学研究服务的。“伊斯兰

法律不承认法人身份，这就是城市、大学和其他法制自治实体都没有出现的原因”④。 

关于希腊科学在从翻译运动以来，穆斯林们国家的移植过程，萨拉德教授（Sabre）

成为伊斯兰理论，并把这个移植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清晰地解释了阿拉伯科学衰落所带

来的合乎情理的影响，这三个阶段分别为： 

在第一阶段：，我们目睹了伊斯兰世界对古代科学和哲学，特别是希腊科学和哲学

的获取，这个过程是通过将希腊语和叙利亚语翻译成阿拉伯语而实现的„„，希腊科学

进入伊斯兰世界不是作为一种来自于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提俄克（Antioch）

或哈兰(Harran)等要塞的入侵者，而是被作为被邀请的客人。而将这位客人邀请来的人

们在涉及重要的宗教问题时保持一种保守和冷谈的态度。” 

而在第二阶段，这种保守和冷漠让位于高度的好奇心和智识实验： 

                                                      

①爱德华·格兰特著，张卜天译，近代科学在中世纪的基础，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 年，第 210 页 
②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2009 年，第 366 页 
③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第 80 页 
④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第 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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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涌现出大量有影响的穆斯林思想家，这些思想家对于物质、思想和价值

观的广泛的希腊花的钟爱，只能被描述为一种彻底的信奉。” 

在第三阶段，宗教范围内的哲学探究 

“如今科学知识、医学知识和技术的持有者由那些不仅是生而就有宗教信仰而且还

侵染了穆斯林学术和传统的人组成，他们的概念框架产生于穆斯林观念自觉形成的过程

中。”① 

“所以这一切的最后结局是，以一种工具主义和宗教倾向的态度来看待所有世俗的

和被许可的知识。与之相伴随得到是准许将逻辑、数学、医学纳入穆斯林学校的有限许

可及准许天文学家进入清真寺的限制性许可。” 

“从这一观点来看，这种科学伊斯兰化的过程，“古代科学的移植或伊斯兰化限制

了智识创新，并且当它在伊斯兰的思想界限和假定中留下烙印时，它就有效地阻滞了自

由想象空间的扩展。”② 

当然，我们不是因此否认伊斯兰对于近代科学的成就，为近代科学革命铺平的道路

上，有着阿拉伯科学财富传播的重要贡献。阿拉伯一伊斯兰文明对欧洲文明的存续和发

展起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伊斯兰文明中的科学成就更是成为文艺复兴的

重要知识储备，进而成为近代科学产生土壤的养分之一。③“古代科学和哲学的重新发

现、修订和增补，承前启后，这些工作都要归功于他们(指阿拉伯学者一一引者注)，有

了他们的努力，西欧的文艺复兴才有可能。”④为近代科学产生土壤的养分，为近代科

学所吸收和消化。但综合以上分析，伊斯兰科学一直在通往近代科学的路上，尽管那一

时期伊斯兰科学创造了世界科学的辉煌，但始终都未能达到终点，让近代科学在伊斯兰

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各种原因值得深思！ 

 

                                                      

①Sabra, ―The Appropriation and Subsequent Naturalization‖,pp.229-236 
②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第 80-81 页 
③杨渝玲，文艺复兴：近代科学的艺术背景，自然辩证法通讯，2009.6。 
④希提，马坚译《阿拉伯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第 6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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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ogical cosmology:the Basis of Non-Anthropocentrism 

 

Ye Ping 

 
生物宇宙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据 

 

叶平 

 

生物宇宙论是人与自然关系逻辑和伦理的革命的理论，由此展现了一种生态宇宙的

生态伦理学图景，扩展了传统生态伦理学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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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cosmological Approach to Pressing Problems of 

the Globe with the UN Agenda 2030 

 
Kwon Jong Yoo 

(Chung-Ang University, Korea) 
ykj111@gmail.com 

 

This presentation will discuss how to re-organize the Biocosmological approaches as a 
collectiv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for substantial solution of pressing problems of the globe 
that we are now encountering all over the world.  

This idea is based on reflection on past seminars of Biocosmology, most discussions of 
which focused on proof of completeness of theory of Biocosmology. 

However, there seems to have been lack of many substantial and practical methodology 
for realisation of cosmological world of all living things.  

In spite that Biocosmological discussions that have run through the 9 times of 
international seminars contributed to putting the puzzle of Biocosmology together and  as a 
result picture of Biocosmology became more concrete with its details that covers from 
medicine to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but a more ultimate or substantial task is waiting for 
our discussion.  

That is, in my sense, the discussion about how to realise the Biocosmological world on 
the globe.  

This presentation might be a problem posing on a kind of deficiency of Biocosmological 
activities of and at the same time be a looking for a necessary task for development of 
Biocosmology in the future. 

For my groping the task, the UN Agenda 2030 declared in the last September are 
proposed as our target for practicalization of Biocosmology.  

And the practicalization should be discussed from the mixed viewpoint of Confucian 
mind learning and Aristotle‘s understanding of Golden Mean. 

mailto:ykj11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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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机宇宙论的方法应对 2030 联合国议程中的全球紧迫问题 

 
Kwon Jong Yoo 

（中央大学，韩国） 
ykj111@gmail.com 

 

我的陈述将主要讨论如何重构有机宇宙论方法，使其作为一个整体的跨学科综合研

究路径，从而为我们全球正面临的各种急迫解决的问题寻找到根本的解决之道。  

这个观点基于对过往多届有机宇宙论会议的反思，多数讨论都集中在有机宇宙论理

论的完善性证据之上。 

然而，有关所有存在的宇宙论世界的实现却似乎依旧欠缺一些更本质更实践的方法

论的形成。 

尽管有机宇宙论这一思想经历了 9 次的国际性的会议的讨论，且我们在这些讨论中

将所有有机宇宙论的难题汇聚也因此使得有机宇宙论这一思想得以以更具体的面貌向

我们展开，如从医药到中西方哲学，但去追寻其更根本的本质这一任务依旧需要我们继

续不断的探索讨论。 

即在我认为，这讨论是有关于如何让全世界变为一个有机宇宙论下的世界。 

我的这个陈述中可能会存在比如引入一个略有缺陷的有机宇宙论活动的问题，但也

因此，同时我在努力寻求一个在未来可以发展有机宇宙论的一个必要的任务。 

为了探索这一任务，2030 联合国公布议程在去年 9 月被提名为我们有机宇宙论的实

践目标。 

而这种实践应该被在例如儒家的心灵实践和中庸的亚里士多德哲学理解下的中庸

等的交叉视角中来讨论。 

（李润虎 译） 

 

mailto:ykj11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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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aning of Ontology of “Copernicus Inversion”: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Process Philosophy by “Han 

Philosophy” 
 

Yu  Ming-san 
yms1948@sina.com 

 

Abstract: Kant's ―Copernicus inversion‖ revolution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the 

beginning of the epistemology, Whitehead's process philosophy cultivates a new growing 
point of the world philosophy with the dynamic non-substance ontology -"process is reality 
".Process Philosophy‘s ― from static to dynamic‖ theory is the ―Copernicus inversion‖ of 

ontology. However, the ―dual-reduction‖( Reality is restored to fleeting evolution and the 

nature of reality is restored to permanent object ) is a theory of contradiction.―Han 

philosophy‖ proposes ―Everything changes and invariability is the ‗Locality‘ and ‗Ding-ge‘ of 

becoming‖. It solves the problem of ―permanent object‖ and then forms monism thinking 

logic system which regards the ―time‖ that represent becoming as highest unified 

self-consistent. Then all kinds of process thoughts can find the "chain" which come from  
"Locality, Ding-ge", so that it will play the leading role of ―know the world、understand the 
world and change the wold‖. 

 

KEYWORDS: Copernicus inversion；The static substance ontology；dynamic non substance 
ontology；Whitehead‘s process philosophy；Han philosophy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Nicolaus Copernicus proposed the heliocentric theory. The 
geocentric theory which predominated for a long period was over threw. And it realized the 
fundamental change of astronomy.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Kant's "Copernicus inversion" 
proposed that the object cannot be reflected subjectively, and the subject is just the choice and 
restructure of object. this view is that one never has direct experience of things, the so-called 
phenomenal world, and that what we do experience is the phenomenal world as conveyed by 
our senses. For the objective nature itself, it is not recognized, and this is famous agnosticism.  

Whitehead‘s process philosophy insists ―being is becoming‖ It is ―dynamic‖ ontology. 

And it ought to be a more basic ―Copernicus inversion‖ than Kant‘s epistemology . 

―Han philosophy‖ starts with ―Han‖ which is about change and process. It is also based 
on process philosophy thought, then it proposes ―Han‖ becomes everything. So as to make the 

ontology of the process philosophy into the self-consistent and per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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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e “Copernicus inversion” of Kant’s Epistemology 

In the past time, we thought our experience was the reaction to the object. it means we 
see something , we can see the object thing. But Kant reversed this view, he believes that 
things we experience dare not the objective things, but after a subjective process of feeling 
called representation. Such as we see the house, it is not realistic house in our minds, but 
feelings of the organ itself to itself. Kant thought transcendental subject decide object. The 
development of Kant‘s thought started the point of modern philosophy, and his thought 
continues to have a major influence in phenomenology existentialism. 

The difficult problem that Kant faced in the first place is how metaphysics way of 
thinking can be possible. Metaphysical way of thinking is the cognitive ability that regard 
reason as cognitive subject, and the essence is the object, it emphasizes that all knowledge 
must conform to the object, so-called "objective principle ". But Kant thought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he launched a "Copernican Revolution" in the field of epistemology first through a 
critique of metaphysics and reason. Kant inver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and 
object.  

Kant's ―synthetic a priori judgment‖, means object can only be understood and 
experienced though the rational innate cognition form, and the universal inevitabilit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that is from this. In the "conclusion" of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Kant 
wrote: " Two things fill me with constantly increasing admiration and awe, the longer and 
more earnestly I reflect on them: the starry heavens without and the moral law within.". ([de]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Deng Xiaomang, Yang Zutao school.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4, P. 168, 126 to 128 pages, P. 220) Kant reached a 
compromise with scientific reason and religious belief. He emphasizes on reason, warn people 
if they are caught in the sensory and forget the reason and these two principles will degenerate 
into astrology and superstitious fanaticism. So, Kant's new thinking of epistemology is indeed 
―Copernicus inversion‖, showing the unusual significance. So that modern philosopher said 

that the real philosophy research cannot bypass Kant. 

2.The static substance ontology and non-substance ontology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The―substance‖ is the core categ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over two thousand years 

dominates the western philosophy. After Aristotle proposed the eternal philosophical question 
―what is existence " in the metaphysics, then immediately said, this question means ―what is 

subtance? " Aristotle said that the subtance is fixed as the main body, foundation, reason, 
nature of other things, and it is independent exist before other things. 

Greek naturalistic philosophy represented by the atomic theory, make a specific physical 
substance as the origin of the world, the beginning of all things. Theoretical Philosophy, 
represented by Plato, regards transcendental spiritual substance as the essence of all things. 
They all thinks the origin or the substance which they firmly believed exist independent 
before other things, and regard each other's origin as the product or attribute of their own 

http://dict.youdao.com/w/empha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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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 These two seemingly contradictory philosophical understanding have common 
thinking pattern which called ―substance thinking‖. Substance ontology is questioning for the 

origin of world and exploring the most common essential foundation with ―substance 

thinking‖. And it is static substance ontology theory.  

The study on the ―non-material substance‖ in the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Philosophy 

abandoned the absolute static substance concept in different ways. It has become a common 
characteristic of contemporary world philosophy and an important criterion to estimate 
con-temporariness of philosophy. 

Heidegger criticized the western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and he proposed the 
existence-ontology to oppose the ―Beings-ontology. He points out entities are not confined to 
the physical substance, and they also include ―the spiritual substance ". These two seemingly 

opposite entities have strong symmetry and substance. Some philosophers also have learned 
the fiction of metaphysical substance view from Marx's practical materialism, from Lenin's 
definition of substance. They will naturally give up the view of "substance is substance ", and 
tend to ―substance is the objective reality‖, and then transit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meant by 

objective, what is meant by reality, what is meant by being ". Obviously, 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this way is not the isolated substance, but that it can be different according to the way 
people knowing the world. 

Different with the Western static substance thinking and static substance logic, the East 
especially Chinese ancient times formed the method of thinking based on the correlation and 
the relativity of things. the "book of changes" clearly shows this characteristic. "Book of 
changes" said that all phenomena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binary combination of Yin and 
Yang (respectively with the symbol "——" and "—" to indicate). Yin is negative, Yang is 
positive. Everything has two sides. However, it should be stressed that the Yin and yang are 
not entities, and not the Inherent invariant essence of things. What they represent is the 
correlation changing things. For example, male pertains to yang and female to yin. Because 
there are more Yang and less Yin in men,  more Yin and less Yang in women. 

―Endless origin theory‖ represented by the Huayan School also think that everything is 
temporary. There is no eternal self, no any independent entities or things, any things are 
generated in certain conditions、fate (margin).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Western static ontology while always occupies a dominant 
position, but it never overcome the historic gap between the rational world and the 
phenomenon world, We can only find a way out from the Oriental ontology of the non 
substance ontology in order to find a new point of philosophy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3.“Copernicus inversion” of Whitehead’s Ontology 

Whitehead‘s process philosophy sublates a variety of old materialism static substance 

theory of the western traditional philosophy, advocate the process viewpoint to see the world. 



第十届国际有机宇宙论论坛 

 274 

Whitehead's process philosophy is based on quantum mechanics and the theory of relativity, it 
clearly deny old materialism substance concept, insist that the essence of the world is a 
dynamic process of continuous becoming, the existence of things is the becoming. 

Professor Yang Fubin who translated the book the process and reality pointed out in the 
preface, Process Philosophy criticize idealism spirit substance view of traditional western 
philosophy, insist that spirit is also the reality of the universal, and spirit is a constantly 
changing dynamic proces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clearly denied the viewpoint about "man 
is the machine" of modern mechanical materialism. 

Process philosophy insist the substance and spirit are not two entities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 but interrelated, and unified to the actual exist process, thus he criticized dualism 
philosophy. Descartes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philosophy of dualism regards as two 
separate entities, and separates the inner connection between substance and spirit artificially. 
That is the fundamental flaws of the various schools of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Process philosophy critique that modern western analytic philosophy explore the e
ssence language only, and ign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human experie
nce and the objective world, so that it goes to the extremes of the neglect of life, ou
t of experience, away from the objective world. It can‘t realize the mutual connec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world's things. 

Process philosophy also criticized the of the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The main 
one-sided of phenomenology is that phenomenology is only concerned about the phenomenon. 
And the essence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real reality is ignored, thus phenomenology can not 
reveal the essence of things. 

From this we can see, Whitehead has opposite view with that most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ers reject metaphysics. He found a new metaphysics philosophy system lay on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science with dynamic process thought and the dynamics non substance 
ontology theory. 

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between process philosophy and Eastern philosophy, 
especially Chinese philosophy. Whitehead had made it clear that his process philosophy was 
closer to the organic connection and the change idea of the Oriental philosophy than the 
Western atomic theory. For example, process philosophy insists that the world is a process of 
constant becoming essentially, and being is becoming, so the process is reality. It‘s similar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The continual becoming" in "book of changes", nothing 
is an island. In process thought, all things have "feeling" ability with different degrees, it is 
meshed with the Oriental philosophy which adhere all things have spiritual thoughts. Process 
philosophy emphasizes that reality is dynamic subject or super subject, there is no completely 
passive negative object, called inter-subjective relationship and theory ma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nature form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is consistent with process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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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ugh there are many philosophers have also respectively proposed process theory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such as the ancient Greece philosopher Heraclitus had 
explicitly pointed out that "No one can cross the same river twice", the famous modern 
philosopher Hegel expounded that the world is a development process, classical Marxist 
writer Engels specifically talked about "the world is an aggregate of process, rather than an 
aggregate of things, and so on. But if we just analysis carefully  of these thoughts of these 
famous philosophers, it is clear to know that they are not talking about the process of the real 
world from the sense of ontology. 

So we say, Whitehead tries to rebuild the system of philosophy with dynamic principle 
and  process principle, Completely subverts various static substance ontology to understand 
and explain the world with dynamic process view. Thus Whitehead‘s process philosophy has 

revolutionized the ontology philosophy. It is more fundamental than the revolution of Kant‘s 

epistemology. 

4.Whitehead philosophy in the "Kopernikus 

 inversion"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Whitehead's process philosophy is a revolution of the traditional ontology in the 
ontology of philosophy, which is a revolution of" Kopernikus inversion ", with a dynamic 
process to subvert the static substance. But as Professor Yang Fubin have pointed out, "He did 
not really get out of the stereotype of traditional philosophy." 

Whitehead unconsciously applied the static logic viewpoint of the tradition of the 
western philosophy rationally and met the difficult theory difficulty. He objected to the idea of 
"subject predicate" in logic since Aristotle, but his philosophy was still in the use of "subject 
predicate" language in thinking. He did not use the process of thinking to make the logic 
dynamic, with the so-called "eternal objects," making the logic static, it seems to from 
Aristotle's philosophy go back to Plato's philosophy, resulting in a double reduction tendency, 
he put actual existence into the fleeting flow a reduction, and reducing the actual existence of 
the nature of the reduction has become the eternal objects. We carefully read the writings of 
Whitehead's philosophy and we can also see that he raised the issue of innovation, but not 
well solved. Concrete performance in: 

1. Critical mechanical materialism will naturally decompose into static objects and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but it will be naturally decompose into opposite forms, namely: 
dynamic objects (events, process) and static characteristics (eternal objects); 

2.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actual deposit is the ultimate reality, but recognized th
at God is the ultimate creator and everything else is the creator; 

3. On the one hand adhere to the process is reality, on the other hand they reco
gnize eternal object is reality; 

4. Critique the substance perspective of the materialism, but it is always us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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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cept of objective reality of materialism. 

For these theoretical difficulties cannot be self-consistent, " Han " for the Hanjia of " 
Han philosophy " in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analysis based on the nature of the world process 
and carried out further in-depth apply and discuss, formed to "change-related" as the main 
idea of the " Han philosophy " perspective. 

Chinese "Han" of the word, the ancient means "contains", can be understood as 
"comprising, inclusive" meaning, "Han philosophy "to "Han " name, the first intended to be 
universal. Secondly, modern mathematics with "function" means "variables" between the 
"relationship", that is "related changes" and expand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Han", "Han" 
not only general contains, inclusive universal meaning, but also has a "change-related" in the 
"Han" significance. China recognized by the head of the congregation "book of changes", as 
"a change" to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copulative" pointed out that "The continual 
becoming is the Yi. ","Han philosophy" to talk " The related condition of Yi is called Han.". 
The Philosophy of Hanjia from the "Everything changes," the process of thinking starting to 
change (i.e. process, i.e., time)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the practice of "local freeze" 
approach as a means from theory and practice two aspects to respond and solve these 
difficulties in Whitehead's process philosophy. So that the process philosophy of the "process 
chain" makes the "Locality, Ding-ge" approach of various philosophy to link. 

The Philosophy of Hanjia for the whole world was full explan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process of thinking. The Philosophy of Hanjia says that the reality of world is 
"change", the so-called "constant" is only the human thinking of the change of "Locality and 
Ding-ge ". So there is no "eternal object" in the real world, which is the so-called invariant 
phase, but human to the change process in the error allowable range of local and freeze, which 
is abstract. Mistake the eternal object as the true reality, and it is indeed "the 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 

A total phase is not a part of the real world, but the human brain is rounding a lot of 
continuity subjective locality formation of discrete Ding-ge, it can only exist in the minds of 
people, spread in the human language. 

In the ontology, so-called substance and spirit ontology and so on substance ontology 
and so-called practice ontology,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ontology, the dao ontology of Laozi, 
the Buddhist empty concept, Heidegger's ontology entities are in the process ontology on 
different levels of Locality and Ding-ge. They will be placed in the "process chain" of a 
specific "link", link together to analysis, like the spectral analysis as a variety of different 
wavelengths of light, it is self-consistent, true and understandable. 

On the epistemology, The Philosophy of Hanjia is put forward on the basis of 
progressive perceptual and reasonable cognition, and puts forward three knowledge concepts 
of the "Common knowledge, Scientific knowledge, Philosophical knowledge". Common 
knowledg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faith and practical;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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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nstration and analysis; Philosophical knowledge on speculative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each with its own purpose, can not be neglected. The human knowledge is 
unlimited, the world process level is also unlimited. Thus the ultimate answer to the world can 
only be described in the process of unlimited levels, and it is impossible to trace the ultimate 
static of what is static. 

What is the process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that is always asked the process of the 
manifestation? Han philosophy‘s answer is: because the world is the collection of processes 

and in the search process that can only be found infinite levels, there is no end. As I have to 
say there is an ultimate process, then the process can only be endless hierarchy process on a 
local level was within the allowable error range of Ding-ge. Otherwise, if there is any static 
ultimate object, then naturally produce the static ultimate how to infinite questions, but also 
generate a constant static ultimate how can change generation to change the real world of 
paradox. 

Methodology of Han philosophy pointed out that form logics is a foregone logics; 
dialectics is generated logics. Han philosophy's "Logic of Han-changing" is the ―Form logics 

is in motion‖ and is "Dialectics is in location". From this lead to the natural, social, thinking 

have in common happening, prosperity, failing, perishing, the demise of the "five states of 
change" of the spiral processes law and the interaction law. 

In this way, The Philosophy of Hanjia is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
ss philosophy, pointing out a series of views of the traditional view, such as:  

Everything is changed, unchanged is the change of locality and ding-ge, variable and 
unchanged is not tied "twin brother" relationship, but the upper and lower derivative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Everything is the function of time"; we cannot stop change, but can be optimized Han 
of function. Sick without medication may the good and bad in two directions, using the right 
medicine can cause illness better, with the wrong medicine can make the condition worse. 

Natural science has already pointed out that "Force can simply change the reason for the 
object motion, and the movement is not an object to produce", "Han philosophy" starting from 
point of view of "everything changes", pointed out: in the society, life and thinking, 
"Condition can simply change the reason for things change, the reason is not to produce 
change". 

For Prosperity and Failing of the law,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Everything is the 
function of time", "The flower is fresh when it blooms in its proper time; the flower is 
growing when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them" is an inevitable phenomenon. Value analysis is 
naturally drawn to a conclusion "Rubbish is the treasure in misplaced position; Fallacy is the 
truth in the wrong time ". 

For Heracleitus proposed invariant "logs" belongs to one of "Han", it is to becom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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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of " Locality and Ding-ge ","Han" is "Control change ", "Han"  is the "switch 
","Han" is the change of related, "Han" is the strength of the Prosperity and Failing of things, 
"Han-changing "is something change. "Neither go closed road (open), also do not go free 
astray (off)" is the ―Han" in the "related changes" of political expression. "Han" is not only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he" culture philosophy of the host, but also the lies in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power and enriching the people. 

These new ideas are used for the overall analysis of the universe. Everything of 
"presence" is a process, a change, a time; a "Han" of time and changes in characterization is 
the same object. The "Han" is the change of local Ding-ge, the correlation of "Yi", the number 
of "Tao", the common solution of "Buddha", and the reflection of "Confucianism". 

Thus further pointed out that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existence of locality and Ding-ge; 
spirit is the material locality and Ding-ge; philosophy is the phenomenon of locality and 
Ding-ge; "law" is to "natural probability " of locality and Ding-ge. This is new explanation of 
"Man makes law for the nature ", is the new evidence of "material is primary ", it is also the 
process philosophy‘s essence of "eternal objects". 

Han philosophy applied to process philosophy of the basic idea analysis of human 
civilization, pointed out: philosophy is to pursue things the ultimate nature of learning (thing 
is process of locality, material is the process of Ding-ge). The philosophy of the world as a 
whole domain is the basic philosophy; in part of the philosophy of the world is the application 
of philosophy. Metaphysical is the Dao, down that is the QI, and in that is the philosophy. The 
science and theology are the left and right continuation of philosophy, and the philosophy of 
the vortex of belief is theology, philosophy becomes the empirical tool that will be science. So, 
the greatness of a theory is not who it defeats, but who it includes. Philosophy is not a 
theology of the maidservant, nor is the servant of Science, do not let people play with the 
prostitute, climbing up to the peak on the natural worship, we can see: philosophy always sits 
in her mother's dignities. 

5.The significance of "Copernicus inversion" in Ontology 

In the process of philosophy ontology, the idea of "Copernicus inversion" is understood 
and applied in the comprehensive reflection of philosophy by ―Han‖ philosophy. ―Han‖ 

restores the ―immutability‖ to ―Locality, Ding-ge‖ of ―change‖. So that restores the "brother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nged and unchanged‖ to ―father and son relationship‖. It overturns 

―gap‖ thought between  "phenomenon" and "rational" in traditional philosophy and forms a 

new logic system to explain the world and guide the life of people. We can say it‘s 

meaningful.  

5.1. “Changing and Immutability” is the further excavation of the basic probl

em of Philosophy(new excavation) 

Traditional philosophy thinks, the proble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nk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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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ence is the basic problem of philosophy. "And it includes two aspects. One is thinking 
and existence which is first; another is thinking can reflect the existence or not.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the process theory, the Han philosophy points out ―changing 
and Immutability‖ is a further excavation of the basic problem of philosophy. It corresponds 

to the abstract essence of "thinking and existence, consciousness and substance". Thinking 
and consciousness are unique to human. In the final analysis is the pursue of eternal and the 
pursue of immutability. Process Thought points out the essence of the nature is that everything 
changes. 

 philosophy is to look for the common nature of things, thus we can further abstract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inking and existence‖ to ―changing and immutability ‖. 

Heraclitus‘ dialectical Cognition such as "No one can cross the same river twice",‖ 

Everything is itself and is not itself.‖ Because that changing and immutability are mixed 

together . But if people know the world through the so called dialectical―cannot be interpreted, 

cannot be explained clearly‖ of ―Wu‖, that is a kind of misleading of people‘s thinking.  

In China ,many scholars and philosophers start to doubt about the research on dialectics. 
For example, professor Sun Litian pointed out :‖The materialist dialectics is a relatively weak 

part in the study of Marxism, How does the research of the theory of dialectics be promoted 
effectivel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ubject of the study of Marxism in China. In the article 
published in ―XinHua Digest‖, Yao Dazhi point out for some time ,the research of dialectics 

are in trouble in a sense. The researcher Liu Liqun who from CASS, said the contents of 
dialectics are too grudging、simple 、specious。Even，someone said, dialectics is  juggle. 

The criticism and exposure of the so-called "dialectical understanding" reflect the 
problem of "changing and  " is indeed the problem that tell the truth form false. It is the 
fundament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philosophy to know the world and change the world. 

5.2. New cognition of “The change is the objective reality, the immutability is the 

subjective localization recognition  

Engels pointed out：―The world is not the collection of things, but the collection of 

processes. Each of them seems to be stable but they are in constant change of generation and 
extinction just like the concept in our minds. 

―Process‖ has profuse becoming phenomena in the real world. The whole nature、human 
society and human thinking are all in specific ―process‖which are full of ―becoming‖ 

Hegel thought:‖The truth of Being and of Nothing is accordingly the unity of the two: 
and this unity is Becoming.‖‖Becoming is the first concrete thought, and therefore the first 

notion: whereas Being and Nought are empty abstractions.‖‖As the first concrete 

thought-form, Becoming is the first adequate vehicle of truth. ‖‖ When Heraclitus says 'All is 
flowing', he enunciates Becoming as the fundamental feature of all ex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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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e speculation of pure concept. We have to pull it back from 
the clouds to the ground.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is existence whether being or nothing. The 
"nothing" is the form of "latency", and "being" is the existent form of "obviousness". For 
example, water is a kind of existence, it can freeze,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ce and water, 
the boundary is generated, the ice is ―being‖. Ice is the ―obvious‖ form of water, and ice 

dissolves, so the boundary between ice and water disappears, and ice becomes "nothing". We 
can say the water is the "latency" form of ice . Everything in the nature changes constantly. 
This is the "process" view indicate the truth of the 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pidemiology. The world is the collection of process.   

The ancient Chinese sage, "Lao Tzu" proposed "Tao". It should be said, ―Tao‖ has been 

explored the "process" of the world.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the ages and context, Lao Tzu 
said he does not know its name, only the word of "Tao".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ao" is the 
"road", means "tracks", when "Tao" is represent the track of everything, it essentially refers to 
the "process" which everything is constantly changing.  

The world famous philosopher,  Heidegger points out ‖existence‖ also refers to the 

process,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time‖. He wrote a book "being and time," but he never 

completed it. The book only involve human‘s ―existence‖ which is a ―process‖ of just like 

―Horizon‖.  

Everything is a process of becoming, the law of becoming process is unlimited rich, the 
connection、overlap and fusion of becoming of the myriad things constitute a collection of the 
world's total process. There are extremely complex rules between becoming process any 
becoming process from the formation to the end of development are the carrier of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the things. The different becoming processes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But 
each process is not isolated. There are both independent and connected state patterns in the 
process. So there are intertwined, crossing and overlapping functions between process and 
process, and form multi-process of interaction and complexity.‖The world is not a static 

accumulation, but a collection of processes ". Engels said. 

The collection of processes is not the highest abstract state?  The collection of processes 
is a kind of concept of‖ tangible and type". The process is the ―continuity‖ from one state to 

another different state ". The ―collection‖ is mixed together. Change is the common essence of 

all kinds of processes, so long as the change of the process causes the change of the visible. 
But "change" is a concept of "invisible and type". It is a visual change which is from Beijing 
to Shanghai. But the water temperature from low to high, or from high to low, is a ―change‖ 

of ―invisible and type‖. We say that we can also enhance state of ―change‖ by the time which 

is ―invisible and untyped‖. That is the state of time. "Time" is the common nature of all 

changes. There is a change, no matter what is it, which appear as  ‖continuous‖ of ―time‖ . 

Although the "process", "change" and "time" represent the essence of  the same 
phenomenon, but they have different levels. They upgrade from the "visible and type"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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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isible and type" to the "invisible and untyped. As far as the ―collection‖ of ―collection of 

process‖ means mix things together. And randomness which is essential attribute of the 

―collection‖ cannot answer the question how does ―collection‖ mix things together. But the 

―time‖ is different. The essence of time is ―ordering‖. The "process", "change" and "time" 

represent the essence of the phenomenon of "change". So the static, space represent the same 
phenomenon of ―constant‖. If we equate the ―change‖ with ―algebraic expression containing 

unknown numbers‖, and equate the ―invariant‖ with geometric graphics, so that the two 

opposites can be put together by the abstract of mathematics. How can they be unified? The 
analytic geometry is the answer. 

 The great philosophy of the ―collection of process‖ becomes the highest abstraction of 

the time function by using functions to characterize the collection of ordered processes. Since 
the theory and the facts have proved that the world is the collection of processes, it is 
inevitable that the proposition of "everything is the time function" which is further abstracted. 
     Since the "change" is 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the world, then the "" is daily phenomenon, 
the pursuit of philosophy is the unchanged rule. How can these "invariant" be explained? 
According to the previous analysis, these "invariant" can be identified as "subjective locality." 

5.3． From "Locality" to "Ding-ge" is the key to know and to reform the changing 

world （new key） 

The world is a "collections of  process" whose "density" is not uniform , we can grasp it 
with the ―time function‖. Due to the uneven density, there will be many "" in the function 

image. These so-called "extreme value and inflectional point" is "static" turning point. This 
"static turning point " is a portion of the images, we can know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ial, there is no absolute boundaries between the static point and adjacent areas, but 
we can be approximately to get "boundaries" which conform to requirement of the 
corresponding "accuracy" by the method for "extremity", that is the realistic method for the 
range of allowable error identification in real life, that is "Locality, Ding-ge". 

In the daily life, if your skin get a large inflamed area,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exactly the 
boundaries of the inflamed area and healthy skin, so we had to smear the liquid medicine to 
approximately "local skin" in a circle. This "local method" is similar to changed ―locality‖. 

There are a variety of material purity standards, the most pure chemical analysis standard is 
the purity to 9 decimal places. It is not up to one hundred percent purity. There is no absolute 
pure substance in the world, but people still think that it is pure if the substance is in the range 
of purity of a certain and that is ―Locality and Ding-ge‖. 

 we analyze Carefully everything around us, there is nothing can be separated from the 
environment literally. For human, we seem like persons with clear boundaries when we stand 
on the ground and in the air, but in fact every part of us connect to the environment when we 
have a look under electron microscopy. But the density of atoms, molecules are different. We 
can divide the boundaries and the molecular and the atomic which motion in or out of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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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ies under electron microscopy clearly. Man is man, environment is environment. It seems 
like real obvious "boundary", but the essence is subjective "Locality" identified "Ding-ge". 

In this way, the so-called ―changed and unchanged ","exist an not exist ", the essence is 

the " changed" is identified approximately "unchanged" which within the range of error 
through the ―Locality‖ .The objective law human mastered is not ―unchanged‖. It is just that 

human do the ―locality‖ synthesize of probability of "changing" phenomenon. Then we will 

get the static rules after ―Ding-ge‖ which like taking a photo and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5.4． Time is the fundamental unification of the dynamic world (new unificat

ion) 

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y of process, the Han philosophy puts forward a proposition of 
"everything is time functions". What does the time refer to? Usually people thinks the time is 
a completely empty uniform flow, although it gets in by every opening, but there is no 
substantial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things. In addition to that it is a frame of reference, There is 
nothing more. This is also the dilemma of the research of time philosophy in traditional 
philosophy. There are only some sayings in the textbook of philosophy emphasize: "time is 
the existence way of substance movement. It refers to the substance movement's continuity 
and succession. There is only one direction, from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to the future." And 
the book points out that "time can be measured and understood by the motion of matter in 
space, without the motion of substance it will become elusive and mysterious things." 

Han philosophy points out, the problem of time is the problem of any man who carries 
on th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Because the time is gathering the richest diversity, contains the 
most real unification. 
From Heracleitue, "time as the incarnation of 'change' gets into the view of philosophy." 
(eighteenth pages of the time understanding theory, Wang Tianwen) 

"Aristotle has corresponde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ime and movement. He also thinks 
the existence of things means the existence of time. The change of things can feel the 
existence of time.""Later, Bergson , demonstrated the ontology of the tim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memory activities, and established the priority of the time relative to the space.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duration of time is in the flow and creation of the pure quality at the first 
moment. It is considered that Newton's time view regard time as the geometric line of space, 
it is not the real time, it is out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ime."Heidegger uses the time to 
explain the existence, everything exists inevitably in the time. ( "time and eternity", in 
February 2012, the Jiangsu people's press, Huang Yusheng, published 122nd pages.)The 
studies on the time of the philosophers, are the time gathers the real unity of the changing 
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asic problem of basic philosophy, Han philosophy 
strengthens the recognition of the time, and it thinks that― time can be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world's most fundamental unity. ". To know the world by the realm of "everything is time 
function", provide the intellectual weapon for the world. It also form  a set of ide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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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of the basic issues of philosophy. 

5.5．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holy of philosophy by process thought (new hol

y ) 

If you want other people to be firm, you must be firm first. 

Now many philosophers and philosophy enthusiasts are depressed because of 
marginalization of philosophy. They generally think that philosophy is far away from the real 
life. Most of them shake their heads and sigh. But let us find out the cause of the brilliant 
history of philosophy.   the philosophers are noble and sacred Whether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or in "ancient Greece" period. They are respected unanimously by the king 
and people, indeed, someone suggest that the only "philosophers" can be a king. Philosophy is 
still the original philosophy, all kinds of modern philosophy can find  the "embryonic" from 
the ancient philosophy. But Why does philosophy be neglected? The reason is that some of 
the modern and post modern philosophe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destruction instead of 
construction. Philosophy is the quintessence of world, is the knowledge that pursues the 
ultimate nature of things, it should stand the highest and see the farthest. It is reasonable that 
the people of the grassroots strive to look up and respect. 

Modern analytic philosophers and post modern deconstruction philosophers who are 
after Hegel, in addition to Marx picks up the banner of rational system, do not run the 
protection of the source of philosophy, they attack, deconstruct the philosophy system of the 
grand narrative through the language, and make the philosophy loss the dignity. 0 he reason of 
the world cannot be the pursuit of human. This kind of philosophy has to be ―marginalized". 

Han philosophy points out that the science is respected by people because science can 
improve people's basic necessities of life; theology has the majority of believers of the world 
because theology can soothe the hearts of believers; philosophy is the Speculative source of 
science and theology , it should be respected by people. But the post modern philosophy just 
plays games of the ―language analysis‖ engages in deconstruction. So there is nothing left, no 

one will believe it which you don‘t believe it yourself.   

Han philosophy points out: the schools of philosophy such as modern philosophy, post 
modern philosophy should not let the philosophy reduced to the ―maid‖ service ―science and 

theology‖, to the "prostitute," indulge in language; to the ―lunatic‖ hurt themselves for 

cheating ,to ―maniac‖ drunk in garret. Now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ad 
to the abuse of technology; and superstitions spread crazy. That is realistic portrayal of a 
decadent philosophy a world philosophy. If nature is the ―father‖ of all human civilization, 

then philosophy is the ―mother‖ of all human civilization. If mother is powerful enough, the 
mother lives forever, if the mother is weak, It's possible to reduce to a "maid", "prostitute," 
―lunatic‖ and ―maniac‖。 Every philosopher who loves wisdom will not allow the reduction 
of our ―mother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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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gel said, a country without philosophy, like a temple without God statue. Now 
philosophy is decadent just like the sun covered by the clouds. The Han philosophy is guided 
by process thought, and says it is the time to get rid of the clouds. Let the sun come out, let 
our "mother philosophy" sits in the clear sky. 

In summary, the Han philosophy which do the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Process 
Philosophy is a deeper and innovative thought in today's world philosoph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hilosophy professor Huo Guihuan said: "as a the growing point of 
western philosophy, Whitehead's process philosophy is a not molted cicada" (see "philosophy 
of" 2003 the 4th period). Han philosophy 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icada" in the 
context of Marxist philosophy. We wish Han philosophy can be like what director Ma Jianxun 
said: Han philosophy will sing a wisdom song for the whole world. 

The international philosophy is initiating the trend of "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 
which is based on process philosophy and leading to ecological philosophy through unique 
process thought. May Han philosophy can contribute their special sound for the global 
ecological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process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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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论中“哥白尼倒转”的意义: 

“函学”对过程哲学的理解和应用 
 

俞明三 
yms1948@sina.com 

 

摘要：康德“哥白尼倒转”式的革命具有开认识论先河的重要意义，怀特海的过程哲学

则以“过程即实在”的动态非实体本体论给世界哲学培育了新的生长点，是本体论领域

“由静到动”的“哥白尼倒转”。然而过程哲学中“双还原”（即：他将实际的存在还

原成了转瞬即逝的流变，又把实际存在的本性还原成了永恒客体）的理论矛盾使其成为

“一只没有蜕皮的蝉”。以“函”为“家”的“函学”在过程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一切

皆变，不变是变的局域和定格”的“变化相关”的“函”思想，解决“永恒客体”问题

的疑难，从而形成了以表征变化的“时间”为最高统一的自洽的一元论思想逻辑体系，

让各种哲学思想在时间过程的“链条”上可以找到自己“局域、定格”而存在的“链节”，

从而适时地对“认识世界、理解世界、改造世界”发挥应有的引领作用。 

 

关键词：哥白尼倒转；静态实体本体论；动态非实体本体论；怀特海过程哲学；函学 

 

科学史上，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推翻了长期以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地心说，将地不

动“倒转”为日不动，实现了天文学的根本变革。哲学史上康德的所谓“哥白尼倒转”，

提出客观不可能在主观上得到反映，而是主观对客观的选择和重组，是主观对客观的立

法，也就是“人为自然立法”。对于客观自然本身，则是不可认识的，提出了著名的不

可知论。从而将原来传统的反映认识论进行了一个根本的倒转，康德认为自己这是一种

“哥白尼倒转”式的认识革命。 

怀特海创立的过程哲学，认为“过程即实在，实在即过程”，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

提出了“动态”本体论，一反传统哲学中“静态”类型的各种本体论范式，这应是比康

德认识论显得更为基础的一种“哥白尼倒转”。 

从“变化过程相关”的‘函’出发的以函为家的“函学”，以过程哲学思想为基础，

进一步提出了“‘函’成万事万物的观点”，从而使过程哲学本体论的“哥白尼倒转”

在生成路上，自然自洽和完善。不仅找到了过程哲学的切入点之门，而且顺理成章地登

堂入室，进入了哲学深宫内院的自洽建设之中。 

一、康德认识论的“哥白尼倒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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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般认为，我们的经验是对客体的反应，就是说，我们去看东西，看到的是外

面的东西。但是康德倒转了这个看法，他认为，我们经验的不是客观的东西，而是经过

了主观加工了的感觉，叫做表象，比如我们看到的房屋，不是现实的房屋到了我们的头

脑中，而是我们思维器官本身对自身器官的感觉，这种感觉决不是对现实客观房屋的感

觉，是自身对自身的感觉，是先验的主观决定了客观。康德的这个发展，开创了近代哲

学的出发点，一直到现代的现象学、存在主义，都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推理。 

康德所处的时代面临的难题，首先就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如何可能。形而上学的

思维方式是把理性看成是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而本质则是认识的客体、对象，认为一

切知识必须符合对象，所谓“客观性原则”。康德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对形而上学的批

判、对理性的批判，首先在哲学认识论领域发动了一场“哥白尼革命”，康德实现了知

识与对象之间关系的倒转。他指出：“到现在为止，大家都是认定我们的知识必须依照

对象，在这个前提下进行了多次试验，„„可是这些试验统统失败了。那么我们不妨换

一个前提试一试，看看是不是把形而上学的问题解决得好一些。这就是假定对象必须依

照我们的知识。这个假定就比较符合我们的期望，我们正是盼望能有一种关于对象的先

天知识，对象向我们呈现之前，就确定了某种关于对象的东西。这个设想同哥白尼当初

的想法非常相似。”（《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年，

第 241～243 页。） 

康德的这一倒转，形成了他关于对象的所谓的“先天知识”即“先天综合判断”。

所谓对象必须依照我们的知识，意思是对象只有通过理性先天的认识形式才能被我们所

经验、所认识，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即源于此。在《实践理性批判》的“结论”中，

康德写到：“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

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德］康德：《实践

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168 页，第 126～
128 页，第 220 页）康德完成了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妥协，既不像 18 世纪的启蒙思想

那样只要理性不要信仰，也不像中世纪一直到 16 世纪那样只要信仰不要理性。他偏重

理性，警告人们说如果陷于感官而遗忘了理性，这两大原则就会变质为占星术和狂热迷

信。所以，康德对认识论的新思路，确实是哥白尼式的倒转，显示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以至于后代哲人说，真正地搞哲学研究决不能绕过康德。 

二、哲学史上的静态实体本体论与非实体本体论 

“实体”是西方哲学最核心的范畴，二千多年来支配着西方哲学的思考。亚里士多

德在《形而上学》中提出“存在是什么”这个永恒的哲学问题后，紧接着就说，这问题

问的就是“实体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认为，实体就是固定不变的作为其它东西的主体、

基础、原因、本质并先于其它东西而独立自存的东西。 

以原子论为代表的希腊自然哲学，以某种具体的物质实体来作为世界的本原、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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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始基。以柏拉图为代表的理念论哲学则把超验的精神实体视为万物的本质。它们都把

自己所认定的本原、实体看作是先于其它事物而独立自存的，并把对方的本原看作是自

己本原的产物或属性。这两个看上去截然对立的哲学认识所共同遵循的思想模式，称为

实体思维。以这种思维方式来追问世界的本原，探索存在的最普遍的本质根据，进而提

出的本体论学说，称为实体本体论，而且是一种确认现成物的静态的实体本体论。 

当代科学和哲学中的“物质非物质化”问题的考察，用不同的方式抛弃绝对的静态

实体观，已成为当代世界哲学的一个带普遍性的特征，成为哲学是否具有当代性的一个

重要判据。这也就反衬出静态实体模式对于哲学整体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它的变动会

引发哲学的某种总体性改造。 

海德格尔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曾指出过，以种种不同名目的存在者之绝对化

为基础的静态实体本体论，在原则上不得不归于瓦解，于是他提出了“存在本体论”以

反对“存在者的本体论”。他指的这些实体并不限于“物质实体”，也包括种种“精神

实体”。这两种看上去对立的实体，自古希腊的原子论和理念论以来，就有着某种很强

的对称性，同一性。问题在于，一些哲学工作者也已经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观点中，

从列宁在物理学革命到来的形势下作出的物质定义中，了解到形而上学实体观的虚构

性，自然会放弃“物质是实体”的观点，而倾向于从“物质就是客观实在”的论点，进

而过渡到追问“何谓客观、何谓实在、何谓存有”的思路上。显然，这样来理解的“客

观实在”，就不是孤立的实体，而是可以随人们把握世界方式的不同而不同的。以这种

实践的、可变的实在观来取代思辩的静态的实体本体论，再发展到将世界、实在、存有

看作本质上显现为过程的观点，就很自然。 

与西方式的静态实体思维和静态实体逻辑相反，东方特别是中国古代就形成了以事

物的相关性和相对性为中心的思想方法。作为中国众经之首的《易经》就鲜明地显示了

这一特点。《易经》认为，一切现象都可以凭借阴和阳这二元的组合来说明(分别用符

号“－－”和“一”表示)。阴是消极性，在逻辑上是否定的，阳是积极性，是肯定。

一切现象必然具有消极面和积极面，一切判断也必须具有否定和肯定(二值)。不过，应

当强调，阴阳都并非实体，也并非事物所固有的不变本质。它们表示的正是事物变化的

某种相关。例如，男是阳，女是阴，这是相对于男和女这组相关而言的，但男中有阳多

阴少的比较存在，女中有阴多阳少的比较存在，显现出阴阳相关比较的存在。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形成的以华严宗为代表的“无尽缘起论”也认为一切都是暂时的，

没有永恒不变的自性，不存在任何独立自存的实体或事物，任何事物都在一定的条件、

缘份（缘）中生成、突显(起)。宇宙本是造化流转，此刹那显现为此存有者。然而在实

体逻辑中，存有者作为逻辑主词常被看作现成给定的，静态的，忘记它只是对生生之流

的切割、抽象、局域、定格，存在的真义“生生”遂被遮蔽和遗忘。 

哲学史上，西方的静态的实体本体论虽然一直占居主要地位，但永远也克服不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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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世界与现象世界之间的千古鸿沟，永远解决不了它们之间由“不变”到“变”的悖论。

只有从东方的非实体本体论中寻求出路才能找到哲学进一步发展的新生长点。 

三、怀特海哲学本体论中的“哥白尼倒转” 

怀特海创建的过程哲学扬弃传统西方哲学中各种旧唯物主义静态实体学说，主张以

过程观点看世界。不论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还是近代机械唯物主义，都是以世界是由某

种物质实体构成的这一根本观点为前提。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则以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为基

础，明确否定旧唯物主义实体观，以全部现实存在都是相互关联的过程为出发点，坚持

认为世界本质上是一个不断生成的动态过程，事物的存在就是它的生成。 

正如翻译《过程与实在》的杨富斌教授在译者序言中指出的，过程哲学批判传统西

方哲学中的唯心主义精神实体观，坚持精神也是宇宙中的现实存在，并且精神也是不断

变化的动态过程。同时也明确地否定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关于“人是机器”的观点，认为

这种所谓“科学唯物主义”根本不能真正地说明精神的运动过程，也不能科学地说明人

类的经验、灵魂等何以产生。 

过程哲学坚持物质与精神并非相互独立的两个实体，而是内在关联的，统一于现实

的存在过程之中，从而批判了以笛卡尔为代表的二元论哲学。笛卡尔把物质和精神看作

两个独立的实体，并人为地割裂二者的内在关联，这种主客二元对立的思想方式，正是

近代西方哲学诸流派的根本缺陷。 

过程哲学批判现代西方分析哲学强调经验与实在世界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的片面性，

强调对语言、经验、逻辑、精神等进行分析，强调所谓“语言学转向”等，它只探求语

言的本质，而忽略了语言与人类经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因而走向了忽视生活、脱离经

验、远离客观世界的极端。“纯粹的语言分析只会把有机的客观世界解析为马赛克似的

碎片”，看不到世界万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对世界的哲学认识根本不能完全

归之于语言问题。世界也不可能只是一个把握世界的语言问题。 

过程哲学还批判了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现象学。现象学最主要的片面性在于只关注现

象，否定真正的现实存在的本质，因而不能对现象所体现的事物本质有所揭示。仅仅承

认现象，把现象与实在的关系“悬置”起来，竟然把实在本身忘在一旁，这是现象学哲

学的根本问题和缺陷。 

由此我们可看出，怀特海与大多数现代西方哲学家拒斥形而上学相反，以动态的过

程思想，动态的非实体本体论建立了一种奠定在现代科学基础之上的形而上学思辨哲学

体系，确实有理有据地在哲学上进行了一场“倒转式”革命。 

过程哲学与东方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有许多相通之处。怀特海曾明确讲过，他的过

程哲学更接近于东方哲学的有机联系和变化思想，而不是西方原子论的机械世界观。譬

如，过程哲学坚持世界在本质上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事物的存在就是它的生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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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过程才是真正实在的。这与中国古代哲学中“生生不息”的“易经”思想息息相通，

没有任何事物是一座“孤岛”。过程哲学中，万物都有不同程度的“感受”能力等思想，

与东方哲学坚持万物皆有灵性的思想相契合。过程哲学坚持创造性演进是宇宙进化之本

质的思想，与道家哲学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的创生思想相契合。过程哲学

所批判的“误置具体之谬误”，与我国传统哲学中坚持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和实事求是的

思想相契合。过程哲学强调现实存在都是能动的主体或超主体，没有纯被动的消极客体，

因而现实事物间只有主体间关系等思想，与我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天人合一、主客不分的

思想相一致。 

过程思想在西方哲学史上，虽然也有许多哲学家也早就分别提出过，如古希腊时期

赫拉克利特曾明确指出了“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过程变化思想，近代著名哲

学家黑格尔系统论述了世界是发展过程的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恩格斯在《费

尔巴哈论》中明确地讲过“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而不是事物的集合体”的思想，等等。

但是我们只要认真分析一下这些著名哲学家的论述，就明确地看到，他们都不是从本体

论上谈论真实世界或实在世界的过程性的。 

赫拉克利特是在假定人不变的基础上言说河流即自然的变化的；黑格尔所讲的则是

绝对观念自我运动、自我发展的过程，而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只

不过是这个绝对观念的外化而已；恩格斯所讲的过程，也是在坚持“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前提下，是在坚持“世界的真正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的本体论前提下，谈论物质

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也就是说他也并非是在本体论意义上谈论世界的过程实在性，而是

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进行谈论过程的意义的。这些与怀特海“过程即实在”的基本观点是

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们说，怀特海试图以动态原则和过程原则来重建哲学体系，力求避免对自然

的二重化等割裂形成离散性的解构，从而对各种静态实体本体论进行了彻底性的颠覆，

以动态的过程实在观认识和解释世界。从而在哲学本体论领域前无古人地进行了一场比

康德认识论中“哥白尼倒转式”更基础的革命。 

四、函学对怀特海哲学中“哥白尼倒转”的理解和应用 

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在哲学本体论上对传统本体论虽然进行了一场“哥白尼倒转式”

的革命，用动态的过程颠覆了静态的实体。但是正如杨富斌教授等所指出的，“他并未

真正走出传统哲学的窠臼”。 

怀特海不自觉地应用了西方哲学传统的理性主义静态逻辑观点，遇到了不可克服的

理论困难。他反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逻辑中的“主语——谓词”观念，但论述他的哲

学时，却仍然在运用“主语——谓词”语式在思维。他没有用过程思想使逻辑动态化，

借助所谓的“永恒客体”使逻辑静态化，这好象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倒回到了柏拉图的

哲学，因而出现了一种双重还原倾向，他把实际的存在还原成了转瞬即逝的流变，又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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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存在的本性还原成了永恒客体。我们仔细地阅读一下怀特海的哲学著作也就可以看

到，他的创新是提出了问题，却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具体表现在： 

（一）批判机械唯物主义将自然分解成静态的物体和变化的特征时，却又将自然分

解成相反的形态，即：动态的物体（事件、过程）和静态的特征（永恒客体）； 

（二）认为实际存物是最终的实在，但又承认上帝是最终创造者，其他一切都是创

造物； 

（三）一方面坚持过程就是实在，另一方面又承认永恒客体是实在； 

（四）批判唯物主义的实体观点，却又时时运用唯物主义的客观实在的概念。 

对于这些不可自洽的理论困难，以“函”为家的“函学”在理解和分析其世界过程

本质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应用和探讨，形成了以“变化相关”为主要思想的“函

学”观点。 

中文“函”字，古通“含”，可理解为“包含、包容”之意，“函学”以“函”取

名，首先意在通用。其次，近代数学用“函数”表示“变量”间的“相互关系”，也就

是“变化的相关”，拓展了“函”字的意义，“函”不仅有一般的包含、包容等通用之

意，而且具有“变化相关”的“函”意义。中国公认为众经之首的《易经》，向国外翻

译为“一部讲变化的书”，其“系辞”中指出“生生不息之谓易”，“函学”则讲“易

易相关之谓函”。函家哲学从“一切皆变”的过程思想出发，以变（即过程、即时间）

为逻辑出发点，以实践中“局域定格”的方法为手段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回应和解决怀

特海过程哲学中出现的这些困难。从而使过程哲学的“过程链条”将各种哲学通过“局

域、定格”的方法链接起来。 

函家哲学从过程思想出发对世界进行了完整的整体解释和演绎。函家哲学认为：世

界的实在就是“变”，所谓“不变”只是人类思维对变的“局域和定格”。因此现实世

界决不存在什么“永恒客体”，那些所谓不变的共相，只是人类对变化过程在误差允许

范围内的局域和定格，即抽象。将永恒客体误作为真实实在，这的确是“误置具体谬误”。 

共相不是真实世界的部分，而是人类头脑中舍去了许多连续性后的主观局域而形成

的离散性定格，它只能存在于人的头脑中，流传在人类的语言中。 

在本体论上，所谓的物质本体、精神本体等实体性本体及所谓的实践本体、生产关

系本体，老子的道本体，佛家的空观，海德格尔的存在本体等非实体本体都是在过程本

体不同层次上的局域和定格。将它们安放到“过程链条”的某一特定“链节”上，联系

起来分析，就象光谱对各种波长光的分析一样，显得自洽、真实而可理解。 

认识论上，函家哲学在递进式感性、理性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并列的“俗识、科识、

哲识”三识观。俗识重于信仰和实用；科识重于实证和分析；哲识重于思辩和理解，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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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各用，不可偏废。人类的认识是无限的，世界过程的层次也是无限的。因而对世界终

极的回答，只能用无限层次的过程来描述，不可能追溯出什么静态的不变的终极来。 

哲学史上总有人追问显现过程的过程者是什么？函学的回答是：因为世界是过程的

集合，在追寻过程者中，只能发现无穷层次的过程，没有穷尽。如非要说有个终极过程

者，那么，过程者只能是无尽层次过程中，在某一层次上局域得到的允许误差范围内的

定格。否则如果真的有什么静态的终极物的话，那么自然会产生这个静态终极何来的无

穷发问，同时也产生了不变的静态终极何能变化生成现实变化世界来的悖论。 

函学方法论上指出，形式逻辑是已成逻辑；辩证逻辑是生成逻辑。函学提出的“函

变逻辑”既是形式逻辑的“运动化”，又是辩证逻辑的“局域化”。由此导引出自然、

社会、思维共同具有的发生、发展、鼎盛、衰退、灭亡“五态变化”的螺旋式过程规律

和相互作用规律。 

这样，函家哲学在对过程哲学理解的基础上，指出了一系列倒转传统看法的观点，

如： 

一切皆“变”，“不变”是“变”的局域和定格，“变’和”不变”不是并列的孪

生”兄弟”关系，而是上下层的衍生的“父子”关系； 

“一切都是时间函数”；我们不能使变化停止，但可优化函式。生病不用药也可能

向好、坏两个方向发展，用对了药可促使病情变好，用错了药也可使病情变坏。 

自然科学上早已指出“力只是改变物体运动的原因，不是物体产生运动的原因”，

“函学”从“一切皆变”的观点出发，指出：在社会、人生及思维中，“条件也只是改

变事物变化的原因，不是产生变化的原因”。 

对于盛衰规律，根据“一切都是时间函数”原理，“百花齐放应时者鲜；百家争鸣

适时者盛”就是必然现象。对价值分析则自然得出“垃圾是放错地方的珍宝；谬论是用

错时间的真理”的结论。 

对于赫拉克利特提出的“logs”不变则属于“函”之一义，是对变的“局域和定格”，

“函”是“驭变”，“函”是“开关”，“函”是变化的相关，“函”的强弱就是事物

的盛衰，“函”的变易就是事物的变易。“既不走封闭式老路（开），也不走自由化邪

路（关）”正是“函”中“变化相关”的政治性体现。“函”是中国“和”文化传统的

哲理所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强国富民的根本所在。 

这些新观点用于宇宙整体分析，一切“存在”都是过程，是变，是时间，是函，时

间和变化表征的是同一个对象。“函”是变的局域定格，“易”的相关，“道”的数化，

“佛”的俗解， “儒”的反思。 

由此进一步指出，意识是对存在的局域和定格；精神是对物质的局域和定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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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现象的局域和定格；“规律”是对“自然概率”的局域和定格。这是“人为自然立

法”的新解，是对“物质第一性”的新佐证，更是过程哲学中“永恒客体”的本质所在。 

函学应用过程哲学的基本思想分析人类文明，指出：哲学是追究事物终极本质的学

问（事是过程的局域，物是过程的定格）。以世界整体为论域的哲学是基础哲学；以世

界部分为论域的哲学是应用哲学。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形而中者之谓哲。

科学、神学是哲学的左延右续，哲学滑入信仰旋涡即成神学，哲学变为实证工具即成科

学。因此，一个理论的伟大，不在于它击败了谁，而在于它包容了谁。哲学既不是神学

的婢女，也不是科学的仆人，更不是任人把玩的妓女，登上自然峰顶膜拜时，看到的必

然是：哲学始终端坐在母亲的尊位。  

五、本体论中“哥白尼倒转”的意义 

函学将过程哲学本体论中“过哥白尼倒转”的思想在对哲学的全面反思中进行了理

解和应用。将过程思想中的“一切皆变”落实到具体的逻辑出发点中，将“不变”还原

为对“变”的局域和定格，从而将“变”与“不变”的原先的“孪生兄弟关系”还原为

“衍生父子关系”。从而颠覆了传统哲学中一系列“现象”与“理性”间难以自洽的“鸿

沟”观念，形成了能够较满意地解释当下世界、指导人类当下生活的自洽的逻辑体系。

应该说，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一）“变与不变”对哲学基本问题进一步挖掘（新挖掘） 

传统哲学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见董同彬、胡蓉

编著的《新编哲学基础教程》华中科技大学出版 2010 年 2 月版）并且说，它包括两方

面的内容。一是思维和存在哪个第一性，哪个第二性的问题；另一是思维能不能反映存

在的问题。 

函家哲学通过对过程论的理解和应用指出，“变与不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进一步

挖掘。它对应于“思维与存在、意识和物质”的本质抽象。 

思维与意识是人所特有的功能，它们的根本本质就是以“不混乱”的逻辑形式追寻

变化世界中的“不变规律”来为人类所用。说到底就是追求永恒，追求不变。 

过程论的思想指出，自然界最根本的本质就是“无物常驻，一切皆变”。人类迄今

为止没有发现过一例不变的事物，是对这一认识的事实支持。说到底，也就是说，一切

存在时刻在变。这是它们的根本特征，也是根本本质。 

大道至简，哲学就是要寻找事物的共通本质。因此对存在与思维的关系，我们完全

可以进一步抽象为“变与不变”的关系。这不是语言文字的变换游戏，这样的认识，深

刻地点出了传统哲学中静态本体论的要害问题。这个要害问题就是开始于赫拉克利特的

所谓“辩证认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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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拉克利特指出“我们走进又走不进同一条河”，“万物是它自身又不是它自身”

（参见赫拉克利特“残篇”，f49）。从而使自然的“统一世界”出现了严重危机，陷

入“既存在又不存在”的晃动之中。这种晃动如此激烈，以致模糊了存在与不存在、善

与恶的明确界限，甚至“善与恶是一回事”（见黄裕生著《时间与永恒》江苏人民出版

社 2012 年 2 月版第 6 页）。为此，赫拉克利特被称为“辩证法的的奠基人之一”（见

汪子嵩、张世英、任华编著《欧洲哲学史简编》人民出版社会 1972 年 5 月版第 7 页）。 

这样的辩证认识，既在又不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将“变与不变”混为一潭。

要人们用所谓辩证的“不可说，说不清”的“悟”去认识世界。应该说，这确确实实是

对人类思维的一种误导。 

2005 年 3 月 18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发起，全国几十所大学和科研单位学者

参加的“青年哲学论坛”，在哲学所所长李景源研究员的主持下，吉林大学孙利天教授

主讲。提出：唯物辩证法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相对薄弱的领域。（辩证

法沦落为“变戏法”），也是目前相对沉寂的一个领域。如何切实有效地推进辩证法理

论研究，已成为目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新华文摘》2004 年第三期载姚大志文章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关于辩证法的研究

在某种意义上陷入了困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刘立群研究员在“辩证法的局限与误区”一文中指出：“„„

各式各样的辩证法，其中所讨论的内容虽然并非无道理，一无可取，但是总的说来道理

相当勉强、简单、似是而非，甚至有人说，辩证法就是变戏法，„„”，又说，“有关

辩证法的那些论述实际上也都相当空洞、机械、简单化，„„在实践中陷入极大的误区

和混乱。”，“讲空话，套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真正的共同标准和依据。„„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辩证法确实离诡辩相差不远，甚至大体相同。„„”还说“辩证

法问题之所以讨论不清楚，主要是因为它本身就有严重缺陷。” 

对这些所谓“辩证认识”的批评和揭露，反映了“变与不变”问题确实是哲学上一

切真假判别问题的纠结。是哲学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必然的根本出发点，这一问题的

解决，制约着一切“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问题的解决，制约着“存在与思维、物质与

意识”两方面问题的解决。因而是哲学基本问题的进一步挖掘和探讨。 

（二）“变是客观真实，不变是主观局域认定”的新认识（新认识） 

恩格斯指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

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 95 年版，第 244 页） 

所谓“过程”，在现实中具有极其丰富的变易现象。整个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

思维，都处于充满“变易”的具体“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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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认为“变易就是有与无的统一”，“变易是第一个具体思想，因而也是第一

个概念，反之，有与无只是空虚的抽象。”，“变易既是第一个具体的思想范畴，同时

也是第一个真正的思想范畴。”，“在哲学史上，赫拉克利特说：‘一切皆在流动’时，

他已经道出了变易是万有的基本规定。’”（黑格尔《小逻辑》04 年商务印书馆版第

199 页） 

对“过程”这样的思辨，由于是纯概念的思辩，犹如云端里的玄幻那样空虚，难以

理解。我们必须将其从云端里拉回地面，世界一切，无论“有”还是“无”都是“存在”。

“无”是“潜在”的存在形式，“有”是“显在”的存在形式。“有”与“无”的变化

就在于“界”的生成和消亡。存在界显即为“有”，存在界消即为“无”。例如水是一

种存在，水中结冰，作为冰与水区别的“界”生成，我们则发现了冰这个“有”。冰是

水的“显在”，而冰溶化了，冰与水的“界”消失了，冰就变为“无”了。冰化成的水，

就是可生成冰的“潜在”。这样从水变为冰，冰变为水都有个过程。自然界的一切一刻

不停地进行着无数变化着的过程，从来没有什么变过了就不再变，或者已在的什么，开

始发生变的事物。这就是“过程”观从认识论角度，揭示的世界真实。 “世界”就是

不停变化的“过程”的集合。 

中国古代先哲“老子”所说的“道”，应该说，就已探索到了世界的“过程”意义，

老子对世界终极的追究，也已到了变化“过程”这一层次，这一境界。由于老子时代思

想及语境的局限，不知其名，只能字之为“道”（见《老子》第二十五章：“吾不知其

名，字之曰‘道’”），“道”本来是“路”的意思，也就是“人之行迹”的意思，用

“道”来表征万事万物之行迹时，实质上就是指万事万物一刻不停地变化留下的“过程”。 

世界现代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指出的“存在”之“在”，也应是指“过程”，它与

“时间”相关。他写了《存在与时间》一书，可惜没有写完成，只说了“唯主体”论，

只涉及了人的“此在”之“在”，讲了“在”就是“地平线”一样“不断生成又不断消

逝”的“过程”。 

一切都是变易过程，变易过程的规律也无限丰富，无数事物生灭变易的相互连接、

相互叠加和融合，构成了世界总过程的集合。变易过程之间也有着极其复杂的规律，任

何变易过程从形成发展到终结，都是事物具体内容的载体。不同的变易过程有着不同的

特征。但每一个过程并非是孤立的。过程间存在着既独立又相连的状态格局。因而，过

程与过程之间也具有相互交织、交叉、叠加的功能，并形成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

渗透、相互牵动、相互增强、相互制约、相互抵消的多过程的互动性和复合性。现实而

生动地证明了恩格斯指出的：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堆积物，而是“过程集合”。 

“过程集合”的境界，是不是最高的抽象境界呢？我们说还不是。“过程集合”是

“有形有式”的概念。“过程”就是从某一种状态到另一种不同状态的“绵延”。“集

合”就是混在一起。这些现实的形式还可进一步追问它们的共通性本质，这个本质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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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变化”是所有各种“过程”共同具有的共通本质，只要有“变化”就会有

形象的过程。但“变化”是个“无形有式”的概念。从北京到上海这是个“变化”，是

有形象的“变化”。但水温从低到高，或从高到低，也发生了变化，但就是不问中间“绵

延”情况的变化，是“无形有式”的变化。到了“变化境界”，也就是黑格尔的“有”

与“无”统一的境界。“变化境界”能否继续提升呢？我们说还可提升，可以用“无形

无式”的时间来提升，这就是“时间”的境界。“时间”是一切变化的共通本质。有变

化，不论是怎样的变化，就必然显现为“绵延”的“时间”。 

“过程”、“变化”、“时间”虽然表征的是同一种现象的本质，但它们有层次境

界的不同。是从“有形有式”到“无形有式”再到“无形无式”的提升。 

就“过程集合”中的“集合”而言，“集合”是混合在一起的意思。具体怎样混合，

集合的“无序性”本质属性不能回答。时间不同，“有序性”是时间的本质属性。有序

性的过程、变化、时间用具有“无序性”的“集合”来描述，显然是不合适的。必须要

继续提升。 

过程、变化、时间都是表征的“变”的现象的本质。那么与其相对的静态、静止、

空间是表征“不变”的同一现象。如果将“变”等同于“含有未知数的代数式”，将“不

变”等同于几何图形，这样就用数学的抽象将二者对立地放到了一起。如何将它们能统

一起来呢？那自然想到了解析几何，想到了用解析几何中“函数”可能将代数和几何统

一在一起。函数的解析式就是含有未知数的可表示变化的代数式，函数的图象表示的则

就是静态的空间图形了。 

用函数来表征有序过程的集合，就将“过程集合”的伟大哲理变成了“时间函数”

的最高抽象。既然理论和事实都证明了“世界是过程的集合”，那么，进一步抽象得到

的“一切都是时间函数”的命题，则是必然的推论了！ 

如此，我们必然会问，既然“变”是世界的客观真实，那么“不变”也是我们日常

常见的现象，人们的哲学追求也是追求“不变”的规律。这些“不变”又该如何解释呢？ 

我们说，根据前面的分析，这些“不变”，只能是人类的“主观局域的认定”。 

怎样认识和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决不能用赫拉克利特的“既变又不变”的所谓辩证

认识来解答。那样的解答，只能使“统一的世界”“摇晃”起来，使人们头晕目眩，无

法现实理解。我们用“局域”到“定格”的方法来解答这个问题就自然而现实。 

（三）从“局域”到“定格”是函家哲学认识“变化世界”，改造“变化世界”的

钥匙（新钥匙） 

世界是个“疏密程度”不均匀的“过程集合”，我们可用“时间函数”来把握它。

因疏密程度不均，函数图象中必有许多“极值拐点”。这些所谓的“极值拐点”，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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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识中和意识内追求的“静态转折点”。这种“静态转折点”实质上是图象上的某

一部分，从微分的角度就可知道，越是细分，这些静态点与相邻区域并无绝然的界限，

但我们通过求“极限”的方法可以近似地求到相应“精确度”要求的“界限”来，这也

就是生活实践中允许误差范围认定的现实方法，这就是“局域、定格”。 

日常生活中，皮肤生疮，红肿了一大片，很难找准与健康皮肤的分界，于是只好近

似地“局域”一圈，涂上消炎药水。这种“局域法”就类似于我们这里所说的对变化的

“局域”。再有物质的纯度标准有多种，化学最纯的分析纯标准是 9 个 9，也就是百分

数小数点后 9 位小数的纯度，就是达不到百分之百。这说明世界上没有绝对纯的物质，

但人们还是认定一定标准范围内的纯度就算是纯的了，这就是局域和定格。 

认真地分析一下我们周围的万事万物，有哪一样事物是能与环境绝然割界分开的

呢？就拿我们人来说，立在地上和空气中，看起来是一个界限明确的人，但只要用电子

显微镜一细看，原来我们人的每一个部位都与环境相连着。只不过原子、分子的疏密程

度不同而已。肉眼看到的分界处，电子显微镜中也是分子、原子在人的体内、体外不停

地交错运动、振荡着，难分难解。但是我们肉眼还是明显地将它们分界开来。人是人，

环境是环境。看起来是真实明显的“界”，实质是主观“局域”认定的“定格”。 

这样一来，所谓的“变与不变”，“既存在又不存在”，实质上就是“变”通过“局

域”而在误差范围内近似地认定的“不变”，是主观忽略不计的“认定”的“不变”。

人类思维掌握的客观规律，也不是“不变”的规律，只是人类将“变化”的现象概率进

行“局域”综合，在假定一些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再进一步象照相一样“定格”后，就

得到静态的规律了。 

（四）时间是对世界动态整体的最根本统一（新统一） 

函学在过程论基础上提出“一切都是时间函数”的命题，函学的时间倒底是指什么

意思呢？ 

在通常人们的时间观念中，它是一个完全空洞的均匀流，虽然无孔不入，但并不与

事物发生实质的关联。除了说它是一个参照系之外，就再也说不出什么来。这也是传统

哲学中关于时间哲学研究的困境。哲学教材中也只是强调说：“时间是是物质运动存在

方式。是指物质运动的持续性、顺序性。具有一维性，方向只有一个，从过去到现在再

到将来。”并且指出，“时间是以物质在空间中的运动来度量和认识的，离开物质在空

间中的运动，它就成为无法捉摸、神秘莫测的东西。”（见董同彬、胡蓉编著《新编哲

学基础教程》2010 年 2 月版第 44 页） 

函学用过程论思想指出，时间问题是任何一个进行哲学思考的人都会思考的问题。

因为时间聚集着最丰富的多样性，蕴含着最真切的统一性。 

从赫拉克利特开始，“时间就作为‘变’的化身进入了哲学的视野。”（汪天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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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理解论》第 18 页） 

“亚里士多德则已把时间和运动的关系一一对应起来。同时认为事物的存在必然意

味着时间的存在。事物的变化才能感觉到时间的存在。”（参见同上 25-27 页） 

“到后来，柏格森则通对记忆活动进行的分析，论证了时间的本体意义，并确立了

时间相对于空间的优先地位。认为时间的绵延是第一瞬间都处在纯粹质的流变和创造之

中。认为牛顿的时间观将时间看作空间化的几何直线，不是真正的时间，是取消了时间

存在的意义。”（参见 33 页） 

海德格尔则用时间解释存在，用将来、过去、现在的到时来解释存在，一切存在都

必然在时间中存在。（参见黄裕生著《时间与永恒》）2012 年 2 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 122 页） 

这些先哲对时间的研究，集中到一点，这就是时间聚集着变化世界最真切的统一性。

函家哲学从基础哲学基本问题的追索出发，进一步强化了对时间的认识，认为“时间可

作为世界整体最根本统一的出发点”。以“一切都是时间函数”的境界来认识世界，为

人类提供改造世界的智力武器。形成了研究哲学基本问题的一整套思想体系。 

（五）以过程思想维护哲学的井然神圣（新神圣） 

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必须坚定。 

当前哲人及哲学爱好者们都在为哲学被边缘化而沮丧，一般都以为这是哲学本身远

离现实造成的，摇头叹气，无能为力，甚至自叹无聊，走上了这样的一条不归之路！追

问一下当初哲学辉煌历史的成因。无论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还是西方“古希腊”时

期，当初的哲人是多么的高尚和神圣，受到了上至国君下至百姓的一致尊崇，有人甚至

提出只有“哲学家”才能当国王。哲学还是当初的哲学，各种现代哲学都可以在古代哲

学中找到思想的“萌芽”。为什么“幼芽”长成了“大树”反而会被世人冷落呢？原因

就在于现代、后现代的一些哲学家们建设不足，破坏有余！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

追究事物终极本质的学问，理应站得最高，看得最远。受到基层奋斗者们仰望和尊敬是

情理之中的事。自黑格尔以后，除马克思等继续扛起理性体系的大旗，受万众敬仰外，

现代分析哲学家们、后现代的解构哲学家们，从语言分析中解构、抵毁宏大叙事的体系

哲学大厦，使思路清晰，万众归心的哲学大厦被遮蔽在迷漫硝烟之中。形成了“晃动不

已”、甚至“倒塌”的幻象，丧失了应有的尊严，使人不知所措。整个世界的理性犹如

中了邪，受到麻醉，时代精神的精华难以清醒，难以成为人类的追求，哲学思辨的有与

没有，存在与不存在，于人类生活没有关系一般。这样的哲学不“边缘化”，不“去消

化”，该谁“边缘化、去消化”？！ 

函家哲学研究指出，科学有天下的广大民众，是因为科学能改善民众的衣食住行；

神学有天下的广大信众，是因为神学能安抚天下信众的心；哲学呢，哲学是科学与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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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辨之源，理应更能指导民众改善衣食住行，更能安抚天下信众之心。但当下的后现

代哲学搞“语言分析”的游戏、搞“解构中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怎

么说都行”，广大民众谁还信你连你自己都不相信的这一套。 

函学指出，这些现代、后现代哲学，象走马灯似的流派，将哲学不是沦落成“为科

学、神学”解释服务的“婢女”，就是堕落为少数人以语言进行纵欲、自娱自乐的“妓

女”；不是自残为昏天黑地的“疯人”，就是自醉于小屋楼顶的“狂徒”！搞得一些人

神经麻痹，信仰缺失，道德昏噩，如醉徒一样不知所措！现在科技发展、滥施淫威；落

后迷信，疯狂泛滥，正是世界哲学界辉薄光衰的现实写照。如果说“大自然”是人类一

切文明的“父亲”，那么“哲学”就是人类一切文明的“母亲”。母亲强悍，就永远是

母亲，母亲孺弱，就会沦落为“婢女”、“妓女”、“醉人”、“疯人”。每一个酷爱

智慧的哲人们，愿意这样看着“母亲哲学”这样的沦落吗？不能！ 

黑格尔说过，一个国家没有哲学，就象一座大庙没有神象。现在哲学衰微，就象天

上乌云一时遮住了太阳。函家哲学以过程论思想为指导，从“基础哲学”入手指出：是

我们起来驱除乌云的时候了。让太阳出来，让我们的“母亲哲学”堂堂皇皇地端座于清

澈的人寰之中。 

综上所述，对过程哲学进行理解和应用的函学，应当说对于当今世界哲学界是一种

较为深入的创新思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霍桂桓教授说：“作为西方哲学当前生长

点之一的怀特海过程哲学是一只未蜕皮的蝉”（见《哲学研究》2003 年第 4 期）。函家

哲学则是过程哲学这只“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中的继续演蜕，但愿函家哲学能象

蝉一样，蜕脱胎壳，攀枝云天，伸展双翅向世界放出智慧之歌，荡漾环宇！ 

当前国际哲学界正在萌生着以过程哲学为基础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以

其特有的哲理优势引领“生态哲学”的高境界大潮，愿函家哲学通过对过程哲学的理解

和应用，在全球“生态哲学”和鸣的大旋律中贡献出自己的特殊音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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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spective on Marx's Naturalism And Social Justice Based 

On Manuscript Of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in 1844 

 
ZHANG Ai-jun, ZHANG Cui-ping 

zaj6622@126.com 
 

The thought of Marx's naturalism is the unity of naturalism and humanitarianism. 
Humanitarianism away from naturalism is the one away from humanity , and only talking 
about naturalism away from humanitarianism will lead to the separation of man and nature, 
also making naturalism become the doctrine stopping social progress. 

There are two basic ways of interpretation on the unity of naturalism and 
humanitarianism. One is the tool theory, that is ,the human is a social tool. The other is the 
purpose of the way, that is ,people are the purpose of society. The way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ool theory is contrary to the social justice, and the way of the purpose of the theory 
reflects social justice. 

Marx's proposition on the humanitarianism must be interpreted through the purpose 
theory. Human is purpose instead of means; people make nature and society reflect justice 
through the perception of nature and society. Freedom and equality is the basic value of social 
justice. Man's instinct is reflected by freedom and equality. 

The main purpose of Marx‘s criticism of the private ownership is because it leads to of 

people‘s alienation, let the divine and human nature popular. Marx advocated abandoning the 

private ownership reasonably, the restoration of human nature, the regression of human social 
justice, making peopl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embodying political equality 
through democratic politics, returning economic equality through the way everyone has the 
property, enhancing the dignity of citizens through social autonomy , and entering the Society 
of freedom and equality by planning the future. 

Naturalism is the sense of regressing the justice; leaving the feeling of people means 
leaving the sense of justice so-called because all the animals and even plants have feelings; 
pan naturalism will not only make people feel lost , but also lose support for humanitarianism. 
The society of personal feeling is to let the community back to the one of individualism. Such 
a society is not desirable through class struggle and violent revolution. The dual legitimacy of 
history and reality  will be highlighted through the historical and natural process . 

Naturalism is humanistic, because it embodies the essence of the rational people of 
freedom and equality. Humanitarianism is natural, because it comes from nature, and 
goesback to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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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自然主义与社会正义： 

《基于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视角 

 

张爱军,张翠萍 

(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zaj6622@126.com 

 

马克思的自然主义思想是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离开自然主义的人道主义

是离开人性的人道主义，离开人道主义仅谈自然主义会导致人与自然的割裂，也会使

自然主义成为社会进步绊脚感的主义。 

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有两种基本解读方式。一种是工具论方式，人是社会的

工具。另一种是目的论的方式，人是社会的目的。工具论的解读方式违背社会正义，目

的论的方式体现社会正义。 

马克思主张的人道主义必须通过目的论进行解读。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人通过感知

自然和社会，让自然和社会共同体现正义。自由平等就是社会正义的基本价值。人的本

能通过自由平等体现出来。 

马克思批判断私有制的主要目的是因为其导致人的本质异化，让神性与兽性大行其

道。马克思主张扬弃私有制，恢复人的自然本性，回归人类社会正义，使人自由与全面

的发展，并通过民主政治体现政治平等，通过让每一个人都有财产回归经济平等，通过

社会自治提升公民尊严意识，通过谋划未来进入自由平等博爱社会。 

自然主义是回归感觉的正义，离开了人的感觉，就离开了人之称为人的正义感，因

为所有的动物甚至植物都有感觉，泛自然主义会让人的感觉迷失方向，也会让人道主义

失去支撑。个人感觉的社会是让社会回归个人主义的社会。这样的社会，通过阶级斗争

和暴力革命不可取。通过自然的历史过程则会凸显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正当性。 

自然主义是人道主义的，因为它体现自由平等理性人的本质。人道主义是自然主义

的，因为它来于自然，又回归于自然。 

 

关键词：马克思；自然主义；人道主义；社会正义 

mailto:zaj6622@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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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ept of Synergy in  

Synergetics and Synergetic Anthropology 

 
ZHANG Bai-chun 

(College of Philosoph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zhangbaichun@sina.com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paradigm of synergy: a. the Synergetic Theory created by the 
physical scientist Hermann Haken on 1970s; b. the Synergetic Theology in Orthodox tradition; 
c. the Synergetic Humanology created by the Russia philosopher C.C. Xopyжий. 

The meaning of the Synergy in Haken‘s theory was still limited in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its ancient Greek word. Haken himself did nothing in expanding its meaning.  

The expanding of the meaning of Synergy began from the theology of Orthodox in 
expressing the corporation or synergetic work between man and God. In the tradition of 
Orthodox,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and man is equal in their synergetic work that man 
has his activity and enthusiasm. However in the tradition of Catholicism and Protestantism, 
man can only passive when he work with the God and the God has the ultimate power.  

The Synergetic Theology was recovered by exiled Russia theologians in 20th century, 
which became the theory foundation of the Synergetic Humanology created by Xopyжий. 
One of its core concepts is ―Unfolding‖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only if man unfold himself 
that he can accept the free grace of the God and the man can has his another living model. 
Hence the Unfolding belongs to the level of Ontology. Xopyжий thought that there are only 
two other ways of Unfolding left: 2. the Unfolding of Dasein; 3. the Unfolding of vir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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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学与协同人学里的协同概念 

 

张百春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zhangbaichun@sina.com 

 

摘要：有三种以“协同”为观念的学科范式：1. 德国物理学家哈肯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所创立的“协同学”；2. 东正教传统的“协同神学”；3. 俄罗斯哲学家霍鲁日所创立

的“协同人学”。哈肯的“协同学”对“协同”一词的使用，仍然只是局限于其古希腊

的词源义，即协调、协作，而并未对该词进行词义上的扩展。对“协同”这个词的词义

拓展始于基督教（东正教）神学，即“协同神学”，其主要内容是神的能（恩赐）与人

的能（意志）之间在拯救，以及人与神结合的事业上的协作、合作。在东正教传统中，

神和人的协同关系具有平等性，人具有积极性和主动性；而在天主教与基督新教的传统

中，则比较强调人的被动性和神的绝对主动性，但是有时候又比较模糊。“协同神学”

在二十世纪通过流亡国外的俄罗斯神学家得到了复兴，霍鲁日在协同神学的基础上，创

立了协同人学。“展开”是协同人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人只有首先敞开自己，神的恩典

才会降下，人才有可能拥有另一种存在方式，因此“展开”具有本体论的意义。霍鲁日

认为，一共有三种人的展开方式，另外两种分别是：存在者意义上的展开和虚拟的展开。 

 

 

一 

在当今世界学术界，提到协同的概念，人们自然会想到德国物理学家哈肯在上世纪

七十年代创立的协同学（синергетика，synergetics）。的确，作为系统科学理论重要组

成部分之一，协同学（亦称协同论）的思想渗透到几乎所有的科学研究领域。①作为一

门现代的新学科，协同学自身包含诸多分支，它们都获得了非常详细的研究和广泛的应

用。协同学创始人哈肯在自己的《协同学》的副标题“大自然构成的奥秘”里表达了自

己对这门新学科所蕴含潜力的自信。与此同时，作者在书中广泛涉猎物理学、化学、生

物学等主要自然科学领域，甚至还探讨经济、社会与生命等领域的问题。在当今人文学

科基本范式（或“知识型”）严重缺乏的时代，协同学的确给人们带来了希望。 

因此，我们“自然会有一个期待，有关什么是协同方面的信息，应该首先在协同学

里去找。但是，在这里我们遇到协同问题的第一个悖论，如果提出问题：什么是协同？
                                                      
① 系统科学理论包括上世纪四十年代产生的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统称为“老三论”），以及上世纪七十年代

出现的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和突变论（统称为“新三论”）。 

mailto:(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zhangbaichun@sina.com)
mailto:(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zhangbaichun@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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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协同学里，我们找不到答案。在协同学里，协同的概念没有获得界定，也没有

获得应用”。①无疑，协同是协同学最为基本的概念，至少是因为它出现在这门学科的

名称里。作为一门严肃的，对整个学术研究方法产生如此广泛影响的学科，协同学理应

对如此重要的概念给出基本的界定与说明。但是，我们在哈肯关于协同学的奠基性著作

《协同学》里，根本找不到对这个概念的任何独立的分析、解释和说明。②对于如此重

视概念的现代哲学思维而言，这的确是比较难理解的现象。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协同与

协同学之间的联系绝不是偶然的、随意的。无论在协同学的学科思想里，还是在这门学

科的名称里，都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个联系。哈肯自己承认，他只用到协同这个希腊词的

直接的、词源学上的意义，即协作的、协调的作用与相互作用。协同学就是“关于协作

的科学”。“这个词为协同学找到一个名称，然后再就不需要了，新科学没有把它当作

自己的术语和概念”。③显然，从产生方面看，协同学的基础是自然科学，而不是人文

科学，尤其与哲学关系不大。尽管产生之后，协同学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包括在人文科

学领域，甚至是在哲学领域。当然，协同与协同学的联系不仅仅止于学科的名称。事实

上，“协同学研究的现象和过程都带有由协同所描绘的那些性质，尽管这个词仅仅是在

直觉上被理解，没有变成一个概念。„„毫无疑问，协同毕竟存在于协同学里，但是这

个存在是隐含着的”。④ 

作为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同时也是位对概念极其敏感的哲学家，霍鲁日尝试揭示和

重建以隐藏的方式存在于协同学里的协同概念。 

哈肯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使用协同的概念，即合作、相互作用、共同的积极性以及

共同的能，等等。的确，在自然界里包含了大量的过程，其中有协同的现象发生。具体

而言，协同学包含以下理论：耗散结构理论、自组织理论、决定性混沌理论、分型理论

（теория фракталов）以及复杂性理论。但无论哈肯本人，还是协同学其他代表，都没

有给出一个适合所有这些理论的对协同的解释。霍鲁日对协同学里的协同概念进行了分

析，其做法是在所有的协同学的理论与过程里区分出协同的理论与过程，在其中的确可

以呈现出“类似于协同”的东西。“我们遵循直觉上的协同观念（由术语的语义学意义

暗示的），应该把这样一些理论纳入到‘协同学里的协同领域’，它们描述这样的现象

和过程，其中存在着两个不同类型或支流，属于不同根源的能的相互合作、相关作用”。
⑤此外，这些“协同理论”的亚类型也非常多，它们是所有协同学的观念与理论的核心。

“显然，对开放系统里内部能与外部能的相互作用的描述应该为协同学里以隐藏方式存

                                                      
①Хоружий С.С. Что такое SYNERGEIA?  Синергия как универсальная парадигма: ведущие предметные сферы, 

дискурсивные связи, эвристические ресурсы //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2)2011. С.20. 
② 哈肯在《协同学》的“引言和概述”里有这样一句话：“如同许多科学术语一样，‘协同学’源于希腊文，意为

‘协调合作之学’。”哈肯：《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凌复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年，第 5 页。这

里只提及“协同学”一词的来源与基本含义，但是，作者对这个词没有做出任何进一步具体的解释和说明。 
③Хоружий С.С. Что такое SYNERGEIA?   Там же.С.21. 
④Хоружий С.С. Что такое SYNERGEIA?   Там же.С.21. 
⑤Хоружий С.С. Что такое SYNERGEIA?   Там же.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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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协同的直觉观念提供经验和观念的基础”。①匈牙利哲学家欧文·拉兹洛（Эрвин 

Ласло）对协同或协同学的这种相互作用给出了清晰的描述：“通过处在远离平衡态的

非平衡系统的能的支流导致系统的结构化，系统的组成元素允许系统接受、利用和保留

所有不断增加的自由的能。同时发生着系统复杂性的增加”。②这就是协同学里的协同

概念的基本内容。协同学里所研究的系统都是远离热平衡态的开放系统（物理的、化学

的或生物学的系统），它们可以接受外来的能。在外来能的作用下，在这些系统内部会

发生质的变化，出现突变的新质，最后出现时间和空间的，或功能上的新结构。 

虽然哈肯没有对协同概念作出单独的解释，但是，在自己的《协同学》一书里，通

过大量的例子来说明协同学里的协同概念。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激光发射理论。

激光发射的原理是，对远离热平衡态的原子加压，结果就会出现非常高的相干性的光粒

子发射（激光发射）。在这里，“加压”是外部能，它与原子自身的内部能相遇，出现

协同，产生新的结构，这是一种自组织的动态进程。这是协同学里的协同的典型例子。 

协同学里的协同的另外一个典型例子是由普利高津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他把耗散

与系统的新结构的产生联系在一起。他对耗散结构的界定是：“在非常不平衡的条件下，

可以实现从无序、热混乱向秩序的过渡。可能产生物质的一些新动态，它们反映着给定

系统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我们称这些新结构为耗散结构，目的是强调耗散过程在它

们的组成中的建构作用”。③耗散结构形成的基本条件是，系统必须是开放的（可以是

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系统，也可以是社会的、经济的系统），因此可以与外界交换

物质与能量，在这个过程中，当系统内部的某个参量的变化达到临界值（也叫阈值）时，

整个系统会发生突变（系统内的非线性相互作用的结果），由无序走向有序，并产生完

全新的结构。新结构的出现和维持需要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或能量，即消耗能量，因

此这样的结构被称为“耗散结构”。普利高津把“耗散”与新结构的出现联系在一起。

与系统原来的初始结构相比，耗散结构不但是新的，而且是更加有序的，更加分化的，

这样的结构就是所谓的自组织结构，其主要特征是系统的所有组成元素行为的高度相干

性（когерентность）和高度一致性。在耗散结构（自组织结构）形成的过程中，一个必

要条件是“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系统内部的能与外部的能发生相遇，相互交换。

在普利高津那里，也有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物理学领域的贝纳特对流（конвекция 

Бенара）。在一个扁平的容器内注入液体，液层的宽度要远大于其厚度，在液层底部均

匀加热，液体上下部分出现温差。当这个温差达到临界值（阈值）时，液体分子组合发

生显著变化，液层中自动形成大量六角形的小格子（贝纳特蜂窝），从每个格子的中心

涌出液体，从边缘下沉，形成对流，这是非常有序的动态流。相对于液体初始状态，这

些对流是完全新的结构，即耗散结构。在这里，“加热”是产生自组织结构的外部能。 

                                                      
①Хоружий С.С. Что такое SYNERGEIA?   Там же.С.30. 
② См. Хоружий С.С. Что такое SYNERGEIA?   Там же.С.30. 
③ См. Хоружий С.С. Что такое SYNERGEIA?   Там же.С.30. 



The 10th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Biocosmology 

305 

实际上，耗散结构是非常普遍的。而且，耗散结构与激光发射有一致的特征，这些

特征非常类似于协同的现象。霍鲁日把激光发生现象称为“激光范式”，把自组织结构

称为“耗散自组织的范式”。他的结论是：“协同的确存在于协同学里，以一定的动态

范式的形式出现在其中。可以称之为协同的协同学范式（си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парадигма 

синергии），简单地可以这样来表述：在远离通常的平衡秩序的系统里，外部能可以导

致自组织的新动态的出现，这个新动态将产生更加相干和分化的动态结构，并导致系统

里发生彻底的结构重组”。① 

因此，在协同学里，协同概念的基本含义完全局限于这个词的古希腊词义，没有经

过任何进一步的解释或加工。 

二 

晚期希腊罗马的思想具有明显的综合、混合的特征。根据霍鲁日的考证，“晚期希

腊罗马的折中主义理性主要是在融合与综合的样态里活动，为了这种样态搜集大量的词

汇储备，它们大部分都是从前缀 syn-开始的：synousia, synesis, synaisthesis, syneinai，等

等。Synergia（协同，合作、一致的行为）——是这个储备里典型的，但不是最流行的

元素；在那个时代大量的哲学和神秘学说几乎都不用它，对它的观念化只是在基督教话

语里才开始”。② 

在希腊文里，Synergia 这个词由两部分组成，前缀 syn 是指“合”的意思，词根 ergon
是“工作、事业”的意思，因此，Synergia 是协同、协作、合作、在一起工作等意思。

但是，这个词在古希腊哲学里并没有获得进一步的应用，其基本含义也没有获得进一步

的扩展。 

霍鲁日认为，协同（Synergia）的观念历史应该从基督教开始算起，而且，一开始

就被来表达神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新约》里多次提到过协同的概念。保罗说，“我

们是与神同工的”（哥林多前书 3：9），③这里的“同工”在希腊文里是 synergoi，在

俄文里是 соработники。保罗在这句话里说的是神与人中间的关系，这是一种协同、协

作的关系。这里的“同工”指的是平等的合作伙伴，没有主次之分。此外，协同（Synergia）
也指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比如“请你们为主接待她（非比），合乎圣徒的体统。她

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罗马书 16：
2）。“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作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作神的执事’有古卷

作‘与神同工的’）坚固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帖撒罗尼迦前书 3：2）。
这两段引文主要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协同、协作关系。在这种协同、协作的关系里，合

作的双方是平等的。在这个协同里，双方地位上有一种对称性。 

                                                      
①Хоружий С.С. Что такое SYNERGEIA?   Там же.С.31. 
②Хоружий С.С. Что такое SYNERGEIA?   Там же.Сc.19-20. 
③ 《圣经》新译本神神字版的译文为“我们是神的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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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协同的概念里也包含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帮助、协助的意思。天主教“思

高本”就把“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哥林多前书 3：9）这句话译为“我们原是天主的助

手”（格林多前书 3：9）。在这里，合作的双方地位上的对称性已经不存在了，神是主

动的、积极的，“我们”则是被动的。“这个区别不是根本性的，但毕竟是非常重要的，

无论是神学上，还是人学上：根据第二个意义，协同关系双方只有一方是积极的；在人

与神的关系上，人自己的积极性的必要性——是整个基督教思想史上最有争议的问题之

一”。①总体上，东正教思想是在第一个意义上理解协同，强调协同关系双方地位上的

平等、对称性，天主教和新教神学拒绝人的积极性，认为全部积极性在神那里，而不在

人的身上，在神与人的关系上，人始终是消极的。至于“协同”和“协同主义（синергизм）”

这类词汇在西方神学里也曾经出现，但几乎都是作为“骂人的代号”。② 

西方神学在处理神与人的关系的问题上，深受奥古斯丁（354-430）的立场影响。

这个立场他在与佩拉纠派围绕自由与恩典的争论中形成。英国修士佩拉纠（约 354-418）
主张，人可以在恩典（благодать，恩赐）之外，靠自己的力量获得拯救（спасение）。

奥古斯丁针锋相对，认为在神与人的关系上，在人的拯救问题上，神具有绝对的主动权，

人只能消极、被动地等待神的恩典。各种类型的“神恩独作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源。

“奥古斯丁的神学，因为引介神恩独作说，对西方基督教的神学产生很深入的影响力。

因为几乎所有教宗以及主要的新教改革者，都称赞他是最伟大的教父，任何想要倡导神

恩独作说的人，都可以诉诸他的权威”。③ 

尽管奥古斯丁神学对西方基督教思想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的“神恩独作

论”毕竟是神与人关系以及拯救问题上的一个极端立场，其最典型的后果就是所谓的“预

定论”。佩拉纠派是与之对立的另外一个极端立场。因此，出现一个中间立场是非常自

然的，这就是马赛的修士圣约翰·卡西安（св.Иоанн Кассиан，约 360-432）所代表的所

谓的半佩拉纠派立场，也被称为“神人合作说”，即协同主义。卡西安认为，神的恩典

（恩赐）有助于人做善事，“在我们的拯救事业里，既有神恩赐的参与，也有我们自由

意志的参与，„„这两方面一致地发挥作用，在我们的拯救事业里，同样都是必须的”。
④佩拉纠派在 431 年以弗所普世宗教会议上被谴责为异端，半佩拉纠派在 529 年奥兰治

地方宗教会议上被谴责为异端。总体上说，卡西安的“中间立场”（协同论的立场）在

西方遭到了批判和抵制，但是，在东正教会里，他始终被认为是东正教拯救学说的真正

代表。“东正教思想把协同当作神与人关系中的必要原则，„„这个原则始终只属于东

正教传统„„长期以来，它都是把东方基督教思想与西方基督教思想分开的主要元素之

一”。⑤当然，在神与人的关系问题上，无论天主教，还是新教，尽管都彻底拒绝了佩

                                                      
①Хоружий С.С. Что такое SYNERGEIA?   Там же.С.22. 
②Хоружий С.С.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исихастской традиции.т.1. К феноменологии аскезы. —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ской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академии, 2012. C.90. 
③ 奥尔森：《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吴瑞诚 徐成德译，周学信校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292 页。 
④ Хоружий С.С.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исихастской традиции.т.1. Там же. C.90. 
⑤ Хоружий С.С. Что такое SYNERGEIA?   Там же.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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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纠派的立场，但是也都没有把奥古斯丁的立场绝对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都接受了

卡西安的“中间立场”，尽管不一定是公开地接受。奥兰治会议谴责了半佩拉纠派，支

持奥古斯丁的立场，但是，参加大会的主教们完全不认可奥古斯丁的预定论，因此毕竟

为神的恩典与人的自由之间的某种合作留下了余地，于是就有了后来天主教传统中的

“善功”的观念。①在这个意义上，在西方基督教思想的协同观念里始终有一种模糊性、

不确定性。 

在东正教思想里，协同观念在拯救论里始终占有核心地位。在对协同的理解上没有

西方基督教思想里的那些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个观念不但在《圣经》和圣传里有自己

的根源，而且，它也是东方教父们的神学主题，对协同的理解最终获得了神学上的完善。

当天使向玛利亚报喜时，她的回答道：“我是主的使女，情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路

加福音 1：38）。在这个场景里，玛利亚没有拒绝神的使者，而是她选择了顺从、协作。

东正教神学家卡瓦希拉（Николай Кавасила，1322-1397/1398）就此说道：“化身不仅

是圣父、他的力量和他的灵的事业，而且也是圣母的意志和信仰的事业。没有她的同意，

没有她信仰的协助，这个计划也将无法实现，如同没有神的三位一体三个位格的参，这

个计划是无法实现的一样。只有在神劝导和说服了圣母之后，神才接受她为母亲，才从

她那里借了肉身，而她则喜悦地把自己的肉身献给了他。就象神是自愿地化身的一样，

他也希望，他的母亲自愿地，按她自己的善良意志生出他。”②这里强调了圣母在神的

伟大救赎工程中主动的、自愿的担当。另外，当代英国著名东正教神学家韦尔把玛利亚

的这个举动直接解释为协同：“玛利亚是可以拒绝的，她不是被动地，而是积极地参与

到奥秘之中„„圣母是协同的最高典范”。③神没有强迫玛利亚，神的恩典需要来自人

的方面的自由回应。玛利亚就是神的恩典与人的自由之间的协同、合作的具体体现。 

协同的观念也出现在基督论神学里。第六次普世大公会议（680-681 年）肯定基督

二志论，否定基督一志论。此次大公会议不仅仅肯定了基督身上有两个意志，而且还确

定了它们之间的和谐关系，即两个意志从不分离。“对东正教学说及其以后的发展，第

六次大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意志的概念与能的概念非常接近。就神学内容而言，它们

几乎是一致的。因此，在后来的拜占庭帝国的最后几百年，关于神的能的学说获得发展，

这个学说直接依靠第六次大会的决议，把自己看做是对这些决议的发展和延续”。④意

志是对本质的表现，任何表现都是能，意志是能的最重要形式之一。因此，根据第六次

大公会议的决议，在基督身上有两种能，一个是神的非被造的能，一个是人的被造的能，

“基督身上的这两种能的联系就是‘协同’的本体论基础”。⑤这就是所谓的东正教唯

能论（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энергетизм）立场，经过新神学家圣西梅翁（949-1022），直到圣

                                                      
① 奥尔森：《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同上，第 301 页。 
② Лоский В.Н. Очерк мистическ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 восточной церкви. Москва. 1991г. С.107.  
③ 韦尔：《东正教会导论》，田原译，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香港），2013 年，第 258，223 页码。译文根据俄文

版略作改动。 
④ Хоружий С.С. Мысль Византии. (Лекции. Шестая лекция,5 февраля 2007г.). 
⑤ Мейендорф Иоанн. Византийское богослови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и вероучение.Москва. 2001г. С.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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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拉马，这个立场彻底获得完善。帕拉马对东正教神学的主要贡献就是他的能的神学，

以及关于神的能与人的能之间的协同关系的学说。 

在帕拉马之后，随着拜占庭帝国的灭亡，关于协同的学说被遗忘了。直到 20 世纪，

流亡国外的俄罗斯神学家们复兴了协同的学说，主要代表是洛斯基、梅延多夫等。因此，

我们看到，在东正教神学里，的确存在一个神学分支或领域——协同神学（богословие 

синергии），其主要内容是神的能（恩赐）与人的能（意志）之间在拯救，以及人与神

结合的事业上的协作、合作。在这里，神的能与人的能发生接触、合作，最终达到结合。

换言之，人与神将在能里发生结合，这就是神化。 

在东正教神学里，协同所表达的是神与人的关系。在这里，神和人是两个不同的存

在范围，因此，协同概念具有本体论意义，这是其古希腊本义里所没有的，至少没有获

得明确的规定。 

霍鲁日继续俄罗斯流亡神学家们对协同神学的研究传统，并对协同概念自身做出实

质性的发展，准确地说，他将其提升为一个一般的人学范式，并以此为基础，创立了协

同人学。 

协同人学的基础不是东正教的神学，而是东正教的灵修传统，即静修主义传统。这

是东正教修士们从公元 4 世纪开始创立的一个灵修传统，直到公元 14 世纪才彻底形成，

其主要标志是一套完整的修行方法获得建立。静修主义修行方式的主要特征是其阶梯式

上升的路径。修行者的修行道路似乎像沿着梯子一样，不断上升，直到与神结合，准确

地说，是与神的能结合。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一个是实践（修炼）阶段，

另一个是直观阶段。在实践（修炼）阶段，修行者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克服自身的阻

碍，聚焦自己的注意力。在直观阶段，修行者已经获得了来自神的恩典。显然，相对于

修行者而言，恩典是外在的能，在恩典的帮助下，他可以继续上升。在从实践（修炼）

向直观过渡时，人自己的努力逐渐减少，恩赐的作用逐渐增大，最后完全取消人的努力。

比如，修行过程中最主要的方式是祷告，在直观阶段，修行者的祷告是自动的，不需要

人做出任何努力。在基督教神学里有个说法，就是恩赐是白白地赐给人的，而不是人的

努力换来的。霍鲁日认为，从实践（修行）向直观的过渡里，必然出现协同。首先，外

在的能出现了，就神的能（恩赐），其次，神的能与人的能之间发生相遇、合作。此后，

人才能达到自己修行的终极目的——神化（在自己的能里与神的能结合）。 

这里的关键是修行者要获得恩赐，没有恩赐的帮助，与神结合是根本不可能的。要

获得恩赐，必须向恩赐敞开、展开。就神与人的关系而言，在涉及到人的时候，人的敞

开就是这个关系的人学方面。只有人向恩赐敞开，恩赐才能白白地赐给他。人之所以不

能获得恩赐，是因为他不向恩赐敞开自己。霍鲁日由此得出结论，在东正教静修主义里，

协同的概念意味着人的展开。并且，这不是一般的展开，而是向另外一个存在方式的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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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因此，这是本体论的展开，这是霍鲁日对静修主义协同概念进行的加工，换言之，

是对协同概念的人学内容的提炼。 

在人的本体论展开的范式基础上，霍鲁日提出人的另外两大展开方式或范式，即存

在者意义上的展开和虚拟的展开。他认为，人的所有展开方式都可以归结为这三种主要

展开方式，不存在第四种展开方式。在这个意义上，霍鲁日的展开理论具有完成性和较

强的科学性。霍鲁日的人学——协同人学，就是关于人的三种展开方式的学说。展开是

协同人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他自己断定，协同人学属于非古典人学，因为其基本概念，

包括展开在内，都是非古典哲学概念，比如，能、协同等，它们的确不是古典哲学的概

念。①因此，通过协同人学可以对西方古典人学做出独到的解释。②此外，霍鲁日目前正

尝试把协同人学的应用领域推广，直至整个人文科学的“知识型”的层面。在这个意义

上，他的工作类似于当初哈肯推广自己的协同学。差别还是有的，比如，霍鲁日只在人

文科学领域里推广自己的学说，而没有涉及到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但是，哈肯在推广

自己的协同学时，几乎不做任何限制。 

三 

大致可以说，对协同有三种理解。第一种是协同学的理解，第二种是基督教神学（准

确地说是东正教神学）的理解，第三种是霍鲁日所创立的协同人学的理解。他分别称之

为“协同学的协同范式”，“神学的协同学范式”和“协同人学的协同学范式”。它们

的根源都在古希腊，但是，哈肯的“协同学的协同范式”没有对协同概念作出任何具体

说明，仅仅使用其本来的、词源学上的含义。“神学的协同学范式”对协同概念进行了

处理和加工。其实，这是早期教父哲学的主要工作，即对古希腊哲学里的概念进行“重

新冶炼”，使其符合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具体地说，协同概念在基督教神学那里具有了

神的维度，相对于人以及人所在的那个此世的经验存在范围而言，神的存在范围是完全

不同的另外一个存在范围。因此，协同在神学里不但具有了神性的维度，在哲学的意义

上，更为重要的是它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同样道理，霍鲁日的协同人学对古希腊的协

同以及基督教里的协同再次加工，提炼出它的人学内涵，即协同就是人的本体论展开，

这是个非常富有成效的“生产的”原则，整个协同人学就建立在这个基本原则的基础上。

相比之下，协同学的协同范式几乎没有任何新的内涵，这是它最终无法进一步在科学领

域里推广的主要原因。协同学的发展只能是量的积累，而不会出现质的飞跃，即使是在

当今科学研究范式（或“知识型”）严重缺乏的时代，它也无法提供任何有用的资源。 

无论如何，在上世纪下半叶，协同学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几乎波及到整个学术领

域，包括人文科学领域。霍鲁日曾经深受协同学的影响。起初，他甚至把自己创立的协

同人学称为协同学的人学。德国学术界起初曾将霍鲁日创立的  “ синергийная 

антрополоия（协同人学）”翻译成“synergetische Anthropologie（协同学人学）”。这
                                                      
① 参见霍鲁日：《协同人学与人的展开范式》，张百春译，《世界哲学》，2010 年第 2 期，第 101-109 页。 
② 参见霍鲁日：《西方古典人学的危机及其现状》，张百春译，《求是学刊》2010 年第 2 期，第 5-19 页。 



第十届国际有机宇宙论论坛 

 310 

个翻译显然将其与协同学联系在一起。对此霍鲁日回应道：“这个翻译不完全正确，但

这是我的错误。当我构想的协同人学开始存在的时候，我用英文将其称为 synergetic 
anthropology（协同学人学）。显然，这个名称直接意味着与协同学的联系，对协同学

的依赖，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尽管联系是存在的，但不是接近的联系，而且这个联系完

全不是依赖。这两个学术方向是完全不同类型的，它们属于不同的知识领域，不过，我

但是还是没敢把引入新的独立的词 synergic（协同的）。在这一点上我是不正确的，逐

渐地被迫引入这个词，因此，正确的德文名称是 synergische Anthropologie（协同人学）”。
①此后，霍鲁日逐渐地远离了协同学，把自己的协同人学与它划清界限。他不否认协同

学的协同范式存在于自己的协同人学里，因为这几乎就意味着协同人学里的协同概念的

古希腊根源，但是，在他看来，“协同学话语与人学（个性论、哲学、神学的也一样）

话语原则上是不同的，相互距离非常遥远。„„协同学话语在人文领域的大量应用没有，

也不可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该套话语在这个领域里只能发挥特殊的辅助作用”。②协

同学话语包含非常丰富的资源，包括观念上的和认识论上的资源，但是，它们都不适合

描述人学现象，因为在人学现象里，有个特殊的维度，即个性的维度，这是协同学的任

何资源都无法触及的。在这个意义上，针对人学内容，协同学的话语和范式无法发挥主

导的、基础的作用。因此，“所有这样的论断：某些人学、宗教等等现象‘可以在协同

学基础上获得描述’，在认识论上都是不合适的。它们表达的是唯科学主义和还原论的

偏离，忽略了个性存在的不可还原的本质，通常，它们都伴随着这样一些尝试，即把自

然科学的新成就向人文问题里推广。这个偏离的出现在协同学文献里大量存在„„”③ 

显然，协同学的协同范式完全没有考虑到基督教神学的协同范式，更不用提人学里

的协同范式了。与协同学的协同范式不同，在协同人学里，协同概念经过了多次加工，

“重新冶炼”，最后挖掘出协同的人学内涵，这个内涵符合人的个性本性。因此，霍鲁

日坚信，他创立的协同人学可以成为整个人文科学的“知识型”。尽管他出身于自然科

学，但是他从来没有希望把自己的协同人学推广到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 

 

关键词：协同 协同学 协同人学  本体论展开 

 

 

                                                      
① Синергийная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синергия и ее предметные сферы.Интервью Берлинскому интернет-порталу 
«Синергия» по итогам прошедшего симпозиума по проблеме синергии (июль 2011 г.) 
http://synergia-isa.ru/wp-content/uploads/2014/03/hor_intervew_berlin_2011.pdf（2015 年 10 月 5 日） 
②Хоружий С.С. Что такое SYNERGEIA?   Там же.С.34. 
③Хоружий С.С. Что такое SYNERGEIA?   Там же.С.35. 

http://synergia-isa.ru/wp-content/uploads/2014/03/hor_intervew_berlin_20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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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fter Qualitative 

 
ZHANG Chao-zhong 

(The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institute) 
zhangcz@istic.ac.cn 

 
All kinds of cultures and disciplines have their own specific research object, their own ways 
to know the specific objects, TCM has no exception as one of them. 

In this sense, TCM original thinking means understanding of theory and methods of 
TCM, it is a way that can summarize and heritage the valuable practices, guarantee it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with the time. During thousands of years, within the system of TCM, 
TCM original thinking is always stable, mature and reasonable. Nowadays, we want to try our 
best to research TCM original thinking to make it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rogramme of national basic research. Because the mode of thinking of TCM has been 
doubted by a reason that said it does not fit the system of science and the mode of thinking of 
science. Now I believe, first we must eliminate the ―original paradox‖, second we must use 

the thinking of humanity to know and explain the true theory of TCM. 
 

mailto:zhangcz@istic.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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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之后的中医世界 

 
张超中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 
zhangcz@istic.ac.cn 

 

各种文化、各个学科都具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也都具有认识特定对象的方式

方法，中医学也不例外。在这种意义上，中医原创思维是指中国传统的认识中医学理论

和方法，总结和传承实践经验并保障其随时代而变化发展的方式方法。几千年来，在中

医学自身的体系之内，中医原创思维一直是稳定的、成熟的和合理的。现在研究中医原

创思维，并使之成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的研究对象，这是因为中医学及其思维

模式曾经被否定过，而被否定的原因即其不合乎科学理论体系及其思维方法。现在看来，

一定要从人文思维出发才能真正认识和诠释中医药。 

一、通达中医原创思维需要消除“原创悖论” 

对中医原创思维的现代诠释方法有多种。从词义上来分析，“现代诠释”不是科学

诠释，而是包括科学哲学诠释在内的哲学性诠释。现代诠释或者阐释，就是要对中医原

创思维进行基于传统的创造性解释，传统和现代之间既要精神一致，又要针对现代社会

人们的思维和接受习惯讲出新的内容。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对之进行整体诠释，而实

现整体诠释的最佳方式是本体诠释，只有这样，才能万变不离其宗，防止出现以往的“现

代诠释”背离中医精神的现象。要开展这样的研究，只有建立开放性的、多角度的研究

视域才有可能，而且只有跳出科学之外，才能在比较中真正衡量出中医原创思维的科学

意义。 

自 2011 年以来，中医原创思维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中心问题，也成

为政府主管部门制定有关中医药发展政策与法规之前非常关注的研究领域。有关中医

药、哲学、文化和思想领域的专家学者都从各自的角度对这一命题进行了研究或者“现

代诠释”。本来提出这个命题是为了去除现代思维特别是科学思维强加在中医药身上的

桎梏，按照《老子》“为道日损”的教诲重新恢复中医药的原创活力。只是总体来看，

受到认识和时代的制约，有关“诠释”在方法上存在一个难以解决的悖论，此即研究中

医原创思维的思维不是原创的，从而彰显出中医药发展陷入泥潭的思维背景。由于存在

这个悖论，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医原创思维，首先要消除所面临的“原创悖论”，这是

通达中医本原的前提。通过研究和梳理诸多不能通达本原的障碍，发现从总体上说，很

多从其他学科借来的理论、方法及其概念在解释中医学的相应部分时基本上是似是而

mailto:zhangcz@istic.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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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按照王树人先生的看法来概括即是：概念思维与象思维具有本质上的差异。进一步

说，前者存在“原创悖论”，而后者则直接通达原创。 

二、应用人文思维才能够诠释中医原创思维 

对研究中医原创思维来说，实际情况远比上述纯粹的理论思维复杂得多。即便没有

上述的哲学和理论研究，很多纯粹的中医仍然在应用原创的中医思维，而且其临床效果

也非常好。问题在于这种现象往往只是个案，没有成为中医药的主流，而主流的中医药

界往往只是与科学前沿对接，而不是与中医原创思维及其理论对接。也不是他们不愿意

不与原创思维对接，而是有迫不得已的苦衷。通过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考察，发现这是

人文精神长期和整体失落造成的，而如果没有人文精神的提振，中医原创思维是不可能

重新成为主流思维的。 

因此，若要对中医原创思维的现代诠释有所创新，应当首先“站好队”，即采取人

文的视域还是科学的视域。只有采取人文视域，才能根本诠释中医原创思维，正确评价

其现代价值。人文视域的研究方法在性质上都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门类，与以往对中医

药的研究主要采取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根本不同。根据各自的适用性，自然科学的研究

方法比较适合于开展对具体科学问题的研究，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则善于从整体

上着眼认识问题。在哲学上与科学上，中医原创思维的成立与否本不需要质疑，但是在

现代语境下，对原创思维的诠释需要经过一个比较研究过程才能达到，其中的关键是如

何才能实现对这种认识方式的自觉。由于中医基础理论相对比较完整，对中医原创思维

的研究及其现代诠释离不开对中医经典和学术流派的研究。只是这种研究是一个相互映

照的比较研究，即不废其本体性研究而又能进行对话性研究。 

中医理论范式的诠释研究实质上是一项纯粹理论研究，其研究过程基本上是以中医

原创思维为指导，通过相互辩难而直达中医基础理论，使其“硬核”逐渐浮现的过程。

以往的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基本上是以现代医学和现代科学为参照系，由于范式不同，很

难对中医学的合理性做出使人信服的阐释。因此，基于中医原创思维的现代诠释研究是

一个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科技与人文的互释，在这样一个互释过程中，其理论和

应用价值才能显现。 

在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的经学研究传统以及中医典籍的诠释体系和方

法是一致的，可以称之为注疏的传统，即对原始典籍进行“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

的研究，由此形成经学、道学、易学、医学等等不同的学术学科体系。从形式上看，这

种方式与产生于西方的诠释学很不同，而诠释学之所以在西方哲学中成为一个新的学

派，源于其对精神本体的考察和研究，而这种研究的历史又肇始于西方对宗教神学的研

究。中医学中具有丰富的关于精神的理论资源，只是在科学的视野之下，这种本质长期

不被承认，而借助于诠释学，恰恰能够回归中医原创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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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近代科学兴起以来，西方社会长达几百年的科学与宗教的冲突，直到近年才有所

缓和，其原因是科学的发展不得不面对如何接受价值的判断。现在来看，文化及其价值

的多元化本来是常态，而在科学处于强势的时候，常态被破坏，并且被代之以科学价值

一元化。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科学本身也日益呈现多样化，只是对一般大众来说，

要接受这种变化尚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期。而在此过程中，我们应当充分总结西方科学

与宗教从冲突到和平相处的历史经验，使之促进中医药学的现代发展。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神学解释学”(亦译为“神学诠释学”)的创立直接与科

学对宗教的挑战有关，这门研究神学语言和理解问题的学科源于基督教传统教义阐释、

圣经评断和解经学，其现代体系的建立则充分吸收了现代语义哲学、美学、历史学和哲

学解释学的基础成果，其基本目标是探索人类语言的本质问题，促进对上帝话语的能动

而有效的理解，使信仰观念及神学理论保持活力。对中医药界来说，“神学解释学”能

够带来的启示在于，要增强中医药理论的现代解释能力，不一定非要通过科学实证，还

有另外一条道路可走，即建立面向现代的以人文社会科学为基础的自身理论解释体系。

事实上，解释也是创新，而且是基于原创思维的创新。 

在西方，科学已经从哲学和宗教中分化出来，独立发展。但在我国，这种分化没有

发生。很多人恨其没有发生，因此想方设法使中医科学化。但是现在看来，这样做的必

要性尚待思考，因为在对终极问题的表述方面，科学理论至今为止并没有超越哲学、宗

教和中医，当代理论也没有超越古代而有更好的解释。所以说，若要创新，毋宁返本，

通过阐释讲出当代对古代理论的意会、认知和尊重。 

事实上，诠释学对学术界的作用比较大，主要是通过对精神原则的阐释重建对精神

的信仰，使得精神生活成为人生的基本追求。而信仰的建立则不一定要通过诠释学，民

间的传承和传播方式也能够确立相应的信仰。从本质上看，诠释学也是精神哲学，而精

神哲学的样态有多种，不一定就是西方式的诠释学。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一定斤斤计较

于要创建诠释学，而是要借此发现，中国经典的注疏之源其实也是精神或其规律，注疏

方式自有其合理性。因此可以说，注疏式解释学中的哲学问题就是如何看待精神的作用、

价值，通过解释发挥传统精神的现实功能。对中医药界来说，解释学的基本作用就是促

进我们回到中医药的理论源头。 

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应用信仰、价值观等文化范畴解释科学革命的规律性，

提示我们在探索建构中医临床科研范式的过程中，需要首先重视中医范式的文化真实

性，提升和加强人文科学的“转化能力”，开创中医药多学科研究的新格局。以往的科

学或哲学阐释并没有使中医药摆脱为其合理性辩解的“被动”局面，而建立以故事阐释

原创的新视野，有助于培育中医原创思维，促进中医药的“文化转型”及其发展，并由

此能够真正转变政府决策的心态，引导整个行业通过发挥原创精神开创中医药事业发展

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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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可以看出，评价或者诠释包括科学思维在内的思维模式，必须应用人文思维才

有可能。实际上，中医原创思维的定性问题是比中医原创思维模式是什么更为基础的问

题，因为历史经验证明，方向不对，难免“南辕北辙”。 

三、定性之后的初步推论 

在定性之后，对中医药和中医原创思维的理解就能够顺理成章，不必拐弯抹角，把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综合起来看，通过定性，可以进一步推论如下： 

（一）中医原创思维属于人文思维，中医理论体系是以人文形式表述的具有整体性

质的科学体系。因为《黄帝内经》的原始表述方式，中医学可以称为是“散文化的科学”。

能够用数学表达的学科固然是科学，不用数学表达的学科也是科学，只是这种科学需要

不断诠释才能发展。 

（二）从自身方法和学科性质上看，中医原创思维的人文性质不仅与现代科学不矛

盾，恰恰是文化多样性条件下科学多样性的典型表现，从而为“人的科学”的建立和人

发展开创了一个典范。以往的科学是从不同中发现其共性，而“人的科学”是要从看似

相同的地方发现“独一无二”的不同。因此，中医原创思维是与“个性化”相适应的思

维，符合未来文化、科技和社会发展的趋势，必将在未来的健康时代大放光彩。 

（三）近现代的科学理论及其方法体系与中医理论和方法不能相应，对中医科学内

涵的现代诠释应当借助于诠释学才有可能。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发展出成熟的诠释学体

系，其在性质上属于人文的和哲学的，但在形式上与中国注疏式的诠释方式不同。应当

肯定中医传统诠释方式的合理性及其现代价值。 

 

关键词：中医药 人文思维 科学思维 原创思维 人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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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istic Spirit of Taoism Culture and Its Modern Values 

 
ZHANG Wei-wen 

(School of Philosoph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Center for Values and 
Culture) 

zhww@bnu.edu.cn 
 

In this article, through the explanation of spirit of naturalism of culture of Taoism, aiming to 
illustrate that it can provide useful guid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In 
detail, the spirit of naturalism of culture of Taoism could be understood by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the Tao way follows nature, “respect Taoand value morality; in the realm 
of politic and society, the concepts of “inaction out of inaction and all action”"keeping the 
country small and population sparse‖.WangBi`s concept of exalting essentials and disparaging 
superficials are also can represent the spirit of naturalism of Taoism; as for certain individual, 
the question on settling down and getting on with his pursuit, Taoists believe that people can 
transcendent from their inner heart, i.e. “theory that ma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nature, 
“devoid of fame and lusts”“freely comfortable and happy”.As you know, we can achieve 
the spirit of naturalism of Taoism from all these concepts above. What`s more, the theory of 
Taoism,“original heaven and earth beauty help us get the principle of the nature”which stress 
on the harmony of human and nature, is also a great example of the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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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文化的自然主义精神及其现代价值 

 
章伟文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zhww@bnu.edu.cn 

 

摘要：本文通过对道文化中的自然主义精神进行阐释，旨在说明其可以为当代社会发

展提供有益之价值文化引导。具体说来，道文化的自然主义精神可以表现在具有哲学本

体意味的“道法自然”“尊道贵德”等命题上；在政治与社会生活领域，“无为而无不

为”“小国寡民”“崇本息末”等命题，也能够集中展示道家的自然主义精神；而在个

体的安身立命问题上，道家所强调的内在超越之“天人合一”精神，“清净寡欲”“自

在逍遥”的修性之方，亦有自然主义的精神贯注其中；至于道家“原天地之美，达万物

之理”，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精神等，皆可以对当代人类社会之发展提供有益

之借鉴。 

 

关键词：“道”文化；自然主义；精神；现代价值 

 

一、哲学本体的自然主义——“道法自然”“尊道贵德” 

在道家看来，人与世间万物各有其天然的本性，人、物天性皆平等，故人“无弃人”，

物“无弃物”。万物生成于道，各具有其“德”或性命，万物虽有形有象，迁流不息，

但仍在流变中保有其德或性命之“常”。道之所以玄妙广大而无所不包，即因其能够因

任万有之性而随处成就之，人法道之自然，亦应消解其有为之偏弊，不要把人的意志强

加于他人、他物，因任自然，而使人、物各自“归根”，自成其性。 

因此，在道家看来，自然是人类最理想的状态，也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价值准

则。在自然的状态中，每个人都像初生婴儿那样无识无知，天真质朴。但是，文明的发

展、知识的积累，却可能造成人无以返其性情而复其初的非本真状态。故要用道的“自

然”价值原则来矫治社会伦理的失序和文明对人性的割裂，以实现人的本真存在。 

道家认为，人与天下万事万物之所以生成，有其原因，这就是道；人与万物生成之

后，各具自己的本性，这就是德。德是道的体现、是道的殊相，道是一种形而上的理体，

她因万物而成形，因天下大势而成就自己的现实存在，万物都体现着道与德。道家认为，

道之所以为尊，德之所以为贵，不是因为道、德自身对万物有一种权威和命令，这都是

出于万物各自的天性，是自然而然的。道是万物发生的原因，蕴藏着万物生成、收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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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万物生成、发育、成熟，包括其延续和终结，无不有道在其中发生作用。因为道、

德作为人和万物所禀之天性，实质上规定了人和万物的生存、生活的各种价值准则，故

要“尊道贵德”。 

道德成为道家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重要价值准则。他们认为，道与德是不可动

摇的，也是任何人、任何事物所不能摆脱的。道通贯于个人及家、国、天下之间，并遍

及于万物之中。如果人们遵循道德，以之修身，则道德就能落到实处；以道德来治理国

家，则道德就可以丰大而盛；以道德来引导天下民众，则道德就可以普及于众生。 

因此，与将本体实质化、形式化的外在超越之路不同，道文化精神对“本体存在”

所作的独特思考是走的“天人合一”的内在超越之路，所谓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

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

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道德经》第十六章）道家认为道与德相

守，道与器合一，体与用合一，个体的人能通向宇宙，与天地万物成为一体，与道相合，

所谓“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余；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国，其德乃丰，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道德经》第五十四章）道通贯于个人及家、国、天下之间。

人心中具有一种价值自觉的能力，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修己之德，而与天道的本体合一。

道文化精神这种“天人同构”的思想，是中国哲学走“天人合一”的内在超越之路重要

特点的一个表现。内在超越体现出一种可贵的自然主义精神，这对于个体积极主动地实

现自身的价值，无疑还是有其重要的意义的。 

二、政治上的自然主义——“无为而无不为”“小国寡民”“崇本息末” 

在政治上，道家强调社会生活、社会治理皆要法自然而行，这就是社会的最理想状

态。具有上德的统治者在进行统治时，并不刻意去造作和经营，而是顺乎人之性和物之

理，无为而治。所谓：“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①；“是以圣人

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也”②；“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③；“爱民治国，

能无为乎”④。道家之“无为而治”，不是指无所作为，什么都不做，而是指要顺着事

物内在发展之规律而行，顺着事物之性情而动，这样才能“无为而无不为”。“无为”

指的是不主观妄为。人如果不主观妄为，顺事物发展之规律而行，则能够做到“无不为”，

即什么都可以做成功。道无主观之私意，不过是随顺人性、物情而施为，故能无所不为。

统治者如果不以自己的私智来治理天下，而是顺天下万物之情来治理，则天下万物各得

其治，这就是无为而治。故治理天下国家，应该本之于天道自然之规律，不能仅凭统治

者自己的主观意志和人为。 

                                                      
①老子：《道德经》第四十八章。 
② 老子：《道德经》第二章。 
③ 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三章。 
④ 老子：《道德经》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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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道家并不反对一切文明制度，而是反对文明制度对人性的异化。文明制度

是圣人根据人性、物情而制订的，其本性是自然而然的。如果这种文明制度过度膨胀，

就会失却其本来的自然本性，以这种不合于道的、不自然的文明制度来统治人民，人民

就觉得与自己的本性、与事物的情性格格不入，就会造成对人自然本性的压抑，会导致

人的自然本性的异化。所以，道家认为根据人性、物情去确立文明制度是需要的，但文

明制度不能过分，不能越出其适用的范围，不能违反人性、物情主观地去对文明制度予

以加强，这样不仅不能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甚至会适得其反。所谓：“始制有名，名

亦既有，夫将知止，知止不殆”①，“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②。大道化而为器物，万事万物因与道相通而井然有序，圣人依此秩序而制订百官制度，

这种制度、秩序博大精深，不需要主观人为地去对它进行裁制，任运其自然，就能达到

无为而治。 

先秦道家老子提出“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认为统治者不必刻意去崇尚贤能，以

避免天下人因此都去争夺此虚名；也不能偏好稀奇难得之物，以避免诱发偷盗之心；要

堤防因物欲而勾起贪情，扰乱民众内心的安宁。圣人治理国家主要采取的手段有：净化

百姓的心灵，满足百姓的基本生活需要；不煸动百姓，使之冲动、迸发激情，而致力于

增强百姓的体质；使民众不知虚名浮利、无意为此而竞争，不为物欲而妄行。这样，一

些别有用心的人也不敢自恃聪明，胡作非为。统治者遵循道之无为的治政纲领，天下国

家自然就能得于太平。 

在这种理想社会里，圣人治理天下，只是顺人之情，顺物之性，无为而治。如果不

顺人之情，不顺物之性，意图主观妄为，则想把天下治理好是不可能的。老子认为，人

心和社会安定，政权就容易维护；乱象还不明显，矛盾冲突尚在萌芽状态时，祸患就容

易消除；危机不深时，局势就容易扭转；怨气轻微时，民情就容易被说服。所以，统治

者应该在麻烦还没有产生时，就预先进行防治；在社会动乱还没有发生时，就对之进行

治理。好比几个人手拉手都抱不过来的大树，不过是由毫末那么小的小树苗长成的；九

层高的楼台也是由一块块的土块垒起来的；千里远的旅程，是从脚下开始，一步一步走

出来的。人们做事情，经常在这个事情将要做成时却失败了，这是因为不能至始至终地

谨慎从事的原因。如果始终谨慎从事，则做任何事都能做成功。 

理想社会的君王不能与民争利，不能压迫和剥削民众。老子认为，江海之所以能为

百川之汇，原因就在于江海甘于处下，所以，百川奔流入江海。同样，圣王想要领导人

民，就要效法江海甘于居下的谦逊态度，想要在前引导民众，就要事事为百姓考虑，吃

苦在前，享受在后。只有这样，统治者虽居上位，百姓也不会感到有什么压力；虽处前

位，对百姓来说也没有什么危害，天下人都拥戴他，而不感到厌烦，这是因为他时时、

事事都不与民争利的原因。 

                                                      
① 老子：《道德经》第三十二章。 
② 老子：《道德经》第二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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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认为，理想社会中，国家违反自然法则、主观妄为的事情非常少，人民清心寡

欲、纯朴自然，虽然有复杂的器具，但百姓们不用它们也能生活得很好。因为国家治理

得很好，所以百姓们热爱生命、热爱生活，不用逃亡到远方去谋生。舟船车辆、盔甲枪

械等都用不上。天下太平，邻近国家的人们彼此虽然能听到各自鸡犬的叫声，但国家之

间因为没有战争与争端，所以民至老死，也不会发生相互欺凌的现象。 

魏晋哲学家王弼继承了先秦道家的自然主义精神，并将之运用到国家政治生活的领

域，强调理想国家应该“崇本息末”。他指出，法家崇尚整齐划一，强调用法律来检束

一切；名家崇尚名实相符，强调以言辞的逻辑性来纠正、确定一切；儒家崇尚真诚之爱，

赞美道德而加以荐进；墨家崇尚俭约、节省，违背人之情而勉强推行其主张；杂家崇尚

各家之美，而汇集、总括以实行之。以法律来检束一切，必然生起巧伪；以名辞之逻辑

来确定、纠正事物，有失恕之理；以爱心来赞美道德之行为并加以荐进，必然导致争讼；

违背人情来勉强推行俭约、节省，必生乖违；杂集各家之美，必生秽乱。这些都是只用

其子而抛弃其母所导致的，事物失去其所载之道，则不可能守住自己的本性。 

王弼认为，通过竭尽圣贤之智来治理社会中的巧伪现象，不如致力于展现人性之质

朴、本来的一面以清静百姓之欲望；通过兴起仁义等制度来敦厚日渐趋薄的习俗，不如

致力于抱素、怀朴以笃实人的本性更为根本；通过发明很多的巧利来使事情更加简捷、

方便，不如寡私欲以息去浮华的争竞。他的观点是，要防止奸邪，主要的途径在于保存

事物如实的、本来之诚，而不在于努力标榜什么是善，以与邪恶相对立；要息灭淫乱之

风，主要的途径在于去除奢华，而不在于使浮华更加彰显；要绝去盗贼，主要途径在于

息去人们强烈的欲望，而不在于用严刑来禁止它；要减少诉讼，主要途径在于不尚贤能，

使民不争，而不在于善于判断讼事。也就是说，遏止争讼在于不尊尚贤才，而不在于善

于断狱。 

因此，治理天下百姓，不直接攻击其所作所为之非，而要做到让他们无心于其所为；

不妨害其欲望的满足，而要使其无心于欲；要在事物还没有表现出某种苗头的时候就对

之进行治理，在事物还没有开始走向不善的时候就对之进行改正。见素抱朴以绝去圣智，

少私寡欲以弃去巧利，治理国家和社会，不过就是如此而已。故道家思想之大旨，在于

通过探究万物之源，来明确万物所禀有的自然之性；通过演绎幽玄深远的极处，来判断

事物迷惑、无知之因；因循事物自然之性而不主观妄为，损去个人的私欲而不主观施为。

崇尚道之根本，而灭息事物之末，守护道之母来保存由道所派生的万物。 

三、个体安身立命的自然主义——“清静”与“消遥” 

道文化精神一般把人当作目的而非手段，它强调凸显每一个个人的道德精神和价

值。每一个个体的人中，都秉承有普遍的道性，每个个体的人都是一个小宇宙，是整个

大宇宙的一个缩影和折射，是自足自为的。每个个体的人都可以通过修己之德，达到与

大道的相通。在人的心性修养方面，老子道文化精神认为心性本清净，而后天的、非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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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主观作为破坏了这种清净。个体的心性修养只要法道性的自然无为，虚灵玄静，清

净寡欲，就能返回到先天的道的状态。所谓：“常无欲，以观其妙”（一章）；“处无

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二章）；“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三章）；“载

营魄抱一”、“专气致柔”、“涤除玄览”（四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

吾以观其复”（十六章）；“抱一为天下式”（二十二章）；“知其雄，守其雌”、“知

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二十八章）“治人事天莫若啬”（五十九章）

等等，皆强调了清净、法自然是人修心性以合于道的重要途径。 

《庄子》所说“逍遥”，亦即所谓自由。庄子在《逍遥游》篇指出，宇宙万有各足

乎其天性，皆有其天然的自由。宇宙万有，小大夭寿有别，性、命各异，但其存在的价

值，并无高下之别，只要能够充分发挥和实现其本性，都可以得到相应的自由。 

“自由”的问题，是庄子哲学处理人自身、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核心价值准则。人之

不自由，是因为在人身上有很多的禁锢和束缚。这些禁锢和束缚，皆源出其“有待”“有

己”。人有计较得失、追求功名利禄、贪生畏死等利欲之心，这会影响到人的心灵宁静

与自由。因此，从“有待”“有己”出发，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只有做到“无待”“无

己”，彻底解开“有待”“有己”这个束缚人的心结，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如《逍遥

游》篇中所说的至人、神人、圣人，能够因任宇宙之形化，曲直应变莫非自然，即可不

再受有形之物的牵累而达于精神生命之永恒。 

庄子的愿望是每个人皆能过一种不受约束、自然自由的生活，他的理想社会是一种

“至德之世”，“至德之世”以“齐物”作为其理论基础。庄子认为，以道观之，万物

一体，“道通为一”而物齐。庄子讲“齐物”，并非要消灭事物之间事实上的差异性，

而是在肯定个体性、差异性的前提下，实现不同事物在价值上的齐一。在庄子看来，宇

宙万有千差万别，各有其不同的情性，此情性的存在皆有其合理性，如民寝于泥水湿处

则可能得腰痛之疾，但泥鳅却特别喜欢泥水之湿；民处于高高的树梢则惴栗恂惧，但猿

猴却认为这是最安全的地方；人们认为毛嫱、丽姬是美的，但鱼见她们却躲藏在水的深

处，鸟见她们后高高飞走。“梁丽”这种高大、结实的器具可以用来攻上高高的城墙头，

但在挖一个小的洞穴时却无能为力，因为器具不论大小，各有其所用；千里马中的骐骥、

骅骝，一日可驰千里，但让它们去捕鼠，还不如小小的狸狌，因为不同动物其善长的技

能也是各不相同的；鸱鸺也就是猫头鹰夜里眼睛明亮，可以撮蚤、明察毫末，但一到白

天，则睁大其双眼也看不清自己面前的丘山，这是因为事物各具不同的性能。 

在庄子看来，各种事物只要各自充分表现其性命之情，则它们在其存在价值实现之

意义方面并无不同。万物只要各自实现其天然的性、命，则其在价值上就可以达成平等，

此即所谓“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人之不能“齐物”，皆由其执著于自己虚妄的价值

分别而起。因为人们困于自己的有知、有欲，经常偏执于自己的私意分别，将自己的主

观私意强加于物，也强加于己，因而自贵而相贱。庄子认为，宇宙万有虽千差万别，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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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并行不悖，互补互成，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此基础上，庄子提出了自己“至德之

世”的理想社会。其云：“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

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

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① “至

德之世”中，人完全融于自然，回归人、兽、万物和谐一体的境界；人们各适其性，过

着自然简朴的生活，不需要过度、异化的文明，山无蹊隧，泽无舟梁，没有私有财产，

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人们同乎无知、同乎无欲，没有形式、教条的伦理原则

和价值准则的束缚，所谓“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知”②；人们各依自己的“道术”

生存，“全性葆真”，犹如“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③。 

庄子强调“至德之世”的纯朴、自然，故在治国之道方面，他反对一切主观妄为的

人治，而主张不治之治。在他看来，最理想的政治治理方式在于无为、自然，所谓“闻

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④。 “在”是自在的意思，“宥”是宽容的意思，认为圣明

之君听任天下安然自在地发展，并不对天下进行主观妄为的所谓“治理”；只要天下人

不泯灭其原本的真性，不改变自然的常态，则天下就用不上治理！圣君畜天下之民，他

们自身无欲而天下安，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庄子认为主观妄为之“治理”，

是一切动乱的根源，仁义、兼爱等具体价值规范皆具有历史性，好比历史上，尧、舜禅

让而帝业成就，但燕王哙听从苏代的意见，仿效古代禅让的做法，将王位让给燕国的宰

相子之，却导致燕人不服而国乱；商汤、周武革命而成就王业，但楚平王之孙白公争却

导致其身灭。由此观之，庄子认为，争让之礼、尧舜之行，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庄

子崇尚自由、自然，在这种自由与自然中，人与人、人和万物皆和谐相处，融为一体，

庄子认为这种“和谐”的“至德之世”是最理想的社会存在形式。 

四、原天地之美、达万物之理——人与大自然共处、共融的自然主义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倾向于认为，自然界除了具有物质的、资源的意义外，还以自身为价

值尺度，为人类生活提供了自然美的精神价值。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

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⑤ 

天地自然虽无言说，然自有其大美在焉；春夏秋冬一年四季虽无言说，其变化之理

历历分明；自然界万物虽无言说，然皆各有其生长成遂之理。真正能够与大自然和谐一

体的“圣人”，能够效法、通达天地自然之理、欣赏天地自然之美，循天地自然之法则、

无主观妄为之作，参与到天地自然之化中。 

                                                      
① 《庄子·马蹄》。 
② 《庄子·山木》。 
③ 《庄子·大宗师》。 
④ 《庄子·在宥》。 
⑤ 庄子：《庄子·知北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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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活的和谐，有赖于人类社会同自然界的和谐。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后

汉书·仲长统传》谓：“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蹰躇畦

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文中描绘了一幅理想的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生活：家居背山临溪，清流、美池环绕，周围还有青青翠竹密布；人们在田

野、林苑中流连、散步，在清水中洗濯尘垢，在习习的凉风中追逐、游戏，可以临池钓

鲤，也可以张弓射鸿。 

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也对自然之美及其对人所具的意义非常推崇，其谓：“天朗气

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是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

乐也。”宋代大文学家苏轼谓：“唯江上之清风与松间之明月„„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前赤壁赋》）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令人心旷神怡；江上之

清风、松间之明月，乃造化的神来之笔，足以让人游目、聘怀，极视听之娱！ 

清代学者袁枚《水窗春呓》记其所居随园，充满了自然的情趣。其谓：“上下悉出

天然。谷有流水，为湖、为桥、为亭、为舫„„莺声掠窗„„万花竞放，众绿环生„„

园外无垣墙，惟修竹万竿，一碧如海。”其所居随园，园中诸物悉出于天然，有山谷、

有流水、有湖塘，于其上，或架桥、或设舫、或筑亭；书窗之外，有莺莺鸟语；园中既

有万花争艳，又有众绿环绕；随园之外，无垣墙之设，但见修长翠竹、一碧如海。 

因此，人只有融入于自然之中，方能体会自然之美，从而达到“无我”的艺术审美

之境。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根据老庄道家思想，就提出了艺术审美的“无我之

境”，他说：“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无我之境，人

惟于静中得之”，当人们以超越物我的“自然之眼”静观外在世界时，其利害之心顿失，

心境宁静，生出一种“优美”的审美艺术境界，正如他所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

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现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也对中国

美学的最高价值追求有所揭示，即艺术家对自然的审美相融：“艺术家以心录映射万象，

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 ，成就一个

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意境’”

（《美学散步》），“中国自六朝以来，艺术的理想境界却是‘澄怀观道’，在拈花微

笑里领悟色相中微妙至深的禅境”，“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

构成‘禅’的心灵状态”（《美学散步》）。人们生活在大自然的美景之中，如此舒适！

人与自然和美相处，确实应该成为人类的重要价值目标。 

应该说，道家在很早就已经意识到，人类不是自然的主宰，它不能脱离自然界而独

立存在，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要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

夫莫之命而常自然。①
 

                                                      
① 老子：《道德经》第五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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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①
 

道家认为，宇宙万物包括人类在内，皆内禀有本体之道或本体之性。万物包括人都

是对此本体之道或本体之性的充分展开，故而万物和人只有遵循这些规律、法则，才可

能与天道合一，取得成功。这里反映出来的是万物和人对天道应持尊重的态度，这也包

括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人与道相合并不能主观地破坏自然的规律，而是要循自然规律而

行，才能达到与天地合一，修成大道。如前所述，《道德经》中所持的“尊道贵德”说、

“道法自然”说，直至“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等对天地运转规律进行理论说明

的各种理论等，都是人们对天道自然规律进行探讨所总结出来的理论成果。 

《庄子》也提出：“无以人灭天”②，人们通常将自己的欲望追逐到极致，只考虑

自己，而不顾及自然，故庄子提出不能“以人灭天”。但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待自

然，常常是以遂己之愿而为，根本不考虑自然的承受能力。《庄子》里面有一则故事，

颇能说明这一点：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

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

七日而浑沌死。③ 

人与自然界也有相类似的关系，如果人们对于自然不是持“参赞天地之化育”，而

是持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征服者的姿态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这种行为超过其度，

犹如“倏”与“忽”凿开“浑沌”而“浑沌”死，是同一道理。 

《周易·系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与先秦道家思想有相一致的地方，如其谓：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

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大自然也

是这样，一阴一阳，相互作用、相互转化，这就是规律、法则；大自然有其规律、法则，

虽阴阳交替、往来，但万物皆循此法则而不替，此则谓之善；事物皆有阴阳，阴阳各有

其性，尽其阴阳之性，即是复其本质。阴阳之道有其显明易见者，这就是其生长万物的

种种表现；也有隐藏难知者，这就是其之所以生育万物的功能、作用；阴阳鼓动万物、

生长收藏，其无所用心，皆出于自然而能，与人不同。虽然如此，但自然生物的盛德大

业是值得尊敬的，其生长万物、种类繁多，万物在阴阳的相互作用下，生生不已，变化

日新。故《周易·系辞》又谓：“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

动，贞乎一者也。”天地变化有其规律、法则，天地一般皆以其规律、法则之正以示人；

日月运行有其规律、法则，日月也一般以其规律、法则示人。人类也要遵循大自然和社

会的各种法则，使人们的行为与规律、法则合于一体。《周易·系辞》：“子曰：‘知

                                                      
① 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 
② 庄子：《庄子·秋水》。 
③ 庄子：《庄子·应帝王》。 



The 10th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Biocosmology 

325 

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能够知道事物变化的法则，就能够真正理解、体味

大自然神妙莫测的变化功能。 

先秦杂家文献《吕氏春秋》有“十二纪”之说，其《仲秋纪》谓：“凡举事无逆天

数，必顺其时，乃顺其类”，强调了人应该顺应自然界的法则来从事生产、生活的重要

性。道教的重要经典《太平经》说：“天地之性，万物各自有宜，当任其所长。”认为

自然界是人类所必须依赖的对象，人们对于自然物要顺其物宜，因其材而用。等等这些

思想，与道家相似，都强调了人类要真正以文明的方式对待自然的态度。 

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个问题上，古代儒家思想也有与道家相通的地方，强调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如孟子虽主张人们要发展物质生产，不断提高生活水平，但孟子也强调

尊重和保护自然，强调人们在生产中不能随心所欲、盲目蛮干、为所欲为。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矣；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

材木不可胜用也。”① 

不违背农时，人们的粮食就会多得吃不完；细密的鱼网不被用到大的池沼中去捕鱼，

鱼与鳖就会多得吃不完；在特定的季节才到山林中去伐木，木材就会多得用不完。人要

尊重自然的法则、规律，自然就可以不断生产、恢复自己，人在自然中就能获得丰厚的

回报，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双赢。 

人们对于自然的改造，应该遵循其固有的法则，不能揠苗助长，如果只以一己之愿

来对待自然，自以为是在恢复自然的生机，而实际的效果可能恰恰是扼杀了自然的生机。 

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

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

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② 

这里讲了一个故事，宋国有一个人担心田中的秧苗长得不快，于是跑到田里去拔苗，

帮助其长高，累得晕头转向，回到家中告诉他的家人说：“我今天累坏了，我帮助秧苗

长高了！”他的孩子跑到田地去看，发现秧苗都枯萎了。天底下的人不拔苗助长的人实

在太少了！如果走向另一个极端，种下秧苗后，根本不管其生长的情况如何，这属于那

种不耘苗的人；但拔苗助长的人，不仅对秧苗没有帮助，反而将秧苗给害了！  

孟子也强调，资源与环境的可再生能力是人们生存、发展的基础。《孟子·告子上》

有一个例子讲到“牛山”的树木，其云： 

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效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

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之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

                                                      
① 孟子：《孟子·梁惠王上》。 
② 孟子：《孟子·公孙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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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

乎？„„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① 

这个故事说，山东临淄南边的牛山上，树木曾经非常的繁茂，可是因为生长于大城

市的效外，总是有人用斧头去砍伐，牛山的树木还能长得繁茂吗？虽然按照其生长的习

性，这些树木日夜不停地在生息、繁殖，大自然的雨水露珠也滋润着它们，树木也有新

条、嫩芽生长出来，可是人们对其用之过度，马上就在牛山上放牧牛羊，这就超过了它

的更新、恢复能力之外了，因此，牛山上就只能那样秃秃的了。自然生态也是这样，假

如得到了好的滋养，没有什么东西不能生长；假如丧失了好的滋养，则没有什么东西不

会消亡。 

因此，自然生态之所以出现问题，其根源还在于人类自身，最主要的在于人类的活

动与发展方式。如果想要解决生态问题，归根到底应该检讨人类自身的行为方式、节制

人类自身贪得无厌的欲望。只有尊重自然，爱护生态，遵循自然发展规律，才能真正实

现人与自然界的协调发展。“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

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②这也可以反映出中国文化在人与

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的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 

当然，关注自然生态的良性循环，是人类的一项持久而艰苦的任务，我们不能够有

丝毫的松懈。正如《孟子·告子上》所说：“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

之，未有能生者也。”天底下即使有最容易生长的植物，如果晒了它一天之后，又冻它

十天，那么，就没有什么植物能够顺利地成长起来。要求做到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这主要是通过建立环保长效机制来加以实现的。  

道文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强调人与自然皆禀承道性，都是大道的显现，从

而是和谐一体的。所谓：“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

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五十一章）修道所取法的对象包括天地

日月运转的规律，阴阳时节的变换等，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尊道贵德”说、“道法自然”说，直至“反者道之动”

“弱者道之用”等对天地运转规律进行理论说明的各种理论等，都是人们对天道自然规

律进行探讨所总结出来的理论成果。人们只有遵循这些规律，才可能与道合一，取得成

功。这里反映出来的是对天道的尊重，也即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人与道相合并不能主观

地破坏自然的规律，而是要循自然规律而行，才能达到与天地合一，修成大道。 

近现代以来，由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作祟，人们习惯于对自然界进行过分的索取，

导致大自然及其资源被严重透支，形成了恶性的生态危机，这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

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与自然万物是为一体、有其自身的运行法则，自然界不仅仅

                                                      
① 孟子：《孟子·告子上》。 
② 《周易·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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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人类，也属于地球上的一切生命，人们要尊其道而贵其德，法天地之道，创造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环境，方可能使“天长地久”，从而人类也能够可持续地得到发展。

这种价值观在今天看来，也还是有其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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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s Engineering 4.0：A Contemporary Expression of 

Biocosmology and Neo-Aristotelism 

 
Zhang Xiuhua 

(School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zxh918@263.com 

 

In the perspectives of holism, organism, evolutionary theory and process theory, I had made a 
strong judgement in my academic book of History and Praxis: Introduction of Engineering 

Existentialism by method of morphology, namely, comparison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ways of holding the world, modern engineering gradually begins from hidden backstage to 
apparent proscenium, so 21 century will be an age of engineering. However, the engineering 
has to be a new engineering mode which transcended traditional engineering only seeking to 
utility and benefit in the logic of capital. In general, nowadays contemporary engineering is 
still in the stage of engineering 3.0, then with the incoming forth industry revolution—
Industry 4.0 as a kind of great trend (Ulrich Sendler, Industry 4.0.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13), Engineering 4.0 will become a new mode of engineering in 21 century. This situation 
is decided by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y and engineering, because industry is 
grouping on engineering (by Yin Ruiyu). Therefore, facing to this great trend of Industry 4.0, 
China as a huge country on engineering, has to catch up with, and hard work in order to 
transcend Engineering 3.0 and consciously goes toward Engineering 4.0, thereby seeks to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 between man and ma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and realistically 
promotes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refore, we can say that Engineering 4.0 is 
not only necessary expression of engineering ethics but also a Contemporary Expression of 
Biocosmology and Neo-Aristotelism. 

1.From 1.0 to 4.0: The Evolution of General Engineering Modes 

Stretching back human engineering history, we can find that engineering has been being 
in the process of movement and development, and possesses organic and evolutionary 
characters. Seeing from larger scale, human engineering generally possesses some regularity, 
according to morphology, human engineering evolution can be described as follows：(1) 
being-in-itself engineering complying with the nature in pre-industry society, pre-modern 
times or agricultural age; (2) being-for-itself engineering dominating and controlling the 
nature in industry society, modern or industrial times; (3) being-in-itself and being-for-itself 
engineering seeking to harmonious rela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y, 
post-modern or information age. These engineering modes respectively have sha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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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and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will enable mankind enter futur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Not only that, we also can divide general human engineering mod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on betwee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namely, (1) Attached on technology, weak or as 
a life substitute and complementary Engineering 1.0, this is  an initial engineering mode. (2) 
It want to divide with technology and emphasize the uniqueness of engineering , but it is 
regarded as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or extension, so that technology also plays dominant 
role on aspect of engineering, thus it is a kind of engineering mode in the perspective of 
engineering view of technicalization which enter into next stage of Engineering 2.0 as 
self-knowledge. (3) It lets all belongs to engineering, insists on the preferential principle for 
utility and benefit of engineering, moreover, and selecting technology is emphasized in 
engineering but technology is applied, then engineering has been entering from technological 
behind to foreground, this is contemporary arrogant Engineering 3.0 from dark to bright. (4) 
With Engineering 4.0 coming on the stage, demand of technological personalization will 
become actual, so engineering no longer purely pays attention to technological dimension, 
and it also considers non-technological humanistic factors, such as ethical and aesthetic 
aspects. In other word, Engineering 4.0 will care for various factors in engineering, and it not 
only cares and tolerates the other, but also regards ethical principle as first principle, so it is 
whole engineering rather than segmentary, because it possess ability of consciously reflection 
and autonomy. 

Obviously, above two kinds of expression of general engineering evolution, namely, the 
first expression, being-in-itself engineeringbeing-for-itself engineeringbeing-in-itself and 
being-for-itself engineering, is internal consistent with the second expression, Engineering 
1.0Engineering 2.0Engineering 3.0 Engineering 4.0. Engineering 1.0 belongs to 
being-in-itself engineering, Engineering 2.0 and Engineering 3.0 is in the stage of 
being-for-itself engineering from self-knowledge to self-leading, and Engineering 4.0, as 
reflective engineering of freedom, keeps consistence with being-in-itself and being-for-itself 
engineering.  

In the fact, evolutionary modes of engineering are all consistent with industry modes, 
both have relationship of twinning. In other word, change of industry modes—industry 
revolution be nothing more than outside presentation of engineering modes transition. 
According to time order, conception of Industry 4.0 is raised earlier than Engineering 4.0, 
however, the latter enables the former actualization. Thus, toward Engineering 4.0 is 
necessary for promoting Industry 4.0. 

2. Promoting in Contextualization: Modern-Contemporary Changes of Chinese Modes 

of Engineering 

The above evolutions of general engineering modes are more consistent with engineering 
ways of western original capitalist countries in logics and time. Due to Chinese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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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passively involved in the movement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process for history entering 
world history and logic of globalization. Then Chinese modernity possesses following 
features and posteriority, as well as particularity in time and space, unique modernity, and it 
has been undertaken by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engineering since 1840.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engineering is only more than one century and half, but it has gone 
through whole process of western engineering evolution in a lot of hundred years, unfolded all 
general engineering modes. Therefore, it is a kind of speedy changes in contextualization 
compressed time and space, moreover, contains individual (personality) in universality 
(common character). 

In general, Chinese engineering can be distinguished following several stages: (1) From 
1840 to end of Qing dynasty,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had advocated reform in implements, 
and it is displaied Engineering 1.0 in the technological view of engineering. (2) From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49 to earlier of new China, for desiring and pursuing west countries 
of modernization so that engineering consciousness and will was strengthened, then the mode 
of Engineering 2.0 in autonomic view of engineering was presented. (3) From the reform and 
open to raising the view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the upsurge of engineering building was 
promoted by guiding of thought of development as absolute principle, especially, engineering 
superiority and gesture of controlling and conquering the nature from engineers and workers, 
so Engineering 3.0 as the being-for-itself view of engineering was formed. (4) From setting 
up the scientific view of development to putting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hinese engineering facing new turn again and possessing new chance towards a 
new engineering mode as Engineering 4.0 with being-in-itself and being-for-itself or 
reflective view of engineering.  

It is urgent for how to grasp this new chance and consciously to transcend Engineering 
3.0 into Engineering 4.0. There are two aspects of causes: on the one hand, this new mode of 
engineering possesses containment, reflectivity and a prior ethic principle, and no longer 
regarding consumers, social publics and environment as outside objects, then outside relation 
turning internal relationship, and fully considering the benefits and demands of the other, all 
will help to improve our life way and consciously construc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n 
another hand, this is also a necessary selection for facing Industry 4.0, developing new 
technologies of cyber-physical-system, big data, and actively responding and welcoming new 
industry.   

Just like director Lijie said, so-call Industry 4.0 is just a future blueprint about 
manufacture defined by German Government and industrial circle. They thought that 
application of devices of machine manufacturing in 18 century marks an age of Engineering 
1.0. The electrification and automation in 20 century symbol a time of Engineering 2.0. 
Arisen informatization in 1970s of 20 century shows an age of Engineering 3.0. Nowadays, 
mankind is going an age of Engineering 4.0., namely, fusion of reality-physical worl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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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e-network world, and Cyber-Physical System (CPS) is a core technology of industry 
revolution in new age.    

It is very clear that the evolutionary veins of industry modes of Industry 1.0  Industry 
2.0 Industry 3.0 Industry 4.0 are consistent with above logic of engineering evolution. 
Merely, the distinguishing for engineering modes mainly is based on technological update, 
and transition of engineering modes considers not only technological factor but concerns ethic 
dimension. According to the synchronism of evolution of industry and engineering, with 
coming of age of Industry 4.0, presence of Engineering 4.0 will be appealed.   

3. Ethic Priority: A Key for Shaping Engineering 4.0 

How do we go and construct Engineering 4.0? It is a key for consciously insisting on the 
principle of ethic priority in engineering, and the principle of ethic priority in engineering is 
also internal demands of engineering.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from Industry 4.0 and previous engineering modes lie in 
that Industrial community no longer regards manufacture as starting point but sees user‘s 

demands as starting point for Industry 4.0; industrial community no longer selects the model 
of movement from production or upstream to consumption or downstream but starting with 
user‘s demand of value and offering productions and services of customization which is seen 
as common purposes in order to realize a synergy and majorization for various links in 
industrial chain. There are three supporting points for Engineering 4.0: (1) Manufacture itself 
is valualized (evaluated by value), that is, not only should produce good productions but 
reduce waste as lower as possible and realize the matching between design, making process 
and user‘s demands. (2) A function of Self-Aware for system will be actualized based on 
original robotization. (3)It will be realized for taking fault-free, eliminating hidden trouble, 
accident and pollution, this is the highest realm in manufacturing system.  

Thus it can be seen, Industry 4.0 is a synthesis with ethic and idea allocations. It gives up 
the idea of production for only pursing higher productivity and efficiency but cares for the 
benefits of users or audiences, environment protecting, resources econo- mizing, and 
engineering community as subject of action consciously undertakes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duties. Therefore, this attitude from Engineering 4.0 is not pure naturalism and one-sided 
position of humanism, but a new humanism which pays attention to Tao of the Haven (Tian 
Tao) or Aristotel‘s nature (essence) of nature itself and respects nature (essence) of thing itself, 
then realizes the unity between heteronomy (necessity) and autonomy (freedom).  

Thus, according to Industry 4.0, Engineering 4.0 has to be that fully considers 
limitations and constrain in the aspects of nature, environment, energy sources, logistics 
(material flow), stream of people, etc., so it is different from Engineering 3.0 which benefits 
and utilities are preferential, but keeps the principle of ethic priority, becomes a mode of 
consciousness-freedom engineering with reflective and self-restraining 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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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by, it will be gradually eliminated for engineering alienation in the logic of capital, 
dominating and controlling nature, ignoring public benefits, and it will fully be embodied that 
engineering subject releases benefits to the other and loves the other, as well as seeks human 
and universal common good, in order to let all being keep and realize their own nature in the 
universe. Consequently, human engineering no longer is an action of invading and depriving 
the nature in the way of mechanical enclosure ecosystem, and an organic becoming and 
ecological imbedding; this kind of engineering will be not only construct somewhat or things 
but create human civilization by responsible engineering belonged human actions to realize 
the universal harmony. This is also a Neo-Aristotelism Biocosmological express.   

We can say, according to the path of research from engineering to ethics, the ethic 
requiring of very higher realm is raised in the mode of Engineering 4.0, and it will shape the 
modes of engineering ethics for regarding virtue ethic as leading, normative ethic as 
foundation, and utility ethic as base. Undoubtedly, the principle of ethic priority of 
Engineering 4.0 is a key and guarantee for the core value of Industry 4.0 with the function of 
Self-Aware. In this meaning, we can understand real meaning and ethic constraint of those 
new given words such as Cyber-Physical System (CPS), Internet of Things（IoT）, Big Data, 
Industrial Internet, Intelligent Manufacture, 3D-Print, etc, and we can confirm that the forth 
industry revolution will change human life way in fundamental meaning and promote 
mankind going to new civilization.   

Meanwhile, this also show that we consider contemporary Chinese practice of 
engineering in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 Morphology have to firstly research the modes and 
characters of Chinese engineering. It is possible that we construct morphology of engineering 
ethics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if only comply with interaction, inter-interpretation, 
inter-response between engineering modes and ethic modes. 

KEYWORDS: Morphology; Engineering 4.0; Engineering Mode; Engineering Evolution; 
Engineering Ethic; Biocosmology; Neo-Aristote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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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工程 4.0”: 

有机宇宙论与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一种当代表达 

 

张秀华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zxh918@263.com 

 

立足整体论、有机论、演化论和过程论立场，基于“形态学”考察，我曾在拙著

《历史与实践——工程生存论引论》（2011）一书中下过一个强判断：与实证地把握世

界的科学、技术相比较，现代工程逐渐由后台的“隐”走到前台的“显”，21世纪必

将是工程的时代。但这种工程是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单纯资本逻辑下追逐效用和效益的

工程样式。如果整体地说当下还处于“工程 3.0”阶段的话，那么，随着即将来袭的第

四次工业革命——“工业 4.0”（[德]乌尔里希·森德勒：《工业 4.0——即将来袭的

第四次工业革命》，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年版）的出场，“工程 4.0”必将成为 21世

纪工程的新形态。这是由工业与工程的内在关系决定的，因为“工业就是工程的集聚”

（殷瑞钰语）。所以，面对“工业 4.0”这一不可阻挡的工业大趋势，作为工程大国的

中国，别无选择，只能迎头赶上，努力超越“工程 3.0”而走向“工程 4.0”，从而努

力寻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现实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也可以说，工程 4.0

就是工程伦理的必要表达，就是有机宇宙论与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当代表达。 

一、从 1.0 到 4.0：一般工程形态的演化 

回望人类的工程足迹，不难发现工程始终处于运动、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有机、

进化的特征。尽管每一行业的工程都有自己的演进历程和特殊性，但大尺度地看，人类

工程演化在总体上又拥有某种规律性，可以概括为：前工业社会（前现代或农业时代）

的顺应自然的“自在工程”，工业社会（现代或工业时代）宰制自然的“自为工程”，

后工业社会（后现代或信息时代）寻求与自然和解的“自在自为的工程”。它们分别成

就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并推动人类走向生态文明的新阶段。 

不只如此，我们还可以从工程与技术的关系角度进一步区分人类一般的工程形态，

即（1）依附于技术、弱小的或作为生活替补的“工程 1.0”，这是工程刚刚出场的形态。

（2）试图与技术区别开来，却被看成是技术应用或的工程，技术对工程还起着主导作

用，属于技术化的工程观下的工程。由于坚持工程不同于技术的独特性，而进入“自知”

的“工程 2.0”阶段。（3）把一切都纳入到工程中去，凸显出效用、效益优先的原则，

并强调工程选择技术而不是单纯的应用技术，进而从技术背后走到了前台，这就是由

“隐”到“显”而“自大”的当代“工程 3.0”。（4）随着“工业 4.0”的出场，技术

mailto:Zxh918@2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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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性化追求将成为现实，工程不再单纯考虑技术的因素，还关注工程的人文向度，如

伦理的、审美的非技术因素，顾及与工程相关的各种因素，包容他者，强调伦理优先，

是“全向工程”，更是有反思且“自觉”的“工程 4.0”。 

显然，这两种一般的工程演化形态的表述方式，即“自在的工程”“自为的工程”

“自在自为的工程”，与“工程 1.0”“工程 2.0”“工程 3.0” “工程 4.0”

具有内在一致性。刚出场的“工程 1.0”属于“自在的工程”阶段，“工程 2.0”和“工

程 3.0”属于现代工程由“自知”到“自主”的“自为工程”之两个前后相继的不同样

式，“工程 4.0”与“自在自为的工程”保持一致，则属于“自由”的反思工程。 

实际上，工程的演进形态总是与工业形态相对应，二者是一种“结对”的关系。或

者说工业形态的转变——工业革命只不过是工程形态变迁的外部表现。尽管“工业4.0”

概念的提出先于“工程4.0”，但没有后者，前者就难以现实化。换句话说，走向“工

程4.0”是推进“工业4.0”的必然要求。 

二、处境化提升：近现代中国工程形态之疾变 

前述一般工程的形态演化与原发性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走过的工程道路无论在逻辑

上还是在时间上都具有更多的一致性。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历史进入世界历史的过程

中，在资本全球化的逻辑下被动卷入现代化运动中来，其展现的现代性具有后发性和跟

随性，同时也有时空上的特殊性，是异样的现代性，而其直接的承载者就是 1840年以

来的近现代工程。中国近现代工程的演化可以说仅仅用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却在自身

经历了西方数百年工程演化的全过程，展现出一般的工程形态的全部样式。因此，它是

时空压缩处境化下一般工程形态的迅速运演，在个别（个性）中蕴含着一般（共性）。 

大体说来，可以把中国的工程分为如下几个阶段：（1）1840年至清末，洋务运动

所倡导的器物层面的变革，表现为技术工程观的“工程1.0”。（2）民国时期到新中国

初期，对西方现代化国家的向往与追赶，而导致现代工程意识和意志的增强，呈现出“自

主工程观”的“工程2.0”样态。（3）改革开放至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前，在发展是硬道

理的思想指导之下，掀起了全方位的工程建设高潮，特别是工程家和工业人以战天斗地

的姿态表达出工程的强势，即“自为工程观”的“工程3.0”。（4）科学发展观的确立

到党中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以来，中国工程再一次面临转型——走向“自在自为工程观”

或“反思的工程观”的“工程4.0”的新契机。 

如何把握这一新契机，并自觉超越“工程3.0”而步入“工程4.0”显得尤为迫切。

因为，一方面这种新形态的工程由于其包容性、反思性和伦理优先的原则，不再把消费

者、社会公众和环境看成是外部的对象，而由外部关系转向内部关系，充分考虑以往作

为对立的“他者”之利益和需求，这将有助于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而自觉构建生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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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另一方面这也是面对发达国家推进“工业4.0”、发展“信息物理系统”、“大数

据”等技术而做出的积极回应和迎接新工业革命的一种必要选择。 

正像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智能维护系统产学合作中心的创始人李杰主任所看到的：

所谓“工业4.0”，就是德国政府和工业界定义的制造业的未来蓝图，认为18世纪机械

制造设备的引入标志着“工业1.0”时代，20世纪初的电气化与自动化标志着“工业2.0”

时代，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信息化标志着“工业3.0”时代，现在，人类正在进入“工

业4.0”时代，即实体物理世界和虚拟网络世界融合的时代，信息物理系统

（Cyber-Physical System, CPS）是新一代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 

显然，“工业1.0” “工业2.0” “工业3.0” “工业4.0”的工业形态演

进脉络与前述的工程形态演化的逻辑具有根本一致性，只是工业形态的区分标准以核心

技术的更替为依据，而工程形态的变迁不但考虑技术因素，还考虑非技术的人文因素，

特别是伦理之维。正是考虑到工业与工程演进的同步性，随着“工业4.0”时代的到来

必将呼吁“工程4.0”出场。 

三、伦理优先性：塑造“工程 4.0”的关键 

如何走向并塑造“工程4.0”？关键在于自觉坚持工程的伦理优先原则，这也是工

业4.0的内在要求。 

工业4.0与之前的工业形态的根本区别在于，不再以制造端的生产力需求为起点，

而是将用户需求作为整个产业链的出发点；不再是从生产端（上游）向消费端（下游）

的推动模式，而是从用户端的价值需求出发提供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并以此作为共同

目标，使整个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实现协同优化。其三个支撑点是：（1）制造本身的价

值化，不仅是做好产品，还要将生产中的浪费降到最低，实现设计、制造过程与用户需

求相匹配；（2）在原有自动化的基础上实现系统的“自省”(Self-Aware)功能；（3）

在整个制造过程中实现零故障、零隐患、零意外、零污染，这就是制造系统的最高境界。

（[美]李杰：《工业大数据——工业4.0时代的工业转型与价值创造》，邱伯华等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 

可见，“工业4.0”是拥有伦理配置、观念配置的综合体。它抛弃单纯为提高生产

力和效率而生产的理念，而关注消费者——受众的利益、环境的保护、资源的节约，主

动担负工业行动主体的社会与环境责任。既不是单纯的自然主义，也不是片面的人本主

义立场，而是关注了天道——亚里士多的自然自性和尊重物之物性的人道主义，自觉实

现他律（必然）与自律（自由）的统一。 

因此，与“工业4.0”相对应，“工程4.0”必然是充分关注自然、环境、能源、物

流和人流限度与约束条件，自觉赢获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不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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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3.0”的效益和效用优先，而自觉选择伦理优先的原则，是有反思的自我规范的

“自觉”或“自由”的工程。 

从而，逐步消除单纯追逐资本增值而造成的工程异化及其对自然的宰制、对公众利

益的漠视，充分体现工程主体对他者的利益让渡与关爱之情，谋求人类和宇宙万物的共

同福祉，让一切存在者是其所是——开显其自然之性。惟有如此，人类的工程才不再是

对自然的机械围隔式的入侵与剥夺，而是一种有机的生成与嵌入,不只是建造某物，更

是以不愧为人的行动——负责任的工程去建构人类文明，并最终实现宇宙和谐。这也是

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一种亚里士多德有机宇宙论的一种当代表达。 

因此，按照从工程到伦理的工程伦理学研究进路，“工程4.0”对工程实践自身提

出了很高境界的伦理要求，必将型塑以德性伦理为主导的，以规范伦理为根本、以效用

伦理为基础的工程伦理形态。无疑，这种“工程4.0”伦理优先的原则，是构成“自省”

的“工业4.0”核心价值追求的关键和保障。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而非以往单纯的技

术革命的考量，才能理解那些扑面而来的语词，如“信息物理系统”、“物联网”、“大

数据”、“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3D打印”等的真实意义与伦理约束，才能

说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在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推动人类步入新文明。 

同时， 这也昭示出，在“伦理形态学”的视野下考察当代中国工程实践，不能不

首先考察中国工程形态与特性，唯有遵循工程形态与伦理形态的互动、互释与互镜，才

能建构中国语境下的工程伦理形态学。 

关键词：形态学；工程4.0；工程形态；工程演化；工程伦理；有机宇宙论；新亚里士

多德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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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c Cosmos? Yes, but What Kind? 

 
ZHAO Jian-min 

sapientia@shangzhi.org 
 

Following the progress of the mordern science and technic, people realized much more that 
the world as a whole is in nature inseparable and organic. Each part of the whole has its 
integral connection. This integral connection is so interrelated that one part's suffuring would 
necessaryly have effect on other parts. Human being is one part of this totality with its 
speciality. Without recogniz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totality by human being would empty 
the foundation of human being itself. Without recognizing the speciality of human being 
would lose the foundation of  cognition of the world. Indeed, ―if we did not make essentially 

changing of our attitude towards the nature, the environment crisis of our time would not be 
possible to be overcomed‖. In fact, the new encyclical letter of Pope Francis, Laudato si, is 

just calling for the attitude changing. Yet, what kind of an attitude do we need towards the 
nature? Human being has experinced supernaturalism, physicalism, materialism, 
experientialism,  pantheism, naturalism, etc. In this long road of cognition of the world, 
human being has obtained much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These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have made a profound development of our man and the society. Yet, man also experienced 
some failure and got some teaching such as the two world wars. Today, man is facing the ever 
challenge of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This conference is focusing on the Asian naturalism and 
looking for some inspirations and cognitions, in order to get some help for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and for changing our attitude towards the nature, or for some possibilities on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environment and civil society. Nevertheless, has the supernaturalism lost 
totally its meaning in today's world? Is naturalism essentially an Asian nauturalism or a kind 
of pan-naturalism? Does a pan-naturalism without its spirituality and its end have any effect? 
Or are we like a drowning man in a fluster trying to get the life-saving straw，yet forgetting 
our swimming ability?  

 

KEYWORDS: Organic cosmos; pan-naturalism; realism; living organic cosmos 

mailto:sapientia@shangzh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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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宇宙论，是的，但什么类型？ 
 

赵建敏 
(北京天主教与文化研究所所长) 

sapientia@shangzhi.org 
 

摘要：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纵深发展，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

的有机整体。这个整体的每个部分都有着固有而根本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牵一发而

动全身的一种内在关联。人类既是这个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又是非常特殊的一部分。否

认前者，会令人类失去自我生存的根基，拒绝后者，会令人类失去认识世界的基础。的

确，―如果我们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没有根本改变的话，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态环境危机就

无法克服。‖从根本上来说，教宗方济各的最新通谕《赞美主》-关爱我们的共同家园 ，
正是在呼吁这样一种态度的根本改变。然而，我们究竟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并

对待大自然呢？人类已经走过了超自然主义、物理主义、经验主义、宗教主义、现象论、

泛神论、唯物主义、自然主义、科学主义的认识视域。在这条认识世界的路途上，人类

获得了相当多的经验和知识。这些经验和知识推进了人类及社会的发展。但是，人类的

发展历程也有过诸如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和惨痛教训，如今又面临着生态环境危机的巨

大挑战。本此论坛将目光投向了亚洲自然主义，期盼着由此可以获得一些灵感和认知，

以便对人类认识大自然，改变自己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或者解决当代的某些环境和社会

问题有所助益。然而，是否超自然主义在当今就完全失去了意义？是否自然主义本质上

就是亚洲自然主义或者一种泛自然主义？一种没有精神内涵和目的的泛自然主义会有

效果吗？我们是否处于慌乱中在捞取那根儿救命的稻草，却忽略了我们自身所拥有的游

泳的能力？ 

 

关键词：有机宇宙论，泛自然主义，实用主义，生命有机体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纵深发展，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

有机整体。这个整体的每个部分都有着固有而根本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

全身的一种内在关联。 

 ―有机‖（organic）一词的基本含义和用法已经在告诉我们，所谓―有机‖意味着，

（1）自然的（natural），也就是自然生成或形成，未经人工或人为的特殊干预，所以才

有了有机食物的说法；（2）生物的（living），也就是具有生命的实体，是活生生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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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种生长生存之物，所以才说有机体，有机生物；（3）器官的（bodily），即与身

体或整体相关联的某个部分，其本身不是整体而是部分，是与其他部分存在必然关联的

部分，所以才说―有机的统一‖；（4）秩序的（ordered），―有机‖也意味着秩序，一种

自然发展循序渐进的秩序。 

 在此意义上，人类对宇宙的认识逐步趋向真理。然而，历史上，人们也曾经将

大自然视为神圣，顶礼膜拜。诸如盘古板斧开天辟地、女娲练五色石以补苍天、夸父追

日渴死中途，弃手杖而化为桃林等远古的神话故事无一不反射着这种对大自然的顶礼膜

拜。将大自然视为神圣而加以膜拜并非超自然主义对宇宙的一种认识，而是对认识宇宙

起源与规律的无可奈何，束手无策，从而带来对宇宙的一种反叛，在―人定胜天‖心态上

的一种反叛。当然，这种认识也绝非自然主义对宇宙的认识，因为它将宇宙神圣化了，

神化了，也因而不可能认清宇宙的真正本质。这种将大自然神圣化的态度，必然而然会

导致对宇宙的―宗教‖主义认识。在此，宗教一词之所以加上引号，是因为它是一种对宇

宙的泛宗教认识。在这种认识下，与宇宙关联的一切，山川草木、江河湖海、日月星辰、

贤哲伟人，都会很容易地成为人们膜拜的对象。这并非一种泛神论的认识，而是一种泛

宗教的认识。前者将大自然等同于―神‖，认为―神‖就存在于一切实存之中，并没有一种

超自然精神存在。后者将大自然视之为―神‖，认为大自然中的每一个实存都是一个―神‖，

因而对大自然以及其中的某种特殊实存加以宗教式的顶礼膜拜。在这种认识中，人显得

如此地渺小和微不足道，以致于人只有对宇宙顶礼膜拜的份儿，因而不可能运用宇宙资

源来为人类自身的福祉服务。在这种认识中，人的行为只有两种，要么谨小慎微对任何

实存都要―扫地恐伤蝼蚁命‖；要么胆大包天藐视大自然想要―人定胜天‖。这显然是人们

对大自然的一种认识极端。另外一种认识极端则将大自然视为纯粹的―自然‖或物质，形

成一种绝对的唯物主义或物质主义。在这种认识中，宇宙只不过就是毫无生机纯粹物质

的一种堆砌。在这个自然而偶然的―物质堆‖中，每一种物质都毫不相干，彼此分离，如

果说它们之间有关系的话，其关系也是彼此竞争适者生存的关系。即便那些具有鲜活生

命的实存，在这种认识中最终也不过是一种纯粹的物质，一种守恒而转换形式的物质。

伴随着科学主义的兴起，这种认识有时甚至大行其道，因为科学的实验分析告诉我们，

宇宙中的一切实存，包括生命的实存，最终都是某种原子或某种无以名之的极微粒子的

物质组合。在这种认识中，人也只是宇宙中最最普通的一份子，最终也仅仅是其中的某

种物质，因此人在宇宙中毫无特殊性可言，然而，人要保持自己在宇宙中的特殊地位，

就不得不征服世界，不得不征服它类物质。在这种认识中，宇宙是一个优胜劣汰彼此征

服的竞技场，是一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占领地。生命，包括人的生命，都被分析降解

为一种物质，因而生命，不管是人的生命还是动物的生命，都没有必要受到任何特殊的

尊重，如果说对他人的生命或对其他生命应该与其它无生命物质有所区别对待的话，那

也仅仅是我们需要或者应该对这些有生命的物质具有同情心、爱心和怜悯之心。故此，

在这种极端认识中，宇宙成了人征服的对象，而非欣赏和尊重的对象，而宇宙中的一切，

包括生命的存在，也都成了人的附庸品和消费品，而非彼此相伴生活与共值得人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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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在对宇宙万物的消费和消耗中，人对一切存在，包括生命存在的态度，充其量也

就是要有同情和爱怜，而非欣赏和尊重。在基于这种极端认识而产生的对待万物的态度

上，同情爱怜与欣赏尊重之间的巨大差别是不言而喻的。显然，这两种认识极端都将有

机宇宙论排除在外了。 

 的确，正如本此论坛邀请函中所说，―如果我们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没有根本改变

的话，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态环境危机就无法克服。‖ 然而，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根本上

取决于我们对大自然的认识。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认识决定我们的态度。从根本上来说，

教宗方济各的最新通谕《赞美主》-关爱我们的共同家园，正是在呼吁这样一种对待大

自然态度的根本改变。 

 在人类对宇宙的认识走过了相当长的一短曲折路途之后，有机宇宙论的认识应

该说更加趋向于对宇宙的认识真理。当然，这也取决于我们对―有机‖一词的基本理解。

如果追述到―有机‖一词的基本词义，我们所处的宇宙应该是一个秩序井然彼此内在关联

而且非人为创造的活生生的宇宙。这种有机宇宙论的认识必然要承认，宇宙决非―源自

混乱或偶然‖，① 它的存在有着自己的成因或必然。当然，说到成因也就必然会想起亚

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说和四因说。如果说基于亚里士多德对宇宙的认识，我们就必然要

承认原始意义上的自然主义有机宇宙论或科学的有机宇宙论的话，我们就需要特别澄清

两点。第一，在亚里士多德的认识中，所谓―自然‖并非―偶然‖，有时―自然‖甚至意味着―必

然‖。因此，这种认识就必然要超越原始意义上的自然主义。故此，亚里士多德不但有

他自己的物理学（physica）研究，更有他的形上学（meta-physica）研究。也正是他的

形上学（meta-physica）研究让他推导出第一成因或动因。 显然，亚里士多德的研究远

远超越了对原始意义上的纯粹―自然‖（υύσις, phúsis ―nature‖）的研究。在此意义上，如

果要回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的有机宇宙论研究，我们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进行―自

然‖(phúsis, nature)的必然性研究或者形上学（meta-physica 或 meta-natura，也就是―自然

之上‖或―自然之后‖）的第一成因或动因的研究。否则的话，所谓原始意义上的自然主

义研究也就不能称为原始意义上的自然主义研究了。第二，在亚里士多德的认识中，所

谓―科学‖（science）的有机宇宙论与我们今日所言―科学‖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今日

所言―科学‖的主要含义涉及到的是研究方法和实证试验，而亚里士多德所言―科学‖

（έπιστήμη, scientia, science, ）的主要含义则是理性推理和对宇宙万物的哲学认知。在

此澄清这一点的目的，并非反对对宇宙的现代科学研究，而是要提醒我们记得，亚里士

多德的科学有机宇宙论，不仅涉及到人所生存其中的宇宙，更涉及到人对宇宙的认识方

式。换言之，我们需要记得，我们所生存其中的宇宙，是一个活生生（living）的宇宙，

是一个―有机‖的宇宙，我们不可能用一种机械的科学方法论来认识它。一种机械的科学

方法论，不仅不会让我们接近认识宇宙的真理，反而有―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误，就是将

                                                      

①方济各，《赞美主》通谕，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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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生存体仅仅视为物体而隶属在人的专横主宰之下。‖
① 这种认识势必为我们生存其

中的宇宙带来灾难性打击，也因而给人类带来毁灭性后果。这种错误与唯物质主义认识

所产生的后果殊途同归。故此，一种真正的有机宇宙论，不仅会排除认识宇宙的机械的

科学方法论，而且也会超越纯粹的自然主义研究方法，去研究并且去认识纯粹―自然‖之

上或之后的意义。就此意义而言，这样的有机宇宙论才是一种真实客观的宇宙论。 

 此外，有机宇宙论的认识也必然会承认，―宇宙是一个开放和相互交流的系统‖。
② 这种必然性既是宇宙存在的前提条件，又是人对宇宙的一种基本认识。就宇宙本身来

说，开放和交流是其有机性的必然。如果说宇宙是有机的，也就是说它是生存的（living），
它是自然的（natural），那么它就必然是开放的和交流的，因为生存本身就意味着必然

地开放和交流。只有开放才会自然成长，才会自然生存（living）。只有交流才意味着

生存，才能获取成长的滋养。中文所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正是因为―流水‖是开放

的，是交流的，否则就只会是一潭死水。 无论现代科学以何种理论来解释宇宙的起源

与未来，科学哲学家们（如波普尔 Karl Popper, 1902-1994)几乎一致认可开放宇宙的理论。

开放才有交流，封闭就是对开放的拒绝。开放和交流的宇宙才可能是一个活生生的，生

存的，有机的宇宙。我们由生活的经验不难发现而且也无法拒绝，宇宙的确是有机的，

生存的，活生生的。其实，自然（nature, natura，υύσις, phúsis）一词的词源学意义已经

在告诉我们，―自然‖（宇宙）本身就是一个开放和交流的系统。自然（nature，natura，
υύσις, phúsis ）一词的拉丁语译自希腊语的 υύσις, phúsis ，其名词源自动词 nasco, -ére，
其原意为出生。中文―生‖字的甲骨文下面是土，上面是初生之草，《说文》解释说，―生，

进也‖， 《广雅》则解释为―生，出也‖。显然，自然之―生‖，即是―进出‖，即是交流。

自然本身就是―生‖，就是交流，也就是开放。就人类对宇宙的认识而言，无论东方的浑

天说还是盖天说，无论西方的地心说还是日心说，无论历史上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如何幼

稚，甚至可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没有一种认识在否认宇宙是一个开放和交流的系

统。事实上，无论自然主义还是超自然主义对宇宙的认识，归根结底都在寻求着对开放

和交流之宇宙的认识。如果说希伯来人的《创世纪》故事是对宇宙的超自然主义认识，

那么，盘古开天辟地或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又何尝不是超自然主义的认识呢？ 客观来

说，两者都是对宇宙开放和交流的人类认知。其不同点在于，前者更像故事，更具有哲

学性（或神学性或超自然主义）的思考和思辨，它要追问到宇宙的最后根源天主（雅威），

而且阐释说，天主（雅威）是自有者，是神，其本质是精神体，而后者则更像神话，更

具有文学性（或形象性或泛自然主义）的描述和表达，它并未更深层地追问或回答盘古

或女娲的起源和本质。无论如何，这种认识都在确认，宇宙是一个开放的和交流的系统。

东西方的泛自然主义都认为，宇宙是一个开放和交流的系统，人向宇宙开放并且与宇宙

交流，这也就同时认可了宇宙的开放性和交流性。公元前约五世纪的希腊自然哲学家医

学家可罗顿的阿尔克迈翁（Alcmaeon of Croton）就认为人与大自然是相通的，感觉一定

                                                      

①同上，82。 
②方济各，《赞美主》通谕，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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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沿着空气通道从感官进入大脑的，尽管他从未看见过这种通道。《周易》也说，―古

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者观象于天，俯者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

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① 故此，在以自身经验为

历，比拟宇宙万物之际，作八卦的目的就是要通天地类万物，并最终达致天人合一。在

此意义上，天人合一与天人感应、天人相应的意义基本相同。在此基础上，现代人制作

的这幅人体与天体相合于八卦及阴阳的交互关系图可以说明一切。② 这幅人体与天体的

交互图把阴阳八卦、东西南北、人体关节、五脏六腑、春夏秋冬、十二生肖、十二月份

和二十四节气相互关联融合起来。显而易见，这种认识佐证了宇宙是一个开放和交流的

系统。 

 

                                                      

① 《周易·系辞下》 
② 此交互图取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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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泛自然主义除了佐证宇宙的开放和交流外，我们也看到它所产生的另外一种结

果。在这种泛自然主义影响下，实用主义悄然兴起。或者说，泛自然主义为因，实用主

义为果。两者的紧密关联在《易经》中已经明确表达出来：―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

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
① 包括圣人在内的所有人，其最为宝

贵的东西就是地位，而且要守住这个地位，就需要施行仁爱，施行仁爱的目的并非施行

仁爱本身，也非为了他人利益，而是为了守住自己的地位。同时，要集聚人众，就需要

金钱财富，这也正是孔子―恭宽信敏惠‖中―惠则足以使人‖的本意。② 历史所记―子贡拒金‖

                                                      

①《周易·系辞下》 
②《论语·阳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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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子路受牛‖的两个故事，从两个不同角度反映出孔子的这种实用主义思想。①根本而

言，实用主义是这种泛自然主义的必然结果，如果不是逻辑无误的必然结果，也会是行

为的必然结果。实用主义是以对人或对我有用的实用主义。由泛自然主义引发的实用主

义（realism），是一种以―实用‖―有用‖―可用‖为核心的现实主义，而不是哲学理论中的

实用主义（pragmatism）。这种实用主义的最终结果就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

成为人类主宰宇宙的理论基础。如果说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是以技术统治论为外衣的，那

么，泛自然主义或者由它而产生的实用主义就有可能成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遮羞布或

者护身符。的确，―一种被误导的人类中心主义不会必然地带来‗生物中心论‘‖，② 同样

地，一种被误导的泛自然主义也不会必然地带来―生物中心论‖，相反，还会有可能带来

宇宙生物的灾难，因为泛自然主义或由其而产生的实用主义，不仅会导致一种生物无差

别论或生命无差别论，因而将人类生命贬低到普通生物的层次，也会最终导致与唯物质

主义殊途同归的同样后果，就是将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贬低到纯粹物质的层次。虽然泛

自然主义由某种角度佐证了宇宙的开放性和交流性，但它有可能导致的上述后果却不应

该被认可。我们需要坚守一个底线，就是―惟人万物之灵‖，③ ―人是整个经济和社会生

活的创造者、中心和宗旨‖，④ 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造的‖，⑤故此，人类在宇宙中有着

不能够被剥夺的独一无二的价值。当然，人也应该欣赏和尊重其他生物和宇宙，也应该

认为受造界―样样都很好‖，⑥ 也应该―耕种和看守‖整个大地，⑦ 但人类需要同时认识到，

―耕种涉及到栽培、翻土或种植。看守则涉及到关怀、保护、监督和保存。‖
⑧ 

事实上，只有当宇宙是一个开放和交流的系统时，才能保证它的生存、生命，才能

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的宇宙。 

再者，有机宇宙论的认识也必然要承认，宇宙是井然有序内在关联的一个整体。希

腊人用―宇宙‖（κόσμος, kosmos，拉丁文 cosmos，英文 cosmos）一词来指称整个世界。

它由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公元前 570-495）首先使用，其本意是秩序（order）或有

秩序的系统，与希腊文的―混沌‖―混乱‖―空虚‖（χάος, khaos，拉丁文 chaos，英文 chaos）
相对应。希伯来人的创世记述就是雅威（天主）由―混沌空虚‖创造了天地，⑨ 而这天地

就是希腊哲学家所称呼的―宇宙‖或―有秩序的系统‖。中文所译―宇宙‖一词并未显示出希

                                                      

①《吕氏春秋》（览部，第十六卷，第六篇，察微）。子贡拒金：―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

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

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受牛：―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 
②方济各，《赞美主》通谕，118。 
③《尚书·泰誓上》 
④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63。 
⑤《圣经·创世纪》5：1。 
⑥《圣经·创世纪》1：31。 
⑦《圣经·创世纪》2：15。 
⑧方济各，《赞美主》通谕，67。 
⑨《圣经·创世纪》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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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文的原本含义。《淮南子·原道训》说，―横四维而含阴阳，紘宇宙而章三光。‖ 
① 高

诱（东汉末年学者）对此注释说：―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以喻天地。‖ 此外，

《淮南子·览冥训》说，―而燕雀佼之，以为不能与之争於宇宙之间。‖ 高诱注释说：―宇，

屋檐也；宙，栋梁也。‖ 无论如何，宇宙的井然有序或者说它的秩序是有目共睹毋庸赘

言的。此外，我们也会发现，这个有秩序的系统是一个有着内在关联的整体，而且这种

关系即是多重的又是多样的，以致于形成一种复杂的关系网，牵一发而动全身。所谓的

―蝴蝶效应‖的称呼形象准确地表达出宇宙万物的这种多重多样的复杂关系。依照托马

斯·阿奎那的看法，―在神圣之善的呈现中，一个受造物所需要的，可能正好由另外一个

所补充。‖
② 而且，托马斯·阿奎那也认为，这种复杂而一体的整体关系正是第一原动力

的意愿。现代科学的发展更多地倾向于一种分析的研究模式。③ 伴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

及其产生的结果，德日进所言具有相当的道理。他说：―如果人不把自己和全人类放在

一起，他便看不清楚自己；同时，若不把人类和生命界整体放在一起，他也看不清楚人

类；相同地，若不把生命界和宁宙放在一起，他也看不清楚生命。‖
④ 其实，一种真实

的有机宇宙论何尝不应该具有这种视野呢！ 

实际上，越来越深入的科学分析研究证明了宇宙的这种秩序性和整体性。科学的这

种分析研究至少部分地促成了我们今日不得不面对的宇宙的整体性问题。事实上，无论

我们如何界定宇宙的有机性，当我们承认宇宙的有机性时，我们也就不得不承认，宇宙

是一个有秩序且整体化的系统。 

在这种有秩序且整体化的系统中，换言之，在整个宇宙中，我们就自然而然要面对

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生命的问题。当然，生命问题不仅涉及到人的生命，也涉及到

生物生命和宇宙的生命。就今日的科学研究来看，要给生命界定一种确而无疑的定义，

其难度还是相当大的。然而，最为根本的基础点似乎是，生命是一种生存(living），因

此我们可以说，有机的宇宙是生存着的，换言之，如果应英文来表述，就是 living organic 
cosmos。的确，非生存（living）的宇宙，肯定不是有机的宇宙。在此最基础的观念下，

必然涉及到人的生存或者人的生命，因为一切问题的根本最终都会归总到人，无论何种

研究，包括科学研究，包括神学研究，包括有机宇宙论的研究，其坐标点最终是人。没

有人就根本不存在对任何问题的研究。然而，人是一个整体，物质与精神结合在一起的

整体。毋庸置疑，所有研究成果当然都是人之精神活动的结晶。人这个生命不仅是一个

生存的、有秩序的、系统的整体，他同时也肯定是一个开放和交流的整体，否则的话，

也就根本谈不上人类所取得的任何研究成果了，因为这些成果也必然是开放和交流的结

晶。如果说人是小宇宙，宇宙是大宇宙的话，那么一种真实的有机宇宙论也就必然包含

                                                      

①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幕僚宾客所著，成书于公元前 139 年，书名―鸿烈‖，意思是大而明亮。本书共有 21 篇文章，

根据道家宇宙生成论思想所著。主要有许慎和高诱两家注释。 
②《神学大全》，I，问题 47，1 条。转引自《赞美主》通谕，86。 
③参阅：赵建敏，―科学的分析与信仰的综合--由德日进神父的视角看未来科学与信仰的发展趋势‖，见：北京师范大

学举办的第五届科学与信仰学术年会，2011 年 5 月。 
④德日进 著，李弘祺 译，《人的现象》，新星出版社，2006 年 8 月第一版，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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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对人的研究，对精神的研究。因此，如果有机宇宙论仅仅将宇宙作为一种外在于人的

自主的有机客体来阐释的话，这种进路的结果必然会重蹈机械宇宙论的覆辙，其不同点

或许仅仅就是，有机宇宙论是披着有机外衣的一种机械宇宙论。 

故此，一种真实的有机宇宙论应该而且必然要包括对人在整个宇宙所处位置的阐释

或研究。一种真实的有机宇宙论应该而且必然记得，―人是身灵合一的主体，以身体而

论，将物质世界汇集于一身。‖
① 一种真实的有机宇宙论也应该而且必然接纳这样一种

观念，就是―我们的本性不仅由物质构成，而且也由精神构成，因而赋有超验的意义和

终向，也对文化具有规范性。‖
② 我们需要承认，只有基于这种层次的有机宇宙论研究

才能打开人类研究的视野，才能让人认清人类生命有机体的目的和归宿，同时也才能让

人类认清宇宙生命有机体的目的和归宿。 

 

                                                      

①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14。 
②本笃十六世，《在真理中实践爱德》通谕，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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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Naturalism of the Mohist School 

 
ZHAO Yue-gang 

（Association for Dialectics of Nature of China） 
Yuegang2013@163.com 

 

Abstract: Naturalism of the Mohist School is born in the ideological revolution of the pre-qin 
period. It is empirical,and different from the Naturalism based on―unity of man and nature‖of 

the pre-qin idea.This reflect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Firstly ,the mohist school thought 
knowledge comes from experience,but it is also inseparable from the role of rational 
thinking.Secondly ,They separate the natural things from the social things, and study the 
existence of natural th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analysis.Thirdly, they created a 
high level of scientific theory,and this theory belongs to empirical science. In a certain sense, 
Naturalism of the Mohist School is a breakthrough to the the naturalism based on―unity of 
man and nature‖. But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naturalism of Greek Rationalism,they hav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n the nature and knowledge. 

 
Key words: the Mohist School, man and nature,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empirical, 

natu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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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墨家的自然主义思想 

 
赵月刚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Yuegang2013@163.com 

 

摘要：墨家自然主义思想是在先秦时代的社会变革中诞生的。不同于先秦―天人合一‖

观念下的自然主义，墨家的自然主义是经验论的，这体现在墨家的认识论或知识论、自

然事物与社会人事的分离、自然知识等方面。墨家认为知识来源经验，但也离不开理性

思维的作用；墨家将自然之物与社会人事相分离，并从结构分析的角度研究自然万物的

存在；并且墨家通过科学研究活动践行了其经验论的自然主义。墨家经验论的自然主义

是对先秦自然观的超越和突破；但与希腊理性主义的自然主义是不同的，二者对自然和

知识的理解不同。 

 

关键词：墨家，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经验论，自然主义 

 

一、产生背景—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 

从人类诞生之始，就面对着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由于

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人类需要不断地从自然那里获取所需；同时，在变化莫测的各

种自然现象的面前，人类的无知、恐惧和好奇等等。这些因素共同激发了人类走上探索

自然的道路：自然到底是什么样的，如何解释种种自然现象？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

系？等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原始社会的神灵自然观诞生了。这种观念认为，自然万

物都是有灵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通过塑造的各种神灵，实现了人与自然的沟

通与相处。 

但是，进入阶级社会之后，这种神灵自然观逐渐被超越和突破。尤其是在轴心时代

的文明转换进程中，人们对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各民族产生了不同的思想

观点。 

轴心时代相当于我国的先秦时代，尤其是殷周至春秋战国时代。这一时期，我国经

历了两次文化变革。―一次是指殷周之际的变革，用周礼代替了殷神，一次是指西周官

学和诸子私学的文化冲突，损益周礼。‖
①进入奴隶制社会后，由于出现了人间的最高统

治者―王‖，于是形成了―天‖这个概念。于是，原始社会的神灵自然观，在殷商时代演化
                                                      
① 邢兆良，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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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天命观。即宇宙万事万物的产生和变化，人间事务的吉凶与祸福，都是天的安排

和意志。殷周时代的―天‖，仍是神性的。 

进入西周时代，西周统治者对殷周的天命观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统治者敬德的

重要性。周公认为，夏、殷两代早早的灭亡，是由于不敬德。于是他提出把―敬德‖作为

永保天命的根本。西周统治者的这种忧患意识，是对天意的一种人道主义解释。―这种

对天意的人道主义理解，是西周在宗教、政治方面的一大突破。‖
①也是―中国天命与民

意结合的开始‖。 

西周末年，人祸、天灾不断，奴隶制度日益走向衰落，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出现了严

重危及。虽然保守分子继续宣扬―天命未改‖，但天帝的权威发生了严重动摇。从―天不

可信‖思想逐渐演化为对天的怀疑、怨恨与责骂。人们甚至喊出了这样的口号：―下天之

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曾，职竞由人。（《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这种把天上和人间

事物相分的思想，―表明人们开始认识到，应该用人的自身作为来解释人间的事情。‖
②至

春秋时期，天人相分的思想，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进一步明确，引起了一场思想性的变

革。春秋战国时期，私学和诸子兴起，围绕社会政治和思想与知识的重建，思想界进入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墨家的自然主义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百家争鸣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由殷周的天人观念，发展出了一种―天人

合一‖的思想。根据对―天人合一‖中―天‖的不同理解，―天人合一‖思想大致可归纳为以下

几种类型:以《周易》为代表的人顺从于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的―天人合一‖说；道家无道

德意义的―道‖与人合而为一，即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境

界；儒家有道德意义的义理之天与人合而为一说，可分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和孟子、

宋儒的―天人相通‖说。张岱年先生认为，总的来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天人合

一的学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人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二、人必须服从自

然界的运行规律；第三、人生的理想就是追求天人和谐。③ 

总的来说，天人合一框架的自然观，是一种社会或宗教的自然观，它将对自然事物

的研究纳入到社会人事中的研究。对自然存在和自然现象人事的目的是―观物取辨‖和

―技进于道‖，自然哲学始终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哲学形态，而是政治哲学的附庸。人们

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的解释是为了说明社会人事变迁的合理性，而这种认识和解释通过阴

阳无形的形式框架得以实现，使社会接受和认同。 

针对上述―天人合一‖的自然主义思想，墨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经验论的自然主义思

想，并通过科学研究活动践行了这种经验论的自然主义。这是对先秦自然主义思想的一

种超越和突破，亦是对中国传统科学发展模式的一种超越和突破。 

                                                      
① 张立文，《中国学术通史·先秦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9. 
② 夏甄陶. 中国认识论思想史稿（上卷）. 夏甄陶文集第三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4. 
③ 张岱年.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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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墨家经验论的自然主义 

墨家并未使用―自然‖这个概念，也并没有直接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墨家的自

然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墨家的认识论或知识论、墨家将对自然事物的研究从社会人事

中独立出来、墨家的自然知识成就等方面。 

（一）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或知识论 

首先，墨家对―知‖的性质进行了分析。墨家认为，认识的发生过程或知识的获取过

程包括三个阶段：一是有―所以知‖的官能，即人有认知能力。《经上》：―知，材也。‖

《经说上》：―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不必知，若明。‖二是通过―以其知遇物‖获

得感觉，也就是通过感官获得知觉或感觉，即感性认识。《经上》：―知，接也。‖《经

说上》：―知：知也者，以其知遇物而能貌之，若见。‖三是通过―以其知论物‖，通过理

性思维的作用，达到对事物的理性认识，即关于物的知识。《经上》：―知，明也。‖《经

说上》：―知：知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因此，从认识的发生过程

来看，感官、知觉是认识的直接来源，而理性思想只起到推理、论证加工的作用。 

其次，墨家认为，知识的来源或获得，大部分是来源于―五官‖的感觉经验；另外，

也有不来自感官经验的知识，比如时间。《经上》：―知而不以五路，说在久‖《经说上》：

―知以目见，而目以火见，而火不见，唯以五路知。久，不当以目见，若以火见。‖另外，

墨家认为，知识的获得由闻、说、亲。《经上》：―知：闻、说、亲。‖《经说上》：―知，

传授之，闻也；方不瘴，说也；身观焉，亲也。‖ 闻知，即听来的知识，由他人传授的

知识；说知，即由推论得来的知识；亲知，即直接经验得到的知识。可以看出，墨家认

为大部分知识通过经验感官获得，也有一部分是通过理性思维推理获得的。 

再者，墨家的真知观也是经验论的。张岱年说：―最初讲真知标准的，是墨子。‖
①墨

子认为，检验人们的认识正确与否，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即―言必立仪‖、―立法‖。

为此，他提出了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三个标准，既所谓的三表：本、原、用。第一表：

―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意思是把圣人的言行作为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也就是

历史经验作为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即谓须与过去的经验及已知的真理相融贯‖
②。

第二表：―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就是要把老百姓的所见所闻的直接经验作为检验认识

是否正确的标准，―即谓须合于多数人民之感官经验‖
③。《墨子·明鬼下》又云：―天下之

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为仪者也。诚或闻之见之，则必以

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如果百姓闻之、见之，就是实；反之，则为虚。胡适

对此评价道：―这种注重耳目的经验，便是科学的根本。‖
④第三表：―发以为刑政，观其

                                                      
① 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哲学问题史（下册），北京：昆仑出版社，2010:583. 
② 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哲学问题史（下册），北京：昆仑出版社，2010:584. 
③ 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哲学问题史（下册），北京：昆仑出版社，2010:584. 
④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岳麓书社，201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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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就是检验其在施行过程中，是否对国家、百姓有利、有用，―即

谓以此知施行之，须有有利的效果，亦即与将来的经验若合符节。‖
①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虽然墨家也重视理性思维在认识或知识中的作用，但理性思

维只起次要的作用。从根本上讲，墨家的认识论或知识论是经验论的。 

（二）将自然事物从社会人事中独立出来 

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墨家并没有走上天人合一的道路。虽然墨家讲天志、明鬼，但

它并不是墨子哲学思想的核心，没有影响到墨家的认识论。―从形式上来看，墨子的尊

天明鬼论是对殷周以来原始宗教信仰的继承和复归，但是它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

彩。‖
②他的―‗天志‘和‗明鬼‘主要论证天、鬼的实有以及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干预，意在借

助民间信仰，通过改造传统的天命观，为人的行为制订一外在的标准；‗非命‘则极力反

对天命论，目的是为了高扬人的主观能动性。三者结合起来，旨在从内外两个方面为墨

子的社会政治思想寻求某种更可靠的保障。‖
③ 

相反，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墨家却走向了与当时主流认识论思想向左的道路，那

就是对自然事物的认识从社会人事中独立出来，并确立为认识活动的研究对象，即科学

的研究对象。邢兆良先生说：―墨家对科学对象的确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自然之

物与社会人事相分离。二是从结构分析的角度研究了自然万物的存在。墨家将自然现象

和社会现象分开，将感官所感觉到的各种自然现象及在生产实践中所碰到的各种科技问

题加以分析、研究。自然物体、自然现象作为科学认识独立对象的确立，使墨家的科学

活动能建立在客观的、分析的、理性的和经验的基础之上。‖
④ 

从墨家对―物‖这个概念的理解来看。西周以来，―物‖这个概念既含有社会属性，又

含有自然属性，且混有人为、天意造物的意思。而在《墨经》中，墨家把―物‖这个概念

净化成为科学认识的自然之物，泛指一切客观存在的物体。《经上》云：―物，达也，

有实必得之名也。‖《经说上》：―有之实也，而后谓之，无之实也，则无谓也。‖墨家

强调，先有实在之物，然后才有对他们的认识。同时，墨家肯定了自然界变化现象的普

遍存在，这种变化是自然物本身所固有的属性，或是相互作用的结果。《经说下》云：

―损，偏也者，兼之体也，其体或去或存，谓其存者损。‖ 

墨家将自然事物从社会人事中独立出来，并从结构分析的角度研究了自然万物的存

在，这是对先秦―天人合一‖思想观念的超越和突破。 

（三）墨家的自然知识属于经验性的理论科学 

                                                      
① 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哲学问题史（下册），北京：昆仑出版社，2010:584. 
② 张永义，墨子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125. 
③ 张永义，墨子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107. 
④ 邢兆良，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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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不仅从哲学上论述了其经验论思想，而且墨家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其经验论思

想。从墨家的活动来看，其前期关注社会政治和道德伦理的重建，这与其他诸子是一致

的，其天志、明鬼思想就属于其政治学说的一部分；但墨家后期在与名家的争辩中，则

走向了科学探索的活动。在墨家的名辩思想中，明确提出了辩的要义―焉摹略万物之然‖，

就是认识的活动对象指向了自然万物，并沿着―求故‖、―明法‖的方式，探求万事的―所以

然‖。墨家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理性思辨的加工，对自然界的基本存在形式和运动

方式，比如时间、空间、运动、静止，以及几何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同、中、厚、

平、直、圆、方、倍、端，有间、间、纑，撄、仳、次等，进行了抽象的概念定义。墨

家通过生产实践活动，对物理学中一些力学现象进行了理论分析，比如关于斜面、杠杆、

滑轮等的力学分子。墨家通过科学实验活动，对光的投影、重影、针孔成像、光的直线

传播、光的反射现象等进行了细致、系统的分析。 

墨家对这些自然现象和自然事物的探索活动是纯粹的，并未与社会人事联系在一

起。墨家以生产技术中积累的经验知识为基础，坚持从自然事物的本身结构来说明自然

事物存在的形式和变化的原因，从最简单、可分析的因素来理解物体的宏观现象，从而

使科学认识建立在对自然事物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出身了工匠和手工业者阶层的墨家，

终于突破了先秦主流认识论天人合一思想的束缚，将自然事物从社会人事中独立出来，

并确立为科学认识活动的研究对象，这在中国古代科学史是划时代的。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墨家的自然主义是经验论的。墨家不仅从哲学

上论述了其经验论思想，而且墨家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其经验论思想。 

三、评价 

（一）对先秦自然主义的超越和突破 

先秦―天人合一‖观念下的自然主义，具有有机自然主义、泛自然主义的特征。这种

自然主义将自然、社会、人事等作为一个整体，并以道气阴阳五行的形式框架去解释和

预测，其意在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 

而墨家经验论的自然主义，实现了对―天人合一‖观念下的自然主义的超越和突破，

建立一种经验论的自然观。首先，墨家将天志、明鬼思想沦落为论证其政治思想的工具，

―天志一旦变成个人手中的判断善恶是非的工具，它的神秘性也就几乎不复存在了。‖
①，

进而提出了―非命‖思想。到了墨家后期，则彻底抛弃了天、鬼论。其次，后期墨家转向

知识论和自然科学领域，并将自然之物与社会人事分离，将感官所感觉到的各种自然现

象及在生产实践中所碰到的各种科技问题加以分析、研究，从结构分析的角度研究自然

万物的存在。 

                                                      
① 张永义，墨子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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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直先生认为，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轴心时代的文明进程中，在人与自然关系的

演化问题，存在着两种路径。―一个是我们所谓世界式的非西方式的，主要的代表是中

国；一个是西方式的。前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连续性的，就是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

许多文化、社会成分延续下来，其中主要延续下来的内容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

然的关系。而后者即西方式的是一个突破式的，就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经过技

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
①

―这种比较工作的

一个初步印象，是在中国以外我们可以看到埃及、印度河流域、东南亚、大洋洲和中美

洲、南美洲的古老文明的若干因素，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这一过程中，在其连续性上

与中国的相似之处远远超过它们与······ 西方社会科学中所谓通用的法则的相似。‖
② 

西方的突破式路径，就是希腊人与自然的分离，也就是希腊―自然的发现‖。在人与

自然关系上，中西方不同的突破路径，决定了中西方科学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走上技

术科学的发展道路。而希腊走上了理性科学的发展道路。 

但是，从墨家的自然主义来看，墨家将自然之物与社会人事分离，并结构分析的角

度研究自然万物的存在。这是对先秦―天人合一‖观念下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超越和突

破。与古希腊的人与自然关系，在形态上是一致的。 

（二）与古希腊理性论的自然主义的区别 

虽然墨家实现了先秦人与自然关系的突破，但从本质上来讲，与古希腊的自然主义

存在着根本区别。这种区别就在于他们对自然和知识的理解不同。 

英国科学史家洛伊德把古希腊―自然的发现‖作为科学诞生的标志。他认为，古希腊

科学源于两个事情，一是―自然的发现‖，二是理性批判和论辩的习惯。吴国盛教授对此

作了进一步挖掘分析。他认为：―希腊早期的‗自然‘一词指的并不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者领

域，‖
③即自然事物的集合自然界，而是指事物的本质、本性、根据。那么，自然一词是

何时指向自然界的呢？吴国盛教授认为，在亚里士多德列出自然的六种含义时，―自然

的发现‖已经完成并且定型。这个定型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第一, 把‗自然‘理解成

‗本质‘( 前述第6 种含义) , 并以追问‗本质‘作为把握存在者之存在的基本方式, 从而确

定了西方思想的基本走向；第二, 一个被称为‗自然物‘的存在者领域被划定出来,‗自然‘

从而被规定成‗自然物‘的本质( 前述第5 种含义) 。‖
④因此，―自然‖作为―自然界‖的意思，

是自亚里士多德开始才有的，它在《物理学》完成了―自然‖之―自然界‖的发现。虽然―自

然界‖这个存在领域的划定，―使得‗自然‘不再是一切存在者的本质，而只是‗自然物‘这种

特殊存在者的本质。‖
⑤。但是，―自然‖作为本质、根据、本性的意义，并没有被希腊人

                                                      
①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17. 
②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18. 
③ 吴国盛，自然的发现，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45 卷第 2 期，2008 年 3 月. 
④ 吴国盛，自然的发现，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45 卷第 2 期，2008 年 3 月. 
⑤ 吴国盛，自然的发现，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45 卷第 2 期，2008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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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它影响并融入了古希腊的哲学思想，并且支配了西方后世自然哲学的发展。对于

本质、根据的追求，其实质就是对事物之所以如此的第一性的追求，也就是对于确定性

的寻求。于是，对确定性知识的寻求成为希腊理性主义哲学的要义之一。希腊理性主义

哲学认为，知识是确定性的，由感官观察所获致的知识是不可靠的，真正的知识是关于

理性的知识，而这种确定性知识的获取的方式就是推理和证明。这种确定性的寻求一直

影响着希腊知识论的发展，柏拉图的理念论、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笛卡尔的―我思故

我在‖理论，就是对确定性知识寻求的典范。当西方科学从自然哲学的母体中独立出来

之后，它继承了希腊理性主义哲学的气质，这就是确定性的寻求，它一直影响着西方科

学的发展。此后，西方科学与哲学的发展始终纠缠在一起，哲学始终或隐或显地以科学

为参照系，并反过来影响科学的发展。 

以上就是西方科学与―自然‖关系的演化历程。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一是古希腊科

学的诞生源于―自然‖的发现，―自然‖一词最初的含义是本质、本性、根据，到了亚里士

多德才指向―自然界‖，并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二是―自然‖作为本质、根据的含义融入

到希腊哲学中，并演化为对确定性知识的寻求，继而又影响着西方科学的发展。 

在关于自然与知识的问题上，墨家与古希腊显然是不同的。墨家虽然将自然之物与

社会人事相分离，将其确立为科学的研究对象，并从结构分析的角度研究自然万物的存

在。但是，墨家并没有作出―自然的发现‖，即自然作为本质、本性、根据的内在含义。

在《墨经》中，并没有―自然‖这个词。中国古代科学也没有作出―自然的发现‖。同时，

墨家的―物‖这个概念只是指代的具体物体，而并不是像―自然界‖那样的一个整体性的存

在领域。因此，在墨家的科学研究活动，它研究的是自然事物的个体，而不是作为整体

存在方式的自然界。另外，在认识论或知识论上，墨家并不像古希腊知识论那样寻求确

定性。总的来说，墨家的知识论是建立在经验论之上的，虽然它也注重理性在知识中的

作用，但经验仍然是第一位的，因此知识仅限于对经验的解释而并非寻求确定性。而古

希腊的知识论是建立在理性主义之上，它寻求的是确定性。 

墨家与古希腊对自然与知识理解的不同，导致了二者科学研究风格的不同。墨家对自然

万事的研究是孤立地研究，而没有将自然万事联系起来寻求共同的原因或根据，也就是

确定性或第一根据的寻求。比如，墨家对滑轮、杠杆、斜面、浮力等力学现象的分析，

是各自孤立的分析，而没有寻找这些力学现象背后统一的定律。而西方科学则不同，他

们寻求的是确定性，是万事万物的第一因，比如欧几里得几何学建立在了七个不证自明

的公理之上，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统括了地上和天上的力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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