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生態文明的五大基礎

  我們的文明正加速自我毀滅。我們需要一些足夠深刻的變
化來制止文明整體性的崩潰，不能停下來至少也得慢下來，這
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深刻的變革必須馬上著手，我們的使命需
要重新定義。
  我通過聚焦在周圍正在坍塌的廢墟上我們能建造什麽上來
尋找新使命。先來確定我們正在消亡的舊文明的一些基本假設，
然後再來揭示可以賦予文明新生的其他可能。只要我們在促進
這些積極可能性上獲得成功，就能緩和未來的災難。

一、從個人主義轉向共同體

  現代歐洲文明的一個強項是強調個人。在大多數社會中，
連啟蒙運動所反對的中世紀社會，都鼓勵所有人成為有創造力
和自主能力的個人。雖然這種潛在能力充其量只能在極少數人
身上實現，但啟蒙運動使每個人都有權利和義務的觀點成為社
會普遍信念。
  不幸的是，這種信念也被分裂的個體樹立為其形而上學假
設之一，致使其道德規範也反映出對大於個體的事物的重要性
與歸屬感的雙重忽視，從而也對建立在個人與健康社區之上的
深刻的互惠關系無視無感。由此產生的個人主義倫理關系映射
在經濟思想和實踐中，又進而被制度化，最終主導了政治和社
會思想。
  艾恩•蘭德的自由意誌主義已經被美國社會中太多領導人
奉為圭臯。富人和強者不再對窮人和弱者感到負有責任。無情
的剝削越來越被接受成常態。
  雖然自私行為一直是個問題，但可以通過訴諸關心他人和
共同利益來制約。而在當今社會，關心他人和公共利益卻被
視為感情用事，現實主義者和意誌堅強的人才不要操這些心。
公共利益本是文明存續攸關的深刻根基，個人主義的強調卻讓
這層關系迅速蝕底。
  道德領悟反映形而上學。如果我們想要一個歸屬感強、人
們彼此關心、對共同利益有堅定承諾的社會，我們就需要這樣
一種形而上學：能表明我們實際上是更大社會的一部分，無人
不在與他人的關系之中，們的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息息相關。

二，從基於感官的經驗主義到激進的經驗主義

  視每個實體為單獨個體，認為個人完全通過感官獲得外部
世界知識，並把這兩種觀點相關聯，我們稱之為經驗主義。鑒
於現代歐洲思想的基本形而上學假設，經驗主義在許多人看來
是不言自明的。這種認知有助於克服許多迷信，使科學發展更
加嚴謹。我們通常會同意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這讓科學共識
成為可能。由此科學取得了長足的進展。

  然而，文明的代價是巨大的。啟蒙運動最初想當然認為，
也存在一個思想和主觀經驗的世界，它與人們研究的“自然”的
世界一樣重要。把科學從之前上升的扭曲的主觀之信中解放出
來，啟蒙運動總體起了積極作用。
  可悲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現代性越來越賦予“客觀”世
界及其研究方法以優先地位，傾向於把一些人文調查性的邊緣
學科吸納進“硬”科學，而把不合科學擴張時宜的學科馬放南
山。整個價值觀研究完全被降格到邊緣或排除在主流研究之
外。先是研究的理想，然後是整個教育的理想，都漸漸與價值
無涉/一文不值。這意味著，是否有人出錢成了對要研究什麽
的不二判斷標準。而學生受教育的目的基本上就是為了給自己
找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做準備。
  但文明是建基於對重要性和價值的判斷力之上。例如，文
明必須重視其向後代傳繼的世界。今天，許多人談論可持續發
展的價值，但可持續發展在我們的知識、政治和教育機構中仍
然處於非常邊緣的位置。而當我們看不到其他價值，自然看到
的就只剩金錢價值。
  這種價值觀支持有錢和有權的人追求屬於他們的經濟繁
榮，然後他們說，我們負擔不起“可持續發展”。我們這得是已
經發瘋到什麽程度了！
  補救之道並非是拒絕經驗主義，而是擴展它。威廉·詹姆
斯呼籲“激進的經驗主義”。只有把我們的形而上學改進成能認
得出我們獨有的存在和基本經驗是如何無涉感官地由與他人的
關系構成的，我們才算做好準備真正去理解。我們的經驗中，
還有許多東西在追求智慧時與現代性範疇允許的經驗一樣
有用。
  在激進的經驗主義之上可
以建立一個健康的文明，而建
立在感性經驗主義基礎上的文
明則註定會自行毀滅。

三，從人我二分思維到忠於全
世界

  現代性的思想生活由極端
個人主義塑造，而現實生活則
更多地在區分我們/他們的基
礎上形成。我們實際上是社會
性的人。千百萬年來，人類祖
先都是通過與社會小群體保持
強關聯來存身續命的。社會結
構變遷把對“我們”的理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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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轉移到了更大的群體，性別也起到了一種普遍性
  的群體區分/認同作用。後來，宗教成為認同“我們”
的一個重要因素。對現代歐洲人來說，民族開始主導大
多數人的自我認同。
   當然，情況更為復雜。本地社區、機構或職業都
可能成為區分我們/他們的基礎。馬克思主義聚焦於階級，
首先區分資本家和工人。今天，最重要的人我區分可能
是超級富豪和剩下的我們窮人。
  啟蒙運動也支持了人類與世界其他部分之間的 “我
們/他們”區分。人們可以訴諸其原則來發展一種普世的
人道主義或人文宗教。不久前，所謂的“科學人文主義”
在知識界起到了意義重大的作用。然而，這一理想一旦
從產生它的信仰傳統中完全抽離，就幾乎沒有效果。事
實上，啟蒙運動的教導也沒有提供關心陌生人或世界其
他地方人的理由。現代大集團毫不猶豫地剝削被征服市
場。更深刻的人我區分感把征服者淩駕於被征服者之上，
令雙方感到幾乎無法團結成“我們”。
  任何人我區分、親疏有別的排序，其內在破壞性都
很明顯。隨著科技越來越把人類吸引到一起，我們越來
越需要有更加包容的方式來認同自己。懷特海談到了忠
於世界的需要。新文明必須為其自身及其教義合理排序，
以強調我們和他們均歸屬於更大的整體，讓人我二分
思維就算不能免俗也仍然可控。

二

2 五、從保守的道德到校正現有文化的道德

  雖然在知識分子的話語中，道德作為一個整體已經
失去了力量，但社會仍依賴保守行為來維系。而且，很
少有家長真的相信是非觀念完全沒有意義。事實上，大
多數孩子都是在律令之下長大的。有些事情是他們被教
導必須要做的，另一些事情則被教導必須要避免。在許
多情況下，這些做與不做的規矩與宗教有關。因為性是
大多數父母認為有必要限制孩子行為的一個關系領域，
所以許多保守道德規則都處理這種關系。
  許多保守的道德規則在促進家庭和更大範疇社會的
順利運轉方面是好的。但也有一些規矩造成了無用甚至
有害的罪惡感。發現兒童時期學到的一些行為準則的隨
意武斷是形成反宗教情緒的一個主要因素，也是人們普
遍相信道德教習的作用有限的主要原因。
  道德在西方文明中的作用已經明顯下降。但現有的，
基本上仍然是保守的。守舊的道德，與其他很多事物一
起，都支持現狀的維護，不管現狀是什麽。而如今的現
狀是，一個致力於自我毀滅的社會。
  特別是在當今社會，我們需要一種能制衡校正現有
文化的道德。這就要求我們認真擔負起生活的責任，站
在正確的一邊，並強烈地意識到“對”與“錯”是截然不同
的。但這也要求我們對那些界定應為與不可為的規則抱
有同樣強烈的懷疑。它要求一種激進的、無關法律的道
德，一種將整套既有秩序的健康運行置於任何規章和制
度之上的道德。
  六、重新定義我們的使命
   只要重新定義我們的集體使命，個人、當地社區、
科學、傳統道德、宗教和歡樂就都有了存續的一席之地。
只要質疑上述五個假設，我們成為整全民族的能力和包
容性就會變得豐富。而只要探索新的可能性，我們就會
給行將就木的舊文明註入新的生命力。
  我們需要超越個體小我的執著，找到作為這個小小
星球上眾多生靈中的一種的我們的使命。現代社會個體
主義的問題之一就是，人們認為使命召喚總是個體性的。
使命召喚也可以是集體性的。我們可能生活在亞洲、非
洲、拉丁美洲、歐洲、北美或大洋洲，不同的地方。我
們可以年輕，或年老，或者介於兩者之間的年齡。我們
就從我們可以開始的地方開始，從今天我們所擁有的
唯一一天——“今天”開始。只要我們今天有勇氣挑戰現
代思維，人類的明天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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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人類中心主義到博愛眾生

  人類中心主義傾向一直存在於大多數文明中，但這
種傾向的系統性以現代西方為最。笛卡爾的二元論把人
的思想與其他所有事物——甚至是人的身體——相對並
置。動物成了交給科學去進行客觀研究的那部分世界，
被認為沒有主體性。雖然大多數西方人並不真的相信動
物沒有主體性，但我們今天對待動物的方式，例如我們
飼養動物作為食物，卻恰恰反映著這種理論的主導地位。
連避免動物物種滅絕的呼籲者，也只能提供以人類為
中心的論證。
  早些時候我曾指出，重申啟蒙運動具有人文先進性
的“我們”觀的關鍵性與重要性，當然能幫助許多議題朝
正確的方向突破，但卻並沒有觸及這一點：只要嚴肅且
有影響力的思想仍然完全以人類為中心，真正遏制消滅
其他眾生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這是真的，即使其後果
顯然對我們有害——如海洋漁業過度捕撈和破壞維持海
洋生命系統的海洋物質資源容量。
  我們需要把對所有人的博愛理想擴展到所有生命的
身上。孩子們是有博愛眾生的傾向的，這其實應該鼓勵，
但現在孩子們卻被教導愛心泛濫只是感情用事。而博
愛眾生的文明才可能可持續。
  我個人的判斷是，博愛眾生的思想應得到進一步的
支持。我們需要把生命理解為無處不在的力量，包括在
我們身上。生命的力量不僅讓我們活著，而且治愈我們
的許多疾病和創傷。當然，醫生們做了很多努力來釋放
生命力，讓它去起作用。正是同樣的生命力，導向了更
復雜的生命形態，最終生發出愛與思想。而因為擁有著
同樣的生命力，我們之間可以心意相通，互為支持。如
此眾生博愛的意識讓我們與其他生命有了美好的關系，
那麽我們致力於服務這種生命力量也很重要。
  我稱這種生命力為“生生之德”或“神”，並理解它起 
的作用甚至超越了生命世界。但其他的稱呼也是好的，
如果它們能喚起使用它們之人的感激之心，愛和服務意
識的話。



張茜：疫情爆發前，您在做什麽？爆發後，生活上有哪些變

化？

王曉華：疫情爆發前我正在舉辦有關身體美學和生態美學的

巡回講座，參加一系列學術會議，“累並快樂著”。在疫情爆

發後，幾乎所有的學術交流活動全都戛然而止。現在，由於

所在的學校和所居住的小區還處於封閉狀態，我真切地體驗

到了所謂的“囚徒處境”。

王治河：疫情爆發前我們在緊鑼密鼓地籌備我們研究院一年

一度最大的國際會議，也就是“第14屆生態文明國際論壇暨第

三屆青年生態文明論壇”。時間也定了，是4月24-25日，會場

也定了，在南加州的克萊蒙培澤大學，但疫情一來，一切都

泡湯了。因為先是美國駐華使館關閉，據說要到5月初才開門

受理赴美簽證；隨後是赴美航班幾近中斷，這樣四月的會議

無論如何是開不成了。

張茜：疫情爆發這一段時間，您心理或認知上有哪些起伏？

王曉華：在這段時間，我的心理出現了很大的變化。幾天前

還雄心勃勃的我感到焦慮、無力、荒誕，懷疑自己已經制定

的學術規劃。這是一種具有背反意味的心理狀態：一方面，

我開始反思疫情產生的深層原因，力圖創立具有矯正力量的

理論圖式；另一方面，退隱之念揮之不去。

王治河：雖然以前也曾在理論上嘲笑人類中心主義的狂妄，

但對生命如此脆弱，則從未有如此這般切膚的感受，數幾十

萬條生命說沒就沒了。不管妳身處哪國，是何膚色，不論妳

是政府高官還是明星巨賈，在小小的病毒面前幾乎不堪一擊。

看到一個個鮮活的生命玉殞，一個個快樂的家庭破碎，這種

感受尤其強烈。

張茜：在疫情發生前，您有預想過會發生如此嚴重的事嗎？

如有，是基於怎樣的判斷？

王曉華：坦率地說，疫情發生之前我就產生了某種不祥的預

感——危機會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現。理由很多，但其中兩

個是：其一，此前的人們過於樂觀了，總以為自己會高歌猛

進，忽略了可能存在的風險；其二，我們現在還處於過渡階

段，尚未完成某些必要的轉型。

王治河：或許源於我的導師大衛·格裏芬和“生態聖賢”小約

翰·柯布博士的影響，對危機的發生多少是有些預期的，如

果妳認可此次疫情其實就是一種生態危機的話。因為早在上

個世紀70年代初柯布博士就寫下了《是否太晚？》一書，並

在克萊蒙組織召開了世界上第一個關於如何應對生態災難的

會議。格裏芬在《空前的生態危機》一書中更是放了狠話：“

如果我們任由生態危機進一步發展，人類文明將在全球如火

如荼地追求無節制的發展中走向終結”。作為踐行知行合一的

建設性後現代哲學家格裏芬，他在聖塔芭芭拉自己動手修建

了不用空調的“生態屋”，柯布則在克萊蒙動員大家修建了“後

現代窯洞”。（許多中國學者和媒體人都去這兩個地方參觀

過）。柯布的兒子，著名社會公共政策專家、中美後現代發

展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克裏福·柯布也曾警告說：一次足以摧

毀人類文明的世界危機並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威脅。事實上，

它已經懸在我們的頭頂。2019年10月他在北京大學、北京林

業大學和安徽大學等地演講時更是強調：生態災難很有可能

以大規模傳染病的形式出現。想來他被評為與《寂靜的春

天》作者卡遜齊名的“20世紀最有洞見者”絕非浪得虛名。受

他們的影響，我曾寫了“生態災難來臨時，中國能否獨善其身?”

（ 《綠葉》 ）和“不妨多一些‘生態災難意識’”（《環球時報》）

等文章，意在喚起人們的生態危機意識。我和樊美筠博士這

些年所倡導的“第二次啟蒙”（Second Enlightenment）更是被

我們視作一種“生態啟蒙”，其中的“enlightenment” 其實最好

翻譯成 “覺醒、頓悟或猛醒”。聽著危機的腳步一步步逼近，人

類真到了猛醒的時候。2018年我們又發起了“算我一個——

投身生態自救運動”。所有這一切就是希望人們能擁有憂患

意識，能夠未雨綢繆，防患於未然，用我們中國人古老的智

慧表達就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希望這次疫情能夠警醒

更多的人。

張茜：您認為這次疫情帶來的影響有哪些？

王曉華：這次疫情可能會使人意識到自己的脆弱和卑微，

重新定義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要而言之，它可能強化

人們的生態意識。與此相應，國家治理層面和公民自我

管理層面的變化也會發生。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無法

再原封不動地回到過去了。

  一開始，我並不打算湊疫情的熱鬧︒3 月 9 日，我看了

一集《七個世界一個星球》，從開頭哭到結尾︒我難過的是，

為什麽其他物種要為人類的惡買單呢？那些生命從出生伊始

就面臨生存競爭，活下來非常艱難︒人類已經沒有天敵了，

但還是不顧一切︑毀壞一切︒在氣憤之余，作為後輩的我，

聯系上了身在美國的中國著名後現代哲學專家王治河老師和

深圳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王曉華老師，向兩位老

師拋出了一系列問題，希望他們從生態學者的角度，談一談

全球疫情與生態建設︒以下是訪談實錄︒  

全球疫情呼喚生態覺醒
---王晓华，王治河博士访谈录

澎湃特邀记者张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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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治河：影響無疑將是廣泛和深遠的。經濟上就不

  說了，那種過度依賴對外貿易的出口導向的經濟發

展模式恐怕得變了。面對突發災難，城市如何應對民以

食為天的挑戰？顯然在災難面前，較之能自給自足的農

村，表面光鮮亮麗的城市要脆弱得多。當然，危機時分，

妳不能指望數千裏甚至上萬裏之外的國家和地區為我們

14億中國人提供活命的食物和生活必需品，因此像柯布

博士多年來一直強調的“優先發展和完善自給自足的國民

經濟體系，以自己人民的幸福指數取代西式的GDP衡量

標尺”就值得我們認真考慮了。

  此外疫情在全球四處蔓延，讓我們對 “環境無國界”、

 “病毒面前，人人平等”有了直觀的感知，進而對“人類命

運共同體”概念有了切身的體會。不管形形色色的“部落

主義”、“單邊主義”和“排他主義”的擁躉高興與否，各國

人民的命運事實上已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了。面對嚴峻的

生態危機和其他一系列全球問題，各國之間的和衷共濟

應該成為我們共同的努力，建設生態文明應該成為人類

共同的追求。

張茜：王曉華教授，您是中國著名生態學者，早在 1993

 年就發表了《中國生態主義宣言》。從生態主義角度，

您從這次疫情中反思到哪些問題？

王曉華：在《中國生態主義宣言》中，我就曾經強調：

在地球已經縮小為一個村莊的時代，人類如果再盲目而

任性地生活，結局必然是毀滅性的。從根本上說，這次

疫情不僅僅是一個公共衛生事件，更是一次生態危機。

疫情主要出現於文明與自然的交織地帶，擴展於人類已

有抗體失效之處。在追根溯源時，人們發現不恰當的動

物接觸是產生疫情的重要原因。在常規疫情獲得遏制之

後，造成流行病的動物僅僅棲居在地球上的特定地帶，

而非到處都是。它們基本上處於野生狀態，或者生活於

遠離人類的深山老林之中，或者棲居於城市的邊緣。如

果人類不闖入它們的領地，非常規疫情就可能不會出現。

正是由於人類試圖享用已經邊緣化的生命，正是由於它

們最後的棲居地受到威脅，它們身上的病毒才成為人類

危機的源頭。從這個角度看，對抗危機的根本方式是倡

導生態道德。有道德的生活方式首先意味著最基本的允

諾：不隨意越界。尊重自然的最好方式是“讓其存在”

（let it be）。這似乎已經是老生常談，但卻道出了地球

村時代的生存法則。人類的歸人類，野生動物的歸野生

動物。這可能是我們所能做出的最好選擇。

張茜：王治河老師，您是中國著名後現代哲學專家，您

和樊美筠老師 2011 年出版的《第二次啟蒙》一書明確將

“第二次啟蒙”視為“生態啟蒙”，從建設性後現代主義和

第二次啟蒙的視野看，您從疫情中反思到哪些問題？

王治河：後現代講“尊重他者”，這也是第二次啟蒙的核

心價值觀，這與第一次啟蒙所標舉的“解放自我” 形成鮮

明的對照。需要指出的是，第二次啟蒙所講的“他者”既

包括他人特別是邊緣人口、弱勢族群、其他民族和其他

文化，也包括自然特別是自然界的山川草木和一切有情

眾生。它強調每一個生命都是有價值的，沒有一個生命

是允許被鄙視的，因此之故，它拒絕第一次啟蒙所秉持

的“對自然的帝國主義態度”，高揚生態意識，主張對宇

宙間的一切有情眾生溫情以待。所謂“生態意識”就是意

識到人類“作為地球生態環境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是

宇宙開放過程的一部分， “與恒星，微風，巖石，土壤，

植物，動物有著內在的聯系”。 人與自然是個命運共同

體，他們休戚與共，一損俱損， 一榮俱榮。

  從這樣一種立場出發，我們不難看出人類中心主義

的虛妄。面對小小病毒的攻城拔寨，所向披靡，人類的

狂妄自大暴露了自己的可笑。不過人類中心主義與個人

中心主義有著內在的聯系，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人類中

心主義不過是個人中心主義的放大版。因此，此次疫情

將促使我們不僅深刻反思人與自然的關系，擺正我們在

自然中的位置，而且促使我們深刻反思人與人之間的關

系，矯正我們和他人的關系。

張茜：武漢封城，人們日常的吃喝成了問題，武漢人的

生活成本劇增，生活便利性驟降，一個多月連家門都出

不了；被送往醫院救治的非冠患者，多是依靠自身的免

疫力無藥而愈……您對這些有什麽看法？

王曉華：在疫情爆發的時刻，我們暴露出了自己的脆弱

品格。從生態文化的角度看，這揭露了三個層面的事實：

其一，人類都是短暫、有限、脆弱的肉身性存在，都能

感受痛苦，都隨時會抵達生命的大限；其二，真正的生

態關懷不僅僅是保護動物，而且應該聚焦人文關懷（尤

其是底層關懷）；其三，體驗窘境的人們並非是完全無

辜的，相反，他/她對其當下的處境負有責任。

王治河：疫情過後，恐怕我們要考慮以大城市為基調、

以“城進農退”為特征的西式城市化模式是否真的適應我

國？這次要不是我們的舉國體制，要不是疫情只集中在

武漢爆發，光供應武漢這種上千萬人口大城市的吃喝都

是問題。如果國家的政策到位，人們的意識到位，國家

的鄉村振興的戰略應該不失為一條明路。這也就是為什

麽柯布博士看好中國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中國的鄉村

還在，還有億萬農民，如果能把廣大的鄉村建設成“詩意

的棲居地”，不僅有助於化解長期困擾朝野的城鄉對立，

而且有助於增強中國的生態堅韌性，一旦大的生態災難

來臨，就有了廣闊的回旋空間。從這次疫情中農村的

感染率和死亡率都遠遠地低於城市，我們不難獲得某種

啟發。鄉間清新的空氣，有機農耕和健康的生活方式無

疑也有助益提升人體的免疫力。我常跟自己的學生講，



要善待自己農村的親友，將來真有生態災難，農村是可以保
命活人的地方。

張茜：公眾目前關註的重心集中於問責、救治上，您認為我
們的盲區是什麽？更為緊迫的是什麽？

王曉華：恰如前面所說，這次疫情主要被當作一次公共衛生
事件，人們關註的重心是社會治理問題。現在看來，相關言
說存在巨大的盲點，甚至忽略了造成危機的根本原因。這本
身就是一種危險。在提高公共治理水平的同時，更緊迫之事
是倡導生態道德。

王治河：問責是必要的，對官僚主義的討伐也是應該的，但
如果僅僅滿足於撤掉幾個屍位素餐的官員則是危險的。因為
這會遮蔽此次疫情的本質，導致人們忽略此次疫情的真正原
因。

張茜：您認為造成這次疫情爆發的被忽視了的原因有哪些？

王曉華：我覺得被忽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傳統文化的雙面性：
雖然天人合一的基本觀念似乎符合當下的生態準則，但它也
會造就另一種人類中心論。在由此形成的坐標系中，宇宙被
當作一個巨大的身體，被理解為相互滋補的活物。按照這種
邏輯，自然萬物都是為人的滋補而存在的，其意義就在於強
化人體的某種機能。由於與人相似，動物成了主要的犧牲品，
它們的腎、心、膽、肝、生殖器官都被抽象化為不同的滋補
力量。這種無根的想象是危機的起源。事實上，過於復雜的
食譜有百害而無一益。除了增加風險外，它不會引發別的結
果。現在，公眾和管理者都達成了一個共識：應該禁止食用
野生動物。這是覺醒的標誌。

王治河：在我看來，此次疫情其實是一種生態危機，一場生
態災難，是人類長期扭曲人與自然關系的結果。為什麽要把
此次疫情當作生態危機來看待呢？因為正像瑞典環保少女桑
伯格所說：“如果不把危機當作危機來對待，我們就不能解決
它。”如果妳僅僅把它作為一種特殊的肺炎或病毒來看待，妳
只會用醫學的辦法對待它，將主要精力用在發明新型疫苗上。
下次再來一個，就再發明一種疫苗，從而陷入短視思維，陷
入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惡性循環。結果必然是按下葫蘆浮
起瓢，不僅自己陷入極大的被動，也給更多的生命帶來更多
的傷害。我這裏絲毫沒有貶低專家的意思。但現代的教育體
制和現代的學科分類，導致每個專家的知識面過窄也是個不
爭的事實。這就有一個忽視事物普遍聯系的問題。而按照過
程哲學一切存在都是關系的存在，一切存在都是互在。在這
方面專家的短板就顯露出來了。這或許就是為什麽普林斯頓
大學經濟學教授萊因哈特（Uwe E. Reinhardt）要改行教韓劇
吧。在他看來，“世界經濟幾近崩潰，證明我們這些經濟學家
其實不知道世界是咋回事兒，我因此感到深深的羞愧，無法
繼續再教多年來我一直從事的經濟學。所以我決定改教現代
韓劇。”
  而將疫情當作一種生態危機來看待，就需要一種全新的
思路，一種後現代思維，這是一種有機的系統的思路，一種
綜合性的高瞻遠矚的視野。從這樣一種視野出發，妳就不會
把疫情僅僅看作是醫學問題，它也是政治問題、經濟問題、
哲學問題、倫理問題和心理問題。因此就需要多管齊下，人

人參與，就需要深刻反思我們的思維方式、發展
模式、生產方式、消費方式和生活方式。不論是
當政者還是普通民眾都應該充分意識到：環保是最大的民生，
生態文明才是最大的政治。因為金項鏈可以不帶，寶馬可以
不開，iPhone 可以不用，但空氣妳不能不吸，水妳不能不喝，
命妳不能不要。

張茜：人們特別憤怒，但除了憤怒只有無能為力的感覺。您
認為作為個體，我們可以做些什麽？

王曉華：體驗、言說、渲染憤怒是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如果
一切止於憤怒，那麽，變化就不會發生。作為個體，我們都
對自己、其他生命、這個星球負有責任。在疫情期間，我發
表了《關於全面推廣公共餐具的倡議書》，已經引起了熱烈
的反響。這說明一個質樸的真理：行動才會產生力量。

王治河：疫情中，之所以許多人有“巨大的無力感”，不僅僅
是因為頂級醫學精英面對“強悍”、“狡猾”的小小新冠病毒束
手無策，插管無效（據說基本上插管上機就等於宣判死刑
了），俯臥位通氣無效，肺復張策略無效，而且也是因為
有機共同體的缺席。眾所周知，人是社會關系的存在，而現
代性將人變成流水線上的一道工序，變成某種原子般孤絕的
存在，因而從根蒂上摧毀了人們的共同體生活。按照著名過
程哲學家珊卓·盧芭斯基的說法， “共同體生活的衰敗是現
代性最重要的惡果之一” ，而有機共同體的摧毀的一個重大
後果就是人們歸屬感的消失。這就是為什麽美國這個所謂“最
現代化的國家”卻又是“地球上最孤獨的地方”的原因之一。而
歸屬感又是和幸福感密切系聯在一起的。因此疫情過後如何
在全社會重建相互關愛、守望相助的社區有機共同體，如何
使人們擁有發自內心的歸屬感和幸福感，應成為今後社會治
理的一個重要考量，也是生態文明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因
為生態文明不僅包括人與自然的和諧，也包括人與人的和諧。

張茜：如今疫情已經引發了全球危機，您認為這預示著什麽？
後果是什麽？

王曉華：這次疫情已經是個全球事件，這本身就是個隱喻。
簡單地說，它本來就屬於全球生態危機的一部分。它可能會
被控制，但更重要的是消除產生危機的源頭。否則，後果可
能無法預料。

王治河：疫情已經造成全球危機是個不爭的事實。截至3月
11日，疫情業已蔓延至除南極洲以外的所有大洲，全球已有
114個國家和地區出現新冠肺炎病例。這再一次說明，蝴蝶
效應不僅僅是一種理論，而且就是一種現實。環境無國界，
面對生態災難，沒有任何人可以置身事外。這就特別呼喚一
種全球意識，各國之間需要守望相助。中國對韓國和意大利
等國家的援助體現的就是這樣一種意識。

張茜：疫情發生的同時，還有一些生態事件也爆發了：由於
封路，蜂農沒法帶著蜜蜂遷徙，造成蜜蜂餓死；印度蝗災肆
虐，有可能侵入中國境內；草地貪夜蛾在海南卷土重來；南
極洲氣溫越來越高；澳洲火災剛過去不久……您認為這些生
態事件和疫情有怎樣的內在聯系？這些事件一個接一個地發
生，說明了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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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曉華：從生態文明的角度看，這些事件具有內在
  的關聯。在環境危機爆發時，首先受到損害的是處
於邊緣的生命，包括底層個體。當然，這不意味著其他
人具有對災難的豁免權。隨著危機的擴展，所有人都會
被卷入。

王治河：上述事件絕對是有聯系的。它們可以說都是生
態危機的表征，或者可以說就是危機的一部分。這是人
類長期虐待大自然的結果。從83%的野生哺乳動物的滅
絕，到50%的植物滅絕，從吃狗到吃猴，從吃果子貍到
吃蝙蝠，人類對大自然幾近瘋狂的掠奪，對野味幾近變
態的迷戀，不禁使我想起印第安人的歌謠，只有當最後
一棵樹被刨，最後一條河泛毒， 最後一條魚被捕，妳們
才發覺, 錢財不能吃。其實到了那個時候，人類自己離
滅絕也就不遠了。

張茜：這次疫情，令您感到欣慰的是什麽？令您感到悲
哀的又是什麽？

王曉華：在這次疫情中，令我最感到欣慰的有兩點：其
一，公民意識的強化——許多人開始在想象和現實中參
與國家的治理；其二，生態意識的強化——越來越多的
人決定不食用野生動物。當然，感到悲哀之事依然存在：
如疫情發生時，有人依然在販賣野生動物，部分地區的
餐館還出售來歷不明的狗肉；大街上仍舊有人毫無顧忌
地吐痰……

王治河：最令我欣慰的是神州大地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氣
象和舉國上下同舟共濟、共赴時艱的風貌。此外，公民
參與意識和生態意識的覺醒，也很令人欣慰。許多人決
定不再吃野味，甚至開始茹素，越來越多的人贊成分餐
制，雖然是疫情迫使大家過起了臨時的慢生活，但也有
人在想：我們真的有必要過以前那種終日奔波不止的所
謂“現代生活”嗎？這些都是可喜的現象。
  令我感到悲哀的有兩點：一是發展主義依然根深蒂
固，消費至上的消費主義依然強勢。其表現就是“有錢

                     一 

  建設性後現代主義領軍人物格裏芬博士曾經說過：“

人們談論‘生態危機’已經很久了︒但人們常常並不理解

生態危機到底有多嚴重︒生態危機是如此嚴重，以致人

類文明可能會在可預見的未來終結︒”

  因此，柯布院士將生態危機稱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大

的危機”︒羅馬俱樂部資深成員︑前哈佛商學院教授大

衛·柯藤則更是尖銳地指出：“我們已經到達了人類歷史上

的決定性時刻︒除非我們能夠找到一條全人類共同的︑

能夠與地球自然系統保持均衡關系的︑滿足地球人口的

基本物質需求的生態文明之路，否則，我們就有可能成

為首個故意自我滅絕的地球物種︒”

  这一切绝非耸人听闻︒在气温升高︑冰川融化︑海

洋酸化，海平面上升︑珊瑚礁死亡︑地下水资源正在枯

竭︑土壤严重流失︑洪水︑干旱︑森林大火︑每天100个

物种灭绝︑大气层二氧化碳的含量已超过400ppm等众多

触目惊心的事实面前，我们已经感受到这一危机的步步

逼近︒进入21世纪后，生态灾难更是层出不穷︒2020年

初，一个肉眼看不見的小小病毒，竟然可以讓整個世界

人仰馬翻，讓火車與飛機停運，讓工廠停工，让政府停

的拼命購物，沒錢的拼命憤怒”。借用明代大儒王陽明的
話說，真是破外在的病毒容易，破心中的病毒難啊！其
實作為最早對現代性進行反思的建設性後現代哲學家，
懷特海在他1929年出版的傳世之作《過程與實在》中早
就提示我們要警惕“數代高尚的人所祈求、並為之奮鬥、為
之犧牲的輝煌時刻”很可能“正標誌著由福向禍的轉捩點”。
二是，在對疫情進行反思的人群中沒有看到太多年青人
的身影。一些人該打遊戲打遊戲，該看韓劇看韓劇，該
考研的準備考研，該考公務員的埋首題海。新冠病毒由
醫學專家去對付，我依舊我行我素，按照既定的人生軌
道前行，沒有意識到疫情是一場生態危機，是在警示我
們生態災難的來臨。事實上，生態問題的嚴峻性真的容
不得我們再“一切照舊”下去。
  人類要避免毀滅的命運，需要從根本上變革我們的
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自然，我們的教育制度，教育理
念和教育方式也要變。以死記硬背“標準答案”為特征的
應試教育大抵上只能培養出高分低能的人，這些人“一遇
大事就呆若木雞”也是大概率的事。在院系安排上，現有
的學科設置也要變革，應以生態文明為中心，鼓勵跨學
科和交叉學科研究，鼓勵以重大問題為中心的研究。相
應地，學生的培養目標，應以培養擁有生態智慧和生態
良知的心中有理想、手上有本事的生態人為目標。這種
生態人應該是個真正的“唯物主義者”，他/她不僅術業有
專攻，有自己既喜歡又擅長的專長，而且應該像詩人海
子說的那樣，“關心糧食和蔬菜”，自己會種糧食和蔬菜、
會蓋生態屋、會建生態村， 一旦生態災難來臨，他/她
首先自己能活下來，也能幫助他人活下來。 因此生態人
註定是心懷慈悲的存在，他/她將在服務他者的過程中
安放自己的身心，他/她會“給每一條河每一座山取一個
溫暖的名字”，對每個生命都溫情以待。這樣的人也註
定是個“幸福的人”。生態文明需要這種生態人，也只有
這種生態人才能建成偉大的生態文明。

張茜：由衷感謝二位老師接受采訪。

新冠後的教育何去何從？
樊美筠

（美国过程研究中心中国部，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



擺，讓學校關閉，讓醫院崩潰，讓人們不得不呆在家裏，幾

乎談它色變︒即使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如美國，截止5月

底，被感染的人數也多達一百八十多萬，死亡人數破十萬︒

全球被感染的人數達六百零九萬，死亡人數超過三十六萬多︒

  有許多人認為，新冠病毒只是一個全球性的公共衛生事

件，因此，我們完全可以依靠醫生︑藥品與疫苗來解決它︒

但我認為它不只是一個全球性的公共衛生事件，更是一次生

態災難，是生態危機的一個表現︒因為它的出現，並非偶然，

而是人類與大自然關系日趨惡化的一個必然結果，是人類中

心主義的必然產物︒因此，對它的解決，避免它的再次出現，

僅僅依靠咱們的醫藥專家們是遠遠不夠的，它還需要一種嶄

新的思維方式，需要一種新文明的視角，需要政治︑經濟︑

哲學︑科學︑教育︑農業︑道德︑心理及生活方式等的多管

齊下︒

  我正是在這樣一種大的背景下來探討現行教育的何去何

從︒教育的何去何從實際上與文明的何去何從緊密相聯︒如

果我們只打算在現代文明的框架內來討論教育的何去何從的

話，不管我們如何來修補它與調整它，現代教育註定無路可

走，沒有未來，因為它與現代文明共命運︒隨著後者的崩潰，

它亦將隨之退出歷史的舞臺︒反之，如果教育想要一個光明

的未來，它就必須將自己融入一個全新的文明體系中，一個

正在破繭而出且具有勃勃生機的文明之中︒我將它稱之為後

現代有機生態文明︒相應地，這種新的教育就是一個後現代

有機生態教育︒這就是教育的一個新的方向，也是一個有希

望︑有前途的方向︒

  下面這個表格是我對後現代有機生態教育願景的一個表

達︒

柯布院士一針見血地指出：“目前，美國采

取的是帝國主義政策而且引領著新自由主義的

經濟全球化，我們的大學對此給予了大力的支持︒批評性的

異議被邊緣化︒大學如今成了支配國家政治︑經濟生活的金

融-軍事-工業-政府-大學綜合體的一部分︒”這種教育制度完

全符合資本主義的要求︒資本家的假定是： “如果我們讓每

個人都完全隨心所欲地追求經濟增長，那結果一定是好的︒

而支持這一觀點的高等教育體系就是理想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柯布院士痛心地说：“我们的社会正

在走入迷途，而学校显然也在参与其中︒”他认为，现代西

方大学的知识结构是灾难性的︒大学教授们“对将世界引向灾

难而不是从灾难中引开贡献更大”︒在2018年10月的中國行中，

在各種場合的演講中，柯布博士多次指出，“目前世界最負盛

名的各所大學︑它們的教學內容，以及它們對價值中立的強調

都與生態文明的推進背道而馳︒據此，柯布也對中國教育中盲

目模仿美國的現象提出了批評︒他說：“我也發現中國的一些

大學正在大力仿效美國的教育模式︒”他問道：“中國怎麽能

根據資本主義教育體系建設社會主義呢？”同理，我們怎麽

能根據服務於現代工業文明的教育體系來打造生態文明呢？

  既然現行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是為資本主義服務而建

立，服務於現代工業文明，因此，正如柯布的學生馬爾庫塞·

福特教授（Marcus Ford） 所指出的那樣，“對於今天的全球

危機特別是生態危機，現代大學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

認為“現代大學並不是我們今天所需要的︒換句話說，現代大

學已經過時了，時代需要一種新型大學︒即需要一種服務於

生態文明的教育，服務於生態文明的大學︒

                        二

  這種因生態文明而起並服務於生態文明的新型教育是什

麽呢？在上表中，我對此也有簡單的描述︒概括地說來，它

應該是一種熱土教育︑有根教育與整合教育︒它建立在後現

代有機哲學之上，它不拒絕城市，但更強調鄉村，因為“在下

一代和可預見的未來，農業將是最重要的領域，這也將是最

困難的”︒與此相應，未來的農民需要非常多的信息和技能

的支持︒“需要大量關於土壤︑種子︑化學肥料和氣候的信息︒

但更重要的是，他們需要創造性和想象力︒”因此，教育必

須轉向，“我們需要建立一個支持農村人民的教育體系︒這將

加強他們對土地的熱愛，支持他們有道德意識地使用土地，

並教給他們需要知道的東西，以盡可能地使他們獲得豐收和

食物︒”而這一切並不是通過對目前的學科進行微調就可以

做得到︒柯布院士指出：“增加與農業有關的學科並不能解決

實質的問題︒我們需要一種價值負荷的教育觀，一種能夠激

發農民熱愛土地和生活在土地上的生物的教育觀，一種熱愛

農民，敬畏糧食的教育觀︒”與此同時，與現代教育鼓勵學

生逃離鄉村︑為他們以後的城市生活做準備相反，生態文明

教育卻鼓勵重建鄉村共同體，因為“農民們需要學會一起共同

合作，互相學習什麽實驗起作用，如何起作用，為什麽起作

用︒在應對他們面臨的巨大挑戰時，他們需要一種強烈的團

結意識”︒

  其次，生態教育包含著知識的傳授，但更強調知識的運

用，是一種智慧教育︒在美國著名的過程哲學家懷特海眼裏，

這是一個比傳授知識更加偉大︑因而也更有重要意義的目

的︒知識是智慧的基礎，但知識不等於智慧︒不掌握某些知

這裏，我想首先說明的是，

1）這個表格只是想指出兩者的不同，而非人為地將兩者對

立起來；

2）該表格也並非否認現代教育所取得的矚目成就以及它對

人類的傑出貢獻，我自己就是它的受益者；

3）一個系統（含教育）有它獨有的天時地利人和︒如果此

時非彼時，如果可以創造更好的，何樂而不為呢？

  在這個表格中，我們可以看到，現代教育是一種重城市

輕鄉村的離土教育，是一種重現代輕傳統的無根教育，是一

種重專業輕綜合的碎化教育︒它本質上為市場服務︑為研究

服務︑為城市服務，是一種為現代工業文明服務的教育體系︒

TransdisciplinaryDisciplinola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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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識就不可能有智慧，但人們也可能很容易地獲得知
  識卻仍沒有智慧︒何謂智慧？在懷特海看來，智慧
就是對知識的掌握或掌握知識的方式︒顯然，智慧高於
知識︒而現代教育把知識和智慧對立起來，只註重知識
的灌輸，忽視智慧的啟迪，導致大量的書呆子和空泛無
益︑瑣碎無聊︑缺乏創新的死知識，甚至根本無知識可
言︒換言之，當我們不是成為知識的奴隸，而學會了積
極地創造知識和運用知識的時候，我們才最終擁有了智
慧︒所謂擁有智慧，就是一種將知識融會貫通的能力，
就是整體把握事物的能力︒這也是許多後現代教育家追
求的“洞見—想象的教育”︒所謂“洞見—想象的教育”
就是“尋求整體”的教育︒就是要既見樹木，也見森林︒
  其三，生態教育包含著技能的培訓，但更致力於培
養心中有夢想，胸中有情懷︑手上有本事的的生態人，
亦即後現代的通人︒教育的最終產品不應是經濟人︑消
費機器及單面人，教育不能被經濟主義綁架，而是上述
整體發展的生態人即“通人”的生成︒在生態教育的視
域下，學生的身體既包含著肉體也包含著精神︒我們面
前的學生不是身心靈分離的，身是身，心是心，靈是靈，
而是身心靈一體的，他們是“整合成一體的存在”︒因
此，整合教育強調對學生身體的重視，強調學生身心愉
悅對學習的重要性︒因為人的身心灵之间是相互关联︑
相互影响的︒因此之故，怀特海主张，“当教师进入课堂
的时候，他首先要做的第一件是使他的班级的学生高兴
在那儿︒” 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曾呼吁把儿
童健康当做幼稚园里的第一重要的事情”,强调教师应当
做“健康之神”︒无法设想，一个身心灵分裂的学生如何
能“快乐地”学习︑能长大成才︒而整合教育则以学生身
心灵的健康发展为目的，以学生的幸福快乐为旨归︑以
学生的“成人”（成为一个生态人）为使命︒
  第四，它因此必然要求教育超越學科的界限，打破
學校與生活的隔閡︒在它看來，生態教育特別是高等教
育應該是一個有機整體，而非各個學科的簡單疊加︒因
為教育正如懷特海所說的那樣：只有一個主題，那就是
五彩繽紛的生活︒只有這樣，大學才能將人類面臨的緊
迫的問題與自身聯系起來，真正對社會有所幫助︒大學
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不僅要強調非學科化的跨學科研究，
而且要用一種有機思維來組織實施這種研究︒如果說，
在機械論基礎之上產生的大學模式必然出現“學科崇拜”，
導致不同學科畫地為牢的結果，致使知識遠離生活之根︑
自然之根與傳統之根，成為無源之水與無根之木的話，
那麽，按照有機思維所組織的生態文明的大學必然強調
跨學科研究的重要性，強調知識的整體性︒不如此，大
學便不能實現其作為一個整體的理想︒
  可見，如何進行跨學科的整合研究以應對人類面臨

的緊迫問題，是新型大學的一個重要任務︒例如，面對
新冠疫情的全球肆虐，我們的大學可以就此問題組織起
來進行跨學科研究︒由於該問題涉及族群︑疫苗︑藥物︑
生活方式︑全球秩序︑經濟政策︑道德價值︑人類健康︑
國際關系等一系列問題，教授們可以根據他們的興趣和
能力，運用各種方法進行整合性的研究︒
  在這裏，以往每一個學科都可以有所貢獻，但都有
局限︒要突破其局限，真正解決問題的話，不同學科的
教授與學者們需要坐到一起來，需要從自己的角度提出
自己的深思熟慮的解決方案，並與其它領域的學者們相
互討論，比較反思綜合以後，方有可能拿出一個積極可
行的綜合性的方案來,從而造福於人類，造福於整個星球︒
  總之，生態教育的藍圖美好且復雜，它涉及學校的
重組︑課程的設計︑方法的改變與師資的培訓等多個方
面，這裏囿於時間，無法一一觸及︒如果說現代教育體
系正在為一個即將死去的文明培養人才的話，那麽，生
態教育則在開始為一個全新的文明培養與準備其所需要
的人才︒這是教育的一個偉大冒險，是將自己置於死地
之後的新生，是教育的一個鳳凰涅槃，顯然任重道遠︒
如果在座的諸位都能參與其中，都能有所貢獻，在自己
的教學中嘗試

  熱土教育：對現代教育重城市輕鄉村說“不”；

  有根教育：對現代教育重現代輕傳統說“不”；

  智慧教育：對現代教育重知識輕智慧說“不”； 

  整合教育：對現代教育重專業輕綜合說“不”；

  踐行教育：對現代教育重書本輕實踐說“不”；

  通人教育：對現代教育重經濟輕人文說“不”。

那麽，我們將無愧於此生，也無愧於這個時代！

（*本文系作者2020年6月7日在“中美生態文明建設國際
研討會”上的發言） 

  不僅哲學家、生態學家，連占星師也認為：我們處在一個大轉折時期。對人類而言，一個新世代將接替舊世
代；對個體而言，一種新生活方式將替代舊生活方式。新的不一定好，但卻是人類共有的思想、心理、行為打造
出來的。

作者簡介：

樊美筠，博士，美國過程研究中心中國部主任，中美

後現代發展研究院項目主任，柯布研究院董事會成員，

三生谷柯布生態書院院長，《世界文化論壇》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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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用壹種新的尺度度量生命的價值
——與青年朋友對話“人性、財富和生態”

张茜，施沃伦，樊美筠，王治河



  上期訪談發表後，收到一些熱情讀
者的反饋，其中一位在校女大學生讀完
後，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王治河教授在訪談中提到，對疫情
反思的群體中很少看到年青人的影子。
不同階段的人都有困擾他們的事，大部
分年青人過了 25 歲就忙於自己的工作。
從留學生選擇專業的角度上看，工科和
商科一直是最熱門的，因為回報率和薪
酬高，也是大家普遍認為的社會科技發
展最需要的學科。” 
  “書上說，馬斯洛的需求理論需要依
次實現。可是，現在很多人終其一生都
在為實現個人的財務自由而奮鬥，停留
在物質需求層面。實現的還是少數，更
多的人被還貸、更高的消費渴望脅迫前
進，他們關心創業板、科技板，但對看
似遙遠又無法直接帶來巨大利益的生態
文明關註很少。”

草西：施沃倫博士，您不僅是個學者，
而且本身也是個成功的企業家，甚至著
有《財富準則》一書，您是如何看待“財
富”的？

施沃倫：“財富”是一個非常容易引起混
淆的概念。許多人是在一個非常狹窄的
意義上界定財富，僅僅把財富等同於金
錢或物質財富。積累物質財富就能獲得
幸福的狹窄理解很難達致真正的幸福。
無論如何，估計絕大多數人都會同意這

樣的觀點——除非它們能使我們幸福，
否則沒有理由積累物質財富。
  我的財富定義要寬泛些，我的財富
概念指人的所有經驗、經歷和行動，包
括那些看不見的智力的、情感的和精神
的福祉。我們既是物質性存在也是精神
性的存在。健康的身體、和睦的家庭、
良好的人際關系、有意義的工作以及對
世界整體性的感悟，覺知到作為個體的
小我是更大的宇宙的一部分，這些都能
使我們真正感到幸福。成功來自某個目
標的實現，然而如果該目標變成獲取更
多的東西，那它最終就不能令人感到滿
足；同樣，成功也將變得不夠盡如人意。
這樣成功就變成在浪費時間。

草西：您認可當下年輕人的財富觀嗎？
您認為年輕人關註財富是受到了哪方面
的影響？

施沃倫：我們的財富觀，金錢觀深受我
們父母的影響、老師的影響和生活經歷
的影響。當然，每一代人對財富和金錢
的看法會有不同。有時候我們的財富觀
有賴於我們對自己的感覺。對經濟上的
成功過分強調，往往意味著用物質財富
取代愛、尊重、自信、目的感、崇拜感
等情感性的東西。被金錢扭曲的信仰導
致強迫性消費和強迫性囤積，這些消費
暫時緩解了焦慮和壓力，但潛在的不幸
福和沒有安全感依然存在。

草西：可否從您的角度定義、梳理或闡
釋一下馬斯洛的需求理論，打開我們固
化的頭腦？

施沃倫：馬斯洛的需求理論無疑是有其
合理之處的。大多數人的確需要先滿足
自己對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然後再考
慮歸屬感、自尊、自我實現等心理需求。
只有極少數知道自己是誰、為什麽來到
這個世界上的聖賢和先知可以省略這些
步驟，直達自我實現的層面。然而，大
多數人癡迷於技術進步而不是精神的覺
醒，這就導致了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危機。
我們需要從對技術的迷戀中醒來，反思
究竟我們生活中何者更為重要，反思我
們的價值觀。我們生活在一個經濟上、
生態上和社會上都不可持續的社會。此

次危機其實是在喚醒我們做出可持續的
選擇——減少債務，消除不平等，減緩
生態退化。如果我們不接受教訓，我們
會在未來面臨更困難的危機和更大的災
難。

草西：王老師、樊老師，您二位是後現
代哲學家，從後現代哲學的角度如何看
待馬斯洛的需求理論呢？

王治河：馬斯洛的需求理論的確有他的
價值，其道理和中國古人講的“倉廩實而
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大致相仿。盡
管自面世以來該理論壹直受到社會各界
的廣泛接受，被奉為“闡釋人的欲望與需
求的決定性的因素”；但從後現代哲學的
角度看，它的短板也是明顯的，那就是
馬斯洛理論是以美國社會做基礎的，是
根植於個人主義之上的，哲學上是線性
思維的產物，因而它無法很好地解釋價
值觀和文化習俗與美國不同的國家的人
們的行為動因。非洲學者就曾提出：“在
南部非洲人們行為的驅動力就不是所謂
自我實現，而是追求人際關系的和諧、
社區共同體的繁榮，承認權威，強調分
享和避免恥辱。”其實，後期的馬斯洛也
意識到自己理論的線性問題，意識到壹
個人未必要壹步步走到金字塔頂上才能
達致自我實現的境界。有些窮人或者像
聖雄甘地那樣有使命感的人，不在意物
質享受的人，也可能獲得自我實現，享
受高峰體驗的。這樣我們也就多少理解
了大詩人泰戈爾那句金句：“玫瑰帶給我
的滿足感在黃金之上”。

樊美筠：這使我想起孔子的大弟子顏
回，雖然住在陋巷中，雖然“壹簞食,壹
瓢飲”，雖然“人不堪其憂”，但他自己卻
“不改其樂”。妳不能說顏回沒有“自我實
現”，沒有“高峰體驗”，想來他是有那種
體驗的，否則何來的“樂此不疲”呢？安
貧樂道就是他的自我實現，也正是在安
貧樂道中，他尋覓到了自己的人生意
義、達到了身心和諧、獲得了大自在，
從而也獲得了真正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當然，這裏並非鼓勵大家都學顏回做苦
行僧，而是說，從後現代的角度看，馬
斯洛的線性思維是有問題的，因為如同

  本期我們有幸邀請到美國企業家、
美國企業社會責任運動領袖、著名心
路治療專家、《財富準則》一書作者
大衛·施沃倫（David·Schwerin）博
士，過程美學家、三生谷柯布生態書
院院長樊美筠博士和後現代哲學家、
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治
河博士，與青年朋友一起聊聊“人性、
財富和生態”。
  本次采訪是開放式的，分兩期發
布。雖然列了一些問題，但更希望深
受晚輩尊敬、愛戴的老師們從三個人
的留言中，找到想要回應的部分，自
由發揮，分享對人性、財富和生態的
見解。

  新冠疫情，讓我們看到了病毒的“智慧”。它利用人性，制造混亂、偏見、對立和疏離，引發了全球性的人類
災難。之所以強調是“人類災難”，並非因為它只給“人”帶來傷害，而是當大多數人呆在家裏時，動物活動的
空間增大了，可供生物呼吸的空氣也新鮮了不少。對自然來說，一切似乎變好了；但對人類而言，我們卻陷入了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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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    華山並非一條道一樣，找到安全 
  感的方式、自我實現的方式、幸福
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一些現代人之所
以冒著過勞死的風險拼命掙錢，甚至
走極端個人主義路線，不惜六親不認、
鋌而走險，就是希望通過攝取金錢、實
現財務自由、獲得安全感，最終“人前顯
貴”，達到自我實現的目的。然而吊詭的
是，在現實生活中，許多人往往越有錢
越沒安全感，他們“像條擔心隨時被捕
捉的魚”，終日過得淒淒惶惶、十分不
開心。當然還有那大大地實現了一把自
我的，不僅實現了財務自由，甚至登上
了所謂“首富”的寶座，但卻很快就成了
“首負”，更有甚者，進了牢房或用極端
的方式結束了自己寶貴的生命，很是可
惜。妳說他/她這個“自我”是實現了呢，
還是沒實現呢？我看是毀滅了。
  這裏不想以學者而想以母親的身份
對全職在家帶孩子的年青媽媽們說句心
裏話：妳們是有福的人，妳們的孩子更
是有福的孩子，對孩子來說，沒有什麽
禮物比父母童年的陪伴更珍貴了，這將
為他/她一生的安全感奠定堅實的基礎。
至於妳們本人，我希望，妳們在關註自
己的另一半“事業”做大的同時，也關心
一下他的“德業”是否也在做大；在關心
他的事業成長的同時，也關心一下他的
自我成長，當然前提是妳自己也要成長。
因為德業乃事業之基，德大，事業就
大。否則再大的家業，也hold不住。因
為“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是個亙古不
變的真理。如果不註意“進德修業”，漠
視彼此身心靈的提升，一個很可能的
悲劇是，他的事業是做大了，但人卻沒
了，或人不是妳的了。

草西：為什麽單靠錢不能給人帶來真正
的安全感，帶來真正的自我實現呢？

樊美筠：任何靠自己誠實的努力，辛勤
的勞作來掙錢養家的人都是值得我們欽
佩的。但任何將金錢作為終極追求的人
生則沒有不以失敗告終的。因為當妳將
金錢視為衡量人生成功的唯一尺度，將
沒有錢的人生看作是“沒有意義的”時
候，妳必然要不惜一切代價把錢掙到，
必然要把利潤做到“最大化”，從不想留
點利益給他人分，留一條路給別人走。
其結果必然是置親情友情於不顧（因為
在妳眼裏一切關系都是虛的，只有利益
關系才是實的），必然是四處樹敵、時

刻警惕，結果必然走上孤家寡人的悲劇
路。哪裏可能有安全感？更遑論幸福感
了。因為無論妳怎麽努力，妳也不可能在
金錢裏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東西，身心安
頓不下來，焦慮、淒惶、孤獨是必然的。
通俗地說，總是活得不踏實。

王治河：建設性後現代哲學特別推崇“踏實
的存在”。所謂“踏實的存在”是一種與他人
和自然處於有機和諧關系中的存在。對後
現代人來說，人是關系的存在，因此，與
他者的關系被後現代哲學家看作是“最重要
的”。與他者的聯結、愛、共同體被看作幸
福的“根本性要素”。因此後現代的人生與
自私無緣，它強調關愛他者。大哲懷特海
就說過：極端的自我中心主義者是“自敗的”。
後現代人堅信：最富有的人是那些能在“最
大範圍內對他者有幫助”的人。[1] 這裏的
他者既包括他人也包括自然。在這個意義
上，後現代人可以說是個“有根之人”，
有福之人，因此也可以說是富有之人。
  另一位讀者是位具有研究生學歷的年
輕的二胎媽媽，她認同第一位讀者的看
法，留言道：
“提到疫情反思中沒有太多年青人的身影，
估計一些人曾想過某些人為了貪欲、為了
可恥的虛榮所引發的災難，但更多的普通
人想的是‘活命’的問題。各行各業受損，他
們有家人孩子要養，有車貸房貸要還。我
家對面開店的大姐就回老家把房子賣了以
供周轉。”
“經濟是基礎，教育是保障。只有經濟達到
一定程度，人們才會更多的考慮其它問
題。先活下來，才會考慮怎樣活得更好，
怎麽活得更長久。”
“大部分女孩總喜歡漂亮的衣服、鞋子和包
包，因此總是追求數量上的滿足。如果沒
有擁有過，就談不上去繁取簡；不曾輝
煌，也談不上低調。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
民不會感知到自己詩意地棲居在農村那片
美麗的土地上；能感受到‘詩意’的，多是受
過教育的有情懷的人。”
“求上是每個生命的一種本能，沒有人安於
現狀，人總希望自己做點什麽。”

草西：如果一個人“安於現狀”、“隨大流”，
就會被認為“不思進取”。王老師樊老師您
們認為是什麽原因導致這樣的社會氛圍？
我們又該如何突圍？

王治河：我們雖然反對把金錢當做“今生的
唯一”，但也不贊同 “安於現狀、隨波逐
流”。表面看起來它們是對立的兩極，其實

二者有個共同之處，那就是它們都不是我
們自由選擇的結果。前者是被拜金主義和
消費主義大潮所裹挾，後者則屬於盲目地
跟著別人走，別人學商科妳也學商科，別
人學IT妳也學IT，別人考托福妳也考托福，
別人考公務員妳也考公務員（從不問自己
內心是否真的喜歡），總之是主動放棄了
自己的選擇權。妳可能會理直氣壯地說：“
是爹娘幫我選的。”那我就要弱弱地問一
句了：妳多大了？難道準備讓爹媽幫妳選
一輩子，幫妳操心一輩子？何況這世界變
化快，今天熱門的行業，幾年後未必依然
熱門。剛剛看到一個材料，從 2020 年開年
至 4 月 15 日，短短幾個月的時間，中國
就有5328家影視公司註銷或吊銷，是 2019 
年全年註銷或吊銷數量的 1.78 倍。若妳是
幾年前因為羨慕人家年入40萬而學的影視
專業，那妳現在就“杯具”了。
  其實，在追逐金錢和安於現狀、隨波
逐流之間是有第三條路可走的，那就是逆
風飛翔、活出自己的人生！美國有機農耕
的先驅、詩人貝瑞（Wendell·Berry）、
日本倡導和踐行“半農半X”的鹽見直紀、
泰國最火的新農人卓湛岱（Jon·Jindai），
就是一些逆風飛翔、活出自己生命的人。
我們稱之為“生態人”。其實在我們中國，
類似的生態人也日益湧現出來，衡水的安
金磊、蒲韓的鄭冰、北京的石嫣、“三生谷
柯布生態書院”的學員，建設性後現代社
群——“青色星球”裏的斜杠中青年以及成
千上萬告別“上班如上墳”的城市生活、
自願投身振興鄉村事業的返鄉青年都是逆
風飛翔的愛豆。她/他們“踏著自己生活的
鼓點前行”，堅守後現代的浪漫！不相信人
生只有單行道，不隨波逐流，敢於逆流而
上，因此活出了自己的風格、活出了自己
的美！可以說她/他們都是些追求生命深度
的人，是些真正實現了自我的人。

樊美筠：“三生谷柯布生態書院”的學員的

確是些逆風飛翔的人，是些追求生命深度

的生態人。以他們中許多人的知識背景、

專業訓練，輕輕松松就可以加入工業文明

的大合唱，掙到大錢。但他們卻放著好好

的錢不掙逆流而上，來到山谷中，給自己

一個機會，一個體驗天地智慧、調和身心、

回歸生活、回歸自己的機會。準備把自己

培養成心中有夢想、胸中有情懷、手上有

本事的生態人，成為偉大生態文明時代的

參與者和建設者，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是

自己人生的書寫者。



  這樣說並不意味著“柯布生態書院”
的學員不食人間煙火，沒有生活中的煩
惱，沒有未來找工作的擔憂，而是說他
們把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裏，俯
下身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所以當下就收
獲了幸福。由於在書院既學習艱深的哲
學——奠定三觀的理論基礎，又實操學
習有機農耕——做家具、做豆腐、蓋生
態屋，以及社區共同體建設等接地氣的
學問，這使他們成為手中有本事的人，
一旦生態災難來臨，懷揣博士文憑的
人、GRE高分的人、怪獸打得好的人未
必活得下來，而他們能活下來則是大概
率的事件。因此，我們衷心希望年青朋
友們在疫情隔離期間不要凈想如何早日
回到舊的軌道上去，多掙點錢把因隔離
造成的損失撈回來，而是要靜下來好好
想一想，我現在所學所做真是我喜歡的
嗎？真對社會有用嗎？一旦生態災難來
臨，這些東西管用嗎？我如何才能學點
自己喜歡的又能真正利益眾生的東西？

草西：我們似乎能感受到消費主義潛移
默化的影響。過程哲學和建設性後現代
是如何看待消費主義的？

王治河：在後現代哲學家看來，消費主
義是反生態的、不義的和不人道的。其
一，消費主義將一切都商品化，用虛假
的需求綁架了人的真實需求，從而扭曲
了生活的本來面貌；其二，消費主義將
消費視為人的本質屬性，把豐贍的人等
同於“純粹的肉體”，等同於消費機器，
從而“忽視了人深層的精神需求。這包括
對他者的關愛，對美德的向往，對智慧
的探尋，對慈悲情懷的心儀以及對自由
的追求。這些往輕了說是“人的異化”，
往重了說其實是對人的否定，是極為不
人道的。

樊美筠：消費主義其實還具有極大的欺
騙性。它允諾消費代表自由，代表幸
福！我買故我在。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
選擇。也就是說，人們被同樣允許進入
消費主義的商店，他們同樣被允諾將得
到幸福，正所謂“妳像王子一樣消費，妳
就得到像王子一樣的對待，妳就有王子
一樣的感覺” 。這是欺騙性之一。欺騙
性的另一方面體現在消費主義預設了一
個虛假命題：一旦妳具有了消費的自由，
妳就完全解決了自由問題。也就是將對
物品的占有同幸福度掛上了鉤。正如著
名後現代思想家波德裏亞所深刻揭示的

那樣，在一個消費高度控盤的王國裏，
所謂“幸福”只是一種幻像，而通過消
費、通過物質占有獲得的幸福因此也只
能是一種虛假的幸福。事實上，靠購物
滿足現代人的精神空虛註定是徒勞的。
許多家庭矛盾，看起來是家庭內部矛
盾，其實無不和這種精神的空虛有著千
絲萬縷的聯系。小清新的現世安穩也
好，小確幸的歲月靜好也罷，在殘酷的
現實面前，在大的災難來臨之際，都會
變成一地雞毛。因此修身要及早，覺悟
要趁早。

草西：我想請教施沃倫先生，金錢運轉
的秘密究竟是什麽？我們如何不被它掌
控？

施沃倫：金錢代表花費在實現某種任務
的能量。金錢的流向反映了我們的價值
取向。當我們有意識地掙錢、花錢、攢
錢和捐錢的時候，它反映的是我們最看
重的。可以說金錢是個測量儀或標尺，
它標示著何為我們生活中重要的東西。
伴隨我們意識的覺醒，我們不可避免地
要追問我們的道德和心理認知以及信
仰。例如，我真正了解我之所欲和我之
所需之間的差別嗎？如果了解，我是優
先考慮我之所欲還是優先考慮我之所
需？我們中的許多人常常對一些不重要
的小物件的欲望放在了我們真正所需的
東西前面。換句話說，我們太過於專註
一些不重要的東西而忽略了我們真正需
要的東西。
  缺少對如何掙錢、如何花錢的覺知
不僅會給我們的家庭生活帶來問題，也
會給我們的工作帶來問題。它會使我們
忘記我們是誰，什麽對我們更重要。缺
乏對金錢的覺知還會導致社會的不可持
續，其結果就是我們看到的環境的惡
化、社會文化生活中人們過度追逐名
利。目的常常被看作是手段的證明。當
我們意識到擁有金錢和幸福生活之間沒
有必然聯系的時候（看看生活中那些不
快樂的富豪），我們就會改變我們的金
錢觀，從而尋找更能令我們獲得滿足的、
並且持久的東西。尋求雋永的內在的酬
償而非外在的曇花一現的刺激。

草西：您是如何看待金錢與時間的關
系？時間是否又等同於生命？

施沃倫：金錢與時間的確有某種聯系。
睿智地使用時間將使妳更有機會獲得金
錢。妳有更多時間享受妳用金錢購買到

的東西。然而，人們常常是
以犧牲自己的健康包括情感
的、智力的、精神的和身體的健康以便
掙更多的錢。然後他們再花更多的錢去
恢復健康。世界是永恒的，時間只是人
類發明出來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這個永
恒變動的東西。

草西：一些年輕人似乎對當下的新冠肺
炎病毒危機不感興趣，他們沒有意識到
該危機與他們生活的內在聯系。作為一
個多年研究意識問題的資深心路治療專
家，您是如何看待新冠肺炎病毒危機的？
您想給年輕人一些什麽樣的忠告？如何
說服年輕一代關愛我們的生態環境？

施沃倫：新冠肺炎病毒是一個警鐘。它
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和龍卷風、地震、
颶風一樣，它是大自然對我們不可持續
的生活發出的警告。我們漠視在對待自
然關系上的傲慢，使人類的未來面臨前
所未有的巨大挑戰。氣候變化、生物多
樣性的流失、新病毒的出現與我們人類
面臨的這些威脅是相互聯系的。如果不
改變我們的信念和行為，這些威脅將危
及成千上萬人的生命。新冠病毒的目的
是喚醒我們，迫使我們按下暫停鍵，放
下我們在最新的技術上的奇技淫巧，抽
出時間多做些內省：我們是誰？什麽是
生活的目的？我們是物質的存在，更是
精神的存在，但我們卻把絕大部分時間
花在了物質上，從而忽略了我們生命中
更本質的非物質方面。
  當我們被隔離在家的時候，我們擁
有了更多的時間去思考什麽是我們生活
中真正重要的？生活中哪些東西是需要
我們優先考慮的。新冠肺炎病毒彰顯了
全球系統面對巨大危機的脆弱性，因此
需要我們采取根本性的變革以應對環境
危機。需要建立國際合作，全球預警機
制，失業救助機制，預先同意的負擔分
擔協議，以及重要信息交換機制。不幸
的是，人們傾向於頭疼醫疼、腳疼醫
腳，缺乏長遠的防患於未然的眼光，自
私、短視的思維盛行。
  到了年輕一代站出來擔當領袖的時
候了。新冠病毒給我們的一個重要教訓
就是建立在掠奪地球母親基礎上的不可
持續的生活將把人類引上一條毀滅的不
歸路。我們是在一條船上，不肯面對現
實，將頭埋進沙子裏無濟於事，只能使
事情更糟。自從疫情爆發，人們居家隔
離以來，碳排放大大減少，空氣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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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藍了。這再一次證明我們人類的 
  確是罪魁禍首。現在到了成長的時候
了，到了為我們自己也為他人擔負起責任
的時候了。

草西：懷特海的過程哲學在美國被邊緣化
了，生態文明作為過程哲學的實踐，導致
生態人在巨大的社會機器中逆行。這些不
被支持（沒有合理的收入）、不被理解（
成為邊緣人）的人，應懷抱怎樣的底氣走
下去呢？

王治河：關於懷特海的過程哲學在美國被
邊緣化問題，我想這不是過程哲學的悲
哀，而是美國的悲哀，是現代工業文明的
機械思維的悲哀。幸運的是中國人是識貨
的，因為中國是《易經》的民族，中國人
的血管中流淌著尚和求變的有機過程思維
的血液。這就是為什麽小約翰·柯布博士
說在今後50年中國將成為過程哲學研究的
中心，“生態文明的希望在中國”。無論是
過程哲學和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研究在中國
的蓬勃發展，還是生態文明建設在神州大
地如火如荼，無不印證著這位當世“生態聖
賢”的預言。

施沃倫：妳談到過程哲學、有機思維尚處
於邊緣，導致少數生態人在巨大的社會機
器中逆行。這令我想起著名女人類學家米
德（Margaret Mead）的一句名言：“永遠
不要懷疑一小部分有思想、有擔當的人能
夠改變世界。實際上，他們是唯一曾改變
世界的人”。（Never doubt that a small 
group of thoughtful, committed citizens can 
change the world: indeed, it's the only thing 
that ever has）。這裏我願意把這句話送給
所有中國的生態人。妳們就是未來改變世
界的人。

樊美筠：盡管由於工業文明的背書現代機
械思維依然強勢，過程哲學尚不是主流，
但它無疑代表著未來，是生態文明所需要
的哲學。在《科學與現代世界》的結尾
處，懷特海曾談到哲學的價值：“偉大的征
服者，從亞歷山大到愷撒、從愷撒到拿破
侖，對後世的生活都有深刻的影響。但是
從泰利斯到現代一系列的思想家則能夠移
風易俗、改革思想原則。前者比起後者，
又顯得微不足道了。這些思想家個別看來
是無能為力的，但最後卻是世界的主宰。”
我想當有一天人們跳出眼下的平面思維，
從一種更高維的角度看待過程哲學的時
候，就會意識到它的寶貴價值。

草西：您如何看待幸福？幸福与金钱之间
是什么关系？您的幸福观是什么？

施沃伦：使我们真正感到幸福的是爱和被
爱，是感到与他者联结在一起，被环绕在
我们周围的美所激励，投身一项有意义的
事业。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世界改变，而不
进行自我改变。对金钱进行更多地觉知
——如何挣钱、如何花钱、钱在我们生活
中的权重，从而在通过挣钱以满足我们真
正需求和不让金钱宰制我们的生活之间找
到正确的平衡。到那时我们就会生活在和
谐之中，进而投身创造我们所梦想的、和
谐的、可持续的世界。

王治河：在我看來，一個擁有理想的人就
是幸福的人。幸福就是和一群誌同道合的
人幹自己喜歡又利益眾生的事。我知道現
在這個時代談“理想”似乎有點out了，有點
老套了。因著疫情，我們被告知活下來是
最主要的。有商界大佬不是天天在那說：
“別跟我談什麽理想、夢想，現在唯一要想
的就是如何活下來”嘛。
  對“活下來”沒有人有異議，因為這是
動物都有的本能。問題是“如何活下來”？
是像以前那樣活？還是換一種活法活？我
這裏其實想說的是，理想是不能當飯吃，
但有理想餵養和無理想餵養的生命畢竟是
不一樣，精氣神就不一樣，沒有理想滋養
的生命不用等中年就油膩了。而有理想滋
養的生命，則不會在意世人的目光，身上
也自會有一種“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
著名平民教育家和鄉村建設家晏陽初先生
就是這樣一個有理想的人。他以百齡善
終，應驗了“仁者壽”的古語。晚年，他的
傳記作者曾問他：您為理想奮鬥凡六十余
年，是否也有失敗的地方？晏陽初的回答
是：“失則有之，敗則未也。”老人想告訴
我們的是：沒有人能打敗我們，除非我們
自己放棄自己的理想，放棄奮鬥，自認失
敗！在我看來，一個人只有當妳為一種理
想而活的時候，才算真正地活在這個世
上。否則就是空來白走一趟，妳只有最大
限度地為世界貢獻了愛和美的時候，才算
真正做到了“自我實現”。

樊美筠：在後現代看來，人和動物最根本
的一個差別就是：人是有夢想的動物。其
實維持簡單的生活，並不需要多大的東
西，真正的幸福，也無需總靠物質進行堆
砌，而無限的欲望，往往源於內心的虛
空。當妳掙脫潮流的綁架，放下世俗的成
見和所謂的標尺，嘗試用一種新的尺度度

量生命價值的時候，妳就會發現，人生其
實別有洞天，幸福並非妳想的那麽遙遠。
由於擁有理想，自然自帶光芒，自帶引力，
因此也極易吸引到與妳同頻的生態人和妳
一起並肩前行。這種生態人多了，生態文
明也就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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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学与社会学杂志》等刊物发

表《生态文明呼唤一种热土教育》等 中

英文学术论文100余篇︒

王治河，哲学博士，美国中美后现代发

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任中央编译局

研究员及国内多所大学客座教授，新西

兰《教育哲学与理论》杂志编委，《武

汉理工大学学报》编委︒曾任中国社会

科学院《国外社会科学》副主编︒发表︑

合作发表《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

过程与多元》︑《第二次启蒙》等中英

文著作 9 部︒主编《后现代主义辞典》

一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美国《东

西方哲学》，新西兰《教育哲学与理论

》，波兰《可持续发展研究》，保加利

亚《巴尔干哲学杂志》，印度《真理：

哲学杂志》等杂志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

160余篇︒



走向一種建設性後現代“宇宙建築學”

——讀詹克斯的《躍遷的宇宙建築學》
李 玲 

  （山东社会科学院 副研究员）

  查爾斯·詹克斯 (Charles Jencks)系英國著

名建築師和園林設計師，作為第一個將後

現代主義引入設計領域的建築師和園林設

計師，以反思和批判現代建築和解構性後

現代理論的局限為出發點，推崇大衛·格立

芬︑小約翰·科布等為代表的建設性後現代

主義哲學觀，以其所倡導的生態︑有機︑

過程︑多元理念為標準，吸納並超越現代

建築和解構性後現代建築美學理論，強調

建設性與創新，追求自然美和以人為本的

建築理念，而成為建築理論︑景觀設計︑

城市規劃等領域的先驅之一︒在1997年出

版《躍遷的宇宙建築學》（約翰威立國際

出版公司）一書中，查爾斯·詹克斯提出了

一種全新的未來建築學，即宇宙觀建築

學，他天才地以“混沌”理論解釋西方紛繁

雜亂的建築風格，預告或宣告新建築風格

的出現；他站在宇宙發展規律的視角上，

闡明了建築的存在的意義︒他的上述思想

不僅引領了西方建築學界的後現代主義運

動，而且對新時代中國的建築學︑生態文

明建設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示意義和現實

借鑒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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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混沌”到“秩序”

  綜觀詹克斯《躍遷的宇宙建築學》，我
們不難發現有一條紅線貫穿全書始終。事實
上，正是這條紅線揭示了詹克斯宇宙觀建築
學思想的演進邏輯。具體地說，這條紅線可
概括如下：混沌的宇宙→→復雜的宇宙秩序
→→復雜的建築宇宙觀。  
  在詹克斯看來，正是“混沌”理論開創了
建築學的一種全新的宇宙維度，使當代建築
學不僅能夠以復雜科學理論為導向，不斷地
探索建築與宇宙本應存在的的協同關系，同
時也促使建築學能更好地遵守自身內在的審
美邏輯，從而創造性地確立了現代建築學的
自然生態的審美原則。在這裏，建築被詹克
斯融入了一種神聖的宇宙意誌，從而也使建
築成為一種打動人心偉大力量，成為人與自
然的一種高度和諧的“關系”場；從“混沌”到“
秩序”，最終達到“共生。

 

  按照詹氏的理論，“混沌”是一種包含有序
的自然淳樸的狀態，是指在毫不相幹的事物、
事件之間，蘊含潛伏的內在關聯。混沌（
Chaos），亦名渾沌，原指天地未開辟以前宇
宙渾然一體、模糊一團的狀態，後來常用來形
容思想模糊不清、不分明。
  現代意義上的“混沌”是確定性和隨機性的
統一、簡單與復雜的統一、偶然性和必然性的
統一。這些矛盾對立範疇，在某種意義上來講，
只有相對性的“區分”，在一定條件下，結合某
種意識形態，是可以相互轉化的。
  從哲學上說，“混沌”是自由意誌和決定論
調和的一種方式。郝柏林說“混沌是決定論系
統的隨機性”。愛因斯坦在1944年寫給玻恩的
信中稱：“妳信仰擲骰子的上帝，我卻信仰完
備的定律和秩序”。這裏所說的“完備的定律和
秩序”是指“混沌”和“有序”相互轉化組成的宇宙
基本定律。阿弗烈·諾夫·懷特海在《觀念的
歷險》中說：“宇宙的最終目的就是產生美。” 
混沌往往在簡單中包孕著復雜，在確定性中包
含著隨機性，混沌絕不等於混亂，貌似無序，
卻存在著規律和有序，簡言之，混沌是無序和
有序的統一。這正是對宇宙演化發展的對立統
一規律、質量互變規律和否定之否定定律的最
好註解。在混沌讓位於秩序，秩序又產生新形
式的混沌的過程中，其最終目的就是創造美。
這種美，是一種人與自然萬物交融一體的和諧
美。柏林特在他獨樹一幟的“交融美學”中說：“
交融這一概念囊括了語境美學的這些特征……
在審美交融中，邊界消失了，我們直接親密地
體驗這種連續性。”“混沌”和“秩序”是主觀世界
對客觀世界的感受和描述。一方面，主體與客
體的“邊界消失”形成了一種交融美學，從而打
破了傳統美學的主客二分理論；另一方面同時
也是主觀世界對客觀世界的體驗。可以說，詹
克斯的建築宇宙觀是在“混沌”和“秩序”的轉化
過程中，繼承、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宇宙
觀，是一種自然生態美學，是一種建設性後現
代建築宇宙觀。
  詹克斯關於建築的混沌理論，一改建築學
中流行的機械宇宙論，不僅使現代主義的建築
理論家陷入了某種窘迫狀態，而且讓有機主義
新宇宙論引領當代建築學成為一種現實可能，

其中所蘊含的深刻的洞察力和對傳統思維的顛
覆迫使建築師們去“蔽”求新。詹克斯的“混沌”
理論充分運用質性思考與量化分析來探討各種
動態系統，研究復雜的非線性變化規律，在
“混亂”與“秩序”並存之間，賦予建築一種深奧
的、有張力的，甚至是某種隱喻的美，最終達
到一種進步的混亂，即合乎時代發展的、高科
技的、笨拙和美麗的混亂，在建築在審美愉悅
中獲得全新的存在意義。

 二、從“混沌”到“共生”

         詹克斯宇宙觀建築學充分考慮了不同建
築師以不同的視角為建築設計加入不同的變量
的客觀現實，他的“混沌”建築理論大大拓展了
建築師的開放性視野，為建築設計了註入源源
不斷的活力。不僅如此，他還把建築的未來的
作為當代建築發展的主題加以深入研討，充分
強調現代科學對於建築學發展的極端重要性。
           實踐表明：建築並非我們表面所看到的
那樣單純地以線性系統的模式發展，極小的變
量也可能導致難以預料的結果，每個事件都存
在某個臨界點，一旦到達臨界點，微小之變就
可能迅速引發為系統劇變，正如蝴蝶效應一
樣。美國諺語雲：一根稻草可以壓死一只駱
駝，“混沌”理論清晰而深刻地揭示出非線性系
統存在著對初始條件的強烈敏感性，這種特性
對建築設計的指導意義不言自明。
  通常情況下，建築師在設計中往往熱衷於
收集各種信息，數據、檔案，從而企圖準確地
預測和規劃未來的建築系統。但混沌理論告訴
我們：系統進入混沌狀態時表現為整體和局部
的不可預言性。詹克斯認為，城市發展是混沌
的，城市系統是非線性的，都有不可預測性的
一面，因此，在城市的規劃設計中，企圖完成
幾十年的建設設計也就失去了意義。
  詹克斯指出：現代城市建築之所以存在單
一、乏味的缺陷，其根本原因在於現代建築師
既沒有和使用者進行有效的溝通，也沒有更與
城市的歷史建立有效聯系，其結果必然會被人
們所拋棄。“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滅人之
國，必先去其史”…….為此，他提出了建築設
計不應只局限於建築師的個人想象，必須讓建
築成為一種語言，一種能夠與大眾進行有效溝



二

14   通的公共語言，建築必須和公眾的日 
  常生活深度融合。他認為真正的後現
代建築既基於新科技又不舍棄老形式，既
精英又通俗，既古老又新奇，這正是所謂
的後現代建築的“雙重編碼”。換言之，詹
克斯既強調傳統和歷史主義，又尊重現實
環境，重視對建築的地方特色和文脈。後
現代建築對環境的尊重是建立在反思現代
建築的基礎上的，需要強調的是傳統不僅
指傳統建築的基本特征，還包含經過抽象
和個人化的建築符號。現代主義強調單體
建築的表現欲和重要性，後現代主義則極
力突出單體建築與環境的融合。在詹克斯
看來，這個環境不僅僅是自然環境，更重
要的是社會環境，他用雙重編碼的手法實
現建築的社會審美價值觀，利用大眾能夠
理解的語言，建立自上而下的參入性系統，
讓普羅大眾都能理解和體驗到建築的社會
功能，從而讓建築具有了政治意義。
  以此為基礎，詹克斯提出了一系列發
展當代建築發展所必需的新概念，試圖從
自然界規律、科學發展、時代特征去界定
與理解建築的意義，在建築形態上尋找“混
沌”。在他看來，建築在其形成與發展的過
程中，必然會超出常規的三維系統，它是
一個開放的系統，同時也是一個受多元因
素決定的非線性系統。在混沌、有序的宇
宙中，建築強調思維時空連續性，強調動
態物質環境下的系統性，同時尋找建築與
宇宙之協同；關於建築的本源，詹克斯寫
道：“如果說建築必須源於自然和文化，它
還應該擁有一個更大的源泉，即作為整體
的宇宙。”，即建築應具有宇宙向度，其形
而上的特性使建築的訴求對象轉向宇宙發
生輪，其核心內容是進化與躍遷。在這個
理論中，詹克斯力圖借助當代科學的最新
概念來解釋建築發展的本源及出現的復雜
現象，構建“建築新範式”。詹克斯對建築
的特質描述如下：“通過波動的、流動的或
結晶體的形式以及計算的模糊性表現了發
生過程，其參照對象非常廣泛。建築的下
一個挑戰是如何創造真正能夠運動的局
部，使居住者或參觀者與建築建立共生關
系，積極反映宇宙發生的過程。” 建築的形
式及計算的模糊性即混沌，其最顯著的表
現是空間以及外形的模糊與不確定。“混
沌”狀態突破了建築的邊界，從而導致模糊
化，建築各部分彼此發生聯系，同時建築
各部分之間、建築與建築之間、建築與周
圍環境之間等各元素相互間存在著一系列
相互滲透貫通的過渡狀態和環節，呈現出

多元融合和並存的形態。而這種狀態既符
合了建築本身的客觀存在，也順應了宇宙
的運行規律。
  由此我們不難看到：詹克斯後現代建
築理論中，建從常規的三維系統建築學，
演變成一個由多元素決定的非線性開放性
系統。這一系統在混沌、有序的宇宙中，
不斷地尋找著建築與自然、建築與宇宙的
同一性和共生性。
  詹克斯認為，要想實現建築共生性的
目標，必須滿足以下幾個條件：一是建築
空間的開放性。建築空間必須是在復雜的
環境變化中保持著與環境協調、交流、適
應環境變化的開放型。共生的傳統定義是 
兩種密切接觸的生物之間形成的互利關
系，而建築空間的開放也像有機的生命體
一樣，各類事物互存互利，而開放為這種
互利互存創造了共生的前提條件，使這個
共生體的各類成員彼此都有好處。從本質
上來說，我們的整個地球就是一個巨大的
共生有機體。二是公眾的參入性。就建築
本身而言，其基本目的是服務於公眾，是
為人類提供宜居的、舒適的生存空間和生
活家園。共生性的設計理念，倡導的是一
條開放的設計途徑：設計--反饋--再設計，
針對傳統建築空間設計，既註重設計師的
個人創造，也尊重公眾的評估及反饋，這
樣建築也就體現了不僅是人與自然的合
作，也是人與人的合作的過程，因為使用
者的行為需求是動態的、發展變化的、多
樣的，所以就要考慮到與不同層次的、各
個方面的人文生態、社會生態的影響。三
是多層次的結構體系。生態建築空間的共
生，既要求同一層次的各種元素和諧共
生、相互作用，還要求各層次之間保持穩
定和諧的共同發展關系。生態系統中的元
素都呈多層次分布，這種分布決定了與生
態建築空間相關的元素也具有多層次性，
其實各物種的共生現象也是以物種“社會”
的環境來進化的，這種共同的環境稱之為“
生物圈”或某條“生物鏈”。建築空間中的共
生也是如此，也像生物圈或生物鏈一樣，
互相依存、互為依賴，從而形成了不同層
面、不同層次的互利共生關系。
  詹克斯的宇宙建築學理論是在“躍遷”
架式建構中展開運思的。他強調建築來源
於宇宙（故也譯為“宇源建築學”）的同時
又突出建築的時間性。一般來說，建築的
時間性主要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一是建
築在客觀世界中是隨時間的變化而不斷變
化；二是主觀世界對建築的認識過程是需

要時間的；三是時間是主觀世界的內在體
驗，由於主觀世界的差別，導致建築的時
間體驗性具有不同的分形維度，即復雜形
體占有空間的有效性。“躍遷的宇宙建築
學”中建築隨時間的變化是非線性的，主
觀世界對建築的非線性變化認識實際是定
位建築的傳統文脈和現代風格之間的關
系。詹克斯對宇宙中建築創作的躍遷規律
的發現和認識，使傳統文脈繼承和和時代
風格之間的原有定位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也可以說使建築的傳統思維定勢有了一個
明顯“躍遷”。   
  按照詹氏的理論，建築是在宇宙中沿
著時間線的非線性躍遷，其所涉及的各個
事件構成一種有機體。建築的“共生觀”在
宇宙中非線性躍遷展現了建築從模糊走向
清晰、從隱性走向顯性、從無序走向有序
、從自然混沌走向理性成熟的自然生態之
美。“建築”在詹克斯的宇宙發展中，從“重
視實用功效、講究適度”之“器”轉變成具有
一種“關系場、力量場” 的“道”，最終使建
築具有了永恒的存在意義。

三、現實啟示

  新時代建築學的主要矛盾是人們對“詩
意的棲居”的美好生活向往與現代建築發展
不生態、不平衡的之間的矛盾。詹克斯的
宇宙建築學，拓展了現代建築的後現代化
發展的思路和途徑，為新時代建築學的主
要矛盾的解決提供了獨特的視角和創新性
的實踐方案。
  必須承認，文明和科學的發展是一把
雙刃劍，在對人類自身的生存、生活、活
動帶來了極大的便利的同時，也使人類進
入了一個危機四伏的時代。核爆炸危機、
生態崩潰危機、環境汙染危機、能源耗竭
危機無疑不是高懸在人類頭頂上的達摩克
斯利劍。人類在開發、利用我們這個美麗
星球的同時，也在一步步把自己帶到毀滅、
滅絕的萬丈深淵。而在人類所有的活動當
中，對地球的開發，建築活動占有巨大
的、決定性的比重。建築活動對自然的影
響不可避免。既然不可避免，那我們所能
做的就是合理的介入和科學的幹預，即最
大限度地順應自然，與自然和諧共生。使
人類意願和自然生態相輔相成、相得益
彰。詹克思後現代建築理論的根據就在於
這種全新的後現代宇宙觀，他總是力求在
不失去時代風格和作者個性的前提下，同
時滿足各方面的需求， 在對大眾、環境和
歷史尊重的基礎上，著力構建建築空間與

  我們的文明正加速自我毀滅。我們需要一些足夠深刻的變
化來制止文明整體性的崩潰，不能停下來至少也得慢下來，這
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深刻的變革必須馬上著手，我們的使命需
要重新定義。
  我通過聚焦在周圍正在坍塌的廢墟上我們能建造什麽上來
尋找新使命。先來確定我們正在消亡的舊文明的一些基本假設，
然後再來揭示可以賦予文明新生的其他可能。只要我們在促進
這些積極可能性上獲得成功，就能緩和未來的災難。

一、從個人主義轉向共同體

  現代歐洲文明的一個強項是強調個人。在大多數社會中，
連啟蒙運動所反對的中世紀社會，都鼓勵所有人成為有創造力
和自主能力的個人。雖然這種潛在能力充其量只能在極少數人
身上實現，但啟蒙運動使每個人都有權利和義務的觀點成為社
會普遍信念。
  不幸的是，這種信念也被分裂的個體樹立為其形而上學假
設之一，致使其道德規範也反映出對大於個體的事物的重要性
與歸屬感的雙重忽視，從而也對建立在個人與健康社區之上的
深刻的互惠關系無視無感。由此產生的個人主義倫理關系映射
在經濟思想和實踐中，又進而被制度化，最終主導了政治和社
會思想。
  艾恩•蘭德的自由意誌主義已經被美國社會中太多領導人
奉為圭臯。富人和強者不再對窮人和弱者感到負有責任。無情
的剝削越來越被接受成常態。
  雖然自私行為一直是個問題，但可以通過訴諸關心他人和
共同利益來制約。而在當今社會，關心他人和公共利益卻被
視為感情用事，現實主義者和意誌堅強的人才不要操這些心。
公共利益本是文明存續攸關的深刻根基，個人主義的強調卻讓
這層關系迅速蝕底。
  道德領悟反映形而上學。如果我們想要一個歸屬感強、人
們彼此關心、對共同利益有堅定承諾的社會，我們就需要這樣
一種形而上學：能表明我們實際上是更大社會的一部分，無人
不在與他人的關系之中，們的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息息相關。

二，從基於感官的經驗主義到激進的經驗主義

  視每個實體為單獨個體，認為個人完全通過感官獲得外部
世界知識，並把這兩種觀點相關聯，我們稱之為經驗主義。鑒
於現代歐洲思想的基本形而上學假設，經驗主義在許多人看來
是不言自明的。這種認知有助於克服許多迷信，使科學發展更
加嚴謹。我們通常會同意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這讓科學共識
成為可能。由此科學取得了長足的進展。

  現代性的思想生活由極端
個人主義塑造，而現實生活則
更多地在區分我們/他們的基
礎上形成。我們實際上是社會
性的人。千百萬年來，人類祖
先都是通過與社會小群體保持
強關聯來存身續命的。社會結
構變遷把對“我們”的理解部分



環境空間、城市空間內部各要素之間，
建築意識與人類生存之間的一種互相依
存、共同發展的友好關系，讓建築的各
種關系良性循環並使之具有開放性、層
次性、包容性等特征，最後使建築真正
成為一種形而上的“道”。這就是把“混沌”
用於建築學（共生）的意義所在。
  建築空間作為人的生存環境系統，
與自然環境之間時刻發生著能量、物
質、信息的交換，這種交換的途徑表現

在各生態元素的協同性。與物種的共生
現象原理相同，建築空間的共生性需要
一体種協同甚至還有競爭，因此，在設
計、人、建築、環境之間的關系時，既
要承認人類的權利，也要發掘大自然的
價值，並賦予自然生態的權力。當然，
大自然的協同也許是潛在的、無意識的，
那麽通過建築空間的共生，人為地去促
成和產生這種協同，也正是建築空間共
生性的意義所在。因此，在新建城市中，

強調協同性，在舊城改造中，
有目的地保護舊城肌理特別
是保護那些能夠形成協同關系的元素，
從而實現共生、共享、共發展的生態建
築模式。從這個意義上講，詹克斯的“躍
遷的宇宙建築學”是一種建設性後現代宇
宙觀，具有革命性的創造，開創了一種
全新的後現代主義建築“新科學”。

藝術家應天齊的介入美學
王曉華

（深圳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幾十年前，法國存在主義大師薩特（Sartre）曾經追問：什麽

是文學？他給出的答案簡明扼要：文學是介入。對於中國著名藝術

家應天齊來說，這個答案同樣適用：藝術不僅是反映和變形的遊

戲，更是介入現實的美學實踐。

  從創作《西遞村》系列到現在，應天齊的藝術活動雖然經歷了

幾個階段，但都直接演繹了介入現實的美學態度，表達了關懷眾生

的人文情懷。

  在創作西遞村系列時，寫實手法似乎占據主導地位，但它和象

征詩學已經開始聯姻。傳統民居被抽象為幾何圖案，被置於明與暗

的二元結構之中。畫中的建築站立於陰影之中，被異己的力量所包

圍，仿佛時刻會被吞沒或者被擊碎，卻又於緘默無言中維持自我的

完整。它們似乎沈入了夢魘，試圖叫喊但又無力發聲；好像正駛向

遠方，卻又似乎總是停留於原處。這是意味深長的隱喻，是對個體

命運的暗示：畫面上沒有人，但人卻無處不在。通過建築陰郁而孤

獨的外表，一種倔強的姿態展露出來。於是，一個命運共同體隱約

可見：建築與居者，物與人。事實上，畫家本人也是這命運共同體

的成員：當他凝視作品時，他看見了自己和他者的共在。這不是同

情，而是結盟。那封存物的力量也在封存他。當黑色持續糾纏、包

圍、威脅古村落時，他也置身於無意識的暗夜裏。在黑色最濃郁的

時期，他演繹了一個看似突兀的行為藝術：在深圳大學的正門，他

揮舞大錘砸碎了黑色的玻璃，現場響起了掌聲。那時，我並不在現

場，但卻知道其中秘密：這是抵抗暴力美學的行動，是制造縫隙的

嘗試，是想象中的出走。當然，它更是自我救贖的努力。

  玻璃可以砸碎，但圍困命運共同體的黑色並未消失。後者源遠

流長而又獲得了新鮮的命名：現代，城市化，進步，等等。經過一

系列微妙的修辭學實踐，它被頌揚，被詩化，被視為進步的化身。

在這種壓倒性的力量面前，藝術家不能不采取新的行動策略。此

時，應天齊的選擇出人意料：不是單純地強化繪畫圖案，而是邀請

物出場。他先是以高度寫實的形式描摹物的紋理，用它們組合出各

種幾何圖案。後者似乎不是象征，不是摹本，而就是事物自身。譬

如，寬大的原木切面折射出復雜的立場-----不是簡單地回到前現代，

不是為古老事物唱挽歌，而是邀請它們加入新生的慶典。作為

深受啟蒙理念影響的中國人，他並非復古主義者，而是當代藝

術家。對於他來說，“當代”是一種榮譽。他關註“文明的遺存”，

出發點是人文關懷：那些居住於古建築中的個體，那些在場的

缺席者，那些無言的傷口。他選擇介入，是為了對抗推倒重建的

暴力美學，是為了將缺席者帶入在場的光亮之中。正因為如此，

他被拋入前現代、現代、後現代的復雜沖突中，承受著內在的

撕裂。在他的作品中，悖論始終存在，折磨他而又推動他。唯

有維持介入的動姿，他才能醫治悖論帶來的創傷。

  藝術的使命是讓沈默者說話，使不可見變得可見，使缺席

者獲得在場的力量。在應天齊的中期繪畫中，物開始直接出場。

它們被嵌入畫面，凹陷，凸起，形成了局部性的三維空間。繪

畫獲得了物的堅實，物獲得了藝術國度的公民權。這是“實物的

詩”。在這個階段的作品中，城墻、木門、雕像直接顯身，觀眾

可以看見它們被時間磨損的紋理。這是殘骸，是未被抹去的遺

跡，默默顯現物質的堅固。它們似乎依然在等待曾經的在場

者：撫摩桌子光滑表面的手，移動的身軀，巡視的雙眼，等等。

這是被迫緘默的自然，是沈入冥暗的技藝。它們難以浮出意識

的水面，只能閃爍於符號系統的另一端。這是遺忘的標誌，更

是遮蔽的後果。借助它們，應天齊表達了復雜的情感：既有對

已逝之物的哀悼，又有對虛無的恐懼。

  在邀請物直接出場之際，應天齊又嘗試了另一種可能性：

不再滿足於營造畫布上的帝國，而是加入到萬物的遊戲之中。

譬如，設計裝置藝術，邀請物進入實在空間和虛擬空間的交

織。再如，介入蕪湖古城拆遷，率領眾人收集磚塊，等等。這

是前行，更是回歸：藝術的原創形態是制作，其最初成果是“實

物的詩”。對於蕓蕓眾生來說，這種實物的遊戲更具有沖擊力：

它用原型代替了摹本，用參與代替了旁觀。這不正是藝術本有

使命的實現嗎？藝術的終極目的是使所有事物是其所是，是讓

所有缺席者在場，是演繹普遍參與的可能性。這是介入美學的

烏托邦。它註定無法徹底實現，但卻因此具有迷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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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們素來青睞結果的完美無瑕和素
錦成花，鮮少把過程釀成一杯酒、品滋
味甘暢、一念一行著華章。過程之路雖漫
漫而修遠兮，然誌同道合之人攜手共進便
可積土成山、積水成淵且不孤單；生態之
夢雖道阻且長，但於風風雨雨之中凝聚力
量、行則將至、行而不輟、未來可期。過
程生態終一家，彼念化行，有始有終，聚
少成多，夢終功成。
  人生的每一次經歷都是動態生命過程
中奏出的樂章。我們有時候並不確定以後
會去哪裏，成為什麽樣的人，做什麽樣的
工作，經歷什麽樣的事情，我們也決定不
了可以遇到怎樣的人，但是我們的強大就
在於，我們可以選擇以何種態度、信仰、
行動秉上一份赤誠之心走一生的路、品一
生的情、看一生的景、塑一世的反思內化
與知行合一。我於黃河之南的綠城來到龍
江之南的冰城求學，因為過程哲學而有幸
來到閩東大地福建寧德福安參加暑期班。
整個路程雖有些坎坷，但坎坷中有驚喜，
驚喜之外有收獲。
  福建福安有句熟語：田中彈琵琶——
琴揚（芹洋）。暑期班便是在福安的美麗
鄉村芹洋舉行的——一個宛如世外桃源的
千年古村。初入芹洋，便被幹凈的街道所
吸引。透過臨街的門看到刺繡的弓張單架
上，繡女們以針做畫各顯身手；古宋井彰
顯著這裏文化的厚重感，具有“活化石”之
稱的刺桫欏訴說著屬於古村的綿長歷史。
上課的地方風景最佳，坐在外邊喝著當地
產的享譽全國的茶，看綠林環繞，聽山泉
叮咚，不由得感嘆“人間煙火氣，最撫凡
人心”。一盞清茶釋清歡，更是體現這裏
的精致和雅韻。
  我們是在別致的小木房子裏舉行的開
班儀式，暑期班主講人保羅•布伯教授首先
安排了上課事宜和行程計劃，並建議我們
每天帶入思想的應用中，用新的思想帶入
生活實踐，多思考身邊的人和事之間的關
系。因為我們是關系中的存在，我們每個
人都在關系中思考。每天上午上課前會有
謝邦秀老師帶我們練一下太極拳，舒展筋
骨，或者是王錕老師帶領大家做深呼吸，

不僅健身，還達到了放松身心、靜心的作
用。每天除了和小組成員一起學習《過程
關系哲學》，還聆聽了許多讓人心生崇拜
和尊敬之情的老師的課:郭海鵬教授、王錕
教授、王治河博士、溫恒福教授以及我的
導師楊麗教授（按照姓氏首字母排序，同
姓氏的按名字第二個字排序）等從不同的
領域或角度讓我們對過程哲學有所了解。
其中王錕教授從懷特海的學術歷險、懷特
海哲學的鳥瞰、懷特海與中國的第一次握
手、懷特海與中國的第二次握手這四個大
的方面給我們講了“懷特海哲學及其與中國
的因緣際會”，讓我們對這位過程哲學的
創始人有了一個全面的了解。來自韓國的
韓允禎教授通過向我們介紹一些文學名著，
來說明了一個道理：文學是給我們提供新
觀念的一種形式，它可以幫助我們進行思
想上的轉變，通過文學可以批判社會和揭
露顯示。隨後她還從韓國和中國的角度講
了“什麽是生態文明”。保羅•布伯教授也在
交流的過程中跟我們談了他的感受，他認
為作為教師，記住我們的學生是誰，比我
們教什麽重要。教師應該關註學生的生活、
經歷、家庭等，學會察覺學生的變化，這
樣我們就可以使教的課程和學生發生關
聯。保羅•布伯教授更是強調，道德教育、
精神教育的重要性。楊麗教授由精神和理
性，精神和意誌哪個是基礎來引出“懷特海
的理性觀”的主題。黃毅教授從經濟學角
度談了“現代經濟的困境及其原因”。郭海
鵬教授從歷代思想、中華文明的符號等角
度談了“儒家文化概要”。王治河博士認為
我們的教育應該是厚道教育，我們培養的
人應該是具有高 “生商”的生態人。來自山
西永濟的苗苗老師和秦紅霞向我們介紹了
她們在落實在教育上和行動上的生態觀。
在當今時代聽到她們介紹職業生活中充滿
幸福感的事情，時間有限，雖然聽到的不
算多，但是能感受到她們對於自己職業的
熱愛，同時也令我羨慕那種原生態的有趣
味的生活。自己在聆聽的過程中思緒也會
飄到童年時期。那個時候村裏的小學學生
還很多，我們的作業也不多，很少做什麽
資料上的題，上學、下課都會在校園裏玩

一些遊戲，老師也會在春天帶我們去麥地
裏放風箏，會記得我們每一個孩子的生日，
夏天帶我們去學校後邊的樹林裏上課，有
的人坐地上聽、有的人在秋千上聽，下課
了找到蒲公英就趴地上吹它的種子。而如
今，孩子們的作業很多，玩具也很多，但
是原生態的生活卻沒有很多。
  暑期班於我而言，最大的收獲就是拉
近了和一些教師的距離，遇到了為人師表、
敬業奉獻的一線教師，遇到了同樣是每天
包裏都會裝塑料袋於舉手投足間進行環保
的老師，還有生病時某位教師的關心和幫
助等等。感恩人生中的每次相遇，讓我在
每一位遇到的人身上都學到一些看似平凡
簡單但卻彌足珍貴的品質。學習就像一場
不斷更新、充盈、提高的修行，修行是一
個過程，這個過程中我們不斷地做出選擇、
不斷的遇見、不斷的反思和改變並踐行。
另外，參與暑期班的不僅僅是教育學、哲
學領域的教授和研究生，還有經濟領域、
環境工程領域的大學教師，更有做綠色食
品、紮根鄉村的教師和服務人員。如果說
我們中間的一些人是做過程哲學的理論研
究的， 那麽還有一些人是將過程哲學運用
到實際工作崗位中去的。所謂學習，“內
化於心，外化於行”才是我們每個“過成人”
最終的歸宿吧！作為社會人的我們每一個
人在社會生活中與外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
系、關系，如果我們從自身做起，以家
人、朋友、同事等社會身份多關註身邊的
人的內心、情感與動態變更，以教師身份
關註學生知識、能力、思想、情感、心理
動態路程，以一名社會青年該有的擔當和
認知行為來關心我們的生態環境和資源—
—塑料袋可以一袋多用，減少外賣、減少
使用一次性餐具，盡量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節約用水用電，等等。我相信，以行
動促發出行動，久而久之身邊的人總會被
這種舉手投足所影響，而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便擁有了影響別人的能力且發現了自
身更多的價值。人生在世幾十年，功名利
祿隨水轉，百年之後垂暮間，一生芳華盡
在舉手投足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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