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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科学三个层次的自然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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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贵州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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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本文讨论自然与文化的关系、文化和文明的关系以及自然与文化和文明

的关系ꎬ提出人类心智和认知五个层级的划分理论和三个层次的自然文化观ꎬ即科学的
自然文化观、哲学的自然文化观和宗教的自然文化观ꎮ 作者重点分析和阐释了老子的
宇宙生成论和自然文化观ꎬ指出老子的“ 道法自然” 的思想理论是自然文化观的终极真
理ꎮ 本文最后提出作者认同的自然文化观的四个重要命题并进行了讨论:人类与文化
是来源于自然并依存于自然的ꎻ文化和文明的发展是对自然的消费ꎻ以科学技术为核心
的现代文明与文化的背离和对自然的破坏ꎻ道法自然人类才会有未来ꎮ
〔 关键词〕 自然ꎻ文化ꎻ老子ꎻ认知科学ꎻ自然文化观

世界上只有两类事物ꎬ一曰自然ꎬ二曰文化ꎮ
自然是一切天然存在的、未经过人类加工改造的东西ꎬ如山川河流、风云雷
电ꎻ火山爆发、江河泛滥ꎻ草长莺飞、鳞潜羽翔ꎻ冬去春来、寒来暑往ꎮ
文化就是人化ꎬ它是人所创造的一切东西ꎬ如语言文字、篆刻书法ꎻ服装饮
食、音乐绘画ꎻ电灯电话、飞机飞船ꎻ战争宣言、和平庆典ꎻ宪法制度、国家机关ꎻ杂
交水稻、试管婴儿ꎮ
自然与文化是如此的对立ꎬ却又十分和谐地统一于我们的宇宙之中ꎮ
作者简介:蔡曙山ꎬ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导ꎬ清华大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主任ꎬ贵州民
族大学民族文化与认知科学学院院长、教授ꎮ
〔 ∗〕 本研究成果受以下基金项目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语言、思维、文化层级的高阶认知研

究” ( 批准号 １５ＺＤＢ０１７) 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汉语非字面语言大脑加工的神经机制研究” ( 批
准号 １４ＺＤＢ１５４) ꎻ北京市高校高精尖创新中心首都师范大学成像技术高精尖创新中心项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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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来到这个世界ꎬ就时刻浸润在自然和文化之中ꎮ 甫一出生ꎬ孩子就感受
到母亲的体温、呼吸和心跳ꎬ这是自然ꎻ妈妈给孩子说一句话ꎬ听一段音乐ꎬ看一
张图片ꎬ这是文化ꎮ 到他上学的时候ꎬ仍然是自然和文化在影响着他ꎮ 老师让孩
子仰望星空ꎬ到河里游泳ꎬ进深山探险ꎬ这是让他感受自然ꎻ老师教学生语文、数
学、物理、化学ꎬ是在向学生传授文化ꎮ 等到他长大成人ꎬ他的工作成就要么贡献
于自然ꎬ要么贡献于文化ꎮ 这样ꎬ在他临死的时候ꎬ他就可以说:我的一生ꎬ都献
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文化的传承而斗争ꎻ同时ꎬ他的身体却不得不
重新回归于自然ꎮ

自然与文化ꎬ谁更重要? 当然自然更重要ꎬ因为文化和文明连同它的创造者
都不过是自然进化的产物ꎮ 自然不可能再造ꎬ文化和文明却可以重建ꎮ 自然与
文化ꎬ不得已而弃之ꎬ当然是弃文化而保自然ꎮ 即使人类毁灭ꎬ自然会重新塑造一
切ꎮ 而一旦自然被毁灭ꎬ人类将连同自然一起毁灭ꎬ宇宙将坠入永久的黑暗之中ꎮ
两千多年前ꎬ中国古代思想家和哲学家老子就提出:“ 人法地ꎬ地法天ꎬ天法
道ꎬ道法自然ꎮ” 〔１〕 这是何等澄明的自然文化观ꎮ 仅凭这一点ꎬ老子过去是ꎬ现在
仍然是世界第一的思想家和哲学家ꎮ 迄今没有任何一位东西方哲学家的自然文
化观能够超越老子ꎮ
与老子思想相反的事实却正在发生ꎮ 当今世界ꎬ自然的因素正在迅速被消
解:冰山融化、河流干涸、气候反常、空气污染ꎻ文化的因素却在迅猛地增长:核爆
核泄、网络为家、数字虚拟、汉字简化———这当然并不都是值得高兴的事情ꎬ常常
相反———人类的存在已经威胁到自然的存在ꎬ或者说ꎬ人类文明的发展已经威胁
到它自身存在的根基ꎮ

一、自然、文化与文明
( 一) 自然与文化

自然(ｎａｔｕｒｅ)的意义是一个流动的范畴ꎬ其意义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而变化ꎮ
现代科学对自然有一套完整的定义ꎬ最广泛的意义包括自然世界、物理世界

或物质世界ꎮ “ 自然” 一词用来指物理世界的现象ꎬ也指一般的生命ꎮ 自然的范
围小到亚原子粒子ꎬ大到宇宙ꎮ〔２〕 在通常的意义上ꎬ是指我们人类所生存的这个
星球上所有以原初的方式即未受人类改变的方式存在着的一切事物ꎮ

文化( ｃｕｌｔｕｒｅ) 是一个较晚出现的概念ꎬ它来源于拉丁语“ ｃｕｌｔｕｒａ” ꎬ其意义为

“ 培养” (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ꎮ 尽管罗马政治家、雄辩家西塞罗( Ｍａｒｃｕｓ Ｔｕｌｌｉｕｓ Ｃｉｃｅｒｏ) 在
他的经典论述“ 修心”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ａｎｉｍｉ) 中使用这个概念ꎬ但“ 文化” 这个术语在欧洲
首次出现是在 １８ － １９ 世纪ꎬ它意味着培养或改进的过程ꎬ如同在农业或园艺中
所做的那样ꎮ 到了 １９ 世纪ꎬ文化这个术语被发展起来ꎬ首先用来指个体通过教
育得到的改善和提高ꎬ其次也用指民族的愿望或理想的实现ꎮ １９ 世纪中叶ꎬ一

些科学家用“ 文化” 来指普遍的人类能力ꎮ 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说ꎬ
文化是指“ 通过在历史进程中业已被对象化的那些外在形式的事物对个人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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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ꎮ” 〔３〕 在 ２０ 世纪ꎬ“ 文化” 成为人类学的核心概念ꎬ包括所有那些不能够被归为
基因遗传的人类现象ꎮ 在美国的人类学中ꎬ“ 文化” 这一术语含有以下两个特别
的意义:〔４〕
一是进化获得的人类能力ꎬ包括用符号来对经验进行分类和表达的能力ꎬ以
及具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行为能力ꎮ
二是人们生存的不同方式ꎬ据此人们对他们的经验进行不同的分类和表达ꎬ
并创造性地扮演角色ꎮ
二战以后ꎬ文化成为众多学科领域共同关心和研究的对象ꎬ也有不同的理

解ꎮ 现今对文化的定义有 １００ 多种ꎮ 著名人类学家霍贝尔( Ａ. Ｈｏｅｂｅｌ) 认为ꎬ文
化是一个习得行为模式的综合系统ꎬ它具有任何特定社会成员的特征ꎮ 文化指
的是特殊人群总的生活方式ꎮ 它包括一个群体思考、说明、做出和制作的一切事
物ꎬ也包括这个群体的习惯、语言、物质产品以及态度和情感的共享系统ꎮ 文化
被一代又一代地学习和传承ꎮ〔５〕 近来人们还区分物质文化(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和非

物质文化(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ꎬ前者是由社会所创造的物质产品ꎬ后者是指语言、
风俗习惯等无形的东西ꎬ它们被当作文化的主体ꎮ〔６〕

最简明的定义ꎬ根据笔者的理解ꎬ文化就是“ 人化” ꎬ是人所创造的一切东

西ꎮ 因此ꎬ文化是与自然紧密相联而又互相对立的一类事物ꎮ 第一ꎬ自然与文化
是密切相关的ꎮ 两者联系的密切程度表现在我们很难离开其中的一个来定义另
一个ꎮ 没有离开自然的文化ꎬ因为文化是自然所创生的ꎻ也没有离开文化的自
然ꎬ自从人类出现以后ꎬ再也没有不受人类影响的、自在自为的自然ꎮ 尽管如此ꎬ
人类和他所创造的文化ꎬ仍然是自然的一部分ꎮ 在人的身上ꎬ自然与文化是如此
和谐地统一在一起ꎮ 他的所思、所言、所行主要是文化的过程ꎻ他的生理和心理
活动ꎬ以及基因遗传决定的行为如生育ꎬ则主要的是自然过程ꎮ 第二ꎬ自然与文
化是相互对立的ꎮ 这种对立表现在:自从人类出现后ꎬ这个世界的事物便被分为
两类ꎬ自然的和文化的ꎮ 任何事物要么属于自然ꎬ要么属于文化ꎮ 一个事物若不
属于自然ꎬ则必属于文化ꎬ反之亦然ꎮ 在人类出现以前ꎬ所有事物及过程均是自
然的ꎬ但这种情形现在再也不存在了ꎮ 在人的身上ꎬ自然与文化的对立同样明显
地存在着ꎮ 以人类的恋爱、婚姻和生育为例ꎬ如果恋爱双方是异性ꎬ我们认为这
种恋爱是自然的ꎬ而同性恋则被认为是不自然的ꎻ同样ꎬ异性婚姻是自然的ꎬ同性
婚姻则是不自然的ꎬ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宗教国家ꎬ仍然不接受不自然的同性婚
姻ꎮ 采用男女自愿性交的方式受孕是自然的ꎬ而体外受精、试管婴儿则是不自然
的ꎮ 婴儿从母亲的产道中产出是自然的ꎬ剖腹产则是不自然的ꎮ
( 二) 文化与文明

文化是人所创造的一切(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 ｍａｎ ｉ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ꎬ文明则是文

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ꎮ 文化与文明密切相关ꎬ它们都是人类活动的产物ꎮ
但两者有严格区别ꎬ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 历史和词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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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起源早ꎬ它与人类早期的农耕活动有关ꎮ 因此ꎬ来源于拉丁语 ｃｕｌｔｕｒａ

的“ 文化” ( ｃｕｌｔｕｒｅ) 一词含有“ 栽培” “ 培养” 之意ꎮ 文明的起源则是城邦建立以
后的事ꎮ “ 文明” (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一词直译是“ 城邦化” ꎬ它是指人类生活方式的改
善ꎬ而这种改善是通过改变自然以符合人类的需要来实现的ꎮ 因此ꎬ文化是指人
类在农耕时代即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金石并用时代形成的人类活动、原始部
落人类遗迹或与此相关的概念范畴ꎮ 文明则是指人类形成城市国家( 城邦) 以
后即青铜器时代以后人类的活动或与此相关的概念范畴ꎮ
２. 内涵外延

文明是将社会组织起来形成界限清楚的团体ꎬ通过集体劳动去改进生活条

件ꎬ如争取食物、制作服饰、发展通信等等ꎮ 古代文明的形式有青铜器、铁器、火
药、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等ꎻ近现代文明的形式有蒸汽机、火车、轮船、飞机、大
学、图书馆、一党制和多党制、宪法和议会等等ꎻ当代文明的形式有原子能、人造
卫星、运载火箭、航天飞机、电脑、网络、手机、转基因大豆、克隆羊、试管婴儿、合
成生命等等ꎮ 文明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外在的形式和手段ꎮ 文明的发展表现出
一种越来越强的背离文化、背离自然的趋势ꎮ
文明是排它的ꎮ 一个文明的团体或组织常常认为自己是文明的ꎬ而将其他
人看作是野蛮的ꎮ 不同文明的冲突常常导致战争和种族灭绝ꎬ结果是人类的大
量毁灭ꎮ 因此ꎬ文明作为人类生存的一种手段ꎬ也是人类征服自然和征服其他文
明的手段ꎮ 然而ꎬ文明本身并不是人类生存的目标ꎮ
与此相反ꎬ文化指人的内在ꎬ他的头脑和身心都经过精心培育ꎮ 一个人可以

贫穷和衣着褴褛ꎬ可能被人认为是“ 不文明的” ꎬ但他或她仍然可以是一个极有
文化教养的人ꎮ 因为文化将自身的意义与一个人内在的素养而不是外在的举止
相联系ꎮ 一个人的文化素养包括艺术和科学、音乐和舞蹈ꎬ以及种种更高的人类
生活追求ꎬ这些都被看作文化生活方式ꎮ 一个拥有财富的人可以被看作“ 文明
人” ꎬ但未必能够被看作“ 文化人” ꎮ 我们可以把文化当成是人类“ 更高层次” 的
内在素养ꎬ“ 文化人” 不仅仅是一个“ 生理人” ꎮ 一个“ 文化人” 生存与活动在生
理的、心理的和精神的三个层次上ꎮ 文明就是在社会意义上和政治意义上具有
更好的生活方式以及更好地利用我们周遭的自然ꎬ但这样生活的人并不能被看
作是一个有文化的个体ꎮ 只有当一个人表现出更深层次的理智和意识时ꎬ我们
才能称他是一个“ 有文化教养” 的人ꎮ
如此看来ꎬ现代人当然是文明人ꎬ但并不一定是文化人ꎬ虽然现代社会中艺
术、音乐和文学等文化表现随处可见ꎮ 如果文化真是深入人心和受到尊重ꎬ那么
现代世界就不会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次更小规模的战争ꎬ以及在很多大规
模的种族大屠杀中很多种族完全被消灭ꎮ 给中国社会造成长期动乱和巨大破坏
的“ 文化革命” ꎬ如它的名称所声称的ꎬ它对中国文化造成了难以恢复的极大破
坏ꎮ 所有这些破坏不能被称为文化的表现ꎬ而是反文化的表现ꎬ但它们确实是现
代文明的产物ꎮ 现代文明的这种更有效的破坏方式并没有使人远离兽性ꎬ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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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现代人变得更加野蛮ꎮ 因此ꎬ只有那种能够使人类脱离动物水平而上升到人
类水平、并因此上升到神圣水平的品质ꎬ才可以被称作文化ꎮ

在历史的进程中ꎬ人类总的来说是变得越来越“ 文明” ꎬ这也是人类与自己

的“ 动物性” 作斗争的进程和结果ꎮ 同时ꎬ这里也有一些在微观层次上的文化的
转变ꎮ 伟大的诗人、深刻音乐的作曲家和各种高尚艺术的作家ꎬ以及在他们之上
的精神转变的圣徒和先知ꎬ他们超越社会生活的限制ꎬ已经成为世界公民ꎬ因为
他们代表的是人类转变( ｈｕｍａ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的高峰ꎮ 印度古代哲学家商羯
罗查尔雅( Ａｃｈａｒｙａ Ｓｈａｎｋａｒａ) 说这些人“ 具有优雅的灵魂ꎬ平静而宽容ꎬ待人温
暖如春ꎬ渡过生死的苦海ꎬ并时时超渡别人而无利己之心!” 〔７〕
３. 精神与物质

文化和文明都是人类的创造物ꎬ但文化偏重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ꎬ如宗

教、哲学、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等等ꎮ 文明更侧重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社
会制度ꎬ如电灯、电话、电脑、网络、法律、国家等等ꎮ
文化与文明的区别可以列表对照如下:〔８〕
表一

文化与文明的区别( 社会学家的眼光)

表二

文化与文明的区别( 人类学家的眼光)

我们看出ꎬ文明的发展有一种背离文化和自然的趋势ꎮ 古代文明是与文化
直接关联的ꎬ也是与自然亲近的ꎮ 近代文明开始与文化相背离ꎬ并将自然作为异
己的对象加以改造和利用ꎮ 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当代文明则完全与文化相背
离ꎬ并开始对自然进行大规模的破坏ꎬ甚至试图改造和改变自然ꎮ 人类似乎已经
忘记自身是来源于自然并依存于自然的ꎮ 自然一旦遭到破坏ꎬ人类将何以存在ꎬ
又何来发展? 人类有存在和发展的权利ꎬ这是人类自身设定的一个前提ꎮ 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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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进化史、文化和文明发展史看ꎬ这个前提却有另外一个前提ꎬ那就是自然存在
的权利ꎮ
人类发展到今天ꎬ是到了深刻认识并正确把握自然、人类、文化和文明之间
关系的时候了!
二、三个层次的自然文化观
自然文化观ꎬ指人们对自然、人类、文化和文明之间关系的认识ꎮ 在这四者
之中ꎬ自然是最根本的ꎮ 从它们各自的发生学看是这样ꎬ从进化史上看也是这
样ꎮ 与自然关系最密切的是人类ꎬ他是自然与文化的中介ꎮ 没有人类ꎬ也就没有
文化ꎬ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和自然文化观也就无从谈起ꎮ 文明与自然的关系最远ꎬ
当代科学技术文明甚至是与自然相对立和冲突的因素ꎮ
什么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有益的自然文化观? 什么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有

害的自然文化观? ———全在于如何看待和处理自然、人类、文化与文明这四者的
关系ꎮ ———这是一个认知科学的问题ꎮ
( 一) 人类认知的三个层次

脑与神经系统产生心智( ｍｉｎｄ) 的过程是认知(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ꎮ 不仅人类有心智

和认知ꎬ动物也有心智和认知ꎮ〔１０〕 人类认知最显著的特点是以符号语言为载体ꎬ
以思维和文化为特色ꎮ 人类通过语言和思维来对信息进行加工ꎬ并做出行为决
策ꎬ以采取适应环境、适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行为( 如图 １) ꎮ 人类心智和认知的
这些特征区别于其他动物基于本能和刺激反应的心智与认知特征ꎬ具有进化的
优势ꎬ并使人类最终脱离动物界而成为“ 万物之灵长” ꎮ
图１

脑、心智与行为关系图

人类心智是从动物心智进化而来的ꎬ人类心智从低级到高级的形式依次是:
神经、心理、语言、思维和文化ꎮ 相应地ꎬ人类认知包括神经认知、心理认知、语言
认知、思维认知和文化认知五个层级ꎮ 其中ꎬ神经认知和心理认知是人和动物共
有的ꎬ称为低阶认知( ｌｏｗｅｒ － ｏｒｄｅｒ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ꎬ语言认知、思维认知和文化认知是
人所特有的ꎬ称为高阶认知( ｈｉｇｈｅｒ － ｏｒｄｅｒ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ꎮ〔１１〕 就人类认知而言ꎬ低阶
认知主要反映的是人类的生理和心理活动ꎬ而高阶认知则主要反映的是人类的
精神活动ꎮ 人类的精神活动即高阶认知ꎬ依据精神活动的方式ꎬ可以将其划分为
从低到高的三个层次ꎬ即科学、哲学和宗教ꎮ
１. 科学认知

科学是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人自身包括精神现象进行研究的理论体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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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方法的特点有两个:一是可实证的ꎬ其方法包括科学实验和逻辑证明ꎻ二是
可证伪的ꎮ 科学方法的这两个特征决定了它作为认知方法的局限性ꎮ 首先ꎬ实
证方法的应用范围是有限的ꎬ并不是所有的认知判断都是可以实证的ꎮ 例如ꎬ
“ 物质是无限可分的” 这样一个命题并不是可以实证的ꎮ 就人类目前的认识能
力ꎬ我们现在只能在一定的尺度( 如基本粒子) 内去证实它ꎮ 一般而言ꎬ一个涉
及“ 无限” 或“ 无穷” 论域的命题是无法实证的ꎮ 一个例外是数学归纳法ꎬ它能对
可数无穷域内的问题进行逻辑的证明ꎮ 可见逻辑实证比物理证明的力量更强ꎮ
其次ꎬ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是一种假设( 可以将它表为一个命题 ｐ) ꎮ 如果这个
假设可以解释一些科学现象ꎬ包括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精神现象( 将这些现象
表为 ｑ１ ꎬｑ２ ꎬꎬｑ ｎ ) ꎬ即有 ｐ → ｑ１ ꎬｑ２ ꎬꎬｑ ｎ ꎬ这个假设作为科学理论就成立
了ꎮ 而一旦我们观测到某个相反的现象 ｑ ｉ (１⩽ｉ⩽ｎ) ꎬ根据逆否律( Ｍｏｄｕｓ Ｔｏ￣

ｌｅｎｃｅꎬＭＴ) 可得

ｐꎬ假设 ｐ 便被推翻ꎮ 因此ꎬ科学理论一定是可证伪的ꎬ否则就

不是科学理论ꎮ 由此可知ꎬ科学的认知能力和应用范围是有限的ꎮ 科学只是人
类认知方法的一种ꎬ科学不能包打天下ꎬ不能解决人类认知的一切问题ꎮ 在科学
无能为力的地方ꎬ我们需要其他的认知方法ꎮ
２. 哲学认知

哲学是不需要实证ꎬ也不可能实证的一种认知方法ꎮ 哲学凭借人类理性和

逻辑思维( 概念、判断、推理) 来把握对世界的认知ꎬ形成某种世界观和方法论ꎮ
科学认知与哲学认知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看ꎮ 一方面ꎬ 哲学作为 “ 科学之科
学” ꎬ它能为科学认知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ꎮ 在人类认识史上ꎬ很多科学
理论都来源于当时或之前的哲学思想ꎮ 例如ꎬ几乎一切的现代科学形式都可以
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中找到根源ꎮ 又如ꎬ莱布尼兹从中国古代阴阳学说中
发现二进制数学ꎮ 再如ꎬ老子的道德经至今仍然在为我们认识自然、社会和人类
精神提供哲学指导ꎮ 而且ꎬ道家哲学对自然与人和文化关系的理解ꎬ比迄今为止
任何科学认知都要高明得多( 下文详细分析) ꎮ 另一方面ꎬ在人们的认知活动
中ꎬ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ꎬ只有交给哲学去把握ꎮ 这样的例子也很多ꎮ 爱因斯坦
晚年在建立统一场论的过程中ꎬ常常与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一起讨论问题ꎮ 前述
“ 物质是无限可分的” 这个命题ꎬ是一个科学上无法把握和无法证实的命题ꎬ但
在哲学上它却是一个可以把握的命题ꎮ 事实上ꎬ它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命

题———科学家们只有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此为指导ꎬ才能进行基本粒子的研究ꎮ
科学认知与哲学认知的关系是:科学认知将哲学认知中的一些问题变成可以实
证的问题并进行科学研究ꎮ 不存在没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的科学问题ꎬ即不
存在没有哲学认知的科学认知ꎮ 同时ꎬ哲学认知将科学认知中那些无法实证而
又有意义的命题变成哲学问题ꎬ并从理性和逻辑思维上加以把握ꎬ使之成为可对
科学研究提供指导的世界观与方法论ꎮ 同样ꎬ也不存在没有科学认知根源的空
洞的哲学ꎬ而只有具体科学的哲学ꎬ如数学哲学、逻辑哲学、物理学哲学、心理学
哲学等等ꎮ 即使是形而上学ꎬ它所依据的“ 时间” “ 空间” “ 思维” “ 存在” 等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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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ꎬ也是有其科学基础的ꎮ 因此ꎬ也不存在脱离科学认知的哲学认知ꎮ ２０ 世
纪 ２０ 至 ３０ 年代ꎬ逻辑实证主义试图凭借数学逻辑方法将哲学变为科学ꎬ维特根
斯坦曾经认定ꎬ一切有意义的哲学思想都是形如[ ｐꎬξꎬＮ( ξ) ] 的命题( § ６) ꎬ否
则是无意义的命题ꎮ 世界何以存在的问题ꎬ怀疑论的问题ꎬ人生意义的问题ꎬ形
而上学的问题ꎬ都是无意义的命题( § ６. ４４ － § ６. ５４) ꎮ 它们是神秘的东西ꎬ是
不可言说的东西( § ６. ５２２) ꎮ 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应该保持沉默( § ７) ꎮ〔１２〕 但
是ꎬ后期维特根斯坦完全否认他的逻辑图像论ꎬ而代之以一种全新的世界观———
语言游戏论ꎮ 他回归自然语言ꎬ并将语言的意义与人们对语言的使用和人们的
心理行为联系在一起ꎮ 哲学只做自己的工作ꎬ它不再插足于或试图取代科学ꎮ
“ 哲学是一场反对借语言来迷惑我们的理智的战斗ꎮ” “ 我们所做的就是要把词

从形而上学的使用带到日常的使用上来ꎮ” 〔１３〕 因此ꎬ哲学的任务在于语言分析ꎮ
哲学不需要证实也不可能证实ꎬ这是哲学与科学的重要分野ꎮ
３. 宗教认知

宗教也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认知方式ꎬ而且是与科学和哲学不同的一种特殊

的认知方式ꎮ 科学是一种以经验和实验为基础的认知方式ꎬ哲学是一种以理性
思维为特征的认知方式ꎬ宗教则是一种以直觉和信仰为特征的认知方式ꎮ 自我
意识、抽象思维和宗教信仰常常被作为人与动物的区别三个主要标志ꎮ 一些宗
教认知的有效方法至今无法从科学上得到解释ꎮ 例如ꎬ直觉和顿悟、意念和超自

然力、灵魂和转世等等ꎮ 哈佛大学医学院专门开展宗教认知的研究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哈佛医学院和身心医学研究院举办了一次心智科学研讨会ꎬ邀请医学、精神病
学、神经生物学、教育学、比较宗教与印、藏佛学等各领域的专家参加讨论ꎬ研讨
会特邀的贵宾布达喇嘛详细讲解了佛教的心智观ꎮ 他从佛学的观点给出了心智
的定义ꎬ他说:“ 心智可以定义为一种存在ꎬ它的性质是纯经验的ꎬ即‘ 清明与知
晓’ ꎬ是那知晓的性质与代理者ꎬ它被称为心智ꎬ而它是非物质的ꎮ” 〔１４〕 从佛学的
观点看ꎬ心智的基本性质则是“ 心的明光” 和“ 内省” ꎮ 在这次研讨会上ꎬ当时的
哈佛医学院副教授、身心医学研究院院长赫伯特班森(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Ｂｅｎｓｏｎ) 博士作
了心智试验报告ꎮ １９７９ 年ꎬ班森博士与布达喇嘛在哈佛大学会面ꎬ班森博士向
布达喇嘛提出对拙火瑜伽行者进行测试ꎬ以了解心智如何影响身体ꎮ 此后遂有
数次到印度的远征ꎮ 第一次是在达兰萨拉山ꎬ气温 １６℃ ꎬ受试者是三位修拙火
瑜伽的僧侣ꎬ他们的皮肤、手指、脚趾都明显的升温ꎮ〔１５〕 第二次是在马纳里一年
最冷的一天ꎬ室温 ４. ５℃ ꎬ僧侣们将床单浸在冰水里ꎬ然后把正在滴水的床单包
住几乎全祼的身体ꎬ三、五分钟之后ꎬ床单开始冒热气ꎬ四十五分钟之内ꎬ床单完
全被烘干ꎮ 第三次试验在锡金海拔 ７０００ 尺的隆德寺ꎬ受试者是三位僧侣ꎬ其中
一位僧侣新陈代谢不仅没有加速ꎬ反而明显减缓ꎮ 让他静坐休息ꎬ其氧气消耗量
惊人地减少了 ６４％ ———这些现象是现代医学无法解释的———这些研究结果已
经用来治疗疾病ꎬ如在对癌症的治疗中ꎬ可以通过静坐并观想体内白血球攻击癌
细胞来取得治疗效果ꎮ 在这次研讨会上ꎬ布达喇嘛说:“ 有些现代学者认为ꎬ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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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不是宗教ꎬ而是一门心智科学! 这项主张看来不是没有根据的ꎮ” 〔１６〕

我们常常听到有人( 主要是科学家) 批评宗教是“ 不科学的” ꎬ这种批评实在

是毫无道理ꎮ 宗教本来就不是科学的ꎬ为什么要求它是科学的呢? 是否宗教也
可以批评科学是“ 不宗教” 的呢? ———这样的批评虽然是无意义的ꎬ但却是有根
源的ꎮ 由于现代科学的发展并成为现当代文明的主流ꎬ很多人( 主要是自然科
学家ꎬ还有利用科学的其他人) 试图将人类认知的所有方式都纳入科学的轨道ꎬ
似乎科学的才是正确的ꎬ其实这是一种荒谬的认识ꎮ 从哲学( 认识论) 上看ꎬ科
学的不一定是正确的ꎮ 科学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是正确的ꎬ如牛顿经典力学ꎮ 在
历史上被证伪的科学理论不计其数ꎮ 从生态和伦理上看ꎬ科学的不一定是对人
类有益的ꎬ如工业文明、转基因食物和合成生命ꎮ 这些重大的问题我们稍后还要
详细讨论ꎮ

( 二) 三个层次的自然文化观

人类特有的高阶认知从低到高的三个层次依次是科学ꎬ哲学ꎬ宗教ꎮ 相应
地ꎬ对自然和文化的理解也有三个层次:科学的自然文化观ꎬ哲学的自然文化观
和宗教的自然文化观ꎮ

１. 科学的自然文化观

根据上文对文化的广义理解———文化就是“ 人化” ———科学也是文化的一

部分ꎬ因为科学也是“ 人化” 的东西ꎮ 从科学发展史看ꎬ科学就是人类对自然的认
识、探索、改造和征服ꎮ 古代的科学技术仅仅是认识和适应自然ꎬ探索自然的奥
秘ꎮ 人类活动没有也不可能影响自然ꎮ 从远古到古代社会ꎬ人类与自然是和睦
相处的ꎮ 近代科学技术不满足于认知和探索自然ꎬ而是要利用和改造自然ꎮ 人
类攫取自然最初的野心反映在前苏联园艺学家米丘林的一句名言中:“ 我们不
能等待大自然的恩赐ꎬ我们的任务是要向大自然索取ꎮ” 〔１７〕 遗憾的是ꎬ米丘林的
这句话至今在小学课本中仍然被当作描写科学家理想抱负的至理名言ꎮ 近代以
来ꎬ人类向自然大举进犯ꎬ不知厌足地向自然索取ꎬ把自然当作可以无限攫取的
对象ꎮ 古代中国人发明的罗盘只是用来看风水ꎬ近代西方人却用它来航海ꎬ开始
对海洋的利用ꎮ 古代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只是用来驱邪敬神ꎬ近代西方人却用它
来制造枪炮ꎬ开始对自然的征服ꎬ也开始对其他文化和文明的征服ꎮ
对自然的利用、改造和征服ꎬ在当代科学中表现得更加突出ꎮ 人类拦河筑
坝ꎬ迫使江河改道ꎬ为的是攫取水力和电力ꎮ 人类炸平山峦ꎬ填平山谷ꎬ为的是修
筑道路ꎬ建设城市ꎮ 人类改变基因ꎬ改造物种ꎬ为的是得到新的食物和器官ꎮ 狂
妄的科学家甚至试图充当上帝ꎬ从实验室中制造生命ꎮ〔１８〕 在“ 大跃进” 的疯狂年
代ꎬ中国人的浪漫主义演变为一种无知和狂妄ꎮ “ 天上没有玉皇ꎬ地下没有龙
王ꎮ 我就是玉皇ꎬ我就是龙王ꎮ 喝令三山五岳让路ꎬ我来了!” 这种无知和狂妄
进而演变成妄想和胡闹ꎮ 大跃进中粮食亩产放卫星到几万斤、几十万斤ꎮ 当毛
泽东向中国科学家请教有无可能时ꎬ某位大科学家竟然论证说ꎬ只要我们多利用
一点太阳能ꎬ不仅亩产几万斤、几十万斤ꎬ甚至几百万斤都有可能! 大跃进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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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一个是搞粮食ꎬ另一个是搞钢铁ꎮ 相信群众运动的毛泽东下令全国大炼钢铁ꎮ
于是ꎬ千年的大树被砍倒ꎬ大面积的森林被破坏ꎬ满山遍野挖来的矿石和千家万
户献出的铁器被投入遍地的“ 土高炉” ꎬ炼出的却是含铁量不知几何的只能扔在
路边的“ 铁疙瘩” ꎮ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ꎬ竟有中国科学家提出要“ 炸开喜马拉雅
山ꎬ使印度洋季风吹入新疆ꎬ把中国西部沙漠改造为良田ꎮ” 幸好这个狂妄的想
法并未实施ꎮ 但那个时代的“ 疯狂的科学” 和“ 疯狂的文明” 却造成了中国自然
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一次无法恢复的大破坏ꎮ 今天ꎬ大量农田变成高楼大厦和高
速公路ꎬ长江大坝已经改变中国的大气环流并频繁引发地震和各种地质灾害ꎬ令
人担忧的转基因食品正在改变中国人的食物结构、影响中国人的身体健康并可
能摧毁中国的农业ꎬ无法遏止的 ＰＭ２. ５ 和日益恶化的空气质量ꎬ严重污染的江
河湖海和所剩无多的饮水资源ꎬ这一切的后面ꎬ是否也有科学家忙碌的身影? 中
国的科学与权力、科学与金钱是否已经结盟ꎬ而大自然不过是这个利益集团利
用、攫取和征服的目标?
曾几何时ꎬ“ 科学” 已经成为“ 正确” 的同义语ꎮ 例如ꎬ“ 这种说法是科学的”

就等于说“ 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ꎮ 为此我们制定出一整套对人们的思想、语言和

行为进行评判的标准ꎬ如“ 科学认识” “ 科学创造” “ 科学管理” “ 科学行为” 等等ꎮ
一种想法、说法或做法一旦被认为是“ 不科学的” ꎬ就等于被宣布为“ 违反自然规
律的” “ 错误的” “ 不可行的” ꎬ甚至是“ 应该禁止的” 或“ 应该废除的” ꎮ
２. 哲学的自然文化观

其实ꎬ科学的未必就是正确的ꎬ不科学的未必就是错误的ꎬ因为还有一个高

于科学标准的哲学标准ꎮ 例如ꎬ前面说到“ 物质无限可分” 这个命题ꎬ哲学家与科
学家对它的断定就是不一样的ꎮ 大家非常熟悉的关于“ 毛粒子” 的故事非常生
动地说明哲学家与科学家的不同的自然观ꎮ〔１９〕
哲学的自然文化观的重要问题可以概括为对天、地、人、事的认识以及它们
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ꎮ 地球和大气层空间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场所ꎬ也就是中国
文化中所谓的“ 天” 和“ 地” ꎬ而人就活动在这天地之间ꎮ 事指的是成为认识对象
的人的活动或客观存在的事物或事件ꎮ 自然通常指的就是这个基本空间中那些
原本未受人类活动影响的存在ꎮ 但今天人类活动已经深深嵌入自然ꎬ天地之间
已经没有任何独立存在而不受人类影响的空间ꎬ包括南北极冰封的土地和了无
生机的深海ꎬ人类活动的影响无所不在ꎮ 人类的活动还改变了大气和天空ꎮ 所
以ꎬ我们称今天的自然是“ 被嵌入的自然” ꎮ

中国古代思想家和哲学家老子对天、地、人与自然的关系有异常卓越的见

解ꎬ这种见解在今天看来仍然远远高出当代科学家的认识ꎮ
３. 宗教的自然文化观

不同宗教的自然文化观不尽相同ꎬ但共同点却是主要的ꎬ那就是:它体现了

宗教对自然和生命的领悟与关爱ꎮ 宗教的自然文化观就是要维持人与他们所处
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平衡ꎬ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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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自然观相信自然世界是神的化身ꎬ是一种神圣的或精神的力量ꎮ 对

自然的这种态度常常被看作宗教运动ꎬ即自然宗教(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ꎮ 它不是指
任何特殊的宗教运动本身ꎬ而是用来指各种不同宗教团体所共有的那些规定和
信念ꎬ包括在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中被实践的本土宗教ꎮ 这些宗教的实践者将环
境看作是具有精神和其他神圣的实体ꎮ 例如ꎬ« 圣经» 说:〔２０〕
耶和华啊ꎬ你所创造的何其多!
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ꎻ
大地充满了你的创造物ꎮ
那里有海ꎬ又大又广ꎻ
其中有无数的动物ꎬ大小生物都有ꎮ
宗教的自然文化观是环境保护主义的思想来源ꎮ 这些思想包括:(１) 神对
众生的爱ꎬ在神的面前ꎬ万物享有平等的生的权利ꎻ(２) 人与自然和睦相处ꎬ亚当
和夏娃扮演管理者的角色ꎬ如同他们在伊甸园中所做的一样ꎻ(３) 基督徒所讲述
的诺亚方舟的故事ꎬ显示出保留生物多样性的需要ꎮ 美国早期环保运动领袖约
翰缪尔( ＪｏｈｎＭｕｉｒ) 所说:“ 当我们试图选取任何事物时ꎬ我们发现它与宇宙间
的所有事物都有关联ꎮ” 〔２１〕 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信仰各种宗教ꎮ〔２２〕 宗教的自然观
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精神力量ꎮ
宗教是文化最早的和最重要的形式ꎮ 基督教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是根深蒂固
的ꎮ 罗素说:“ 在柏拉图、圣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笛卡尔、斯宾诺莎和康
德的身上都有着一种宗教与真理的密切交织ꎬ一种道德的追求与对于不具时间
性的事物之逻辑的崇拜的密切交织ꎮ” 〔２３〕
在西方文化中ꎬ宗教与理性这种交织从古希腊一直延续到近现代ꎬ并体现在

西方科学精神之中ꎮ １３ 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和修道士罗吉尔培根说:“ 上帝通
过两个途径来表达他的思想ꎬ一个是在« 圣经» 中ꎬ另一个是在自然界中ꎮ” 〔２４〕 培
根认为ꎬ所有的知识最终都可以在« 圣经» 中找到ꎬ科学没有独立的价值ꎬ它的价
值是服务于宗教ꎮ 人们之所以要研究科学ꎬ是因为科学可以帮助人们理解« 圣
经» ꎬ科学有益于神学ꎮ 神学家如果想理解« 圣经» ꎬ就必须了解现世的事情ꎬ而
科学可以帮助这种理解ꎮ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ꎬ产生了很多身为宗教信徒的伟

大科学家ꎬ如哥白尼、布鲁诺、开普勒等ꎮ １７ － １８ 世纪杰出的物理学家、数学家、
天文学家、自然哲学家牛顿同时也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ꎮ 牛顿在科学上的贡献
尽人皆知ꎮ ２００５ 年ꎬ英国皇家学会进行了一场“ 谁是科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

的民意调查ꎬ牛顿被认为比爱因斯坦更具影响力ꎮ １８ 世纪英国诗人波普为牛顿
写下两行墓志铭ꎬ他用« 圣经» « 创世记» 的口吻写道:〔２５〕
自然和自然律隐没在黑暗中ꎮ

神说“ 要有牛顿” ꎬ万物俱成光明ꎮ
牛顿的运动定律需要第一推动力ꎬ对此他求助于上帝ꎮ 他说:“ 重力解释行
星的运行ꎬ但不能解释谁使行星运行ꎮ 上帝治理万物ꎬ知道一切可做或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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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ꎮ” “ 一切物体开始运动必有第一推动力ꎬ那就是造物主ꎮ 这个美丽无比的太
阳、行星和彗星的体系只能借一个万能的、灵智的、具有权威的存在体———上帝
的计划而存在ꎮ” 〔２６〕 著名科学哲学家理查德韦斯特福尔(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ｅｓｔｆａｌｌ) 称
牛顿为“ 原型自然神论者” ( ｐｒｏｔｏ － ｄｅｉｓｔ) ꎬ所谓“ 自然神论” ꎬ是相信神创造这世
界之后ꎬ就让自然规律去统治这个世界ꎬ自己再不插手ꎬ世界在自然规律的支配
下运转ꎮ 牛顿认为需要从两个途径来认识上帝ꎬ一是对自然的研究ꎬ二是对圣经
的学习ꎮ 作为一名科学家ꎬ看到认为他对自然的研究只是认识上帝的一种途径ꎮ
牛顿临终前说:“ 我的工作和神的伟大创造相比ꎬ我只是一个在海边拾取小石和
贝壳的小孩子ꎮ 真理浩瀚如海洋ꎬ远非我们所能尽窥” ꎮ 安葬在英国伦敦威斯
敏斯特大教堂的牛顿的墓碑上铭刻着:“ 艾萨克牛顿爵士于此长眠ꎮ 以自己
发明的数学方法以及高度智慧ꎬ揭示行星的运动、彗星的轨道和海洋的潮汐ꎻ探
究了任何人也没有预想的光的分解和色的本性ꎻ解释了自然和古代的事情ꎮ 他
以哲学证明了全能神的伟大ꎬ他一生过着朴素的生活ꎮ 这位值得称夸的人物ꎬ岂
不是全人类的光荣?” 另一个途径是对圣经的学习ꎮ 牛顿常常从圣经中提取科
学思想ꎬ例如ꎬ他根据« 但以理书» 和« 启示录» 预言将来会有人发明一种新的旅
行方式ꎬ人类可以每小时旅游 ５０ 英里ꎮ 他的想法受到当时一些人的讥笑ꎬ汽车
发明以后ꎬ人们知道牛顿是对的ꎮ 牛顿对宗教研究的兴趣和投入的时间精力不
在科学研究之下ꎮ 他所发表的科学著作只占全部著作的 １０％ ꎬ其他 ８０％ 以上的
著作都是神学著作ꎮ 牛顿不仅在科学上的成就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ꎬ而且对宗
教经典的研究和认识ꎬ也令许多宗教学者感到惊奇ꎮ 随着科学成就的增多和名
气的提高ꎬ牛顿对神的信仰也更加虔诚ꎮ 牛顿说:“ 我们应当把神的话———圣
经ꎬ看为至高无上的哲学ꎮ” 据说哈雷博士在未接受宗教信仰前ꎬ曾对牛顿讲了
一番不信神的话ꎬ牛顿不留情面加以斥责ꎬ正告他说:“ 哈雷博士ꎬ我对你关于天
文数理的高见ꎬ一向乐于接受ꎬ因为你是研究有素的ꎻ但你对宗教ꎬ最好不要随便
发言ꎬ因为我知道你对此毫无研究ꎬ并且我敢断然地说ꎬ你根本是个门外汉ꎮ” 后
来哈雷博士经过严谨研究和深入思考ꎬ也建立了自己的宗教信仰ꎮ 爱因斯坦是
一位自然神论者ꎬ他相信斯宾诺莎的上帝ꎬ即隐藏在自然规律后面的上帝ꎮ 他
说:“ 你很难在造诣较深的科学家中找到一个没有自己的宗教感情的人ꎮ” 据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哈瑞特乍克曼博士( Ｐｒｏｆ. Ｄｒ. Ｈａｒｒｉｅｔ Ｚｕｃｋｅｒｍａｎ) 的统计ꎬ
从 １９０１ 年诺贝尔奖设立以来到 １９９６ 年ꎬ共评出诺贝尔奖各项得主 ６３９ 人ꎬ信仰
各种宗教的有 ６１８ 人ꎬ占 ９６. ７％ ꎮ 其中ꎬ信仰基督教( 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
教) 的 ５９６ 人ꎬ占 ９３. ２％ ꎮ 信仰犹太教的 ８ 人ꎬ信仰佛教的 ８ 人ꎬ信仰伊斯兰教
的 ４ 人ꎬ信仰印度教的 ２ 人ꎮ 同期美国获得诺奖共有 ２８６ 位科学家ꎬ７３％ 是基督
徒ꎬ１９％ 是犹太教徒ꎬ而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物医学奖获得者几乎全部信仰基督
教或天主教ꎮ〔２７〕 这些事实说明ꎬ宗教( 主要是基督教) 是西方文化之源ꎬ对西方哲
学和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ꎮ ———自然的客观实在性是自然科学的哲学基础ꎬ
而自然的客观实在性则是由上帝创造世界的宗教信念来保证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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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子的自然文化观
谈到中华文化ꎬ中外文化学者常常将它等同于或主要地看作是儒家文化ꎮ
其实不然ꎮ 首先ꎬ道家思想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ꎻ其次ꎬ甚至儒家思想
也渗透着道家思想ꎮ

道家的思想ꎬ围绕着一个中心ꎬ那就是“ 自然” ꎮ 自然首先是道家思想的最

高范畴ꎻ其次是万物生长和发展的规律ꎬ也是人类活动必须尊崇的规律ꎻ其三是
作为人类生存环境和发展条件的自然界ꎮ
最早认识到自然的范畴和意义的ꎬ是伟大的中国哲学家和思想家老子( 约

前 ５８０ 年—前 ５００ 年) ꎮ 其思想和学说的核心是“ 道” ꎮ

道德经中包含一部完备的自然演化史ꎮ 如果说老子预见了大爆炸宇宙( Ｂｉｇ

Ｂａｎｇ 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ｙ) 也不为过ꎮ “ 有物混成ꎬ先天地生ꎬ寂兮寥兮ꎬ独立而不改ꎬ周行
而不殆ꎬ可以为天下母ꎮ ( 二十五章) ” 这不就是大爆炸之前被压缩于奇点( Ｓｉｎ￣

ｇｕｌａｒｉｔｙ) 的宇宙吗? 这个创生之前而又包容万物的宇宙ꎬ老子名之曰“ 道” ꎬ它是
至大无边的ꎬ一旦演化开来ꎬ它又是无远弗届的ꎬ但它终究会返回“ 道” ꎮ “ 故道
大ꎬ天大ꎬ地大ꎬ王亦大ꎮ 域中有四大ꎬ而王处一焉ꎮ ( 二十五章) ” 人来源于自
然ꎬ与天地并立而为三才ꎬ“ 道—天—地—人” 既是宇宙创生的过程ꎬ也是宇宙中
至高无上的“ 四极” ꎬ合称“ 四大” ꎬ而由“ 道” 统领之ꎮ 在四十二章ꎬ老子进一步
描述宇宙创生的过程:“ 道生一ꎬ一生二ꎬ二生三ꎬ三生万物ꎮ” 笔者曾经用数字化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的方法来解释« 易经» 中阴阳二进制的思想ꎬ〔２８〕 用同样的方法ꎬ我
们可以解释老子的宇宙演化论思想ꎬ并将两者加以比较ꎮ 图示如下:

表中ꎬ数字单位是“ 比特” ( ｂｉｔ) ꎬ即二进制数的一位ꎮ 在« 道德经» 的解释

中ꎬ“ 道” 是 ０ꎬ其他数字均表示二进制表达式的指数ꎮ 我们知道ꎬ自然数序列只

需基始(０ 或 １) 和后继运算( ’ ) 便可生成ꎮ 这里ꎬ取基始为 ０ꎬ即“ 道” 或“ 空” ꎮ
然后我们有 ０’ ＝ １ꎬ１’ ＝ ２ꎬ２’ ＝ ３ꎮ 这就是“ 道生一ꎬ一生二ꎬ二生三” 的数学含
义ꎮ 那么ꎬ“ 三生万物” 又如何解释呢? 如果以一、二、三分别表示以 ２( 阴阳) 为
底数的幂运算的指数ꎬ运算结果表示指数个数的十进制数所能表达的不同信息
数ꎮ 在« 周易» 中并没有“ 无极” “ 太极” “ 两仪” “ 四象” 等解释的ꎬ这些话见于后
来经孔子编撰的« 易传» ꎮ 可见ꎬ« 易» 的阴阳二进制解释比« 道德经» 来得晚ꎬ而
且孔子修编的« 易传» 显然是受到« 道德经» 的影响ꎮ 在« 易传» 的解释中ꎬ“ 无

极” 是 ０ꎬ“ 太极” 是 １ꎬ“ 两仪” 是 ２ꎬ“ 四象” 是 ４ꎬ“ 八卦” 是 ８ꎮ 易传中的 ４ 句话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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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了以 ２ 为底的指数运算ꎬ每句话的前两个字表示指数ꎬ后两个字表示运算结
果ꎮ 有意思的是ꎬ« 易经» 中只列举指数为 ０( 无极) 、１( 太极) 、２( 两仪) 和 ３( 四
象) 的运算方式和结果ꎮ 根据这 ４ 句话ꎬ就能推知其它指数的运算结果ꎮ 在计
算机科学和技术中ꎬ８ 个比特是一个“ 拜特” ( ｂｙｔｅ) ꎬ也称为一个“ 字节” ꎮ ８ 个二
进制数可以表达 ２ ８ ＝ ２５６ 种不同的信息ꎬ这样我们就可以将所有的数字和英文
字符进行编码ꎬ这就是 ＡＳＣＩＩ 码ꎮ 用两个字节就能将汉字和更多的信息进行编
码ꎮ 两千多年来ꎬ« 易经» 被古今中外学者反复解读ꎬ因为道德经和易经的思想
不仅是一种宇宙论ꎬ同时也是一种知识论ꎮ

老子自然观的核心概念是“ 道法自然” ———它宣示自然拥有的至高无上的

权利ꎮ 老子的“ 天—地—人” 的系统服从于道ꎬ而“ 道—天—地—人” 的系统则服
从于自然ꎮ 老子说“ 人法地ꎬ地法天ꎬ天法道ꎬ道法自然ꎮ ( 二十五章) ” 这样ꎬ老
子就建立了他的“ 自然—道—天—地—人” 的自然体系ꎮ 现在看来ꎬ他的这个体
系正是宇宙演化的体系ꎮ
在这种自然观和知识论之下ꎬ老子全方位地展开他的哲学思想体系ꎮ

１. 道是自然法则ꎮ 道和自然是一而二ꎬ二而一的东西ꎮ 老子曰:“ 大道泛

兮ꎬ其可左右ꎮ 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ꎬ功成而不有ꎮ 衣养万物而不为主ꎬ可名于
小ꎻ万物归焉而不为主ꎬ 可名为大ꎮ 以其终不自为 大ꎬ 故 能 成 其 大ꎮ ( 三 十 四
章) ” 在老子看来ꎬ道是体现在自然中的规律和法则ꎬ犹如斯宾诺莎的那个隐藏
在自然后面的上帝ꎮ〔２９〕 但斯宾诺莎认识到这个上帝ꎬ却是在老子之后约 ２２００ 年
的事ꎮ

２. 道是万物的规范ꎬ这就是老子的“ 天之道” ꎮ 万物应该遵循道自然的规

律ꎬ才能得以生长发育ꎬ形物成势ꎮ 老子曰:“ 道生之ꎬ德畜之ꎬ物形之ꎬ势成之ꎮ
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ꎮ 道之尊ꎬ德之贵ꎬ夫莫之命而常自然ꎮ 故道生之ꎬ德
畜之ꎻ长之育之ꎻ成之熟之ꎻ养之覆之ꎮ 生而不有ꎬ为而不恃ꎬ长而不宰ꎮ 是谓玄
德ꎮ ( 五十一章) ” 他又说:“ 天之道ꎬ不争而善胜ꎬ不言而善应ꎬ不召而自来ꎬ繟然
而善谋ꎮ 天网恢恢ꎬ疏而不失ꎮ ( 七十三章) ”

３. 道是王者之道ꎬ即人之道ꎬ且人之道须合于天之道ꎬ故王道即人道ꎬ也即天

道ꎮ 老子说:“ 天之道ꎬ利而不害ꎻ圣人之道ꎬ为而不争ꎮ ( 八十一章) ” “ 天之道ꎬ
其犹张弓欤? 高者抑之ꎬ下者举之ꎻ有馀者损之ꎬ不足者补之ꎮ 天之道ꎬ损有馀而
补不足ꎮ 人之道ꎬ则不然ꎬ损不足以奉有馀ꎮ 孰能有馀以奉天下ꎬ唯有道者ꎮ 是

以圣人为而不恃ꎬ功成而不处ꎬ其不欲见贤ꎮ ( 七十七章) ” 他还说:“ 持而盈之ꎬ
不如其已ꎻ揣而锐之ꎬ不可长保ꎮ 金玉满堂ꎬ莫之能守ꎻ富贵而骄ꎬ自遗其咎ꎮ 功

遂身退ꎬ天之道也ꎮ ( 第九章) ” 他说:“ 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ꎬ以其善下之ꎬ
故能为百谷王ꎮ 是以圣人欲上民ꎬ必以言下之ꎻ欲先民ꎬ必以身后之ꎮ 是以圣人
处上而民不重ꎬ处前而民不害ꎮ 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ꎮ 以其不争ꎬ故天下莫能与
之争ꎮ ( 六十六章) ” 江海所以能够成为百川河流所汇往的地方ꎬ乃是由于它善
于处在低下的地方ꎬ所以能够成为百川之王ꎮ 所以ꎬ圣人要领导人民ꎬ必须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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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对人民表示谦下ꎻ要想领导人民ꎬ必须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他们的后面ꎮ 所以ꎬ
圣人虽然地位居于人民之上ꎬ而人民并不感到负担沉重ꎻ居于人民之前ꎬ而人民并
不感到受害ꎮ 天下的人民都乐意推戴他而不感到厌倦ꎮ 因为他不与人民相争ꎬ所
以天下没有人能和他相争ꎮ 后来儒家所提倡的“王道”和“仁政”即来源于此ꎮ

４. 道是治国之道ꎬ这就是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ꎮ 老子思想最深刻的部分是

“ 无为而治” ꎮ 在老子“ 自然—道—天—地—人” 的体系中ꎬ道法自然ꎬ所以ꎬ天道
法自然ꎬ地道法自然ꎬ王道( 人道) 亦必法自然———这个体系是逻辑一致的ꎮ “ 王

道” 的思想ꎬ是从“ 道法自然” 的前提必然地得出的ꎮ 老子曰:“ 太上ꎬ不知有之ꎻ
其次ꎬ亲而誉之ꎻ其次ꎬ畏之ꎻ其次ꎬ侮之ꎮ 信不足焉ꎬ有不信焉ꎮ 悠兮其贵言ꎮ 功
成事遂ꎬ百姓皆谓:‘ 我自然’ ꎮ ( 十七章) ” 最好的统治者ꎬ人民并不知道他的存
在ꎻ其次的统治者ꎬ人民亲近他并且称赞他ꎻ再次的统治者ꎬ人民畏惧他ꎻ更次的
统治者ꎬ人民轻蔑他ꎮ 统治者的诚信不足ꎬ人民才不相信他ꎬ最好的统治者是多
么悠闲ꎬ他很少发号施令ꎬ事情就办成功了ꎬ老百姓都说“ 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然
的环境中” ꎮ 在春秋战国那样一个社会动乱ꎬ充满战争杀伐的时代ꎬ老子向往的
是上古帝尧时的清明政治ꎮ 帝尧之世ꎬ“ 天下太和ꎬ百姓无事ꎬ有五老人击壤于
道ꎬ观者叹曰:大哉尧之德也! 老人曰:‘ 日出而作ꎬ日入而息ꎮ 凿井而饮ꎬ耕田
而食ꎮ 帝力于我何有哉?’ ” 因此ꎬ无为而治ꎬ才是最好的统治ꎮ 老子曰:“ 道常无
为而无不为ꎮ 侯王若能守之ꎬ万物将自化ꎮ 化而欲作ꎬ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ꎮ 镇
之以无名之朴ꎬ夫将不欲ꎮ 不欲以静ꎬ天下将自正ꎮ ( 三十七章) ” 一个理想的社
会ꎬ除了要求统治者有“ 太上之德” ꎬ行“ 自然之道” ꎬ还要培养淳朴的民风ꎮ “ 绝
圣弃智ꎬ民利百倍ꎻ绝仁弃义ꎬ民复孝慈ꎻ绝巧弃利ꎬ盗贼无有ꎮ 此三者以为文ꎬ不
足ꎮ 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ꎬ少思寡欲ꎬ绝学无忧ꎮ ( 十九章) ” 由此看出ꎬ老子的
无为而治并不是主张无所作为ꎬ而是主张自然无为ꎬ是“ 太上不知有之” ꎬ是恢复
古小国寡民的社会和素朴淳厚的民风ꎮ 儒家的“ 民重君轻” 的思想、“ 王道” 的思
想、“ 行仁政” 的思想ꎬ亦出于此ꎮ 孔子曰:“ 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ꎬ百物生焉ꎬ天
何言哉?” 儒家与道家学说不同ꎬ但对自然的敬畏却是共同的ꎮ

５. 道对个人而言ꎬ则是德性修养ꎮ 老子曰:“ 上德不德ꎬ是以有德ꎻ下德不失

德ꎬ是以无德ꎮ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ꎻ下德无为而有以为ꎮ 上仁为之而无以为ꎻ上
义为之而有以为ꎮ 上礼为之而莫之应ꎬ则攘臂而扔之ꎮ 故失道而后德ꎬ失德而后
仁ꎬ失仁而后义ꎬ失义而后礼ꎮ 夫礼者ꎬ忠信之薄ꎬ而乱之首ꎮ 前识者ꎬ道之华ꎬ而
愚之始ꎮ 是以大丈夫处其厚ꎬ不居其薄ꎻ处其实ꎬ不居其华ꎮ 故去彼取此ꎮ ( 三

十八章) ” 又曰:“ 上士闻道ꎬ勤而行之ꎻ中士闻道ꎬ若存若亡ꎻ下士闻道ꎬ大笑之ꎮ
不笑不足以为道ꎮ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ꎻ进道若退ꎻ夷道若颣ꎻ上德若谷ꎻ广德
若不足ꎻ建德若偷ꎻ质真若渝ꎻ大白若辱ꎻ大方无隅ꎻ大器晚成ꎻ大音希声ꎻ大象无
形ꎻ道隐无名ꎮ 夫唯道ꎬ善贷且成ꎮ ( 四十一章) ” 又曰:“ 善建者不拔ꎬ善抱者不
脱ꎬ子孙以祭祀不辍ꎮ 修之于身ꎬ其德乃真ꎻ修之于家ꎬ其德乃馀ꎻ修之于乡ꎬ其德
乃长ꎻ修之于邦ꎬ其德乃丰ꎻ修之于天下ꎬ其德乃普ꎮ 故以身观身ꎬ以家观家ꎬ以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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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乡ꎬ以邦观邦ꎬ以天下观天下ꎮ 吾何以知天下然哉? 以此ꎮ ( 五十四章) ” 老子
曰“ 天下皆谓我道大ꎬ似不肖ꎮ 夫唯大ꎬ故似不肖ꎮ 若肖ꎬ久矣其细也夫! 我有
三宝ꎬ持而保之ꎮ 一曰慈ꎬ二曰俭ꎬ三曰不敢为天下先ꎮ 慈故能勇ꎻ俭故能广ꎻ不
敢为天下先ꎬ故能成器长ꎮ 今舍慈且勇ꎻ舍俭且广ꎻ舍后且先ꎻ死矣! 夫慈以战则
胜ꎬ以守则固ꎮ 天将救之ꎬ以慈卫之ꎮ ( 六十七章) ” 这里把个人的道德修养ꎬ讲
得何其透彻! 道是至大无上的ꎬ它不像任何具体的事物ꎬ但万物都要遵循它ꎮ 如
果把道当成具体的事物ꎬ那么它就显得渺小了ꎮ 老子以“ 慈” “ 俭” 和“ 不为天下
先” 为三种美德ꎬ这与孔子的“ 仁” “ 爱” 和“ 中庸” 是相同的ꎬ后来儒家的“ 修齐治
平” 也是与此一脉相承的ꎮ

６. 道还是一种认知方法ꎮ 涉身心智(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ｍｉｎｄ) 是当代认知科学的三

大重要发现之一ꎬ〔３０〕 而老子在 ２０００ 多年前对此已经有所认识ꎮ 老子曰:“ 知其
雄ꎬ守其雌ꎬ为天下溪ꎮ 为天下溪ꎬ常德不离ꎬ复归于婴儿ꎮ 知其白ꎬ守其辱ꎬ为天
下谷ꎮ 为天下谷ꎬ常德乃足ꎬ复归于朴ꎮ 知其白ꎬ守其黑ꎬ为天下式ꎮ 为天下式ꎬ
常德不忒ꎬ复归于无极ꎮ 朴散则为器ꎬ圣人用之ꎬ则为官长ꎬ故大智不割ꎮ ( 二十
八章) ” 他又说:“ 知人者智ꎬ自知者明ꎮ 胜人者有力ꎬ自胜者强ꎮ 知足者富ꎮ 强
行者有志ꎮ 不失其所者久ꎮ 死而不亡者寿ꎮ ( 三十三章) ” “ 名与身孰亲? 身与
货孰多? 得与亡孰病? 甚爱必大费ꎻ多藏必厚亡ꎮ 故知足不辱ꎬ知止不殆ꎬ可以
长久ꎮ ( 四十四章) ” 令人惊讶的是ꎬ这些关于涉身心智的论述ꎬ其中使用了大量
的隐喻ꎬ而涉身心智和隐喻作为当代认知科学的发现ꎬ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ꎮ 当
代无论是西方人的心智ꎬ还是东方人的心智ꎬ相对于 ２５００ 年前老子的智慧ꎬ差
矣! 老子还将涉身心智用于自身修养ꎬ他说:“ 宠辱若惊ꎬ贵大患若身ꎮ 何谓宠
辱若惊? 宠为下ꎬ得之若惊ꎬ失之若惊ꎬ是谓宠辱若惊ꎮ 何谓贵大患若身? 吾所
以有大患者ꎬ为吾有身ꎬ及吾无身ꎬ吾有何患? 故贵以身为天下ꎬ若可寄天下ꎻ爱

以身为天下ꎬ若可托天下ꎮ ( 十三章) ” “ 致虚极ꎬ守静笃ꎮ 万物并作ꎬ吾以观复ꎮ
夫物芸芸ꎬ各复归其根ꎮ 归根曰静ꎬ静曰复命ꎮ 复命曰常ꎬ知常曰明ꎮ 不知常ꎬ妄
作凶ꎮ 知常容ꎬ容乃公ꎬ公乃全ꎬ全乃天ꎬ天乃道ꎬ道乃久ꎬ没身不殆ꎮ ( 十六章) ”

老子说:“ 夫兵者ꎬ不祥之器ꎬ物或恶之ꎬ故有道者不处ꎮ 君子居则贵左ꎬ用兵则
贵右ꎮ 兵者不祥之器ꎬ非君子之器ꎬ不得已而用之ꎬ恬淡为上ꎮ 胜而不美ꎬ而美之
者ꎬ是乐杀人ꎮ 夫乐杀人者ꎬ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ꎮ 吉事尚左ꎬ凶事尚右ꎮ 偏将
军居左ꎬ上将军居右ꎬ言以丧礼处之ꎮ 杀人之众ꎬ以悲哀泣之ꎬ战胜以丧礼处之ꎮ
( 三十一章) ” 这个论述非常奇特ꎮ 老子对日常生活、居住、军事中左右的分工ꎬ
好像让人迷惑不解ꎬ但从当今认知神经科学的观点看ꎬ却非常合适ꎬ有理有据ꎮ
原来在进化之初ꎬ动物( 包括人类) 左右脑分别管理生存的两个最根本的需求与
活动:捕食和防止被捕食( 进攻和防守) ꎮ 由于左右脑对身体的两侧进行交叉管
理ꎬ所以ꎬ动物都是从右边捕食的ꎬ防御的功能则主要在身体的左侧ꎮ 人类也是
这样ꎬ我们的左脑主要是负责指挥身体向右进攻ꎬ所以我们是右手执剑ꎻ我们的
右脑主要负责指挥左侧身体观察环境并进行防御ꎬ所以我们是左手执盾ꎮ 后来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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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左脑进化出语言和逻辑思维的能力ꎬ右脑则进化出直觉和心理的能力ꎮ
现在再看老子关于生活居住和军事行动中左右的区分ꎬ与当今认知神经科学的
结论是如此的吻合ꎬ真是让人觉得非常惊异!
四、结

论

通过对自然与文化关系的研究ꎬ我们可以建立以下重要的自然文化观ꎮ
( 一) 人类与文化是来源于自然并依存于自然的

自然与文化是一致的ꎬ它们是如此密切相关ꎬ没有离开自然的文化ꎬ因为人
类和文化都是自然所孕育和创生的ꎻ也没有离开文化的自然ꎬ自从人类出现以
后ꎬ再也没有不受人类影响的自然ꎮ
人和他所创造的文化是来源于自然并融入自然的ꎬ人和他所创造的文化也
是自然的一部分ꎮ 可是这个素朴的认识ꎬ似乎已经被人类特别是那些物欲主义
者和人类中心主义者彻底地忘掉了ꎮ
我们应该重新建立正确的自然文化观ꎬ它的第一要义就是:人是属于自然
的ꎬ人所创造的文化也是属于自然的ꎮ 自然有其自身存在的理由和价值ꎮ 自然
是第一性的ꎬ文化则是第二性的ꎮ 自然可以不依赖于文化而存在ꎬ文化却必须依
赖于自然而存在ꎮ 因此ꎬ自然的优先性和重要性胜于文化ꎮ 自然与文化ꎬ不得已
而弃之ꎬ应该是弃文化而保自然ꎮ

( 二) 文化和文明的发展是对自然的消费

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发展伴随着对自然的消费ꎬ表现为对自然资源的消费和
对自然环境的破坏ꎮ 在古代以游牧和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下ꎬ人类发展对自然
的消费能力低于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和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ꎮ 近代工业化以
来ꎬ这种平衡被打破了ꎮ 人类对自然的消费已经转变为对自然的肆无忌惮的掠
夺! 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不知厌足的需求已经大大超过自然的承受能力! 这就造
成自然环境的不可逆转的破坏! 过去ꎬ人们用“ 向大自然索取” 来表现人类对自
然的贪欲ꎬ今天ꎬ人们则用“ 开发” 二字来指向自然ꎬ对自然资源进行疯狂的掠

夺! “ 开发” 所向ꎬ绿色的田野、蓝色的天空、清澈的河流、茂密的森林统统消失!
“ 开发” 所向ꎬ资本在欢笑ꎬ而自然却在哭泣!

我们应该建立正确的自然文化观ꎬ它的第二要义是:自然资源是有限的ꎬ自

然环境的恢复能力也是有限的ꎮ 人类应该克制自己的欲望ꎬ否则ꎬ人类的贪欲将
毁灭自然ꎬ从而毁灭人类自身!

( 三) 警惕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文明与文化的背离和对自然的破坏

人类在享受科学技术进步的成果的同时ꎬ也承担着它所带来的新威胁ꎮ 现
代文明的发展是以自然资源的消费为代价的ꎬ而现代文明的核心是科学技术ꎬ因
此ꎬ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带来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ꎮ

以人类最基本的需求———衣食住行为例ꎮ 先看衣食方面ꎬ在生命长期进化

的数十亿年中ꎬ人类长期处于食物匮乏的时代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人类进化出以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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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为主导即以进攻和捕食为主导的生存方式ꎮ 这种生存方式的表现就是不断地
向大自然索取生存所需要的食物和其他资源ꎮ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ꎬ我们从
一个“ 食不果腹ꎬ衣不蔽体” 和“ 节衣缩食” 的时代进化到一个“ 衣食充足” 的时
代ꎮ 再看住行方面ꎬ人类从“ 穴居野处” 和“ 足不出户” 的时代进化到今天“ 高楼
林立” 和“ 日行千里” 的“ 地球村” 的时代ꎮ ———这一切均拜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
产力的发展所赐! 但我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田野变成了道路和楼房ꎬ森
林被砍伐殆尽ꎬ天空和河流不再清澈! 人类忘记了对自然的感恩ꎬ也忘记了对自
然的保护ꎬ而是贪婪地对自然无尽的索取!
科学技术在不断地进步ꎬ人类从来也没有停止向大自然索取ꎮ 与过去的时
代相比ꎬ２０ 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科技进步最迅速的时代ꎮ 在这个时代ꎬ我们不仅
发明了电灯电话、火车汽车、飞机大炮、计算机和网络ꎬ我们也释放了原子能ꎬ制
造了多莉羊和转基因食物ꎬ〔３１〕 在实验室里合成生命ꎬ〔３２〕 克隆超越了自然生
育的界限ꎬ合成生命则要超越自然生命的界限ꎮ 自然界用上百亿年才进化出生
命ꎬ又用数十亿年才进化出人这种最高级最复杂的生命ꎬ科学家们却试图在实验
室里从无到有地创造出生命ꎬ从无到有地创造出人类! ———上帝创造的人试图
扮演上帝的角色ꎬ自然生命正面临“ 灭顶之灾” !〔３３〕

近代以来ꎬ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文化和文明的主流ꎮ 但作为现代文化和文明

形式的科学技术却凌驾于文化和自然之上ꎬ加深了文化与自然的冲突ꎮ
我们应该建立正确的自然文化观ꎬ它的第三要义是:科学技术从来都是一把
双刃剑ꎮ 科学技术可以造福人类ꎬ如果它以文化为导引并与文化和睦相处的话ꎮ
反之ꎬ如果没有人文精神的指导ꎬ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对自然的破坏将会毁掉人类
生存的根基ꎬ给人类带来灾难ꎮ

( 四) 道法自然人类才会有未来

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文明是西方文明ꎬ它是一种征服和掠夺的文明ꎬ是左脑
主导的文明ꎮ 中华文化是农耕文化ꎬ中华文明是农业文明ꎬ这是一种与自然和睦
相处的文化ꎬ是一种防御与和平的文明ꎬ是右脑主导的文化和文明ꎮ 过去我们崇
尚西方文明ꎬ贬低东方文明ꎮ 认知科学的发展ꎬ将我们从左脑的时代带入右脑和
全脑的时代ꎮ 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东西方文化和文明ꎮ

美国国防部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科技发展五年计划ꎬ提出未来重点关注的六大颠覆

性基础研究领域( 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ｖｅ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ａｓ) ꎬ包括超材料与表面等离激元
学( Ｍｅｔａ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 Ｐｌａｓｍｏｎｉｃｓ) 、量子信息与控制技术(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ｃｏｎｔｒｏｌ) 、认知 神 经 学 (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 、 纳 米 科 学 与 纳 米 工 艺 ( Ｎａｎ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Ｎａｎ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合成生物学(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Ｂｉｏｌｏｇｙ) 以及对人类行为的计
算机建模(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ꎮ 美国国防部的研究目标非
常明确ꎬ直言不讳:这些科学技术成果能够使美军在全球范围内具备绝对的、不
对称的军事优势ꎮ〔３４〕 这是典型的左脑型的思维方式:进攻! 征服! 掠夺!
今天ꎬ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也在反省自己的文化和文明ꎬ他们认为自己被左脑

— ２２ —

自然与文化

统治了几千年ꎬ对自然的征服和无尽的掠夺将导致人类的毁灭ꎮ 他们设想人类
消失一天、两天ꎬ一周、两周ꎬ一年直到数百万年后的世界:人类消失 ２００ 年后世
界上最坚固的建筑迪拜塔倒塌———不可能有人类永久的家园ꎻ３００ 年后保存得
最好的书籍、照片、文件统统消失———原来人类文化也不是永存的ꎻ一万年后山
猫成为动物界的主宰———原来人类并不是什么万物之灵和世界主宰! 五千万年
后人类存在过的所有痕迹全部消失ꎬ这个世界将重新归于自然———世界的真正
主宰是自然!〔３５〕 场面令人震撼ꎬ应该重新思考人类存在的意义! 我们千万不要
认为自己改变了什么ꎬ我们来源于自然ꎬ并终将回归自然ꎬ我们所能做的唯一有
意义的是敬畏自然ꎬ把这个比我们自己的生命还宝贵的自然交给我们的子孙ꎮ
反之ꎬ如果像今天的疯狂的资本、疯狂的科学家和疯狂的开发商一样ꎬ无厌足地
向自然索取ꎬ等待我们的只能是人类的灭亡( 人类掌握的核武器足以毁灭人类

数百次) ! 不要认为人类毁灭以后可以从头进化ꎬ那概率几乎为零! 今天ꎬ西方

人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东方ꎬ寻求以右脑为主导的东方文化和东方人的生存智慧ꎮ
与西方的自然文化观不同ꎬ中国的农耕文化和农业文明从本质上就是与自
然和睦相处ꎮ 老子的自然文化观正是这种文化和文明的体现ꎬ中国人的自然文
化观深受老子和道家思想的影响ꎮ 两千多年前ꎬ中国古代思想家和哲学家老子
就提出:“ 人法地ꎬ地法天ꎬ天法道ꎬ道法自然ꎮ” ———“ 道” 是老子思想的最高范
畴ꎬ然而“ 道” 却要服从自然———这是何等澄明的自然文化观! 迄今没有任何一
位思想家和哲学家能够超越老子ꎬ因为它是自然文化观上的终极真理! 可惜的
是ꎬ我们中国人似乎忘记了自己祖宗留下的思想宝藏和生存智慧ꎮ
我们的自然文化观的第四要义是:我们应该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去寻找智
慧ꎬ道法自然人类才会有未来! 这是与西方不同的另一种方式的救赎:人类应该
自己来救自己ꎬ从现在就开始!
注释:
〔１〕 老子:« 道德经» 第二十五章ꎮ
〔２〕 ｈｔｔｐ: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Ｎａｔｕｒｅ.

〔３〕 ＬｅｖｉｎｅꎬＤｏｎａｌｄ( ｅｄ. ) Ｓｉｍｍｅｌ: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ｍｓꎬ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７１ꎬｐ. ６.

〔４〕 Ｌ. Ｒｏｂｅｒｔ Ｋｏｈｌｓꎬ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Ｋｉｔ ｆｏｒ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ＬｉｖｉｎｇꎬＳｙｓｔｒ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ｌｓｏｓｅｅ “ Ｗｈａｔｉｓ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Ｂｏｄ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ａｒｄｓ. ｃｏｍ.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２０１３ － ３ － ２９.

〔５〕 ＨｏｅｂｅｌꎬＡｄａｍｓｏ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ａｎ.

〔６〕 Ｍａｃｉｏｎｉｓꎬ Ｇｅｒｂｅｒꎬ Ｊｏｈｎꎬ Ｌｉｎｄａ ( ２０１０ )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７ ｔｈ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Ｅｄ. Ｔｏｒｏｎｔｏꎬ Ｏｎｔａｒｉｏ: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ａｎａｄａ

Ｉｎｃ. ｐ. ５３. Ａｌｓｏｓｅｅｈｔｔｐ: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ｉｎｄｕｉｓｍ. ｃｏ. ｚａ /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ｈｔｍ.

〔８〕 ｈｔｔｐ: / / ｄｉｌｉｐｃｈａｎｄｒａ１２. ｈｕｂｐａｇｅｓ. ｃｏｍ / ｈｕｂ /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ｂｅｔｗｅｅｎ －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ａｎｄ －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９〕 Ａｌｆｒｅｄ Ｌｏｕｉｓ Ｋｒｏｅｂｅｒ ｓａｉ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ｓ ｓｕｐｅｒ ｏｒｇａｎｉｃꎬｈｅ ｈａｓ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ｒｅｅ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ｎａｍｅｌ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ｕｌ￣

ｔｕｒｅ (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Ｒｏｌｅ) ꎬ Ｖａｌｕ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Ｍｏｒａｌ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ｅｔｃ. ) .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Ｋｒｏｅｂｅｒ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ｐａｒｔ ｏｆ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Ｒｏｂｅｒｔ Ｒｅｄｆｉｅｌｄ ｓａｉ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ｓ ａ ｔｏｔ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ａ￣

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ｔｏｔ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ａｎｄ ｌｉｔｔｌ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 ２３ —

学术界 ２０１６. ４学术探索
〔１０〕 蔡曙山:« 认知科学基础» ꎬ清华大学认知科学课程讲义ꎬ未出版ꎮ
〔１１〕 蔡曙山:« 论文类认知的五个层级» ꎬ« 学术界»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２ 期ꎻ另见蔡曙山:« 人类认知和五个层

级和高阶认知» ꎬ« 科学中国人»２０１６ 年 ２ 月ꎬ第 １６ － ２０ 页ꎮ

〔１２〕 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 ꎬ贺绍甲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８７、１０３ － １０５ 页ꎮ

〔１３〕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ꎬ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ꎬｔｈｉ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ＰＩꎬ１０９ꎻＰＩꎬ１１１ꎬ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ｔｄ.

２００１ꎬｐｐ. ４０ｃꎬ４１ｃ.

〔１４〕 « 心智科学:东西方的对话» ꎬ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ｉｎｇｙａｏ. ｎｅｔ / ｆｊｙｚｘ / ｆ１０４. ｈｔｍｌ＃ｐ０１ꎮ
〔１５〕 这项结果曾发表于« 自然» 杂志ꎬ１９８２ 年第 ２９５ 期ꎮ

〔１６〕 蔡曙山:« 心智科学的若干重要领域探析» ꎬ« 自然辩证法通讯»２００２ 年第 ６ 期ꎮ
〔１７〕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ｐｈｒａｓｅ ｏｆ Ｍｉｃｈｕｒｉｎ’ ｓ ｗａｓ ｗｉｄｅｌｙ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 ( “ Ｗ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ｗａｉｔ ｆｏｒ ｆａ￣

ｖｏｒｓ ｆｒｏｍ Ｎａｔｕｒｅ. Ｔｏ ｔａｋｅ ｔｈｅｍ ｆｒｏｍ ｉｔ － ｔｈａｔ ｉｓ ｏｕｒ ｔａｓｋ. ” ) ｈｔｔｐ: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Ｉｖａｎ＿Ｖｌａｄｉｍｉｒｏｖｉｃｈ＿
Ｍｉｃｈｕｒｉｎ.

〔１８〕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的美国« 科学» 杂志网络版发表了美国合成生物学家、科学狂人文特( Ｊ. Ｃｒａｉｇ

Ｖｅｎｔｅｒ) 及其同事的惊人成果:在一个被掏空内核的细菌中ꎬ植入由人工合成的基因组ꎬ之后ꎬ新的基因组
取得了这个单细胞生物的控制权ꎬ从而形成了新的生命ꎮ

〔１９〕 王凡、东平:« 林克:毛泽东的秘书兼英文“ 老师” » ꎬ« 传奇传记文学选刊»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２ 期ꎮ
〔２０〕 « 圣经» ꎬ诗篇ꎬ１０４:２４ｆ. ( Ｐｓ. １０４:２４ｆ. ) ꎮ

〔２１〕 ＭｕｉｒꎬＪｏｈｎ(１９１１) . Ｍｙ Ｆｉｒｓｔ Ｓｕｍｍ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ｅｒｒａ. Ｆｒｏｍ Ｅｔｈａｎ Ｇｏｆｆｍａｎ (２００５) Ｇｏｄ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ｙꎬ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２〕 据估计ꎬ全世界共有 ２１ 亿基督徒ꎻ１３ 亿穆斯林ꎻ９ 亿印度教徒ꎻ３. ７ 亿佛教徒ꎮ 甚至在当代欧洲

和北美的异教信仰如巫术崇拜、新德鲁伊教和女权运动中ꎬ自然宗教的信仰也非常普遍ꎮ

〔２３〕 罗素:« 西方哲学史» ( 上卷) ꎬ何兆武、李约瑟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９７ 年ꎬ第 ６５ 页ꎮ
〔２４〕 戈兰:« 科学与反科学» ꎬ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ꎬ１９８８ 年ꎬ第 １８ 页ꎮ

〔２５〕 罗素:« 西方哲学史» ( 下卷) ꎬ马元德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９７ 年ꎬ第 ５８ 页ꎮ
〔２６〕 艾萨克牛顿:“ 维基百科ꎬ自由的百科全书” ꎮ

〔２７〕 ＺｕｃｋｅｒｍａｎꎬＨ.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Ｅｌｉｔｅ:Ｎｏｂｅｌ Ｌａｕｒｅ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ꎬ１９９５.

〔２８〕 蔡曙山:« 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 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８ 年ꎬ第 ３９０ － ３９１ 页ꎮ

〔２９〕 斯宾诺莎(１６３２ － １６７７) ꎬ荷兰哲学家ꎬ唯理主义者ꎬ他认为宇宙间只有一种实体ꎬ即作为整体的

宇宙本身ꎬ而上帝和宇宙就是一回事ꎮ 他的这个结论是基于一组定义和公理ꎬ通过逻辑推理得来的ꎮ 斯
宾诺莎的上帝不仅仅包括了物质世界ꎬ还包括了精神世界ꎮ 他认为人的智慧是上帝智慧的组成部分ꎮ
〔３０〕 ＬａｋｏｆｆꎬＧ. ａｎｄ Ｍ. Ｊｏｈｎｓｏｎ (１９９９)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ｌｅｓｈ:Ｔｈｅ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ｏ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ꎬ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ꎬｐｐ. ５ － ７.

〔３１〕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５ 日ꎬ英国科学家伊恩维尔穆特( Ｉａｎ Ｗｉｌｍｕｔ) 用一个成年羊的体细胞成功的克隆

出了一只小羊ꎮ 这只小羊与它的“ 母亲” 一模一样ꎮ 动物的繁衍一般都要经过有性繁殖过程ꎬ克隆却是无
性繁殖ꎮ
〔３２〕 美国« 科学» 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５ 日报道ꎬ美国科学家克雷格温特尔( ( Ｊ. Ｃｒａｉｇ Ｖｅｎｔｅｒ) ) 和他的

研究团队利用实验室化学物质合成出了一种细菌的基因组ꎬ向创造首个人造生命又迈进了一步ꎮ
〔３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ＯＩ:１０. １１２６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１５１７２１ꎬ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Ｏｎｌｉｎｅ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４ꎬ２００８.
〔３４〕 ｈｔｔｐ: / / ｃｌｕｂ.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 ｄａｔａ / ｔｈｒｅａｄ / １２１７１９０６ / ２７７６ / ８７ / ４１ / ０＿１. ｈｔｍｌ.

〔３５〕 ｈｔｔｐ: / / ｖ. 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 ２０１１１２ / ４ｃｄｆｆ８１３ － ｃ２９９ － ４ｃ４８ － ａ６ｆ３ － ３４ｅ５ｂ１ｆｆｅ１３４.

ｓｈｔｍｌ.

— ２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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