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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该文分析了人类的生存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社会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关系以及人类文明的演替与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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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1摇 人类的生存与社会发展
自从“ 人冶 这个物种在地球上出现以来,人类就

比如生活习俗、道德规范等。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
族,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
同特点的秩序。

一直在为自己的“ 生存、更好的生存和更有保障的

在现实中,秩序具体体现在人类社会的生产方

生存冶 在努力与自然发生作用,这种努力和努力的

式、生活方式和组织方式上,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

成果就是“ 发展冶 。 这是发展一词的最本质的意义。
因此,发展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追求。 “ 以人为本冶 发
展观的真理性即源于此。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人类
对发展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所进行的发展活动也
是永不停歇的,只是其具体内容和价值取向在不断
改变而已。
由于发展的基本点在于与自然发生作用,因此,
人如何作用于自然,或者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

自维护性等许多基本特性。 我们把这三种方式合并
起来,统称为“ 人类的生存方式冶 。 当然,在根本上,
“ 人类的生存方式冶 或“ 秩序冶 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
中,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基于以上认识不难得到一个看法,即“ 社会冶 是
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基础上构建出的人与人关系的
总和,表现为人类的生存方式。 “ 社会冶 一旦出现,
就会具有自己的运动规律,并且作为一个独立于人

发展活动中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最具决定性意义

和自然的第三种力量,参与到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

的、第一位的关系。 这个关系是贯穿人类社会发展

之中。 自此,人、自然、社会三者互动,呈现出绚丽多

史的基线。

彩的复杂关系。 社会就是在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中

为了实现在自然界中求得“ 更好的、更有保障
的生存冶 这一目标,人类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必
须结成“ 群体冶 ,并依靠群体的分工合作去与自然作
用。 经过漫长岁月的积淀,这种分工合作的关系就
被“ 固定冶 了下来。 我们把固定下来的关系称为“ 秩
序冶 ,固定的过程称为“ 秩序化冶 ,把建立了秩序的人

群称为社会。 显然, “ 社会冶 是 人 与 自 然 作 用 的 产
物,是人类生存活动的阶段性成果,“ 秩序冶 则是“ 社
会冶 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标志和特征。
秩序有多种形式,秩序化也有多种途径,有刚性
的,比如制度、体制、法律法规等,有的则是柔性的,

发展的。 因此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人类生
存方式和社会“ 秩序冶 的演变史。

2摇 社会的发展与人类文明

“ 人类文明冶 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含

义。 我个人以为,应该把人类文明界定为人类生存
方式的抽象表述。 如果这样定义,我们从考察人类
生存方式的变化入手,就可以比较容易地把握住社
会发展与人类文明演变的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内
在联系。
另外,除了人类生存方式演变的内在动力之外,
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还有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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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 “ 作用与反作用冶 的关 系。
在这种“ 作用与反作用冶 之中二者都得到不断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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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人类社会就在这种改变中不断发展,人类文明

文明的演变就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依照本文界

也就在这种改变中不断演变。

定的人类文明的概念,我们把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

因此,我们还需要从考察人类社会核心价值观

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一是原始文明时代,二是

的演变入手来认识人类文明的演变。 这里,社会的

农业文明时代,三是工业文明时代。 当前,人类正处

核心价值观主要指在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和支配地位

于工业文明时代。 这三大文明时代中人类的生存方

的财富观和发展观。 由于人类生存方式与核心价值

式和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的异同大体可以描述如下:

观的变化均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而人类

( 表 1,图 1)

表 1摇 不同文明时代人类的生存方式与核心价值观
生产方式
原始文明

狩猎、采集

农业文明

工业文明

种植、养殖

生活方式

组织方式

生食、穴居、 头人、巫师、
群居

奴隶主主导

以家族为

君王、僧侣、

依存单位

地主主导

规模化社会

以户为

政党、政府

大生产

依存单位

和资本主导

财富观

发展观

劳动力的

在敬畏天地、祖先、鬼神,顺应自然的

数量为财富

前提下依靠自身的体力、体能直接作用

的象征

于自然以求生存和温饱。

土地的数量
成为财富的
象征
货币的数量
成为财富的
象征

依托群体,发明和使用工具作用于土地
( 水面、草场等) 来追求财富。
奉经济利益至上,崇尚技术、资本和
社会精英,通过规模化和制度化积聚
的能量,“ 征服和主宰冶 自然,加速贫困化
来追求财富的最大化。

系统冶 。 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社

会的关系是这个“ 系统冶 中的三大基本关系( 当然,
立足于“ 社会冶 看,也可以认为是社会与自然,社会
与人两大关系) ,它在物质运动层面上表现在三大
生产活动之间的联系上( 图 2) 。

图 1摇 人类社会经济增长过程中主导因素演替示意图

3摇 人类文明的演替与转折

3. 1摇 认识人类文明实质的视角———环境社会系统
与三种生产理论

摇 摇 这里,我们把前文所说的“ 人、自然、社会三者

的互动冶 ,简化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

图 2摇 环境社会系统中三种生产示意图

图 2 中的物资生产指人类从环境中索取生产资

因为人与自然的作用,越来越多的是通过社会与自

源并将它们转化为生活资料的总过程。 该过程生产

然的作用来实现的。 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构成一个

出生活资料去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同时产生废物

不可分割的复杂巨系统,我们将其称为“ 环境社会

弃入环境。 人口生产指人类生存、繁衍和养育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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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表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 左图) ,物资

过程。 该过程消费物资生产提供的生活资料和环境
生产提供的生活资源,产生人力资源以支持物资生

生产还没有从人口生产中独立出来,只是人口生产

产和环境生产,同时产生消费废物弃入环境。 环境

的一部分。 进入中期( 中图) 以后,物资生产的能力

生产则是指环境在自然力和人力共同作用下对其自

有所提高,于是逐渐从人口生产中分离出来。 但这

然结构和状态的维持与改善,包括消纳污染( 加工

时它的能力还不太强,还只能依附于人口生产。 到

废弃物、消费废弃物) 和产生资源( 生活资源、生产

了近代( 右图) ,物资生产能力极大提高,规模不断

资源) 。 三种生产的关系呈环状结构,物质在其中

扩大,从而成为环境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独立的不可

的流动受阻即会危害环境社会系统的畅通运行。 三

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种生产及其相互关系的这

种生产活动之间的互动推动着环境社会系统的演

种演变过程,深刻地表现在人类社会发展与文明演

变,当然也就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 在“ 三种生

变的轨迹中。

产活动之间的互动冶 作用中,人类社会的发展行为

考察物质在环境社会系统中,特别是在人类社

是主动方,在它的作用下,人类的生存方式不断变

会子系统中流动特征的变化( 图 4) ,可以从中获得

化,自然环境也在不断变化,因而环境社会系统不断

更多的更直观的启示。

演变。
从环境社会系统视角看,人类社会发展决定于
对两大基本矛盾的应对:第一,是人类对财富追求的
无限性和自然环境支撑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第二,是人类对公平分配社会财富追求的无限性和
社会秩序实现公平分配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事实上,人类社会一直在调整这两大关系,或者说是
一直在处理这两大基本矛盾。 历史的事实表明,这
两大基本矛盾的激化与缓和相互交替,推动着人类
社会或快或慢地不断前进。
3. 2摇 人类文明演替历史轨迹剖析

图 4摇 人类文明演替示意图

由前文所述,人类文明已经历经了原始文明、农

图 4 表明,在原始文明时代,人类的物资生产水

业文明、工业文明三大历史阶段,其中出现过两次重
大的转折:从原始文明向农业文明的转折,从农业文

平极其低下,只能直接消费从自然界中索取到的自

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折。

然资源,并把不能消费的剩余物弃置回自然环境。

人类文明演替的历史轨迹和转折可以依据不同

这时,人类的生存主要依靠人的体力和体能,维持生

的学说和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描述和解释。 依

存的生活资料是自然物。 到了农业文明时代,人类

据本文对“ 人类文明冶 的理解,我们通过考察人口生

开始学会使用工具。 于是,人类从自然界索取到自

产、物资生产和环境生产之间物质流动状况的变化

然资源以后,先对其进行加工,然后再去消费,最后

来认识和理解( 图 3) 。

当然还是将加工和消费后的“ 废物冶 统统弃回自然
环境。 由于在这个时期的“ 加工物冶 是简单加工物,
因而所有返回自然环境的“ 废物冶 可被自然环境完
全“ 消纳冶 。 当人类对“ 加工物冶 的消费有了剩余之

后,社会分工开始细化并相对固定下来,并对物质财
富积累的重要性开始有了认识。 到了工业文明时
代,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商品流通跃升为物质流中
的主要甚至是支配性的环节,成为具决定性意义的
图 3 早期、中期、近代三种生产之间物质流动状况演变示意图

时代标志,于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和积聚空前加
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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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人类生存方式不断变化的同

工业文明的“ 秩序冶 不承认这三大供需关系是

时,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也在不断改变。 这两方面的

客观存在,特别是不承认“ 环境生产冶 的客观存在,

变化,有时生存方式的变化在先,有时核心价值观的

更谈不上去承认环境生产能力的有限性。 于是,在

变化在先。 正因为有先有后,二者才始终处于相互

工业文明时代的价值理念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

激荡之中。 比如在当前,一方面,保护环境已逐渐成

组织方式的联合驱动下,对自然资源和环境承载力

为社会的共识,成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但

的需求无限扩大。 于是,第一对基本矛盾被不断激

另一方面,现实的生存方式使社会又在不断向自然

化,进而导致自然资源迅速枯竭、自然生态系统不断

环境排放大量的生产废物和生活废物。 这表明道德

退化,直至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危机。 另外,工业

理性的核心价值观与利益理性的行为方式之间出现

文明虽然十分关注商品供需关系,但在经济利益至

严重的分裂和冲突。 冲突的结果必然是使两者都发

上观念的支配下,虽然极大地刺激了物质财富的快

生改变。 人类社会就在这种冲突之中不断改变自己

速增长,但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商品、社会财富和

的“ 秩序冶 ,不断地前进。 需要指出的是,在“ 秩序冶

环境资源分配不公的状况日益扩大,其结果是第二

从量变到发生质变,就意味着人类文明发生了转折。

对基本矛盾又被不断激化,导致贫富两极迅速分化。

3. 3摇 人类文明演替已进入转折期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

在人类历史上,一个新的文明时代的出现都是

家,都不同程度地遭受到上述危机的困扰,危及了环

因为前一个文明时代的“ 秩序冶 把两大基本矛盾激

境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行和人类社会的持续、稳定发

化到了它自身无法解决的程度,从而催生出一种新

展。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虽然各国都分别作出了许

的“ 秩序冶 。 也就是说基本矛盾的激化就是人类文

多努力,但在全球范围内上述危机不但没有被抑制、

工业文明用不到三百年的时间创造出比人类在

由上可见,工业文明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不改

以前所有时代中所创造的总和还要多得多的财富。

变它的生存方式和核心价值观,不改变它的理念、理

但是,由于工业文明时代营造出的生存方式、形成的

论和方法的框架,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产生危机

财富观和发展观,割裂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一

的根源,当然也就不可能使人类获得“ 更好的、更有

体性,将经济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背离了“ 发

保障的冶 生存。 事实上,当前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

展冶 的原初目标,从而将前述两大基本矛盾激化为

和核心价值观已经在“ 悄悄地冶 发生改变。 这表明

它自身无法消除的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危机。 因而工

人类文明已经进入了转折期。

业文明的被取代是历史的必然。

4摇 人类如何走向新的文明时代———创建新

明即将进入“ 转折冶 的信号。

在环境社会系统中,客观存在着三大供需关系,
即商品的供需关系、自然资源的供需关系和环境承
载力的供需关系( 图 5) 。

消除,反而愈演愈烈,迅速蔓延、激化。

的发展模式

摇 摇 关于人类如何走向新的文明时代,不可能有一

个普适性的“ 设计冶 ,这不但是因为还在探索之中,
而且还更因为各个国家的自然环境状况、社会经济

状况和文化历史状况等各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
实际上,当今世界,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
家,都在积极地探索自己的转折方向、道路和方法。
这里我们只讨论中国发展新模式创建中的几个问
题。
4. 1摇 中国工业化历程的启示

回顾中国工业化的艰难历程以及中国政府和人

民为此所作出的努力,可以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创建
图 5摇 环境社会系统中的三大供需关系示意图

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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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大体可以分作以下三个大的

为层次上,把社会、经济、环境效益的统一作为主要

阶段。 第一个阶段,起步阶段。 当世界开始由农业

工作目标,以“ 共赢冶 为原则,兼顾各方利益,统筹安

文明向工业文明转折时,中国醒悟迟缓,动作极慢,

排各种各样的“ 边界活动冶 ,如城乡统筹、区域统筹

大约比西方先期工业化国家晚了两百多年。 在这一

等;协同( 优化整合) 环境社会系统中三大主体( 政

次文明转折的关键时刻,中国的统治者和民众沉缅

府、企业、公众) 的行为。 当前,居社会发展主导地

于欣赏自己在农业文明时代所创造的“ 辉煌冶 业绩

位的中国政府正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围绕经济

之中,不图变、不求新,丧失了转折的历史机遇。 第

系统生态化和人性化这个中心,启动自身工作职能

二个阶段,过渡阶段。 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曲折的

和工作方法的转变,带动经济增长方式和财富分配

阶段,历经坎坷,步履蹒跚的中国,在二十世纪前半

方式的转变,努力创建中国发展的新模式。

叶,或更早一点的时间,虽有不少“ 有识之士冶 为中

5摇 结语

国的工业化努力呐喊和实践,但迭遭国内传统观念
和原有生存方式的强大束缚以及国际上先期工业化

人类在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

国家的压制,基本上未能有所作为。 直到二十世纪

之后,正在走向新的文明时代。 这是中华民族伟大

后半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以后,才

复兴的历史机遇。 党和国家清醒地认识到并把握住

真正走上工业化的征程。 但在种种内外因素的制约

人类社会的这一发展趋势,制定了正确的国家发展

下,步伐依旧十分缓慢。 第三个阶段,追赶阶段。 中

战略和各项政策、举措。 但是在不断破解“ 走生态

国在近三十年中采用“ 压缩式冶 的方法加速工业化

文明路,补工业文明课冶 难题的实践过程中,仍会在

的步伐,完成了先期工业化国家花了二三百年才完

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上遇到新的挑战和新的难题,

成的任务,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但由于采用

我们决不能墨守成规,固步自封,更不能唯先期工业

的发展模式基本上仍是工业文明国家采用过的模

化国家的马首是瞻。 必须且只能解放思想,迎难而

式,因此在取得惊人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危机集中

上,大胆实践,勇于创新。 只要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和

爆发的代价。

广大科技工作者努力正确理解并坚决贯彻落实科学

4. 2摇 中国发展新模式的探索与创建

发展观,中华民族一定能在人类向新的文明时代的

当前,人类文明演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面对

人类文明的走向和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我们是继
续沿用先期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模式前行呢? 还是去
努力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新的发展模式? 如果选择
后者,又有一个是否存在一条既能顺利地完成向新
的文明转折,又能在当前由工业文明理念主导的国
际社会游戏规则中应付自如,损失较小的发展道路
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当前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如
何破解“ 走生态文明路,补工业文明课冶 的难题。 这
是创建中国发展新模式的关键问题。
中国在近三十年中,从观念层次和行动层次上
对破解这一难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
长足的进展。 在观念层次上,提出了“ 以人为本,全
面、协调、 可 持 续冶 的 科 学 发 展 观。 这 一 发 展 观 将
“ 以人为本冶 置于价值体系的顶层,将全面、协调、可
持续,即分工合作的稳定与有效作为价值尺度。 这
是对发展的根本目的的回归与升华,是对工业文明
割裂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一体性的深刻反思。 在行

伟大转折中再铸辉煌!

叶文虎:创建中国发展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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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has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 survival,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civilization, as well as the evolution and transition proc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Focusing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n鄄

dustrialization process of China, this paper has concluded that the new pattern for development of China should be
creat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f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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