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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 家 ／-q=． 哲 学 "笔 谈  

【编者按】自1960年代起，以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戴斯·贾丁斯及尤金·哈格罗夫为代表的西方 

生态哲学家对生态系统的价值、权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立足于西方文化构建了一整套生态 

哲学的研究范式。在现实的生态恶化压力下和西方的生态哲学研究促动下，对中国传统生态哲学 

思想进行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学者们发现中国的儒家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意识， 

并试图从儒家文化中发掘生态启示。儒家生态哲学开创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方向，其研究成果能 

够推动对于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新理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刊推出这组笔谈，旨在反映当前儒 

家生态哲学的研究动向。 

儒家生态哲学的元理论体系建构及其意义 

乔清举 

(中共中央党校 督学组，北京 海淀 100091) 

【摘要】儒家哲学本质上也是生态哲学。儒家生态哲学的元理论体系包括天人关系论、生态本体 

论、生态德性论、生态功夫论、生态境界论、生态范畴论等。较之通常的儒家哲学研究，儒家生态哲学 

研究所涉及的史料范围更为广泛，其采用的“从根源出发的语境还原”“视域的移置重合”等方法更加 

具有突破学界自觉或不自觉地广泛运用的主客对立原则的特点，有利于深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 

的认识、促进中国哲学参与世界哲学话语体系建构、确立中国文化与哲学的世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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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从生态科学的角度来看 

是能量交换关系 ，从生态哲学的角度来看则是 

“道德”关系” 。生态哲学是人类重究天人之际 ， 

再探群己权界 ，重新定义 自己相对于 自然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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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边界 ，确立对于自然界的道德责任的一种哲学 

思考；其实质在于把 自然作为价值和权利主体， 

确定人对于对 自然的义务口】，探讨二者和谐共生 

的主体间性关系。 

一

、 儒家生态哲学的定位 

儒家哲学本质上是生态哲学。“究天人之际” 

是儒家哲学以至于整个中国哲学的内容 。儒家 

哲学对于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认识表现在思 

维结构上 ，早期是天、地 、人不相分离的三重结 

构，如《周易》的“三才之道”。三重结构进一步演 

化为天人关系的二重结构 ，核心命题是“天人合 

一

”

， 其要点是把人置于自然，使人从属于自然， 

服从 自然的总规律；使自然成为人的思维和行 

动。一言以蔽之 ，即人类存在的规范性参数或内 

在限制。天人合一是一种人寓居于 自然的结构 ， 

表明了人和自然具有同一性 ，人性来源于天性 ； 

自然的规定就是人的规定的理念。这正是《中 

庸》“天命之谓性”、《易传》“继善成性”的含义。 

儒家哲学对于人与 自然关系的认识本质上是符 

合当代生态哲学原则的。 

西方哲学也承认人和天地万物一样是 由物 

质构成的，但在西方哲学看来 ，人还有超出 自然 

的理性 。理性与 自然对立。人依靠理性的 自我 

立法而进入道德领域 ，这是人作为人的价值所 

在。如果把人等同于其物质构成，就抹杀了人的 

价值；如果认为 自然也能对人的行为提供启示或 

者原则 ，就混淆了事实和价值 、“是”和“应该”的 

区别 ，犯了“自然主义谬误”。从这个意义上说 ， 

天人是不能合一的；认为人和 自然具有同一性 ， 

人的价值来源于天并且天然地和天(自然 )一致 

是不可接受的。其实，中国哲学也认识到了人和 

自然或者说价值与事实的区别。《左传》《孝经》都 

有“天地之性人为贵”的论述 ，苟子 自觉而又明 

确地论述到人和水火、草木 、禽兽相比，“有气 、有 

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贵”就 

是价值。“天命之谓性”的“天”本身即有价值的意 

义，“性”也随之而有价值意义。从北宋张载开 

始 ，儒家强调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天理与人欲 

的区别 ，这些也都是价值与事实的区别。在中国 

哲学史上，天人合一的内涵有一个不断丰富和深 

化的演变历程，是在肯定价值和事实 、“是”和“应 

该”相区别的基础上的更高级的统一。 

当然 ，对于儒家哲学是生态哲学这一命题还 

须进行一些限制。生态的维度并不是 中国哲学 

的唯一维度 ，也未必是哲学家考虑问题的出发 

点或落脚点。孟子讲到牛山之木因遭砍伐和放 

牧不能生长 ，并不是论述生态哲学，而是把林木 

被毁作为一个论据来类 比论证人性之善。他要 

求“斧斤以时人山林”也不直接是为了生态，而是 

把它作为一项仁政措施 。他和管子等其他哲学 

家一样 ，有 自觉的生态认识 ，也提出了相应的措 

施 ；但 由于还没有遭遇大规模的深刻的生态危 

机 ，所以他们并不把生态思考作为哲学的主题。 

同时 ，从思维发展的规律来看，逐渐淡化 自然话 

题而专注于精神领域同样是中国哲学的发展趋 

势。“天命之谓性”到宋明时期更多地落脚于精神 

境界的提升，所以也不能把儒家哲学尤其是宋明 

理学简单地归约为生态哲学。儒家哲学本质上 

是生态哲学 ，是说这种哲学的基调与生态哲学 

一 致 ；而不意味着儒家哲学的内容仅限于生态 ， 

或者说儒家是出于生态思考而提出命题或构造 

体系的。 

二 、儒家生态哲学体系的元理论 

框架 

儒家生态哲学的基本框架可分为天人关系 

论 、生态共同体论 、生态本体论 、生态德性论 、生 

态功夫论、生态境界论、生态范畴论等内容。 

(一)天人关系论 

“天人合一”作为儒家天人关系论的普遍原 

则，表达了中国人根植于自然 ，与 自然和谐相处、 

协同发展的生态性存在方式。当代生态哲学和 

生态科学正从不同侧面向这一古老原则回归。 

在中国哲学史上，天人合一有一个不断丰富发展 

的过程。从生态哲学的视域看 ，天人合一可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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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与价值 、本体与功夫 、境界与知识 多重含 

义。天人合～的物理意义或事实意义是说世界 

万物从泥土瓦石到一草一木，从飞禽走兽到常人 

圣贤都是由气构成的，一气贯通 ，万物一体。天 

人合一作为一种事实 ，对于人来讲是一种必然 、 

必须。必然蕴涵应该 ；这意味着 自然对于人具有 

道德引导作用。所以，天人合一也是人应该做到 

的价值要求。天人合一的本体意义是天地万物 

具有一定的同一性。《中庸》说“天命之谓性” ； 

《易传》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 

者性也” ，又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61 l。天人 

合一作为价值观，是人的道德实践要求 ，人应该 

做到天人合一。人主动地合于天的实践努力便 

是天人合一的功夫论意义。张载说 ：“儒者则因 

明致诚 ，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 人经过功夫 

修养后，达到“与天地参”“民胞物与”“与天地万 

物为一体”的境界，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意义。 

人应该遵循 自然规律，可以说是天人合一的最为 

浅显的表述 ，所以，天人合一也是一种可以用科 

学的方法去把握的知识。 

(二)生态共同体论 

生态共 同体是人类可以道德地对待的对象 

的范围。儒家哲学 中，仁是德性 ，其对象不仅有 

人 ，也包括外部世界。儒家对于动物 、植物 、土 

地 、山脉等 自然存在都持关爱的生态态度 ，提出 

“仁 ，爱人 以及物”“仁者内善于心 ，外及于物” 

“德及禽兽” ‘恩至禽兽 ，泽及草木”[1Ol“恩及于 

土”” “恩及于水” ‘恩及于金石”⋯ 。‘‘化及鸟 

兽”“顺物性命” 等命题。这些命题与西方哲学 

相比非常独特 ，表明儒家生态共同体的范围是整 

个的自然界。 

(三)生态本体论 

本体是万物之根、价值之源，生态本体论探索 

的是人与万物的根源统一性。在儒家哲学中，仁 

是贯穿天地人物的本体。 

《易传》上说，“天地之大德日生”，“生生之谓 

易”。在这里，“天地”即自然，“生”包括给予生 

命、出生、生养、生长以及变化、更新、进化等。二 

程认为 ，“生生”或“生意”是“易”，是天道。他们 

说 ：“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 

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 朱子强调 ，生 

意普遍地表现于一年四季 ：“春为仁 ，有个生意 

在 ，夏则见其有个亨通意在 ，秋则见其有个诚实 

意在 ，冬则 见其有个贞同意在。夏秋冬 ，生意何 

尝息!本虽凋零 ，生意则常存。大抵天地问只一 

理 ，随其到处 ，分许多名字出来。” 。。 这表明，元、 

亨、利 、贞或春、夏 、秋 、冬都不过是生理的不同说 

法而已。《易传》说“复，其见天地之心”。理学家 

认为，天地的生意或者生理也就是天地的生物之 

心 ；“天地以生物为心”[5-2}，万物都得到天地之 

心作为自己的心。二程说 ：“万物之生意最可观， 

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13-2]“天地以此心 

普及万物 ，人得之遂为人之心，物得之遂为物之 

心 ，草木禽兽接着遂为草木禽兽之心 ，只是一个 

天地之心尔。~[14-2]生生之德即是“天地之仁”。“仁 

者，生生之德也。”” 这样，到宋明时期，仁上升为 

本体概念 ，不仅是 自然的本体 ，同时又是人的“本 

心之全德” 。】，从而成为贯通人与 自然的根源性 

统一的本体。 

(四)生态德性论 

儒家哲学具有德性伦理的特点 ，仁 、义 、礼 、 

智、信、忠、孝、慈、俭、恕都是德性条目。以往的 

研究因受主客对立的思维方式和人类中心主义 

的影响，仅仅把这些条 目看作人与人之间的道德 

范畴，事实上 ，它们也都是对于 自然的德性范 

畴。比如仁 ，董仲舒说 ：“泛爱群生 ，不以喜怒赏 

罚 ，所以为仁也。” 又说 ：“质于爱民，以下至于 

鸟兽昆虫莫不爱 ，不爱，奚足谓仁 !，’111-5]又比如 ， 

礼也有对于 自然的意义，狩猎的“三驱之礼”就包 

含对于自然的慈爱态度。再如 ，孝也包含生态意 

义。《礼记·祭义》记载：“曾子日：‘树木以时伐焉， 

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日：‘断一树 ，杀一兽 ，不以 

其时，非孝也。” ” 此条还见于《孝经》。深入探讨 

这些德性概念，对于我们理解儒家哲学的生态特 

点，深化对于儒家哲学以至于中国哲学与文化的 

理解，具有重要意义。 



 

(五)生态哲学功夫论 

功夫论是中西哲学的根本不同之一。所谓功 

夫论是指使某种道理成为 自己的理性、德性甚至 

身体的一部分，使自己能够无所迟疑、不假思虑、 

不存计较、自然而然地按照这种道理应事处物的 

一 种修养或实践活动。换言之，功夫使某种哲学 

理念与自己的心灵或主体达到统一，从而使自己 

时时处处将这种理念 自觉地运用于 日常生活。孟 

子的“实有诸己”可视为功夫论的实质性概括。程 

朱的“主敬”“格物穷理”，王守仁的“事上磨练”“致 

良知”以及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都是功夫论 

的具体方法。天人合一的根本思维方式决定了人 

和 自然的统一 ，所这些功夫论条 目也都同时具有 

生态意义。朱熹指出：“物理即道理 ，天下初无二 

理。”n 他的格物说就包含着从了解事物的物理 

到明白做人的道理的“豁然贯通”的飞跃 ，这是事 

实与价值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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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谓物格 ，此 

谓知之至也 】。 

儒家的人与西方近代哲学的人存在根本差 

异。在近代西方哲学中，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 

二者是征服和占有关系。而在儒家哲学中，自然 

是生生不息的合 目的性，人是促使 自然实现这一 

目的的责任主体，担负有对 自然的生态责任。责 

任的实现过程就是功夫的践履过程。“与天地参” 

“与天地合其德”“与天地万物为一体”都是对这 

一 责任的说明。 

(六)生态哲学境界论 

境界论是冯友兰的人生哲学思想，指由人对 

于 自己和世界的关 系的觉解所构成 的精神层 

次。照他所说 ，境界共有四种，依次为自然、功 

利、道德、天地。现在来看 ，后两种具有生态的意 

义。天是宇宙。天地境界的人知道 自己是宇宙 

的一分子 ，从宇宙的角度看万物 ，达到与天地万 

物为一体 的境界 。大程说 ：“仁者浑然与物 同 

体。” 叫又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 

也。”n 《论语》中有“恕”，是推己及人。张载说： 

“推己及人，乃其方也。”[7-2]推是道德心的扩展 ，也 

是达到天人一体的一种功夫。孟子在论述仁政 

时说到把仁心推及到行政。大程用“感”、阳明用 

“恻隐”来说明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小程强调以 

“诚敬”存心的功夫，朱子则进一步主张“无私” 

“克己复礼”。他指出，人只有去掉因为躯壳而与 

天地万物形成的隔阂，达到无私，才能做到仁；做 

到仁 ，才能做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参天地 、 

赞化育，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要求达到个人和宇 

宙的同一 ，其核心则是主客体的审美统一，具有 

深刻的生态意蕴。值得注意的是 ，朱熹 、王阳明 

都主张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态境界论 ，这是以 

前主客对立的思维方式下未能发现的结论。 

(七)生态哲学范畴论 

儒家生态哲学具有一个较为完整的概念范 

畴体系 ，由气 、通 、和 、生 、生生 、时 、几 、道 、乐 、 

合、参、一、心、性、感、应、体等概念构成。这一范 

畴体系与西方生态哲学的生命、权力 、价值 、人类 

中心主义等概念体系不同 ，具有 自己的特点 。 

“气”是宇宙万物的基本构成元素。“通”是气在不 

同物质实体之间、人与物质实体之间、人与人之 

间的流通、循环 ，是物质 、能量和信息的交换。 

“和”是阴阳二气的运行能够产生生命的状态和 

万物之间相互关系的应然状态。荀子说 ：“万物 

各得其和以生。”[4-2]“生生”是宇宙万物的存在状 

态 、机能和发展趋势，是一种包含死亡在内的辩 

证统一性。“时”是宇宙运行，万物产生 、发展和变 

化的节奏 、节律。“道”是对宇宙起源及运动规律 

的总体概括，它综合地含有宇宙的整体性 、有机 

性、有序性 、联系性 、合 目的性等。有序和谐 、生 

生不息的道是自然界的事实，也是自然界成员应 

该遵守的规则和价值。感、参都是人与自然的生 

态性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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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儒家 生态 哲学的 史料与 研究 

方 法 

儒家生态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从史料出 

发。与传统儒家哲学研究有所不同，儒家生态哲 

学研究 的史料范围更为广泛。过去研究儒家哲 

学，史料范围一般是《周易》经传、四书系统以及 

历代哲学家文集等。研究儒家生态哲学 ，史料范 

围必须扩展到《尚书》《春秋》及《左传》《公羊传》 

《谷梁传》《国语》《周礼》《仪礼》《礼记》、二十四 

史，以及近年来出土文献如《马王堆帛书》《上海 

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等。两汉时期除董仲舒、 

王充外还须扩展到郑玄经学，何休《春秋》公羊 

学，《白虎通》等。魏晋时期还须研究王弼韩康伯 

的《周易》学，何晏、皇侃的《论语》学，杜预、范宁 

的《春秋》学等。对于宋明时期哲学家如周敦颐、 

二程 、张载、朱熹 、王阳明、黄宗羲 、戴震 、王夫之 

等 ，则须从生态 的视角做出新的理解。如前所 

述 ，朱熹的“豁然贯通”说就不止是过去一般认为 

的神秘主义直觉 ，而且是生态视角下对人与 自 

然、物理与人心的联系性的领悟。 

作为一门学科 ，中国哲学受西方“哲学”范式 

的制约，后者对中国哲学具有“预言”性，即采用 

哪种西方哲学作为方法论 ，哪种西方哲学的结论 

就会在中国哲学中得到“发现”。采用生态范式 

的研究如何避免这种现象 ，使得儒家生态哲学具 

有“中国”特点，与当代西方生态哲学展开深度对 

话 ，成为中国生态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难题。为 

此 ，须采取“从根源出发的语境还原法”“视界移 

置融合的诠释法”两种新方法。 

“从根源出发的语境还原法”的目标是显示 

概念 、命题或思想在原语境状态下的意义，从而 

回归到儒家哲学本身 ，即从根源出发，确立儒家 

生态哲学 的话语体系。这种方法要求尽量摆脱 

各种方法论框架的影响，以呈现研究对象的本来 

面 目，凸显儒家生态哲学的特点 ，为建立生态哲 

学的中国话语体系奠定基础。迄今为止，中国哲 

学研究大体是笛卡尔 以后主客对立的思维框 

架。生态哲学研究应对这一框架保持足够清醒， 

把材料置于固有的语境之下进行理解。以朱熹 

生态哲学为例来说，可采用这样的步骤逐步还原 

其原貌 ：由哲学至理学(狭义的)、由理学至道学 

(包括心学)、由道学至经学、由经学至儒学 ，这样 

可以不失其特点地展示朱子哲学的内容。前述 

“豁然贯通”就是语境还原的结论。 

诠释学在西方一直存在，海德格尔、伽达默 

尔对其进行了新的发展。伽达默尔继承海德格 

尔的本体论思想 ，认为“理解”也是“对话”，是理 

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的“视界融合”，真理即产生 

于这一融合过程。诠释学对 中国生态哲学研究 

的方法论意义是“视界的移置融合”。古人有生 

态体会，但其关注的重心或者说他们的“视界”并 

不一定就在生态。孟子以牛山之木容易被毁是 

说明人心善性培养的不易 ，他 的“视界”在性善 

论。可是 ，他借用的例子表明他对于林木的生态 

性生长也有一定的认识 。我们可以把“视界”离 

开性善论 ，而注视于生态论 ，从而发现孟子的生 

态思想。这便是视界的移置融合。 

四 、儒家生态哲学研究的意义 

基于材料范围的扩展 ，新方法的运用 ，可以 

发现儒家生态哲学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 

统一整体，“儒家生态哲学史”“儒家生态哲学话 

语体系”都是可以成立的；从生态的角度切人儒 

家哲学 ，可以带来对于中国哲学的新认识。 

如前所述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究天人之 

际”的经典结论。 

然而，中国哲学史学科 自确立以来 ，由于受 

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影响(也可以说 ，中国哲学 

史这门学科建立的目标之一即是主动地引入主 

客二分的思维方式 )，存在j个缺陷。其一，忽略 

了“究天人之际”的本来意义，而是把天和人分割 

起来 ，形成 了主客二分的研究方式 ，遗失了“合 

一 ”的精义。其二，由于 自觉或不自觉、主动或被 

动地把主客二分作为现成的结论带入中国哲学， 

造成了主体性内涵中所包含的客体性内涵的遗 



失，以及对于 自然的关爱态度亦即生态维度的遗 

失。仁包含生态维度 ，而且在哲学史发展进程中 

具有本体化的趋势。可是，国内外中国哲学研究 

往往只把仁作为一个表示人际关系的道德概 

念。其三，主客二分的研究也造成了中国哲学研 

究中的一些未必正确的结论 ，如朱子的“所当然” 

和“所以然”所指称的对象既包含人 ，也包含物 ， 

在他那里事实与价值是统一的；可是通常的结论 

却认为二者一个指自然之理，一个指人文之理。 

牟宗三的宋明理学研究在价值观上与冯友兰截 

然对立 ，而事实上，他关于朱熹哲学的结论与冯 

友兰是一致的，只是评价相反而已。之所以出现 

这种情况，是因为他采用的仍是主客对立范式。 

摆脱先验的主客对立范式以后还可以看出，朱子 

和阳明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都重视“生生”“与天 

地万物为一体”等。这就促使我们对于理学与心 

学、进而对于儒家哲学形成新的认识。从生态的 

视角看，儒道佛哲学在根底上具有一致性。中国 

佛学受儒道天人关系思想的影响，无论在存在 

论 、还是在境界论上均突出“依正不二”、人与环 

境万物 的一体性 ，强调人与环境万物的相互感 

通 ，强调对能所二分的消融。儒释道哲学 中的 

仁 、义 、性 、理、道 、德等概念，尤其是德性修养的 

功夫论 、境界论都是西方哲学所没有的，通过对 

比性研究可以展现中国哲学的普遍意义 ，深化二 

者间的对话 ，从而在生态文明时代确立中国哲学 

的国际话语权，进而形成对于世界哲学的第二次 

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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