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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与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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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所有科学研究的使命都在于弄清楚关于人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解决人的问题，服务于人类的发展。人的

活动方式不同，其认识也不同，进而决定着经济运行的方式和结果不同，因此，从经济角度研究人类活动的经济学
不应离开人这个主体。鉴于此，中国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和起点可以归结为人，中国经济学中的人是多维一元的。
人是存在与思维、现实与理想、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的统一体，是物质与意识的统一。人类的认识是可以统一
的，而人类的实践是有局限性的，
对人类的认识与行为正确与否的判断标准应该是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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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的角度讲，所有经济活动都是人的活

如何通过经济活动、通过什么样的经济活动成为其

动，所有人的活动都是有意识的活动，都是建立在

应该成为的样子等关于人的认识问题，从而正确地

人的认识基础之上的活动；人的活动方式不同，其

理解、解读、修正和统一关于人的认识，实现人类的

认识也不同，也决定着经济运行的方式和结果不

可持续发展。

同，当然也决定着人类是否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因此，从经济角度研究人类活动的经济学不应离开

一、中国经济学的基础和起点是人

人这个主体，也不应离开人类行为和决定人类行为
的人的认识这个主题，当然更不应离开为人类服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
人根据自己的认识，
通过自

务、实现在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之上的人类可持续发

己的行为和习惯，作用于社会和整个世界。不同的

展这个目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 文化是一个国

人由于其不同的认识和行为习惯，其作用于社会和

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文明 5000 多年绵延不
①

世界的行为方式也不同，所产生的结果也将不同。

断、经久不衰，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

各门科学的研究都不能离开人，这是因为人是所有

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

问题的根本，离开了人，也就离开了问题，也就没有

内涵和精神品质，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

研究各种问题的科学。虽然从表面看，自然科学尤

的根本特征”。中国文化是关于人的文化，中华文

其是一些纯粹关于自然的科学如物理学、
植物学、
矿

明是关于人的文明，中国经济学作为中国文化和中

物学等，似乎与人无关，或者可以与人无关，但实际

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关于人的经济学，应

上，
如果我们反观一下就会知道，
这些研究都是人的

当首先回答人现在是什么样的（现实人）和应该是

研究，
都是由人进行的研究，
研究的直接目的可能是

什么样的（理想人）问题，然后进一步回答和解决人

揭示对象世界的规律性，但最终目的是为了人；而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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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即便是对于同样的问题和现象，
不同的人采用不

我们生存的环境，当然也就不可能很好地解决个人

同的研究方法，
从不同的视角展开研究，
所得出的结

和人类的问题。

论也会有很大不同。我们尤其注意到，由于研究的

经济学不仅仅是研究经济规律的科学，也是统

立场和目的不同，其结论会大相径庭。这就意味着

一人的认识的学问。中国文化不仅是中国人的文

离开了研究这些问题和现象的人，不仅没有研究及

化，也是关于人的文化；中华文明不仅是中华民族

其结果，
也没有所要研究的问题和现象，
也就没有需

的文明，也是全人类的文明。这是中国文化和中华

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文明的独特性所在，也是其绵延不绝的生命力所

当然，这里的人既不仅仅指我们通常所说的人

在。中国经济学扎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是

类或直接关系人（自己、自己的家庭、自己所属的阶

用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

级或利益集团、国家或民族），也不仅仅指纯粹自利

看待人类经济活动，广纳全人类所有进步成果，从

的个人，
还应包括人类和自然界在内的整体，
以及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入

类的思维。也就是说，这里的人是现实的而不是抽

手，服务于个人全面发展和人类可持续发展这一目

象的人，
是存在的人而不是假设的人，
是与自然和历

的，而对全社会资源进行配置的学问。这样的经济

史相统一而不是脱离了历史、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独

学必须以现实的人为起点，以不断完善的理想的人

立存在或傲慢自恃的人。这里的研究也不一定必须

为归宿，因此要建立在对人的正确认识基础之上，

指那些学术的、专门的研究，即便是那些些微的关

因为只有很好地认识人类这个主体，才能很好地认

注，
或者不经意间的一瞥，
甚至个人加入到习以为常

识自然界这个客体；只有很好地认识“自己”这个主

的社会或群体之中，
都会对主客体产生影响，
导致研

体，才能很好地认识由家庭、村庄（城镇）、单位、民

究结论的某些改变。因为一方面，正如“薛定谔之

族、国家等组成的人类社会这个客体；只有很好地

猫”
实验所揭示的，
虽然在揭开盖子之前猫到底是死

认识人类的思维这个主体，才能很好地了解人及其

是活确实无法确定，
但不管是死是活，
都是人的行为

存在这个客体。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学只有从人出

的结果——是人放进了镭和氰化物；离开了人进行

发，为人服务，以现实人而不是假设人为研究起点，

的这个实验，谁还关心这个猫的存在。另一方面，

才能揭示人的真实面目，才能根据人的需要有效配

“双缝干涉实验”也告诉我们，人的研究对自然界也
确实有影响。
现实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和问题就是忘记初

置资源，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真理性，才能真正
解决人类社会的问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可
持续发展。

心，缺乏反观。比如，人类总是把自己当成一个自

与此对比，西方经济学可能是缺乏灵魂的。虽

然而然的存在前提和自然主宰，然后去从自然界中

然其理论从“经济人”的假设出发，但这里的“经济

获取食物，从而开始了对自然界的研究，而忘记了

人”并不是人，而是没有人的责任的自私自利的生

人是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并且永远也不可能脱离

物；其研究对象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其中把人（劳动

自然界而生存这一事实；同时，为了提高效率，减轻

力）与资本等同，成为生产的一个普通要素；其研究

劳动强度，人们开始进行进一步地对自然界机理的

和生产的直接目的和最终目的也不是为了人，而是

研究，从而出现了初期的技术，如种植和养殖；如此

为了创造利润。可见，西方经济学中没有人的因

不断进步，各类技术层出不穷。但随着技术的演变

素，只有僵尸般的生产和流水线。马克思从商品这

和进步，生产效率确实成倍提高了，而劳动强度不

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细胞出发，不仅揭开了剩余价

减反增，人类越来越异化；此外，人类本是一种社会

值这一资本家剥削的秘密，更揭示了商品经济自发

性生物，不可能独立存在，为了社会生活的顺畅运

发展、过度发展造成的商品成为人的化身和人退化

行，就需要自我约束，相互理解，完善制度，但现实

成商品这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

中许多制度也被大大异化了。因此，人类最缺乏的
就是关于人自己的知识。人如果不能很好地认识

二、中国经济学中的人：
多维一元

自己，如果不能很好地认识自己的思维，也就不可
能很好地认识他人和自然界，也就无法很好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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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人类对人的认识大致可以分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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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一类是西方的简单的自利者；另一类是以中国

国制度博大精深的内涵，只是“为我所用”地借用了

为代表的东方的复合的一元体。

自由、平等、博爱等为其遮羞。另一方面，英国的李

自原始公有制解体之后，西方逐步形成了以家

约瑟利用其对科技的参悟和对中国较长时间的考

庭庄园为主体的私有制，从而开始了人的自利之

察，提出了“古代中国人在整个自然界寻求秩序和

路。之后西方的工业革命在造就工业资产阶级的

谐，并将此视为一切人类关系的理想。对中国人来

同时，也消灭了商业和农业资本家；资产阶级革命

说自然并不是某种应该永远被意志和暴力征服的

和启蒙运动为新兴资产阶级突破“神”的束缚提供

具有敌意和邪恶的东西，而更像是一切生命体中最

了组织准备和思想试验，达尔文的“进化论”则为新

伟大的物体，应该了解它的统治原理，从而使生物

兴资产阶级编制了优胜劣汰的理论依据。这些因

能与它和谐共处。如果你愿意的话，可把它称为有

素的综合作用，共同“成就”了西方“人”的异化：使

机的自然主义”⑥，但他不仅不真正了解中国文化和

得人类在脱离神的主宰的同时，也脱离了自然界而

中国制度，更不知道这种文化和制度对人类可持续

成为高高在上的自我主宰，而且资产所有者脱离了

发展的贡献，而是想当然地按照西方的逻辑，提出

整个人类成了傲慢横行的无赖，无产者也脱离了人

了所谓的“李约瑟难题”。

而变成了“自由的螺丝钉”，从而造成了在国家认识

从形而下的角度讲，中国文化中的人可以从不

上的“高贵的雅利安”
“ 纯洁的德意志”
“ 美国优先”

同的角度看待和分析，但从本质上是存在与思维的

和个人认识上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人不为己天

统一体，是个人与社会（人类）的统一体，是人类与

诛地灭”，也形成了经济活动中的物质财富管理和

自然的统一体，也是现实与理想的统一体。也就是

计算金钱的理性人（经济人），形成了西方从剥削别

说，人不仅仅是一种存在，还是一种智慧的存在；人

人开始，到自我毁灭结束的短视行为和不可持续的

不仅仅是个人，也不仅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还是自

经济模式。

然关系的总和，同时还是社会与自然关系的总和。

中国原始公有制的解体没有形成私有制，而是

所谓现实与理想的统一，即在中国人眼里，整

形成了“家”有制，这里的家不同于西方的家庭庄

个社会凡圣同居，人的生活和成长过程就是逐步修

园，而是天下一家，即家天下。家长（皇帝）领导、家

正认识、完善自我、实现去凡入圣即达“从心所欲而

庭经营（从大国营到小家庭）、上下分层、同级分封、

不逾矩”⑦且全面发展的“君子不器”⑧的过程。因为

内部平调、限制商业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在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

此过程中，由于“常无欲可观其妙”，中国培育出了

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⑨，而“教之

以孔子、老子等为代表的贤圣，因而出现了以儒、道

道，贵以专”，因此要通过“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

为代表的圣贤之道和圣贤教育，形成了中国人独特

强其骨”⑩的“圣人为腹不为目”才可达无为而无所

的对人和世界的看法，凝结成绵延不绝、长盛不衰

不为的圣人之境界。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

的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创造了长达数千年经济持

民，在止于至善” 。
“ 止于至善”的过程就是由凡入

续发展的奇迹。

圣的过程，就是个人实现全面发展的过程，也是“我

对于中国的文化和经济奇迹，西方人迷惑不

解。一方面，17 世纪的欧洲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和对

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过程。
所谓人类与自然的统一，亦即天人合一，
“无

中国商品的消费成为时尚，这对 18 世纪欧洲的启蒙

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故有“人法地，地

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如伏

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欲真正了解天人合一

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以及重农

之理，非当今浮躁、自利之人所能为，更不是西方物

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等，一知半解地将中国文化中

欲横流所能解，只有“常无欲（知止）”即一念不生方

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民主观、平等观、自由观、博爱

可“观其妙”
“常有欲（贵以专）”即一念不灭方可“观

观等视为他们建立理想秩序的重要思想来源。但

其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

遗憾的是，长达数千年的自私传统已使他们不知道

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

世界上还有无私的可能和无私之人，由于他们私欲

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

过重，心浮气躁，没有也不可能了解中国文化和中

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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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
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

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甚至也不是一个哲学问题，

所谓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亦即自利利他，自觉




觉他。一方面，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另一
方面，
“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




而是人类的智慧（认识）问题，是了解人的多维一元
本质的钥匙。
现代量子力学为我们打开了重新认识人类和

于孝；为人父，止于慈” ；一方面，从诚意正心修身

世界的大门，使我们能够从所谓“科学”的角度来解

开始，以达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境界，另一方面，
“为

读这一关系，证明中国圣人的睿智和中华文明的智





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西方的

慧。比如，传统物理学认为可以通过制造出一种足

“私天下”损人害己，只有你死我活，只能零和博弈，

够精准的计量工具来测出一个物理系统的长度、温

永远也理解不了个人如何能与社会统一；中国的

度或质量；要测量的物理系统的状态是独立于测量

“家天下”虽然在落实过程中也曾周期性地出现人

工作而存在的，即使停止测量，该系统的物理性质

与人、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对立，但对立的结果或者

如尺寸距离、温度高低、质量大小也都是不变的，除

是统治者觉醒后的自我革新和完善，或者是统治者

非发生有限的热胀冷缩或者其他被动变化，而且这

沉睡不醒而被迫更替和覆灭。因此“家天下”是最

种变化也是可测的；光速是绝对极限，没有、也不可

接近人与社会统一的制度模式。正因为如此，马克

能有超过光速的物质运动。但量子世界的发现意

思指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味着这样的认识必须改变：一是宇宙万物都存在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

“测不准”这个特性，量子系统的精确测量不仅在实

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

践中不可能，而且“精确测量”在物理上也没有意





政党。”“中国共产党从人民中走来，依靠人民发

义；二是“双缝干涉实验”告诉我们，人与物不是相

展壮大，历来有着深厚的人民情怀，不仅对中国人

互独立的，有观测者和没有观测者的最终观测结果

民有着深厚的情怀，而且对世界各国人民有着深

是不同的；三是量子纠缠告诉我们不仅距离不是问

厚的情怀，不仅愿意为中国人民造福，也愿意为世

题，而且光速也不是极限。如此之类颠覆常识、引





界各国人民造福。”“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

起西方认识和物理学革命的发现其实在中国文化

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

中早有阐述。
《道德经》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

后的基础之上。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

常名” ，又讲“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

更好发展。”“如果奉行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老

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

一套逻辑，如果采取尔虞我诈、以邻为壑的老一套

名，
强字之曰道，
强为之名曰大。……故道大，
天大，

办法，结果必然是堵上别人的门，也堵上了自己的

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

路，侵蚀的是自己发展的根基，损害的是全人类的




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
还讲
“道生一，
一生

未来。”

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中的第一句说明了“测

所谓存在与思维的统一，亦即存在与思维、物
质与意识同源同宗，既非存在决定思维、物质决定
意识，也非意识决定物质、思维决定存在，就如既非

不准”定理，第二句阐述了“天人合一”的道理，第三
句则说明了不仅量子纠缠，
而且万物同源的必然。
人的多维一元有无数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微

手心决定手背，也非手背决定手心，而是手心与手

观与宏观的统一。现代物理学把微观与宏观分开，

背互为条件，同存与共亡。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

西方经济学分为微观和宏观两部分，这正体现出认

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

识的局限性。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正





也。” 不论是从现实的某一时点观察整个人类，还

说明了这种统一性和同一性。

是从人类的整个历史中观察任何一个人，都既不存

从量子力学角度讲，第一，不管组成世界的物

在无物质（存在）的意识（思维）活动，也不存在无意

质多大多小，其都一直处于运动之中。不停运动就

识（思维）的物质（存在）形式，物质与意识、存在与

意味着位置不定，位置不定就意味着彼此之间的作

思维本来互为一体，没有思维不称其为人，没有存

用力量不定，受到的作用力量不定就意味着速度不

在（身体）恐怕也不能成为人。

定。即使你把某一实在位置固定，但你不可能将所

32

存在与思维、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不是神学

有实在的位置固定，实际上哪怕你想固定大部分实

中国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与起点

在的位置都是不可能的，这正像数百人甚至更多的

同因将有同果，同果必然同因。
《大学》上讲：
“ 古之

人组成的群体，在你固定某一个人或某几个有限的

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

人的位置后，由于其他所有人的位置你不能固定，

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那么，你所固定的这个人或者几个人的位置在这一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

群体中仍然是不固定的，或者只能是相对的。这

知在格物。”《道德经》也讲“不出户，知天下；不窥

时，你还可以用传统物理学解释说这个人或者几个

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

人的位置没有变化，只是其他人的位置变化了，所

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中国民间文化也讲千

以这个人或者几个人的相对位置变化了。但实际

处祈求千处应，都是同一道理。

上，在一个微观和宏观世界中，比如在地球上，由于

所谓的现代科学，从好的方面讲，是在不断发

地球是动而不停的，不仅自转，而且还围绕太阳公

展和进步，但从另一个方面讲，所有科学都是有局

转；不仅公转，而且随太阳在银河系运动，如此说

限性的。比如西方认识经历了从地球中心到太阳

来，你把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位置固定在地球上的某

中心的痛苦转变，现在认识到太阳也不是中心。再

一位置，但在银河系中恐怕也是不确定的，更不用

如在狭义相对论提出以前，西方认为时间和空间是

说在更大的系统中了。这里说的是位置的相对性，

各自独立的绝对存在，牛顿经典力学和经典运动学

还没有考虑能量的相对性。我们还回到数百人组

只考虑了“空”而未考虑到“时”，也就是没有考虑时

成的群体中，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变动其

间因素。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首次提出了时空的

中的任何一个或几个人的位置，大家之间相互作用

概念，认为时间和空间各自都不是绝对的，而绝对

的力量就会发生改变，因为相邻的人之间可能有适

的是一个它们的整体——时空。显然，在空间的基

应或不适应的情况；另外，即使我们不改变任何人

础上增加了时间因素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的位置——这意味着所有人的位置是固定的，那么

不过，一方面，时空显然不只四维，而是与人的意识

如果我们改变一部分人的情绪，比如从无喜无怒的

相应，有无数维；另一方面，这里的时间与空间相对

中性依次改变为喜、怒、哀、乐，尤其是大喜、大怒、

于观者人来说仍然只是一个外在的存在，而没有把

大哀、大乐，你再观察这个固定人数、固定位置组成

观者与时空融为一体。这也可能正是相对论的局

的群体，磁场还是一样的吗？这就是所谓的粒子之

限性。也就是说，在相对论中，虽然有了时空的合

间的干涉性与绕射现象。粒子不会因为波的正负

一，却没有把观者人合并到时空之中，没有把人也

波动而抵消，只会互相叠加。由于粒子的波动，任

看成是一种“时空”的存在，没有看到观者与其他的

何已知的标准都不能对其测量，因为它与动能、位

时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实际上，在这

置、位能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里，爱因斯坦所说的时空仍然是相对的，是相对于

第二，既然万物归一，也即天人合一，人是“天”

观者来说的。如果我们把观者也放进这一时空之

即世界的组成部分，那么，人也是一种客观实在，也

中——实际上其本身就在这一时空之中，科学将会

具有所有客观实在的特性，同时与其他客观实在之

是另一种景象。

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在此情况下，
“观者”的

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现代科学的研究既缺乏

存在就不可能不对被观测者造成影响。中国文化

“反观”，更缺乏“通观”，而只具有“直观”。所谓“反

一方面讲究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所谓酒逢知己，

观”，就是没有看到所有的研究都是人做的研究，都

话需投机，饮茶对人，治病对时；另一方面要求认识

是为了人的研究，都首先是解决人的认识问题，而

主体即个人尽可能遵循中庸之道，
“不以物喜，不以

所有问题的解决也都是人的认识提高的结果。所

己悲”，这正说明了人与人之间的一体关系，反过来

谓“直观”，就是只着力去分别所看到、听到、嗅到、

也表明人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被观测的世界形

尝到、触到的事物和现象，只是想去解释世界，而忘

成了某种相互关系。

记了解释世界的目的是利用和改造世界，利用和改

第三，既然万物一元即同质，量子纠缠既是常

造世界的目的是为了人。我们很多人谈认识世界、

规，光速就不是极限，意识才是速度的极限。传统

改造世界，但如果我们连自己都不认识，连自己都

哲学讲究因果联系，没有无因之果，也无无果之因，

改造不了，何谈改造世界？所谓“通观”，就是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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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主体与客体融合起来，特别是要把主体的人

即反省总结经验教训的能力；二是动手操作即解决

融入客体的物和现象之中，同时把客体的物和现象

问题的能力。其中认识和分析自我的反省总结能

与主体的人联系起来考虑。
《大学》要求诚意正心，

力很重要，也最缺乏，因为只有经常的自我反省，总

亦即知止，因为“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

结自己和他人的教训，学习他人的间接经验，才能

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

不断地、尽快地提高自己认识问题的能力；也只有

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

提高了自己认识问题的能力，才能提高解决问题的

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说明了人与物的统一。传

能力。

统物理学既没有看到人自身，也没有看到人与物的

认识是个人的事情，但同时也是人类共同的事

交互作用。由于缺乏反观，所以不知道有通观的作

情。认识是人对包括人的思维及客观事物的运行

用；也正是由于未发现有通观的作用，从而使人忘

变化规律的认知和了解。虽然一棵树没有两片相

记了反观。量子力学的产生，使人把微观世界和宏

同的叶子，世界上也没有两个相同的人，各人的认

观世界区别开来，这是一个伟大的突破，但又是一

识会有不同，但既然都是人，既然都是对人的思维

个局限。宏观微观本来一体，也遵循着同样的法

及客观事物规律的认知，那么，形成共识的可能性

则，但由于对微观量子世界和宏观宇宙的研究都

就会存在。因为认识作为人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

浮于表面，所以只能发现一些与人现有的思维及模

不仅会随着个人反应的次数和时间而改变，更会通

式相适应的相对现象和所谓的规律，而不能参透其

过学习和接受间接经验，经过长期的和众人的实践

本质。

检验，通过自省和反观而发生改变。当然，这种改
变可能会有不同的方向，有的是自我升华，发现了

三、
认识的共性与普适性

自己过去的错误，找到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有的
则是先入为主地强化了自己过去的错误，失去了对

在关于人的问题之中，认识是最基本问题之

事物规律的把握和个人认识的升华的机会；还有的

一。前面说过，现实中的所有问题都是人的问题，

可能只是浅尝辄止，停留在原有的认识水平。所谓

而从人的角度讲，现实中的所有问题既是物的问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如果一个人真的

题，也是识的问题，因而既可以通过改变物而解决，

想了解并尊重事物的规律，这样的循环往复多了，

也可以通过改变识而解决。但由于识是能动的，而

再加上善于自省和反观，一般人都会发现自己的错

物是相对稳定的，识的目的和作用就在于辨别包括

误，使认识得到升华，规律得以把握。人通过认识

识及物的存在及其规律性，从而使人的行为符合规

升化发现的规律是反映事物共性的东西，因而也是

律的要求，也使人本身逐步达到“从心所欲而不逾

具有普适性的东西（认识）。

矩”的境界，正像《大学》开篇所告诉我们的，
“ 欲修

认识客观事物规律的过程如此，人的认识及其

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

规律亦如此。既然都是人，既然都想实现可持续发

意者，先致其知”，
“ 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

展，在人类社会这样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就必然具

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

有一些让每个人都能承认并接受的共识。在认识

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

论上，我们无需探讨那些客观存在的不同，而是要

本”。因此可以说，现实中的问题表面看是物的问

关注与这种客观存在相关的人们认识上的不同，以

题，其实是人的问题；表面看是人的行为（身体的）

及由这种不同的认识所决定的不同的行为和不同

问题，需要改变人的行为（即修身）而解决，但从深

的结果，进而分析是否能达成共识，如何达成共

层看都是人的认识问题，需要通过纠正和提高人的

识。也就是说，尽管人生来就有着种种的不同，特

认识才能解决。解决了认识问题，了解了认识的特

别是有着自然环境和条件、社会环境和条件、人种、

性和规律，
也就解决了人的问题和物的问题。

肤色等的不同，我们也承认人与人、团体与团体（阶

认识本身就是一种能力。人的能力大体上分

级与阶级、国家与国家）的不同，但作为人这种有智

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各种）问题的认识能力，包括

慧的动物，仅仅承认不同是不够的，还要分析和探

认识和分析外界问题的能力，以及认识和分析自我

究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和条件，进而要求同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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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大同存小异。我们不能因为那些客观存在的不

是导致个人分裂、社会对立、经济危机、文化冲突、

同而掩盖或者忽视、无视我们作为人的共同点。人

政治无能、生态恶化的根源所在。与此相对比，中

都有着共同的命运和权利。正是这种共同的命运

华文化秉持“大、德、和、新、省”的统一，绵延数千年

和权利决定了我们必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实

屹立挺拔，就在于这“五性”反映了人的本质要求；

现可持续发展，正是这种人所独具的智慧决定了我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

们能够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实现可持续发

也正在于这统一的“五性”能帮助我们发现规律，达

展，也正是经过人类数千年考验和实践证明的中国

成共识，凝聚力量，形成统一的发展动力。体现这

文化和中华文明为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

“五性”统一的文化，以及由此文化所决定的认识，

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和基础。

将成为人类的共识，超越民族、种族与国家的界限，

文化是人类认识的总结，文明则是正确的文

超越地域、性别与年龄的差异，成为解决人类共同

化。中国文化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形式上的包容

问题的共同方案，成为实现全人类持续发展的条件

性，二是内容上的融合性。所谓形式上的包容性，

和目标。

就是中华文化既不排斥和拒绝任何外来观念，也不

1988 年有 75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巴黎发

强制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
《礼记·曲礼上》讲“礼闻

表的《巴黎宣言》指出，
“人类要想在 21 世纪生存下

合性，就是中华文化具有的大、德、和、新、省五性。

1992 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没有任何中国人参加

来学，不闻往教”，就是这个意思。所谓内容上的融
中华文化是“大”文化，即做大学问，立大志向，成圣
成贤，以达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中华文化是“德”文

去，必须回到 2500 年前的孔子那里去寻求智慧”；
的宗教大会上，参会的 6000 人要确定一个全球人都
遵循的黄金规则，大会最终找到了孔子的“己所不

化，即德被天下，
“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

欲，勿施于人”这句话，认为这条伦理原则可以成为

有财，有财此有用”；中华文化是“和”文化，即通过

被全世界都能接受的普遍的价值观。

求同而存异而达见和同解、戒和同修、身和同住、意

西方有系统理论，但缺乏系统理论的应用。根

和同悦、利和同均、口和无诤；中华文化是“新”文

据系统论原理，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

化，即“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诗》曰：
“ 周虽旧

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

邦，其命维新”；中华文化是“省”文化，即“静坐常思

体。系统理论认为，系统在整体上的性能和功能并

己过，闲谈莫论人非”，不仅要“一日三省吾身”，还

不等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孤立状态下的性质和

要“慎独”
“知止”。总体来看，
“省”则不以物喜不以

功能的简单相加，一个社会经济系统也不是它的各

己悲（即“和”
），就能有所得（即“新”
），
“和”则共享、

个组成要素的随意凑合，而是按照一定规律组成的

包容，
“ 新”则进取、创新，最终实现对内和谐、小康

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又相互独立、相互作用的有机

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外“与自然和谐共生”和推

整体。因此，系统理论一方面告诉我们人与人之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间、团体（企业）与团体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人类

西方讲技术竞争、知识产权而非文化融合、心

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和相关性，因而说明了不同国

灵升华的“新”，讲丛林法则、零和博弈而非求同存

家、不同团体、不同个人之间有着必然的一致性；另

异、共享共赢的“和”，讲自私自利、唯利是图而非仗

一方面，也要求我们看问题要具有长远眼光和整体

义疏财、安贫乐道之“德”，讲统治世界、奴役人民而

意识，既不能为眼前利益所迷惑，也不能为局部（个

非止于至善、上善若水之“大”，这是中西方文化的

人、团体、国家）利益而晕头。

不同。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不同，特别是在经过了

由此我们说，通过自省实现换位思考，通过换

数千年的实践和“碰壁”之后仍然存在这样的不同，

位思考达到互相理解，通过互相理解达成一定的共

西方仍然固执己见，是因为西方自私的发展模式造

识，这正是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所在。作为中华文明

成利令智昏，而西方文化中又缺少“省”这一要素，

一部分的中国经济学，其生命力，其不同于历史上、

不会自省、反观，只会转嫁和埋怨（别人），因而也就

国内外各种流派的根本，也在于此。

没有自我革命、自我否定和自我完善。这就是西方

全球问题，大到全球治理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

文化的局限性，是其不能形成共识的根源所在，也

的问题，小到个人生存与发展、家庭与家庭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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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都是人的问题，要靠人的方法去解决，靠所有

不仅不是实践产生意识和认识，反而是意识和认识

人都接受的方法去化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首先指导实践。当然，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可能

而己所欲求也勿求于人。既要消除零和博弈的强

发现认识上的问题，引起认识的改变和修正，但无

盗式单赢思维，也要消除“行贿受贿”的腐败式双赢

论如何，人在实践之前既不是一张白纸，也不是在

思维，秉持我你他、本地边缘异地、过去现在未来的

一张白纸之上实践的。实际上，人类的实践活动不

“三赢”，
才能实现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仅仅包括上述三类，人生在世无不是在进行着实
践，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是实践，科学研究是实践，

四、实践的能动性与有限性

日常的吃饭穿衣、睡觉学习也是实践，这些实践活
动无不是物质与意识、存在与思维相统一的活动。

实践是人类的日常活动。虽然在哲学上实践

既然实践是物质与意识的统一，也就不存在物质决

被定义为主观见之于客观，包括了客观对于主观的

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的问题。我们这样说并

必然以及主观对于客观的必然两方面内容，又分为

不意味着认识的先天正确性，也不意味着人的认识

为满足人类生产而改造客观世界的生产实践、以调

是先天固有的，更不意味着人的认识是不能改变

整和改革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为目的的处理社会

的。正像毛泽东主席所问的：
“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

关系的实践、以探索宇宙间普遍规律为有目的的科

哪里来的？”显然，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

学实践三种具体的形式，但实际上，人类的日常生

人的头脑中固有的，而只能从社会的实践中来。不

产和生活无不在实践，无不是实践。

过，我们要注意，毛泽东主席这里说的是“人的正确

“实践”一词很热，这不仅是因为当年“实践是

思想”，而不是人的思想。人的正确思想与人的意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开启了中国彻底

识显然不是一回事，或者说，人的正确思想与人的

的、全面的改革开放，也因为在唯物辩证法看来，实

思想不是一回事。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

践是认识的基础，离开了实践也就失去了认识的源

只有经过了实践检验、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思想才是

泉。不过，我们认为对“实践”的认识似乎还远远不

正确的思想。

够准确和完善。

事实上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从最初起源以及

第一，所谓的三种实践活动都是“物质的”实践

更广泛的意义上讲，物质与意识、存在与思维本来

活动，都是个人或人类对客体的活动，而缺乏人的

是一个统一体，不存在无物质的意识，也不存在无

自我实践，即中国文化讲的“慎独”和“吾日三省吾

意识的物质。其中人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是人所能

身”的通过反省而改变自我认识、改造自身缺点、完

见到和认识到的最高等的动物，是物质与意识有效

善自我的过程。这也是前述的只是“直观”，而缺乏

融合的典范。可能其他物质的意识，比如土石砖

反观。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西方的发展是单向的，

瓦，我们人类还没有认识；其他更高等的动物，如不

只是从“外部”攫取，也必将随着外部资源和能量的

与人处同一时空的物种，以及外星人，我们人类还

枯竭而灭亡。

没有见到或认识到，甚至还可以说，或许我们人类

第二，实践是人能动的活动，因此是人有意识

对自身的认识也不一定正确。因此，实践活动既不

的活动。不管过去所总结的三类实践活动是否全

是纯粹的物质活动，也不是纯粹的意识活动，而是

面，但包括这三类在内的人类所有实践活动都是有

物质活动与意识活动的统一。当然这里也需要注

目的的活动，因而都是人类能动的活动，从是否开

意，哲学上的物质并不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物

始实践、开始什么样的实践、如何进行实践、预期达

质，而是标志着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但不管其他

到的目的等，都是人们事先设计好的，至于说能否

物质是否能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实践这一“物

完全按照预先的设计进行下去，特别是能否达到预

质”是不可能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包括实践

期的目的，则是另一回事，也是新的实践的背景和

在内的所有物质都是物质与意识的统一。

基础。既然实践是能动的、有目的的活动，这意味

第三，人的实践活动是有限的，因此实践对真

着人是带着主观意识去活动的，人类的实践都是在

理的检验也是有限的。实践之所以是有限的，首先

一定的意识（认识）基础之上的活动，因此可以说，

是因为实践是个人的活动，一般来说，任何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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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活动都不可能穷尽全人类的实践活动，这决定

地球上，都是地球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不同的人

了个人由实践产生和形成的认识都是有限的；其次

所站的角度不同，
对同一事物的看法会有不同，
甚至

是因为实践是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的活动，虽然历

有时差别很大，
但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就在于智慧，

史是延续的，人类也是延续的，但一定时期的人类

就在于其能够智慧地处理问题和分歧，经过不断的

的实践不仅很难完全复制和体验前人的实践，也更

实践和反省，
达到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透过分歧看到

难代替后人的实践，由此所产生和形成的认识也将

同质，
透过局部看到整体，
透过当前看到未来。

具有局限性；最后，即便是在同一时期，不同的人由

所谓不谋一世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不足以

于所处的条件不同，背景和目的不同，所积累的认

谋一域。
“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

识不同，其实践的形式、效果特别是其产生的新认

众多的所谓“古文明”之中，唯有中华文明得以保存

识也会不同。由此可知，由于人类的实践具有局限

至今，并继续展现出勃勃生机，很多人对此进行探

性，人类的认识也有局限性，实践对认识（真理）的

讨，但始终如用管窥豹，不得实质。其实，文明就是

检验也就是有限的：今天检验正确的东西明天不一

人类日常生产、生活的总结和结晶。凡是与人类生

定正确，这里检验正确的东西，放到其他地方就不

产生活紧密结合、正确反映人类生产生活规律、适

一定正确，
个人检验正确的东西，别人不一定适用。

应人类生产生活需求的才是最好的，才得以保留并

既然实践是有限的，既然我们不可能事事都经

延续；而那些不适应人类生活，甚至脱离人类生活

过实践，我们就要接受别人的实践经验，事实上我

的东西，即便在当时被封为“圣典”，也将是昙花一

们也必须承认，前人积累和流传下来的知识和文化

现。依此来看，古埃及“文明”以狮身人面像和金字

也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当然我们可以说前人的实

塔为其象征，虽然狮身人面像代表了勇敢和智慧，

践不同于我们今人的实践，我们同样可以说今人的

但金字塔所代表的“阶层”和“统治（地位）”才是其

实践也不同于后人的实践，必要时我们也可以事事

根本；古巴比伦“文明”以汉谟拉比法典和空中花园

都实践一下，如果你有的是时间；如果不可能，那就

为其象征，虽然其中的空中花园不乏建筑、生物、水

只能接受。当然，这里的接受也不是盲目的接受，

利等文明成就，但汉谟拉比法典的严苛更代表了古

也不应该盲目地接受，我们在接受的同时也要实践

巴比伦王国“统治”的残酷；古印度“文明”以婆罗门

检验，事实上我们的接受就是一种实践的检验，我

教和瓦尔纳种姓制度为其象征，虽然后期产生了佛

们接受之后还可以进行专门或非专门的实践检验。

教，但“墙内开花墙外香”，
“ 墙内”统治依然固——

第四，实践是可以改变的。不仅实践的物质性

婆罗门教本身就是瓦尔纳制度的依据。由此可以

活动可以改变，更重要的是，实践的意识性活动也

看出，这三大古国虽有“古”之年代，但无“文明”之

是可以改变的，只不过这种改变有两个途径，一个

认识与境界，缺乏人的智慧和“止于至善”的价值取

是被动的改变，是不得不的改变，是被碰得头破血

向，后人所称的“文明”只能算是统治方式或统治思

流之后的改变；另一个是主动改变，指通过自省之

想：或者是统治者的统治方式如古埃及、古巴比伦，

后的改变，也是通过反观而达通观之后的改变。如

或者是为统治者“设计”的统治方式，如古印度。既

果说前者可能造成怨天尤人，听天由命，后者则是

然是统治方式，由于其缺失了人类生产生活的沃土

实现人的深化和升华，达到去凡入圣。

滋润，导致了统治（者）是常变不定，因此，其方式也
必然随着统治（者）的变更而变更，随着统治（者）的

五、
标准的统一与绝对性

崩溃而灭失。与此相对照，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
的儒家文化讲究平等，即“施诸己而不愿，勿施于

前面说明，中国文化是一元论者，这不仅仅是

人”和“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提倡以德治

万物一体，人、物同源，更是说做人、做事的标准要

国（家），辅之以法治（家规），即“为政者，譬如北辰，

统一，不能人有人的标准，物有物的标准，更不能不

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

同的人用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时期用不同的标准。

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由此可以

标准的统一性，首先在于标准对象的统一性。

看出，中华文明出发点是平等，基础是人类对其自

相对于人类来说，既然都是人，都生活在这个

身及其环境的正确认识，体现的是“人（人类）”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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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反映了维护“人（人类）”秩序的要求。因此，中

为空间的边缘和异地，还可以理解为时间上的过去

华文明既非统治者统治的方式和思想，也非为统治

和未来。因此我们可以说，凡是能够突破个人、时

者设计的统治方式和思想；既不是中华民族的孤芳

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这三个纬度的“三赢”目标，

自赏，也不是为中华民族编织的“皇帝的新装”，而

即实现我你他、本地周边异地和过去现在未来共赢

是关于人的学说，是人的文明；是每一个个人的需

的认识才是正确的，而其他如单赢和双赢都是不正

要和人性的反映，也是每一个“家（庭）”的需要和家

确的。

规的基础，更是整个国家、人类的需要和持续发展
的保证。中华文明由于其是关于人的文明，只要有

注释

人存在，就需要这种文明；只要人类延续，就会运用

①④⑤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

和发展这种文明。由此我们明白，中华文明既不是
中国的文明，也不是中国人的文明，还不是中华民
族的文明，而是全人类的文明，反映了全人类的共
同需要，
是全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一些人认为，现实世界纷繁复杂，没有也不可
能有一个判断人的认识和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因
此表现出为所欲为，无所不为，甚至无恶不作。实
际上，这或者是由于利令智昏，或者是由于年少无
知。中国古代圣人早就指出：
“施诸己而不愿，亦勿
施于人”，这是我们判断任何人的任何认识和行为
正确与否的基本标准。这里的“己”既可以理解为
主体的“我”，也可以理解为空间的“本地”，还可以
理解为时间上的“当下”
“当时”
“现在”；这里的“人”
既可以理解为客体的你和他（她、它），也可以理解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
社，2017 年，第 40、1-2、21、49、57 页。②习近平：
《在敦煌研

究 院 座 谈 时 的 讲 话 》，https://news.163.com/20/0131/17/
F481TDC5000189FH.html，2019-08-19。③毛泽东：
《中国社

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 页。⑥李约瑟：
《李约

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年，第 338-339 页。
⑦⑧
《论语》第 2 章“为政篇”。⑨

《道德经》第 12 章。

⑩
《道德经》第 3 章。





《大学》。

 习近平：我将无

我，不负人民，人民日报客户端 2019-03-24。




《道德

经》第 1 章。
《孟子》

“尽心章句下”。




中共中央党史


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第 162、147、162 页。
《道德经》第 2 章。

《道德


经》第 25 章。
《道德经》第 42 章。

《道德经》第 47 章。

《中庸》。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and Starting Point of Chinese Economics
Feng Yanming

Abstract: The mission of all scientific research is to figure out human problems, to solve human problems on this basis, and to
serve the development of mankind. The different ways of human activities signify their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and also
determine the different ways and results of economic operation. Therefore, economics that studies human activities from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should not leave the subject of human beings. Given this,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and starting point of
Chinese economics can be attributed to human beings. People in Chinese economics are multi-dimensional and unitary. Man is
the unity of existence and thinking, reality and ideals, individual and society, and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It is the unity of
matter and consciousness. Human understanding can be unified, but human practice has limitations. The understanding of human
beings The criteria for judging whether the behavior is correct or not should be unified.
Key Words: Chinese Economics; Human Economics;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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