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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志、生活方式与博物学生存
刘华杰
(北京大学哲学系，100871)
郑重讨论“生活方式”似乎要得出某种普适的价值标准，供人们参考。我不排除这种可
能性，但觉得那样做的话，对一般民众而言说服力并不强。“生活方式”既抽象又具体，不
如在阐明若干原则时，着重展示具体的道路，“引诱”一部分人努力去过道德的、绿色的幸
福生活。

“自由意志”的空间总是有的
我们讨论的关键词是“生活方式”。不过，从哲学上看，要说清楚“生活方式”，需要分
析“自由意志”问题。而对自由意志的讨论，相当学究气的论述汗牛充栋，在此没必要再那
样做。
一个人怎样生活，显然与其所处的时代有重要关联，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活法，老一
辈与我们、70 后与 80 后、80 后与 90 后各有不同。生活方式在客观上、主观上都相当程度
上受制于时代的物质基础、社会制度、习俗等。生活方式也与个人的理想、思维方式有关，
即与个体想怎样生活、对生活有哪些期望有关。林语堂曾说：“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
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安装着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娶个日本太太，再
找个法国情人。”林先生的每一个“念想”，均与生活方式有关，都不是容易心想事成的。英
格兰的乡村很美，很宁静；美国式的现代设施之于居家生活，方便舒适；美食美妻以及浪漫
情人，更是锦上添花。也许，单独考虑其中某一条，还有戏，而想合在一起实现则概率甚小。
关键一点是这些指标之间有冲突，可能跨越了前现代和现代，现实与超现实。
简单说，如何生活，有些事情是被决定的，有些事情是要求自己谋划、自己决策的。事
物变化处于普遍联系之网中，对于必然性（先不做定义，“必然性”这个概念也很成问题，
我们不在这里细致讨论）强调多些，就与决定论接近些，强调到极致，就有完全的决定论。
对于偶然性强调多些，就与非决定论接近些，强调到极致，就有完全的非决定论，即随机论。
根据生活常识，我们能够大致地估计，完全的决定论和完全的随机论均只是某种逻辑类型，
现实中都碰不上。①
不过，哲学上，为了讲清楚问题，人们经常故意走极端。比如，特意论证完全决定论是
否可能，完全随机论是否可以得到辩护。依完全决定论的观念，一切早就定好了，作为社会
个体的你我他，无论怎么想，怎么努力，都没用。应了一句老话：“想忙尽管忙，结果都一
样。”你出生于什么家庭，何时出生，小学如何念书，哪天与谁一起上学，读书时哪一天喜
欢上了谁，将来毕业后做什么工作，工资几何，与谁结婚生子等等，早就定好了，在很久以
前就定好了。这种图景、想法就是彻底的决定论。不要以为它太荒唐，世上确有人相信它，
并试图论证它。想否定这样一种想法，并不很容易，对于其中每一件事辩论起来，我们未必
①

我曾提炼了一个说法“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或许很重要”，来诘难我们日常语言并于充要条件的随意使用，
或者诘难逻辑学的不恰当。现在看来，后一种做法可能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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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说服对方。但是，这样的一种图景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个体生存于世界竟可以免去责任！
某人杀人放火、贪污、浪费、污染环境等，都无需负任何责任，因为事情不是由自己决定的。
一个完全非自由的个体，不成为一个道德主体和法律主体。可以说，他的行为根本上不是他
的行为，而是被决定的东西。考虑一下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不是这幅图景？开 1.6 升的大众
捷达与 5.7 升的丰田红杉，或者骑自行车，都不是自己决定的，那么汽油消耗与尾汽排放多
少、是否应该等问题，均与此个体无关，他（她）不该为此负道德责任。
依后者，假定事物的发生完全是随机的、偶然的，那又如何呢？问题马上也来了。如果
是这样的话，社会个体努力与否，与结果也无关。在下一秒钟世界上发生什么，是偶然的、
随机的，人们完全不知道，也干预不了。他（她）向善也好向恶也好，结果都一样，向善或
向恶这样的念头，都是大自然偶然迸发的，与思想主体、行为主体无关。既然这样，作为主
体的人，依然不是真正的主体，也就无需为自己的选择、行为负责任了。
于是，更合理的假定是，从伦理学角度考虑，我们可以判定或者假定，这世界既不是完
全决定论的，也不是完全非决定论的，而是处于两极之中。之所以说是“假定”，是为了保
险起见，是为了尊重其他可能的哲学观念。两极之间存在广阔的空间，是一个连续的谱系。
排除了两个端点，我们对生活方式的讨论就顺当多了。为了叙述方便可把由此得来的极平凡
的想法叫“假定 A”。由假定 A 可以得到如下重要命题：社会个体在选择生活方式时有一定
的自由意志。也就是说，个体不应当以某种借口开脱责任。
自由意志是指一定量的自由意志，可以多也可以少。何时多何时少，个体差异较大。对
于同一个体，可调节的余地也很大。人作为人，有向善和积德的可能性，关于何为善也有相
对一致的标准。
《孟子》讲人皆有四端之善性：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
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
谓不能者，自贼者也。”
何谓“自贼”？贼，害也。自贼，就是自暴自弃，放纵自己做事，损害了人之为人的天
性。
《孟子》讲得很好，但要注意一点，这里并没有提供严格的“科学依据”，也未采用严格
的科学论证，而是简单的类比说明，用的是“兴”、
“推”的技法（后面会结合博物学再讲）。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诗经·小雅·巧言》
）
《孟子》接着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
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按我的理解，
《孟子》中此段话相当于说，
人皆有自由意志，关于是非曲直有一定的价值判断，可以一定程度上选择自己的知行方式，
包括生活方式。《孟子》讲得非常棒的一点是，个体的活动范围是很大的，事在人为。向善
一点，把善发扬光大，并且大家一起做，可以做到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甚至实现大同社
会。
回到生活方式话题上，人们可能说，在一定条件下，大家的生活方式差不多。不过，有
些人富一点，有些人穷一点。有人月薪 500 万，有人月薪 500 元；有的人只喝一碗，有的人
喝一碗还倒一碗。归根结底，多数人还不是活着、争取更好地活着，功名利禄，哪个逃脱了？
但是，针对每个人所属的阶级、阶层，原有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还是可以灵活改进的。
勿以善小而不为。改进余地有多大？则要看自己的造化、修炼了。中国有句成语“五十步笑
百步”，意思是说打仗溃败时只跑了五十步的就嘲笑那个跑了一百步的，说他胆小。我们应
当反过来使用此成语。我们设想，在和平年代，做了两件好事的与做了一件好事的相比，其
间不存在嘲笑而存在赞美。抽象地谈生活方式的缺点是，难以找到行动的突破口，不知如何
操作。从“五十步笑百步”转化而来的“一步赞两步”，则是可操作的。举例说，
“一步赞两
步”是指，两个人当中 A 做了一件好事 B 做了两件，那么 A 就称赞 B。也可以指 A 可以做
一件好事或做两件，他（她）选择了做两件，于是内心感到很充实、很满意，即自己表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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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表现得体面、高雅。
我们生活中经常遇到一些人用“五十步笑百步”冷嘲热讽他人或自己做了一点好事。比
如 A 和 B 同属一个阶层，家庭条件相仿，A 开 2.0 升的汽车，B 开 1.6 升的汽车。C 评论说
B 比 A 道德，因为排放的尾汽和消耗的资源相对少一些。但这时候 A 或者某个 D 会说：五
十步笑百步。可能某个 E 甚至还会说：都不咋样，有本事把车卖了，跟我一样骑自行车啊！
这便是“抬杠”、“搅局”
。
如何生活，如何使自己变得崇高，不需要讲更大的道理，只需要把握这样一点：反向使
用“五十步笑百步”这个成语，即“一步赞两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上一点。

每个人都可以尝试博物学生存方式
尼葛罗庞蒂曾谈“数字化生存”，我在《看得见的风景》一书中讲了“博物学生存”
。前
者的定位似乎很清楚，在工业化的原子世界之后，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人们的存在与交往
方式将愈加虚拟化，计算机、手机、网络购物，以及“数字毒品”等，多少让人领略了何谓
“数字化生存”。那么博物学生存指什么？博物学不是已经死掉的老学科，一种肤浅的与简
单分类相联系的认识自然的方式吗？
没错。作为自然科学子集的博物学已经不再风光，虽然在历史上、在科学史中，博物学
曾经长时间风光过，为地质学、生命科学等做出过巨大贡献。博物学已经被现代坚实、强硬
的自然科学所抛弃，即使仍然残存也已被不断边缘化。名声响当当的博物学家有林奈、布丰、
拉马克、华莱士、达尔文、威尔逊等，但好像新的不多！
我们容易想到这些博物学家，因为现有的科学史教科书或其他教材也会经常提到他们，
即使他们不如伽利略、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光彩照人。而像格斯纳、约翰·雷、吉尔
伯特·怀特、卢梭、哥德、梭罗、缪尔、利奥波德、法布尔、普里什文等，这些同样伟大的
博物学家，就很少有人提及了。但这一组博物学家所从事的博物学最近又在多个领域风行起
来，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都有人在做工作。这多少与科技史、生态史、文化史、社会批判研
究有关。
后一组博物学家与我们讨论的生活方式关系更紧密。理由有二：
（1）这组博物学家考虑
的问题更宽泛一些（谚语、宗教、风俗、物候、远足、园艺、荒野、生态、动植物和岩石分
类等）、更人文一些，不那么“科学”
，或者说做的科学不那么纯。因为这一点，他们的博物
学实践更像是一种日常生活，而非作为某种职业的科学研究。
（2）他们与大自然的交往方式
是可以模仿的，其行为对硬科学知识的要求并不多，即他们所从事的博物学门槛并不高。这
种博物学坚持着非还原论的工作方式，不求“一口井”在分子、原子层面打多深，但力求洞
悉生态系统的横向联系，在进化的长河中大尺度地理解大自然的变迁、韵律。
上述两条并不保证这种博物学是人人立即可以步入的，障碍不在物或者主要不在物的方
面，而在心灵方面。
“今天你博物了吗？”与物质基础有一定的关系，比如温饱还是大问题时，不能轻易谈
博物。但中国正在快速步入小康社会。现在许多人已经解决物质层面的温饱问题。要说不饱，
精神层面居多，可能显得更加饥渴或者无聊。
在许多人眼中，什么生活方式不生活方式，不就是一个七天接着一个七天过日子吗？但
是，生活中有了博物学和没有，是大不一样的。一开始并不要求做大的变动，不会也不应当
影响你的“正常”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所谓的“正常”的生活方式相当程度可能是不正常的，
只是未去反思而已。2010 年 11 月 2 日（昨天），我在上课前提醒同学：现在北大校园的秋
景非常美，银杏、大叶榉、白蜡和鹅掌楸的秋叶都值得近距离观赏，其中观察那些鹅掌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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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形变化可以得知它们是杂交种，为中国的鹅掌楸和美国鹅掌楸的杂交后代。还有，北大旧
校医院东北侧有《诗经·豳风·东山》所描述的风景：“果臝之实，亦施于宇。” 果臝，栝
楼也，一种葫芦科植物的果实。留意季节的变换所展示的大自然的图画，是我生活的一个重
要部分，我一年至少要登十次山、看几百种植物，我为此而活，就像我要读书要教书要吃饭
一样。
我说的这种博物学，起点不高，修炼也并不复杂，简单说就是孔子所讲的“多识于鸟兽
草木之名”。多认得一些鸟兽草木的名字有什么用？与我们的思路相比，
《论语·阳货》全句
是倒着讲的：“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讲的是非常重要的诗教，而《诗经》源于民间实实
在在的日常生活、生产实践，即源于博物。不了解民间的生产、生活，就写不出《诗经》，
就读不懂《诗经》。
《诗经》的赋、比、兴，皆要求深厚的博物学修炼，这三者是文艺手法也
是认知手段。朱熹曾讲：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言之辞。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赋者，
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如果我们不了解自然界的鸟兽草木，如何描述铺陈、如何由此及
彼、如何异类相比？
反过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也就自然了解相关对象的特点，就会不自觉地关注其进化
历史，进而会对“存在巨链”有某种切身的体会。自然神学如此，博物学如此，生态学也如
此。博物学培养的还不仅仅是知识，知识只是其中一部分，甚至未必是最重要的，而与价值
分离的知识根本就没有意义。博物学颇在乎情感和价值观。通过多识鸟兽草木，有认知能力、
感受能力和表达能力者，就会“兴”起来。兴者，起也，举也。 “文有尽意有余，兴也。”
（钟嵘《诗品序》）由“兴”才有“兴奋”，才有联想、筹划。起“兴”的层次、水平、境界，
决定了人在哪些方面兴奋、用功，在哪些方面会触景生情、由此及彼、举一反三。《孟子》
时常引用《诗经》，更将“兴”的文学手法发展为“推”的平治思想。这些都植根于博物学。
《孟子》讲“人皆可以为尧舜”
“圣人与我同类者”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当然，《孟子》的意思不是指圣人与自己一样庸俗、做过坏事，而是指自己的心灵与圣人是
相通的，可以通过修炼，擢升自己，向往高尚的人生。
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讲的大地伦理，其实也与中国文化的“兴”、“推”、博物学
致知方式有关。当我们把女奴、土地视为我们人类共同体的一部分时，伦理的范围就扩展了，
我们抵达了完全不同的境界。利奥波德实际上通过博物学，顿悟了万物相通、同构的奥秘，
以及伦理学突破的关键。要注意的是，利奥波德从来也没有演绎地、科学地证明他的土地伦
理的前提如何合理。他用的是类比法，这与孟子的方法、博物学致知的方法是一样的。“众
生平等”，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个个都一样，而是一种求同存异的态度，一种诉求，一种伦
理学姿态。就像杰弗逊写下“人人生而平等”的壮语，并不是指所有人长一样高有一样的收
入每顿都吃四两饭，他是讲人作为人，在人格上在法律地位上应当是平等的，这既是一个前
提也是理想社会的一项追求。当我们有闲心有兴趣观察泥土、花朵、贝壳、昆虫，既能获得
意想不到的知识（特别是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情感体验，还能生发出某
种世界观、人生观，比如发现世界颇美好，人应当更好地活着，
“做一个有道德的物种”
（田
松语）等等。
也许，上述关于博物学与生活方式的联系，说得还是抽象。那么，可以再换些角度讲。
个体从事博物学，比如从关注自己生活的小区里和周边的自然物做起，辅之以适当的户
外活动，坚持做个人化的自然档案（文字、素描、图片等），生活质量可以提高。久之，你
也许会发现，自己的心态平和了些许。再后，你可能感觉到，人竟然还可以这样生活，并愿
意与他人分享：我原来所羡慕的东西所追求目标可能并不适合我，而我现在乐活着，而且很
生态。
博物学生存态度是宽容的，主张生活方式的多元性。现代性导致许多问题，其中一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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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就是归一化，习惯于“克隆”，有分子克隆，也有“天克隆”、
“利克隆”。反思现代性，就
会发现多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博物学生存只是其一。与博物学相关联的生活方式未必是最好
的，我们甚至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只需要这般为自己辩护：这也是可行的，而且这样
做可能是绿色的。
何以可能是绿色的呢？博物学生存并不羡慕高科技，不羡慕大都市。在博物学生存者眼
中，传统技术、实用技术是好的，自然的东西是好的，因为它们是时间的沉淀物，久经考验
过的；“小的是美好的”（舒马赫语），简朴生活更合天理，多吃多占是不道德的。在博物学
家的眼中，更快更高更强（接近于“玩命”）固然有价值，但其反面也有价值。敬畏、感恩、
谦卑、知足，是一种人生态度，也表现出生存智慧。陀斯妥耶夫斯基曾一针见血地描述现代
社会的新信条：“你有了需要，就应当让它满足，因为你跟富贵的人们有同等的权利。你不
必怕满足需要，甚至应该使需要不断增长。”
“这就是目前世界的新信条。这就是他们所认为
的自由。但是这种使需要不断增长的权利会产生什么后果呢？”(《穷人的美德》) 后果就
是竞争加剧，生活节奏变快，世界最终不可持续。从博物学角度看，这种信条是有问题的，
要反省它，与之保持距离。2005 年陈至立在中国科协学术年会上指出：
“我国消耗了占全球
31%的原煤，30%的铁矿石，27%的钢材以及 40%的水泥。2004 年，由于我国对铁矿石需求
的急剧增加，国际市场价格曾上涨了 71.5%；由于国际原油价格屡创新高，我国全年多支付
外汇达数十亿美元。长此以往，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不堪重负，国家将不堪重负。”又过了多
年，趋势依旧，中国的国际形象也受损。中国日用品生产也严重过剩：每年生产 6 亿只手机，
60 亿件衬衫，9000 万台彩电。可以想到，它们的市场价格极低，而生产它们的环境代价却
是高昂的，工人的工资也是可怜的。
博物学生存也为体制化的教育、终身自我教育、个人谋职就业提供了启示。在家境小康
的情况下，一个聪明的学生，为什么要像他人一样，一定选择计算机专业、生物工程专业，
仅仅因为自己有那种智力或者仅仅因为那些东西是高科技？如果选择鱼类研究、昆虫学、律
师、美术、音乐会怎样？再进一步，不瞄着北大、清华行不行，甚至不读大学行不行？
吉尔伯特·怀特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塞耳彭，过着悠闲的生活，观鸟
并写作。到怀特的家乡，在“那里你会见一所老房子，临村子的主街而立，安静，不张狂，
就是在这里面，怀特做出了他不朽的观察，在平静中，写下了他不朽的信。”
（艾伦语）按中
国人的说法，怀特可谓“细校虫鱼过一生”。他的通信集《塞耳彭博物志》
（中译本为《塞耳
彭自然史》）
，是生态学的经典，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他独特的生活方式得到一种细致诠释。
本来还想讲美国的阿米什（the Amish），限于篇幅，只提一下。房龙曾说，阿米什人在
把基督教发展成为更理智更宽容的事业中，起到了伟大的作用（《宽容》第 16 章）
。他们是
主动拒绝现代高科技的一些聪明人。他们不用交流电，不读大学，但生活得很自在。这怎么
可能？现代化的美国怎么可以这样？我去看过。阿米什人是一些有信仰的人，一些愿意过简
朴生活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令我羡慕。也曾令广告大师大卫·奥格威羡慕（见他的自传第
五章“广阔的乡村修道院”），虽然他是另一路人，自己无法过那种生活，但他高度评价了阿
米什人。我也欣赏奥格威，他是宽容的，他赞颂了多样性的生活方式。
生活自在，很平常，也很难实现。在哲学上看“自在”，就是自己规定自己，不模仿别
人，于是它也是一种相当高妙的境界。
2010.11.03 第一稿。
2010.12.29 个别文字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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