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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师领，又名师凌，祖籍甘肃张掖，1964年11月出生于新疆哈密。1986年毕业于

新疆石河子医学院（现石河子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学士学位；1989年毕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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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心理学教研室

应用心理学教研室

外籍教师

荣休教师

永远的怀念

华西医科大学（现四川大学医学部）基础医学院，获神经科学硕士学位；1994-

1997年留学加拿大达尔豪斯(Dalhousie)大学心理学系，获心理学硕士学位。19

89-1994任教于广州医学院（现广州医科大学），1998年至今任教于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心理学系。他以健康为学术研究的最高理念，研究格局为(3+1)P(Phys

ics•Physiology•Psychology + Philosophy)，所谓横跨中、西、印，纵贯宗、

哲、科，上下文、史、艺者也。

学术研究他主张沉潜，注重研究理念、格局和气象。他坚信，真正的研究是生命

在生活中以特定理念关照的体系性的深度求索，包括修炼、研读和实践三个维度

——修炼以开掘生命内在的潜能和智慧；研读以形成生命内在的认知结构；实

践以塑造生命内在的生活品格。学术研究只是这种求索的外在表现而已。把生活

变成修炼，把修炼变成学识，再把学识变成生活，此谓之禅，也谓之健康。 历

经20多年幻灭，他建构了健康的学术思想体系（见附录之一）。他的主要学术

创见可谓1+3+1论，即宇宙人格+生命心理学•能元论•行为禅+宇宙文明。最能

代表他学术思想和水平的乃能元论（见附录之二）。现正在进行三个方面的专题

研究：一、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之科学性——中医科学原理系列的专题《中西

医学人体肾系统的比较研究》（中、英）；二、新中国人之实践体系——生命

自我实现系列的专题《太极拳修炼原理》；三、人类一体化之可能路径——未

来人类文明原理系列的专题《人类十三经》。

他提出并实践生命教育的理念：人是一个具有无限可能的生命存在，是身、心、

灵的格式塔，而不是一架会说话能思考的机器。教育的最高目的，是最大限度地

拓展任何一个作为人的个体的生命潜能。他也提出并实践教育的“一棵树”理

论：教育就如一棵树的成长，人文学科尤其是宗教乃树的根，在于人文素养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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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哲学乃树干，在于能力和整合；科学乃枝叶，在于知识和应用。只有根、干

和叶三者齐备，树才能成为树。他特别强调，教育的首要任务并不是知识传授和

能力培养，而是认知结构的建构，目的在于胸襟博大，见识高远，气象雄浑。

他坚持教、研、学三位一体，实践教学相长，形成了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的独特

格局和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他主讲《说文解字》、《周易》和《内经》/

《本草经》；西方文明方面，主讲《圣经》、《第一哲学的沉思》和《自然哲学

的数学原理》/《西方心理学史》；印度文化方面，主讲《吠陀经》、《奥义

书》和《瑜伽经》/《薄伽梵歌》；佛教文明方面，主讲《大念住经》、《心

经》和《大乘百法明门论》/《坛经》；人类文明方面，他提出并主讲人类十三

经，即《荷马史诗》，《几何原本》、《柏拉图对话集》；《圣经》、《自然哲

学的数学原理》、《纯粹理性批判》；《说文解字》、《易》、《内经》；《奥

义书》、《梵经》、《阿含经》；《古兰经》。

他以整个人类和宇宙为背景思考和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之路。他的研究结

论：一、人类注定要一体化，而且人类今天已经走到了一体化的节点；二、在当

今所有的国家和民族之中，最有潜质完成一体化的是中国；三、中国现代化的关

键不是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等社会行为的现代化而是文化人格的现代化；中

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根本路径不在于体用式创新而在于彻底完全的文化重建，也

即文化创造；文化重建的核心在人——让人成为人，成为全人；让我成为我，

成为全我；让人类成为人类，成为全人类。一言以蔽之，重新塑造民族之性格，

缔造民族之新精神，造就一代新中国人；四、中国将以社会主义道路完成传统文

化的现代化和人类一体化；五、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需要数代中国人前赴后继的

努力，但其关键文明格局和战略格局将由第四代人完成；六、人类在地球上的最

高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但人类终极命运不在地球而在宇宙。



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当务之急是以实际行动回答当今社会主义面临的三大难

题：一、社会主义的科学原理和基于科学原理的优越性；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

传统文化两种文明形态的完全统一；三、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自由。解决三大难题

的根本途径是基于以往的人类文明，即古希腊文明、西方文明、中国传统文明、

印度传统文明、佛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建构崭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即共产主义

文明体系也即一体化的人类文明体系。建构人类的文明体系，首先确定人类文明

的大典，也即人类十三经。以人类十三经为基础，以天下大同即共产主义为目

的，重新建构人类的知识谱系和教育体系，从而重新塑造人类之性格，缔造人类

之新精神，造就一代新人类。这样，也只有这样，社会主义者才能面对当今人类

面临的困境，引领世界文明的新方向，为人类新生活开辟未来的道路。

附录之一：健康的学术思想体系

上篇：问题

一、 时代精神

二、 基本概念

三、 健康理念

四、 健康研究目的

五、 健康研究路径

六、 健康研究问题体系

七、 健康研究专题体系

中篇（上）：理论

一、比较论和文明特质



二、自为论和宇宙宗教（宇宙人格）

三、诠释论和宇宙科学(生命心理学范式)

四、能元论和宇宙哲学

五、生活论和五期六度实践

六、休养论和功能养生体系

七、修炼论和行为-心灵的修行体系（行为禅）

八、建构论和人类知识谱系

九、全我论和人类教育体系

十、重建论和大同社会（共产主义）

十一、创造论和世界联邦（共产主义）

十二、健康论和宇宙文明

中篇（下）：范式

一、 生命心理学建构原理

二、 生命心理学学科原理

三、 生命心理学科学原理

四、 生命心理学哲学原理

五、 生命心理学学科研究体系

六、 生命心理学实践研究体系

七、 生命心理学问题研究体系



八、 生命心理学研究体系

九、 生命心理学的心理学意义

十、 生命心理学文明意义

十一、 生命心理学文化意义

十二、 生命心理学的未来

下篇：实践

一、 基本原理

二、 主体格局

三、 身心灵健康实践格局

四、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实践格局

五、 人类一体化实践格局

六、 宇宙文明实践格局

七、 个体、人类和宇宙

附录之二：能元论——一种可能的世界哲学

1、 能元论（Eneronology）是关于宇宙本源的哲学建构，也即本体论和第一哲

学。这种建构是永恒的，但不是一劳永逸的。它不但探讨宇宙的本源，也进而探

讨生命的本质和生活的真谛，最终回答人类的终极命运。

2、 能元论的基本预设是宇宙存在，生命存在，人存在，意识存在和人类社会存

在。能元论就在于诠释宇宙、生命、人、意识和社会何以存在，如何存在和可能

的存在。



3、 能元论是以西方文明的物质论、古印度文明的精神论、现代的信息论和中国

传统文化的气论为基础，并且相对于原子论和单子论而言的。所谓相对，就是超

越。也就是说，能元论既是原子论和单子论的格式塔，也是物质论、精神论、信

息论和气论的格式塔。

4、 能元论是形而上的，也是形而下的，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

5、 就哲学而言，能元论是古希腊哲学形而上学、西方哲学形而上学、中国传统

哲学道论、印度传统哲学法论、佛教哲学非法论、禅宗哲学心论和马克思主义哲

学唯物论的格式塔。

6、 就宇宙本源而言，能元论是古希腊文明的变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易论、佛教

文明的空论和西方文明的相对论的格式塔。

7、 宇宙的本源是能量，是自为的而非他为的，是有生命的而非机械的，是功能

存在而非实体存在，是整体且连续的存在而非单个存在的集合体。

8、 能量的基本单元就是能元(Eneron)。能元是含有特定信息密码的最基本的功

能单元。

9、 能元是一种功能存在而非一种实体。能元是功能-形态的存在体。所谓功能-

形态，是以功能为基础建构的形态而表现或不表现为某种实体。

10、 能元是能量和信息的统一体。也就是说，能量本身含有信息，信息本身就

是能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也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讲，能元即信息元（Informato

n）。

11、 宇宙及其一切存在不可能无限度地分解，因为分解到最后就是“无”，而

“无”是不可分解的。



12、 能元不存在可分和不可分的问题，它是至大和至小、至内和至外的统一。

所谓统一，是一也是二，不一也不二。

13、 宇宙中只有整体，没有部分，因为部分不可能存在。换言之，宇宙乃整体

组成整体。

14、 能元是无也是有，是无和有的统一；是空间也是时间，是时间和空间的统

一；是物质也是精神，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

15、 能元有始又无始，是有始和无始的统一；有终又无终，是有终和无终的统

一。能子是一也是多，是一和多的统一。

16、 能元是正和负的统一，既可以正的形态存在，可以负的形态存在，也可以

以亦正亦负即中的形态存在。

17、 能元既不创造，也不被创造，它是创造和被创造的统一，能元既存在又不

存在，既无常又永恒。

18、 能元是生成和消失的统一，它生成又不生成，消失又不消失。无论生成还

是消失，能元都是自为的。

19、 能元和宇宙是同质又同构的，能元含有宇宙内一切存在物的基质，因而能

生成宇宙万物。

20、 能元产生万物的方式是生化，不是创造，也不是转变和变化。生化的方式

是阴阳交互作用而变化，是能元中阴阳两种能量如风箱反复鼓动而产生的。由此

可以推论，这个宇宙形成之初并不存在什么奇点，也不存在大爆炸。

21、 能元生化万物是在黑暗中孕育和完成的，宇宙、生命、人和社会都是在黑

暗中被创造的，它们本身的创造也是在黑暗中完成的。人类喜欢并追求光明，但

不应忘记，黑暗是光明之母。



22、 能元产生万物的过程就是实现自己内在本质的过程，其终极目的就是达到

和的状态，生化万物的逻辑范式是组合变换，而其表现体系正是功能-形态的系

统。

23、 能元生化万物，万物是能元存在的体现，而能元也存在于万物。能元和万

物是亦一亦二，不一不二的关系。

24、 相对于能元而言，万物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并处于永恒的变化中。运动

是能量的交换，时间是能量交换的过程，空间是能量交换的场所，物质是能量存

在和表现形式。

25、 宇宙万物存在都是有条件的，都有一个生、长、壮、衰、灭的变化过程。

虽然万物生灭，但能量不灭。

26、 能元生成万物，也存在于万物，但能元本身并不变化，它只是原来的它。

27、 万物虽都由能元化生而来，但彼此之间有质的规定的区别。就数量存在、

物理存在、生命存在、精神存在、人的存在和社会存在而言，各自存在的规定有

质的不同。

28、 宇宙万物之间，数量存在、物理存在、生命存在、精神存在、人的存在和

社会存在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和变化，虽存在生灭，但能量不灭。

29、 宇宙中数量存在、物理存在、生命存在、人的存在、意识存在和社会存在

的本质规定具有时间和空间超越性。

30、 宇宙是能量的功能-形态的存在体，是能元整体的自我体现。作为整体的宇

宙是有意识和自我意识的。

31、 能元及其宇宙万物所呈现的状态就是禅，也即禅是宇宙及其一切存在的最

佳存在状态。



32、 宇宙中任何一物的存在，都有本体、现象、规律、功用和效果五个方面，

是体、象、道、用和效的格式塔。

33、 自然界的生命存在是能元自我本质实现过程不同阶段、不同方式演化的产

物。

34、 人的意识或纯粹的精神存在是能元的能量所能达到的最高、最纯和终极的

表现。也就是说，人的意识或纯粹的精神存在是一种能量存在的纯粹的功能状

态，所以才具有意识的一切能力和特质。这一特质决定了人性本善，但人性本善

并不意味着人性一定是善的，更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是善的。

35、 人是物理存在、生命存在和精神存在的格式塔，是能元自我本质实现的最

高和最完美的典范。人是精神体、物质体和能量体的统一，是功能-形态的能量

存在体。

36、 人和宇宙不但同质，而且同构。人的存在是宇宙存在的一个表征，而且是

最高和最完全的表征。因此，人也许不可能借助思考而理解宇宙的本体，但可以

整体生命和心灵来契会和观照宇宙的终极存在。

37、 所有的人组成人类存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是能元能量的社会表现和文

化存在形式。人类文明是自为的、普遍的，这就决定了人类大同，地球大同，也

决定了宇宙大同。

38、 历史既不是人民创造的，也不是英雄创造的，历史是历史本身创造的。历

史是历史势能的自我创造，而人——无论是人民还是英雄——只是这种自我创

造的体现者。

39、 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悖论，是社会势能的一种表

现。其关系并非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阴阳关系。



40、 人是生物性和神性的格式塔。科学虽然否定了天堂的存在，但并不能阻止

人们对天堂的神往。正是生物性和神性的内在冲突，是人成长的内在动力。

41、 人虽然是生物性和神性的格式塔，但人既不是动物，也成不了神，而是和

动物、神具有同等位格的生命存在。人只能成为人，把人当作动物或神，是以动

物性或神性践踏人性。任何一个作为人的个体生命存在的终极目的，就是将生命

的潜能最大程度且最高效能的开掘和表现出来。

42、 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在生活中把控小我和大我的悖论。只有一个人以小我为

基础，并超越小我而投身于人类这个大我，他的生命潜能才能得到完全实现。

43、 一个没有实现全部生命潜能的人是非人，一个不能实现所有人潜能的社会

是非社会，一个没有实现全部生命潜能的人类是非人类。身体疾患、心灵变态、

道德败坏、社会和文明异化、人类战争都是能元负的存在和表现。

44、 所有的人都来源于能元且是能元本质的典范存在，因而所有的人是生而平

等的，具有成为人的一切潜能，也生而具有做人的一切权利。换言之，由于内因

外缘的不同，任何一个个体虽有内外和先后天条件的差异，但所有人的人格是平

等的，而且这种平等是理念上的，因而是绝对的。

45、 在这个宇宙内，只有真的，没有真理，更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真的即古希腊文明的变，中国传统文明的易，西方文明的相对论，和印佛文明的

空。

46、 就人而言，能元所能达到和所要求达到的最高状态是让人成为人，成为全

人；让我成为我，成为全我。当上帝赋予我灵魂，自然赋予我肉体，并且在一定

的时间、一定的地点、一定的因缘条件下通过我的父亲和母亲把我塑造出来的时

候，我-就-是-我-了！我是我的肉体，我是我的灵魂，我是我的存在!我是我的

悲欢离合，我是我的苦闷哀乐，我是我的追求，我是我的一切!我是我的最终目



的，我是我的上帝，我是我的最高主宰，我-是-整-个-宇-宙! 我创造了并且继续

创造着我,我过而且只能过我自己的生活，我为我骄傲，我为我自豪，我-为-我-

负-责，我-为-我-活-着！

47、 就人类而言，能元所能达到和所要求达到的最高状态是让人类成为人类，

成为全人类，也即健康。健康是人在身体上保持平衡，精神上达到宁静，并与社

会保持和谐的完整、良好的生活状态，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任何一个作为人的个

体和无限度地拓展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的潜能，进而最高效能地开发、利用和保

护宇宙资源，最终达到和整个宇宙完全合一的境界，而不仅仅是免于身心灵的疾

患和残弱，也不仅仅是物质生活极其丰富和完全满足。

48、 人类在地球上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一、

让人成为人，成为全人；让我成为我，成为全我；也即任何一个作为人的个体的

生命潜能的完全实现。二、让人类成为人类，成为全人类，也即无限度地拓展作

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的潜能。三、人和自然的完全和谐。

49、 人类已经确定无疑地知道，终究有那么一天太阳落下后将永远不再升起。

走出太阳系，走向广袤的宇宙，才能走向无限的未来。这是人类的天命。因此人

类终极命运并不在地球而在宇宙，未来人类首要任务将是建构宇宙人格和宇宙文

明。换言之，人类将终结在地球上的历史，并因此开启人类宇宙文明的新时代。

50、 能元论的第一哲学原理：我思即我在。

51、 本论称之为能元论，但不是能元主义，也不是能量主义。论即讨论和学

术，而不是真理。能元论不是终极真理，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它之所以有

存在的理由，仅仅是因为它给人们的思考提供了又一个支点和参考系。任何时

间、任何地点、任何情况下，任何个人将能元论奉为绝对真理，就是对能元论的

背叛和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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