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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命的本质是自我完善性，自然的本质是自我否定性。生命的实质就是不断的创造和生成，这 

就构成 了人的生命存在的基本 内容和基本方式。将科学融入生命，从根本上改变生命的原生态，从而提 高生 

命的意义和价值；给科学注入生命，生命给科学带来无穷的动力和魅力。没有生命的科学哲学往往本身是没 

有生命的，应构建一种以生命为本体的科学哲学，使这种新的科学哲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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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命的本质 

生命是什么?在历史上，哲学家们非常关心这个 问题 ， 

亚里士多德、康德、恩格斯等都曾提出过自己的看法。然而 ， 

在分子生物学革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哲学家和生物学家 

们似乎完全忽视了这个问题。 

(一)生命难以定义的原因 

首先，我们每个人都有着关于生命的一般经验，而定义 

生命往往要包含所有的生命现象，其中包括大量常人不熟悉 

的生命和处于极限状态下的生命。这样定义出的生命概念 

可能和常识观念相差甚远，甚至完全相反。我们认识的生命 

观念一般都与动物和植物的一般特征有关，这些特征包括生 

长、繁殖、自我维持、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等等。但当我们定 

义生命时，我们需要考虑所有类型的生命特征，包括细菌等 

微小的生物，甚至还要考虑病毒、类病毒、蛋白感染素等。这 

些生物的特征和我们的常识观念具有非常大的差别。 

其次，不同学科的人在定义生命时，往往从本学科出发， 

把生命的某一方面加以强调，把某一方面作为生命的本质。 

比如，生理学往往把能够完成诸如消化、新陈代谢、排泄、呼 

吸、运动、生长、发育和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的功能的系统定 

义为生命系统。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又往往把生命有机 

体看作是可传递编码在DNA和 RNA中的遗传信息的系统， 

这些信息可以控制蛋白质的合成，而蛋白质决定着生物的主 

要性状。进化论往往把一个能够通过 自然选择进化的系统 

看作是生命系统。热力学则又把生命看作是一个与它的环 

境交换物质和能量的开放系统。 

第三，生命现象与非生命现象存在着连续性，它们之间 

并没有一条截然分明的界限。我们定义生命的 目的又是要 

把它们明确地区分开来 ，这必然使我们关于生命的定义要么 

太宽，把一些非生命的现象也包括在内；要么又太窄，一些生 

命现象也被排除在生命之外。比如，上文所述不同学科关于 

生命的定义尽管是有意义的，但实际上，它们在逻辑上都是 

不能令人满意的。它们或者把生物学家认为是有生命的系统 

当作是没有生命的，或者把非生命的系统也当作是有生命的。 

(二)生命本质和 自然本质的联系性及区别 

生命的本质是世界科学之谜。生命本质的奥秘，既使人 

类感到激动，也使人类感到困惑。物质具有物理和化学两种 

存在状态，物质化学存在具有生命和自然两种存在形式。生 

命和自然是物质化学存在的两种不 同性质的形式与状态。 

物质化学存在所表现出来的两种不同的根本性质分别决定 

了生命和自然的本质。人们已知生命 的本质是人类尚未认 

识的世界之谜，但也未认识到与此并存的自然的本质同样是 

尚未认识的科学空白。而且在自然发展史上，先有 自然，后 

有生命，即先有 自然本质问题，后有生命本质问题。人类只 

有先认识了自然本质，然后才能认识生命本质。人类只要未 

认识自然，就不能真正认识生命。 

以前的研究者仅就生命本身研究生命。只有从生命和 

自然的联系性人手，从它们产生的共同化学机制人手，从物 

质化学存在的低级形式—— 自然人手，探索物质化学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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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形式——生命，才能揭开生命和 自然这两大奥秘。物质 

化学存在决定生命和 自然的本质，生命和 自然的本质分别决 

定生命和自然的根本运动规律和根本存在性质，决定生命 自 

然矛盾 ，决定生命 自然关系，决定生命本质的特殊的高级形 

式——人的本质，决定生命 自然关系的特殊的高级形式—— 

人与自然关系和受其制约的人与人关系。物质的人的高度 

自我完善性本质，通过其 自我表现、自我实现的形式——人 

的对象性活动创造产生了人的存在。人的存在过程，是人的 

活动过程 ，是人的本质对象化过程，是人的本质实现的过程， 

是人的现实实现的过程，是人的自由实现的过程，是人 的需 

要 自我满足的过程，是人 自我产生、自我完成、自我满足、自 

我实现的过程。 

在世界是物质的大前提下，生命是什么，自然是什么，生 

命和自然的关系是什么，是哲学上一切问题的原始出发点。 

所以，认识物质的化学存在，认识生命自然本质，认识生命 自 

然矛盾，认识生命 自然关系，认识人的本质和人的活动，认识 

人与自然矛盾和人与人矛盾 ，认识人与 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 

系，具有极其重要 的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宇宙论和人学 

意义。生命和自然的本质 ，分别是生命界和自然界的根本运 

动性质(根本运动规律)和根本存在性质，它分别描述生命和 

自然是如何产生、运动、变化、转化和存在的，它将能分别统 

摄和解释一切生命现象和自然现象。 

生命和自然是在人们尚未认识的生命界化学运动和自 

然界化学运动中分别生成、运动、变化、转化、存在的两种不 

同的化学物质。生命界化学运动和 自然界化学运动的性质， 

分别决定了这两种化学运动所生成特定物质的根本运动规 

律和根本存在性质，即分别决定了生命和 自然 的本质。所 

以，生命的本质是自我完善性，自然的本质是 自我否定性，自 

我完善性和自我否定性构成了生命和 自然 的本质区别。生 

命本质和自然本质决定了物质世界存在着生命作用和自然 

作用两种不同性质的物质化学作用形式。生命界化学运动 

的自我完善性构成了生命作用。生命作用使生命界物质产 

生并保持 自我存在的形式。生命作用、自然作用即化学作用 

与物理作用一样，都是物质作用的形式之一，都是一种物质 

力量。 

(三)生命的物质组成、结构和性质 

从生命物质组成上看，所有生物都具有基本相似的物质 

组成，即生命基本上都 由碳、氢、氧、氮、磷、硫、钙等元素构 

成。这些元素相互结合，构成氨基酸、核苷酸、葡萄糖等生命 

小分子，这些小分子再通过特殊 的方式相互结合，形成蛋白 

质、核酸和脂类等生物大分子。这些分子成为构建生命的基 

本的“建设砖块”。由于重要的生物大分子都包含着碳，所以 

人工生命研究者又把这种“如吾所识的生命”叫作“碳基生 

命”。 

从生命结构上看，地球上直接表现出生命活性的生命都 

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生命的基本结构单位，一切生命都 

离不开细胞这一生命的基本形态。尽管细胞的形式多种多 

样 ，但基本上都有着相同的结构，都是由半透明的膜包围起 

来的与外界具有选择性物质交换的体系，但细胞并不是生命 

的全部，生命的存在是多层次的。生命的多层次性的结构使 

我们认识到，生命是 自然界中的一种高度有序的现象。 

从生命规律上看，所有生命几乎都遵循相同的基本规 

则。所有生命使用相同的遗传密码 ，遵循着相 同的复制、转 

录和蛋白质合成机制以及相同的DNA修复机制。生命的代 

谢活动，包括各种主要 的生命物质的生成、转化，能量的获 

取、利用方式等，也都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二、对生命本质的哲学思考 

生命是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现代西方哲学有一 

个学派，就是生命哲学，狄尔泰和柏格森是生命哲学的主要 

代表人物。但他们对生命的理解不同，狄尔泰认为生命就是 

体验、感悟和理解，他所说 的生命是文化意义上的生命。从 

文化意义上理解生命，生命就是对人存在状态的体验和感 

悟，就是人此刻的存在。柏格森是在 自然意义上来理解生命 

的，在他看来，生命就是绵延和流变，就是真正的时间，人们 

把握生命的方式是直觉，而不是理性。理性只能把握无机物 

质，不能把握生命。直觉是把握生命的唯一方式。因为，绵 

延是不可分的，真正的时间是流变，而不是时间的空间化，直 

觉能够把握不可分的绵延，把握流变。 

对于生命的哲学思考，就是人自己对于自身存在的思 

考。人是一种创造性的变动的存在，也是一种开放 的存在， 

人的生命过程就是不断创造的过程，生命的实质就是不断的 

创造和生成，它不是已经存在 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不断 

地创造和生成的东西。它不是必然的确定性的东西，而是偶 

然的不确定的东西，这种偶然的不确定性，正是创造的机遇。 

生命还是可能性的东西，生命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可能性 ，对 

可能性的选择，就构成了生命本身的多样化运动过程。生命 

就是生存，就是意志的活动，就是对可能性的选择和创造 ，没 

有选择和创造活动，就不会有生命的延续和发展。如何看待 

生命，是人对自己的生命存在及其创造过程的自觉认识和自 

觉体验，生命首先是存活，存活本身就是选择和创造，选择和 

创造 自己存活 的方式，是人的生命活动赖以进行的基本条 

件。人在 自己存在的活动中选择和创造，在选择和创造的过 

程中存在。不断地选择和创造构成了人的生命存在的基本 

内容和基本方式。 

生命哲学乃是回归人的原始起点，揭示生命 的内在意 

义，而这是不可能被 自然科学的外在分析所揭示的。生命哲 

学强调从外部机械必然性向人的自由回归，同时也包容了 自 

然科学的认识。生命哲学：不是一面新旗帜，而是一种古老 

视角，针对主流机械论思维，关注内在的人文价值在中国传 

统的直觉思维(唯象思维)里，生命是最高的意象。历史变迁 

与四季变化一样合乎常理，朝代 的更替与生老病死一样 自 

然。国家是一个大生命体，当它顺应天理民心，就能风词雨 

顺 ，国泰民裕 ，长治久安。相反，如果违逆天理民心，就会有 

天灾人祸，国破家亡，改朝换代。人生的奋斗更是基于 内心 

的修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 

生命是独特的，是自生、自立、自灭的机体，牛顿定律能 

89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解析天体的运动，却解释不了毛毛虫的生存与无机物根本不 

同。生命处在相互对应、作用、影响、制约的两个动态平衡的 

世界中。一是外部的环境 ，生命是宇宙中的有限存在，需要 

靠特殊的环境，能获得所需的物质和能量 ，又不会受到致命 

创伤。二是内部的结构，内部生命世界及其矛盾是自我建构 

的独立体系，处在遗传和变异过程 中。这个存在于大宇宙中 

的小宇宙，努力向外扩张，并保持自己的延续和繁衍。 

三、从生命本质的视角探索科学哲学发展的方向和途径 

科学与生命，是一个关于科学的生命哲学的问题。对这 

个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来理 

解科学及其意义和价值，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来理 

解科学哲学及其存在的问题，从而为科学哲学的发展开辟新 

的方向和途径。 

人们常常将艺术与生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艺术的生 

命等同于艺术家的生命 ，这个思想无疑是非常深刻的。如果 

切断艺术与生命之间的关联，那么，我们便很难理解那种称 

得上属于艺术之魂的东西。然而，人们对科学却很少作类似 

的探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者往往对艺 

术与生命和科学与生命二者作截然相反的理解。例如，叔本 

华认为，“艺术可以称为人生的花朵”，相反，科学给人带来的 

却是痛苦，并且理智愈发达，痛苦就愈深重。这些导致科学 

与生命相对立的观点的根源，显然同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 

科学观密切相关。实证主义者将科学实证简化为与人无关 

的纯粹事实，并且拒绝一切形而上的思考和探讨 ，势必导致 

科学与生命的分离。功利主义者将科学简单地归结为工具 

理性和功利价值 。则进一步切断了科学与生命的关联。 

事实上 。无论对艺术还是对科学都可以从两个层面来思 

考和把握 ：一个是形而上层面，另一个是形而下层面。科学 

也包括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层面。人们之所以看不到科学 

与生命的契合，关键就在于他们对科学与生命的理解只是形 

而下的，而不是形而上的，因而触及不到科学的生命和科学 

家的生命 ，当然更无法看到科学与生命之间的关联。其实 ， 

不仅科学是如此，包括艺术、道德在内的所有文化均是如此。 

一 旦忽视或拒绝对它们作形而上层面的思考，那么，就会导 

致后现代主义者所说的对大写的“真”、“善”、“美”的解构。 

一 旦我们从形而上层面来审视科学与生命 ，上升到科学 

与生命的最高境界，我们就会发现科学与生命、科学的生命 

与科学家的生命之间的完美的契合、交融与合一。科学与艺 

术一样，也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 

对于无数伟大的艺术家来说，他们就是为艺术而生的，艺术 

就是他们的生命；同样，对于无数伟大的科学家来说 ，他们就 

是为科学而生的，科学就是他们的生命。正是艺术与生命的 

完美的契合、交融与合一，才有伟大的艺术；也正是科学与生 

命的完美的契合、交融与合一，才有伟大的科学。 

科学对于生命的意义在于，将科学融入生命，从根本上 

改变生命的原生态，让生命从量的时间变成质的时间，从而 

大大提高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科学给生命带来无限的乐趣， 

科学给生命带来别样的体验，这是一种智力探险和挑战者的 

体验，它激励人们去攀登一个又一个科学高峰；科学赋予生 

命神圣的使命，它使生命超越 自我，同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科学给生命以崇高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 

不断地追求真善美，并在不断追求真善美的过程中获得 自由 

和解放。 

生命对于科学的意义在于，给科学注入生命 ，使科学不 

仅是一项为人类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伟大事业，而且是 

“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生命给科学 

带来无穷的动力和魅力，从而使科学具有一种最高尚、最纯 

洁的生命力；生命赋予科学以崇高的理想和精神，这就是科 

学的理想和精神。也是科学的生命；生命使科学肩负起神圣 

的职责和使命。那就是为人类服务和造福于人类；生命永远 

激励科学向着真善美的崇高境界迈进。总之，正是无数科学 

家的生命赋予科学理想化的人格，为科学塑造了一种形而上 

的东西，那就是科学的灵魂。 

因此，对科学的哲学研究不仅应当涉及科学的形而下层 

面，而且还应当触及科学的形而上层面。正如对人的哲学研 

究 ，不仅应当涉及人的形而下层面，而且还应当触及人 的形 

而上层面即精神和灵魂一样。没有“生命”的科学哲学往往 

本身是没有生命 的。它将对科学的哲学研究主要定位在可 

程序化或逻辑化的知识论、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层面，并且从 

根本上切断了科学与生命之间的内在关联。这样的科学哲 

学显然触及不到一系列关于科学的根本性的问题 ，例如，什 

么是科学最深刻的内在动力，什么是科学的生命 ，人为什么 

要从事科学，科学对生命 的意义是什么，生命对科学的意义 

又是什么等等。要回答这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科学哲学就 

有必要重新找回生命之根，找回科学的形而上基础——生命 

本体论。走与生命哲学相结合的道路。 

科学哲学与生命哲学的结合，将开辟一种全新的科学哲 

学。这种科学哲学将充分体现西方思想与东方智慧、科学哲 

学与人文哲学、形而下研究与形而上探索的结合，真正将 自 

然的发现与人的发现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变成一种以生命 

为本体的科学哲学。这种新的科学哲学不仅具有重要的理 

论意义，而且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从理论上看，它将从 

根本上突破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基本框架，将对科学的形而上 

思考，特别是关于生命哲学的思考引入科学哲学，从而为科 

学哲学的发展开辟新的方 向和途径。从实践上看，由此产生 
一 种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 ，那就是将科学与生命融为一体的 

科学观和方法论。这种科学观和方法论倡导一种可称为“科 

学人生”的观念。所谓科学人生，就是指科学家将科学视为 

生命，他们将科学的生命和 自己的生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用生命去探索、发现和创新 ，并将探索、发现和创新看成 自己 

最高尚、最美好的生命体验，于是，真正的科学乃是科学家的 

生命结晶，真正的科学家的人生也就是科学人生。这种科学 

人生的观念，不仅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而且对于科学生 

活来说，显然具有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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