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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进化与开放的生态文明

王志康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生态问题实质上是生态系统进化与追求人类生存价值之间的矛盾。人类的文化进化加速了生态系统进化，

反过来，生态系统进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地球生态系统进化新“幕”来临之际，人类必须

重新审视自己的文明模式，均衡事实和价值，正确地定位人类的生存价值和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位置，不再固守

或拘泥于原来封闭的文明模式，将文明建立在一种开放的生态系统的基础上，建立与生态系统进化同步发展的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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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Marxism,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P.R.China)

Abstract:  The  ecological  problem  is  essentially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ecosystem  evolution  and  the
pursuit  of  the  value  for  human  survival.  Based  on  modern  science  of  complexity，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evolution of ecosystem and the pursuit of human survival value are analyzed in perspective of
dialectic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cept of ope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put forward.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evolution of human culture accelerates the evolution of ecosystem, which in return restricts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to some extent. The author argues that when the new “curtain”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earth ’s  ecosystem  comes,  human  beings  must  re-examine  their  own  civilization
model,  make  a  balanced  choice  between  the  law  of  facts  and  the  pursuit  of  value,  correctly  locate  the
survival value of human beings and their position in the earth’s ecosystem, stop clinging to or sticking to
the  original  enclosed  civilization  model,  and  establish  the  development  model  synchronized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ecosystem on the basis of an open ecosystem.
Key  words: ecosystem  evolution;  ope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volution  of  human  culture;  pursuit  of
survival value; balanced choice

一、事实和价值

由生态问题而产生的焦虑拨动着人们不安的思

绪。地球上生态环境状况日趋恶化的事实与人类生

存所追求的价值之间出现越来越严重的裂缝：事实

和价值不统一。其重要的原因是，至今人类这种特

殊的高等智能生物始终未把自己放在自然系统之

中，而是将自己置于自然系统之外和自然系统之

上。人类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有着至高无上的

生存价值，人类总可以依据自己的价值取向改变事

实，使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朝最有利于人类生存价值

的方向演化。实践结果却发现，事与愿违−事实

和价值相背离。

然而，如果人类也被纳入地球自然环境变化系

列和生物进化系列，即统一的大生态系统中，人类

如果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人类自身只是这个大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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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的要素之一，那么，事实和价值就不是两种

形态，而具有同一表现−以规律形式呈现出来。

自然生态环境和人类生存方式都是不断变化

的，即地球上的生态作为系统性事件是进化着的，

这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规律。人类不能一厢情愿

地让自然生态环境回到原始状态或永久地保持现有

状态，也不可能通过阻止自然生态环境变化而永远

保持人类在其中所处的优势。人类作为地球生态系

统中的一员，本身就是生态系统进化或者演化的重

要动因。

在这个地球上统一的生态系统中，价值和事实

是联系在一起的，人类价值就是人处在这样一个系

统中的事实。

二、生态系统进化

生态系统进化是一个事实。

地球上的生态系统由生物与非生物环境各个相

互作用的部分组成，是一个组织化的整体。其内部

各部分相互作用构成反馈环，从而达到某种程度上

的自我控制，同时给予系统未来状态某种限制。生

态系统靠外部能量输入和内部能量消耗维持其组织

化结构。这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主要靠捕获和转化

太阳能以及系统内能量流的流动来驱动内部物质流

和信息流，使系统保持在一种远离平衡的稳定状

态。这种状态在一定条件下会失去稳定，并产生新

的内部结构
[1]
。

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是一个具有层次结构的复杂

性系统。生态系统整体和各层次子系统之间存在复

杂的非线性相互关系。系统各层次相对独立，相互

依存，相互制约。不同层次与跨层次的相互关系，维

持系统整体和各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这样的系统

具有自组织、自适应、自修复能力，即一定的韧性或

弹性。但是，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样的系统，也是脆

弱的，触一发牵动全身，一个外部的冲击或内在的

突变，可能导致系统整体或局部失去稳定性，甚至

崩溃。

因此，地球上的生态系统，各层次，整体或局

部，既稳定又不稳定，稳定之中具有不稳定因素，不

稳定趋向稳定，在经历一个时间段之后，从原有状

态跃迁到另一个新的状态。群落波动、演替、顶级格

局
[1]
、进化“幕”演变

[2]
等现象，均说明地球上的生态

系统是一个随时间变化，不断以其变化适应环境的

进化着的系统。

驱动生态系统不断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地球环境

不可逆的、趋向性的变化和物种的不可逆的生物学

进化。地球自然环境变化一般来说周期很长，局部

的情况除外，短时间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不太显著。

相对于自然环境而言，短时间物种进化对生态系统

产生的影响较大。

（一）物种进化导致生态系统进化

生物之间存在两种关系：亲缘关系和生态关

系。亲缘关系是生物体之间纵向的、历史的、遗传

的、内在的、抽象的联系；生态关系是生物体之间横

向的、现实的、外在的、生存方式的、具体的联系。每

一个生物个体都属于一定的亲缘系统，同时也处于

一定的生态系统之中。物种是两类系统的交汇点，

既是亲缘系统的基本单位又是生态系统的组成单元。

由于各种原因，生物产生遗传变异，并导致生物

进化。然而，在自然界中不存在孤立的物种进化，任

何一个物种的进化都必然受到生态系统内其他相关

物种的制约，一个物种与其他相关的物种以及相关

的环境在系统上表现为相互关联、协调，彼此保持

相对平衡状态，即所谓的“协同进化”。Hutchinson
曾在他的著作中将协同进化生动地比喻为演员（物

种）在“生态的舞台”作“进化的表演”[3]
。生态系统

的进化是各种物种协同进化的表现。

生物体之间的亲缘关系与生态关系是紧密联系

在一起的，因此物种进化和生态进化不可分离。离

开了物种进化就不可能理解生态进化。生物体的遗

传变异、适应、繁殖，个体和种群的生存竞争、生活

习性的改变、迁移、物种多样性、淘汰和灭绝等，都

在改变生态系统中的能量、物质、信息流动的状态

和代谢形式。在生态系统中，物种是物质与能量的

转换或转移的环节，是系统内的功能单位。一个种

群占据生物系统的一个生态位，占据不同生态位的

不同物种的种群在生态系统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在

地球地质变化缓慢的时期，物种的进化就是生态系

统进化的主要的动因。所谓生态进化就是生态系统

内物种进化导致生态关系改变的动态过程。

“协同进化”同时提示我们，生物个体和物种的

进化，在改变生态关系的同时又受到生态关系的制

约和影响。物种进化和生态进化之间具有复杂的因

果联系，呈现复杂性系统所具有的因果互易、因果

循环和因果网
[4]
等形式。考察结果发现，许多生物

个体和物种的适应性变化，是在生态环境的压力下

产生的。例如，由于某种原因导致食物链发生变化，

迫使相关的生物改变它们的生活习性，进而改变进

化的进程和方向。物种进化导致生态进化，生态进

化制约和影响物种进化，两者互为原因和结果：结果

成为原因，产生新的结果。

（二）生态系统进化不可逆转

地球上生态系统状态的改变，从根本上讲，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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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逆转的。其中，局部或整体可能发生了多个（多

次）所谓的生态系统的“演替”过程。一个生态系统

从建立初期的相对不稳定状态，通过物种之间、物

种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系统内生物与环境的

自组织、自协调过程，最终达到相对稳定的状态。在

这样一个过程中，系统内的生物和环境双方都经历

了有规律的变化，系统的有序程度和组织化水平逐

步增高
[1]
。演替现象说明生态关系变化是系统性行

为。一般认为，演替是在环境和生物都没有巨大的

突然性变化的前提下，生态系统可能发生的一种可

重复的变化（目前学术界关于演替的含义说法不一）。

但是，即便存在演替，被恢复和重建的系统，其内外

关系也不可能完全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因为环境变

化和生物进化是不可逆的。

由于地质、气候等环境的显著改变，导致生物物

种大规模替代，大范围的生态系统重建，生态系统

发生巨大变化，即所谓的进化“幕”的更替。地球上

的生态系统曾因地质变化，经过一幕又一幕的演

变，每一幕都有不同的舞台（环境背景）和不同的演

员（物种），幕和幕之间有一定关系，但并不连续。依

据古生物和古环境以及与现代类似环境生态系统的

比较研究所提供的资料，可概略地划分出地球生态

系统曾经历过 5 个进化幕，时间分别为太古宙早期、

太古宙至早元古代、中元古代、晚元古代和显生

宙
[1]
。比较一下，我们会发现，每一幕里的物种都不

相同，幕与幕之间的生物物种和生态关系，不是连

续渐进的，而是间断突现的，呈现出非线性世界演化的

特征。

生态系统进化不可逆转，不仅是理论上的结论，

而且是科学考察的事实，因此，不能一厢情愿地相

信生态系统可以被破坏，也可以被恢复。相反，恐惧

生态系统进化的不可逆这一事实也是完全没有必

要的。

（三）人类的文化进化必然导致生态系统进化

新幕

人类这个物种相继或同时经历着两个进化过

程：生物学进化和社会文化进化。

生物学进化是生物个体和种群的遗传组成和与

之相关联的表型特征的世代改变。文化是非遗传信

息的传递。社会文化进化是人类这个物种独有的进

化过程。文化进化特指人类社会的文化系统，包括

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随时间而改变的过程。人类自

身的生物学进化和社会文化进化这两个过程是相互

联系在一起的。

人类进入文化进化或以文化进化为主的进化阶

段之后，便脱离了作为一个普通生物物种进化的轨

道。人类这个物种成为地球生物圈内的一个超强的

力量，一个影响和控制生态系统的强大因素。人类

社会构成一个独立的系统，持续不断地影响和改造

生物圈和自然环境。人类从石器时代开始就不断地

造物，伐林造田，开矿冶炼，移山填海，人造工程迅

速覆盖地球表面……。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人类使

地球上的自然环境和生物物种包括人类自身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原来相互依存、协同进化的生态关系

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人类文化进化的结果就是局部范围的生态系统

完全控制在人类手中。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文明过

程。所谓文明，其含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指人

类用文化手段将生态系统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农业

文明建立起一个人类控制的农业生态系统；工业文

明建立起了一个人类控制的工业生态系统。人类文

明的发展，就是不断扩大对生态系统的控制范围

和力度，将生态系统控制在最有利于人类生存的

状态。

今天，人类文化进化对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已

不亚于地球曾经历过的大的地质变化。人类文明的

发展最终导致地球生态系统进化进入新的一幕。

（四）生态系统的复杂性是生态失控的根本

原因

人类的文化进化越快，生态系统受控的范围和

程度就越大，然而，这样一来，生态系统的自组织和

自调节的范围和程度就越小。人类因文明而背上了

一个大包袱。终于有一天，人类发现自己不能应对

生态控制这个越来越沉重的包袱。人类不仅不能如

愿有效地控制地球生态系统，而且连业已控制的局

部的生态系统也将面临失去控制的危险。

其中的原因，因复杂性科学研究已经变得越来

越清晰：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都是复杂性系统。复

杂性系统的特征是：由许多性质各异、相互联系、不

断变化的因素组成，不仅其内部有多层次结构，而

且内外均处于不同层次和跨层次的包围之中。这样

的系统具有突变、约束、编码、组织等满足自组织的

机制。因此，系统内部任何一个局部形成的被控的

封闭系统，最终都会成为自组织状态下的开放系

统。生态系统，无论整体或局部，不可能只有一种固

定的形式和一个可预测的变化方向，不可能永远成

为在人类意志支配下的被控系统。地球上生态系统

发生的突变、约束、编码、组织等机制是人类所不能

控制的。固定的文明模式始终只能是局部的、暂时

的。脱离事实和规律的价值追求只是人的一厢情愿。

正在或即将到来的地球生态系统进化新幕，是

人类这个物种快速的文化进化所导致的。人类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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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生存价值的追求使所在层次里的生态关系产生巨

大变化，进而改变生态系统中不同层次和跨层次物

种之间的相互关系，最终导致生态系统层次结构整

体跃迁。生态系统进化自身是一个客观规律，而对

人类来说可能是一个灾难。

三、人类的焦虑

于是人类再次面临价值与事实的困惑：纠结于

两者的一致与冲突之中。对于价值，追求还是放弃；

对于事实，顺应还是反抗。在价值与事实发生冲突

时，应以何者为重？

在生态系统状况日益失控（包括人工控制和自

然控制）的情况下，理性似乎告诫人们：人类文明的

进一步发展可能彻底破坏原来人类已经适应了的生

态系统的稳定性，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就将反过来

使人类经过长期努力达到的文明丧失殆尽；而要防

止生态系统失控或失稳，就必须放弃文明发展，即

放弃迫使地球生态系统进化朝向最利于人类生存价

值的一切行为，放慢或停止文化进化。

然而，理性又似乎告诫人们：人类这个物种不能

也不应该放弃其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最优势地位，

人是自然界之中最高的价值所在，应该尽快使自身

生存价值得到实现，因此，人类必须加快自身的进

化，包括生物学的进化和文化进化。在地球生态系

统进化的大趋势下，人类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地球生态系统状况最终因人类进化导致的结果

与人类的文明诉求产生了冲突。人类由此产生种种

焦虑和不安。面对如下问题不知如何回答：人类文

明的步伐要加快，还是减缓？要发展，还是要倒退，

或维持现状？目前，人类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远

未达到人类所希望的水平，是否要在地球生态系统

自行发生大的进化（巨变）之前，加速文化进化，使

地球生态系统变成一个完全可以由人工控制的系

统？价值能否由人类的合理行为转化为事实？其中

最大的焦虑莫过于对人类生存价值的实现及其前景

的担忧。

四、开放的生态文明之路

生态文明实际上是对所谓的农业文明、工业文

明的一种限定，表明局部封闭、完全由人工控制的

生态系统不能维持长久。人类不能在一个完全由自

己控制的生态系统里永久享用一种固定的文明。地

球上的生态系统本来是个开放系统，而人类按照自

己的生存价值追求，在局部范围建立起来完全由人

类控制的，或人类控制性很强的生态系统是封闭的

系统。这样的系统是一种特殊的生态系统，是靠消

耗岩石圈中储存的太阳能，如石油、天然气和煤，以

及其他非初级生产的自然能，如水利和核能来维持

的，以超常的速度消耗物质资源的系统。在这样的

系统中，储存在岩石圈的太阳能将逐渐减少，最终

耗尽，某些物质元素大量转移、消耗，造成元素生物

地球化学循环阻滞，生物多样性减少，某些食物链

中断，系统将失去平衡与稳定。这是任何人类的努

力都不能改变的趋向。该事实决定了人类原有的文

明模式必然受到限制。除非人类放弃或修改现有的

模式，使生存价值定位回归事实和规律。

所谓开放的生态文明，就是将人类的文明建立

在一种开放的生态系统的基础上，人类不再固守或

拘泥于一种固定的生态系统状态下的固定的文明模

式，而是顺应地球生态进化的总趋势，寻求适应生

态系统变化的新的生存方式，使人类文明发展和生

态系统进化趋向同步，两者共同产生跃迁。

以保守和封闭的眼光看待地球现存生态系统进

化和人类文明的进程，必然使焦虑和不安越来越

深。相反，本着平和的心态，以开放和进化的眼光面

对现实生态系统发生的一切变化，尊重自然界的事

实和规律，相信人类的智慧和能力，正确地定位人

类的生存价值及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合理调

整人类物种与其他生物物种的关系，改变能量获取

与消耗的方式等，一个美好光明的文明前景必然会

呈现在人类的面前。

人间正道是沧桑。人类的进化，包括生物学进

化和文化进化是不会停止的，因为人类不可能放弃

对生存价值的追求；人类这个物种的进化，必然导致

地球上生态系统的进化，这个事实和规律是不会改

变的，因为任何企图使地球生态系统恢复到原始状

态或保持不变都是徒劳的。人类只有顺应这个事实

和规律，适应生态系统的变化，才能够继续更好地

生存下去，出路只有一条，即创新文明模式和手段。

例如，地球气候变暖，无论它是由于地球地质变化

（到目前为止，人类并不能阻止和改变地球地质周期

变化）还是人类文化进化（人类为了提高生产力和生

活质量）造成的，这一趋势都是必然的，所导致的地

球生态系统变化都是不可逆的。那么，人类是应该

顺应这个自然事实，改变文明模式呢？还是逆自然

环境变化、生态系统进化的规律而行，不惜代价人

为地改变地球变暖的趋势，“恢复”原来的生态关系

状态呢？

又如，如果由于基因突变 (可能每时每刻都在发

生)，使某个处于食物链或能量流动关键部位的物种

消失，生态系统中某个自反馈环节阻塞或路径改

变，局部生态系统失去平衡，导致生物物种之间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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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相互关系发生变异，不可逆转。那么，我们是顺

应这种变化，创新文明呢？还是坚守原有的价值追

求，不惜一切代价在原来的模式中挣扎呢？

无疑，在上述两种情况中，人类都应该顺应自然

环境和生态系统的进化或演化，创新文明模式和手

段，通过改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适应新变化，而

不是固守原来的文明。事实上，在每一次生态危机

来临之时，我们都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均衡事实和价

值。从开放的生态文明的视角上看，顺应事实和对

价值的追求，两者之间可以具有统一关系。

人类在生态系统进化或演化中并不是无能为力

的，一方面，人类可以通过认识和把握生态系统，对

极端事件的响应机制和生态系统退化、恢复与重建

机制
[5]
施加一定的影响，使生态系统适应人类的生

存价值追求。另一方面，作为现阶段生态系统中的

一个进化着的物种，人类的进化主要就是文化进

化，人类可以通过对自身的文化进化的方式、速度

和目标加以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使生态进化朝向有

利于人类的生存价值追求的方向发展。

开放的生态文明，是一种人类自觉的伦理道德

意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伦理道德是一种生活方

式）。人类与其他物种共存，在走向新的文明的道路

上，与其他进化着的物种形成新的生态关系，并在

人类顺应自然变化规律的过程中，实现人类生存价

值的追求，事实和价值统一。开放的生态文明，标志

着人类伦理道德意识上的一次革命性的飞跃。

开放的生态文明，就是从控制转向适应，从强制

转向协调，从固守转向创新，这是唯一一条使人类

文明不遭熄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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