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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和谐范畴
李 殿 斌

摘

要

和谐是 矛盾同一 性的表现形 式之一, 是表示事 物发展的协 调性、一致性、平衡 性、
完

整性和合乎规律性的哲学范畴。和谐发展是新事物的 本质特征。当事物完成其上升阶段的发展后,
步入衰亡时期, 表现出不和谐, 进而向对抗转 化。和谐和对抗是事物发展的两种不同类型。充分认
识和谐范畴, 把握和谐型发展与对抗型发展的本质内涵及两者转化问题,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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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 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辩证法范畴。我们在以

哲学家普遍地把和谐看作是反映 事物协调、适中、
完

往几 十年的哲学 教学和 学术研 究中, 由于片 面理解

美的 存在状态的 范畴, 这是值 得我们 深入研 究和借

唯物辩证法, 片面强调矛盾斗争性, 缺 乏对矛盾同一

鉴的。

性各 种表现形式 及其在 事物发 展中的作 用的研 究,

按 照唯 物辩 证法 所揭 示的 事 物自 身的 辩 证逻

许多人视和谐为调和, 曲解了和谐范畴的本质 内容。

辑, 和谐是事物本质中差异面的同一, 是事物存在和

改革 开放以来, 学术界 对和谐 范畴的 研究已 有一些

发展 的一种状态 , 它是 反映矛 盾统一 体在其 发展过

可 喜的 进展, 但 还是 处于 起步 阶段, 还 有待 深 入发

程中对立面之间所表现出来的协 调性、
一致 性、
平衡

展。笔者认为, 我们应当重视对和谐范畴的研 究, 应

性、完整性和合乎规律性的辩证法范畴。它是矛盾同

当充 分揭示和探 讨这一 范畴的 深刻内涵, 这 将会有

一性 的表现形式之一。反 映事 物存在和发展 状态,

助于 我们更深刻 地理解 和把握 唯物辩证 法的本 质。

这正是和谐范畴的特征所在。在唯物辩证法看来, 事

在中 外哲学发展 史上, 有许多 著名哲 学家都 曾对和

物矛 盾是普遍存 在的, 而作为 矛盾同 一性表 现形式

谐范畴作出过自己的解释。古希腊罗 马哲学家把和

之一的和谐, 也是普遍存在的。自然界及其各种具体

谐 看成是对立 面的协调 和统一 ( 毕达 哥拉斯 ) ; 是相

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 都是既对立又同一 的, 处处

互 排斥的东西 结合在一 起( 赫拉克利 特) ; 是 整体的

充满矛盾, 处处表现着和谐。人与自然界的 关系, 人

统一性和完美性, 是多样性的统一( 亚里士多德) 。而

与人( 社会) 的关系乃至人自我身心 内外的关系等也

黑格尔则认为和谐是事物本质中 差异面的统一。中

都是 既对立又同 一的关 系, 在 这种对 立同一 中普遍

国传 统哲学从总 体至上 的观念 出发, 认为和 谐是适

存在着和谐。由于和 谐存在的领域不同, 其表现形式

中、适度 ( 孔丘 ) ; 是阴阳 二气的 统一( 老子) ; 是善与

是多样性的。自然界的和谐是自然 界事物内部矛盾

美的最高境界( 董仲舒) ; 是宇宙存在的本来状 态, 是

力量 相互作用的 结果, 它的存 在和变 化受自 然界自

事物运动的最终归宿( 王船山) 。中外 哲学家从不同

身 的规 律所 支配; 人 与自 然界 之间 的和 谐, 人 与人

角度揭示了和谐范畴的深刻内涵。这些见解, 尽管具

( 社会) 之间的 和谐及人 自我身 心内外 的和谐, 则是

有时代的局限性, 但其中不乏合理内容, 特别是这些

自然 界和人, 即主客体 双方各 种矛盾 力量相 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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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由于和谐所表现的 范围或领域不同, 各有自

人类为这一进步所付出的代价却 是高昂的。当人类

己的特点, 各有自己的特殊性。

进入 机械化生产 阶段时, 既缺 乏对自 然界自 身和谐

作为 事物存 在和发 展状态 的和谐, 与对 抗相互

关系 的充分认识 , 又缺 乏对人 与自然 和谐关 系的理

联系, 相互 对立, 并在一 定条件 下相互转 化, 成为事

解,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还处于盲目状态。人们

物发展的重要动力。在事物 发展过程中, 由于事物各

只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无 节制地过当开发和

有其 矛盾的特殊 性, 往 往表现 出和谐 型发展 与对抗

过当利用自然资源, 而不懂得自觉的保护自 然, 保护

型发展两种不同的类型。无论是在自 然界还是在人

自己 的生存环境 , 这样 做的结 果便是 很快出 现了人

类社会领域, 凡符合事物发展规律, 有 强大生命力和

类生存环境的灾难性后果。由于长 期的盲目开发和

远大发展前途的东西, 都可称为新生事物。新生事物

过 当利 用资 源, 地球 上普 遍出 现森 林减 少、植 被破

内部 充满生机和 活力, 其自系 统之间 及其与 外部环

坏、水 土流 失、江河 溢塞、良 田 沙化、空 气和 水 源污

境之间往往处于协调、适应状态, 这时 事物即处于和

染、臭氧层破坏、
气候改变、疾病流行等恶性 变化, 致

谐存在状态, 表现为和谐型发展。新陈代谢是宇宙间

使生 态环境逐渐 失去协 调, 人 与自然 处于不 和谐或

的普遍规律。当事物完成了 上升时期的发展, 充分显

对抗状态, 人类社会的发展受到制约。当人类受到自

示出成熟期的特性, 达到事物自身发展的极限 时, 便

然界的惩罚之后, 才逐渐意识到环境保护的 重要性,

开始 向衰亡时期 发展, 其自系 统内部 或者是 它与外

增强了环保意识, 逐步采取有力的环保措施, 努力保

部条 件之间的不 协调不 适应方 面日渐增 多, 事物发

护 自然 环境, 变 生态 环境 的失 衡、对抗 为有 序 和和

展的协调 性 、
完整 性和合乎规律性等和 谐特征日趋

谐, 使人类又得以在和谐的生态环境中生存 和发展。

衰微, 这时事 物的发展 便由和 谐状态 向不和 谐状态

如果 不是这样, 任凭人 类和自 然的和 谐关系 继续受

转化。如果不和谐发展的趋 势得不到抑制或扭转, 进

到破坏, 使生存环境继续恶化, 那 么, 用不了 多久, 人

而将会使事物由不和谐发展到对 抗状态。对抗也是

类必 将受到自然 规律更 严重的 惩罚, 甚至可 能遇到

事物 矛盾发展的 一种形 式或类 型, 也 是表示 事物发

无法预料的毁灭性打击。因此, 自然界自身 的和谐,

展状态的哲学范畴。在对抗 阶段, 事物矛盾将会变得

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是人类

更具有复杂性。这时, 如果条件具备, 矛盾的对抗状

得以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充分 认识并最大限度

态能及时得到化解或解决, 并逐渐恢复到和谐 状态,

地保 护自然界的 和谐并 进而实 现人与 自然的和 谐,

那么, 此事物 还可在新 陈代谢 规律的 作用下 继续向

为人 类的生存和 发展创 造良好 的环境 和条件, 这既

上发 展。如果缺 乏必要 的条件, 不能 化解和 解决对

是摆 在全人类面 前的一 个极其 重要的 现实问题 , 也

抗, 事物不 能再向和 谐状态 转化, 那么, 它必 然将会

是一 个重大的理 论课题, 是亟 待从理 论和实 践的结

呈现出种种衰亡特征, 步入旧事物向下发展的 阶段。

合上作出理论上的论证和科学的 回答的。这是哲学

但这 时事物的根 本矛盾 尚不会 立即解决, 事 物亦不

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 者共同肩负的历史

会立即消亡。当处在对抗型发展阶段 的事物由于其

使命, 我们都应当为此作出自己的努力。

矛盾 着的对立面 之间的 力量此 消彼长, 经过 反复较

在社会生活领域, 研究和谐和对抗, 特别是研究

量, 矛盾统一 体中代表 事物新 质的一 方最终 会克服

和揭 示事物两种 不同发 展类型 及其转 化问题, 其意

代表 旧质的一 方, 矛 盾彻底 解决, 统一体 不复存 在,

义也是极其深远的。经过生产方式的变革, 当一种适

旧事物终归灭亡。事物的发展一般都 经过和谐型发

应生 产力发展需 要的新 的生产 关系建 立以后, 在一

展向对抗转化, 因此, 和谐和对抗是事 物发展的两种

定时期内, 它是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能促进

基本形式或类型。

生产 力发展的, 其自系 统内部 的各个 有机组 成部分

事物发展中普遍存在和谐和对抗 两种发展类型

之间 或者是它与 生产力 之间都 是协调 或适应的 , 这

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诸如自然界 的生态环境问

种协调和适应即是和谐。这时, 生产方式处于和谐发

题,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就是这样。在人类进入大规

展阶段。在生产方式中, 生产力是最活跃的 因素, 它

模机械化生产之前, 总的说, 人与自然 之间处于协调

总要不断突破原来的水平向更高 的程度发展。当生

状态, 是和谐发展的。当人类进入机械化生产阶段之

产力 继续向前发 展时, 它必然 要求生 产关系 也要向

后, 社会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 人类的 文明程度得到

前发展, 以适应发展了的生产力的需要。相对稳定的

空前 提高, 这无疑是 人类历 史上的 一大进 步, 但 是,

生产 关系则由于 其内部 各种矛 盾发展 不平衡, 自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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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出 现不协调, 而不能 完全适 应发展 了的生 产力的

我们的现代化事 业和社会主义事业 就会被葬送。
”¹

要求, 二者之 间便会逐 渐地出 现一些 局部的 或暂时

他指 出: “社会主 义基本 制度建 立之后, 还要 从根本

的不和谐。这时, 就需要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

上改 变束缚生产 力发展 的经济 体制, 建立起 充满生

力 发展 要求 的那 些方 面, 化解 不适 应, 使之 变 为和

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促进生产力 的发展,

谐。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和改变这些局 部或暂时出现

º 邓小 平同
这是 改革, 所以 改革也是 解放 生产力。”

的不和谐, 让其发展下去, 或迟或早会 酿成全局性的

志不仅提出了“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 善”
的

不和谐乃至发展成对抗, 最终导致生产关系的 变更,

科学 论断, 并且以极大 的勇气 和毅力 指导了 我国伟

出现 新的生产方 式, 为 生产力 和谐发 展提供 新的条

大的 改革实践, 使我国 的社会 主义生 产方式 得以和

件。由和 谐到不 和谐和 对抗, 再到新 的基础 上的和

谐的发展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其次, 通过对和

谐, 可以说是生产方式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 是应当

谐范畴的研究, 努力掌握历史发展的主动权, 使我们

引起我们充分重视的。

在改革中避免不必要的代价。社会 基本矛盾即生产

我们 重视对 和谐范 畴的研 究, 有 着十分 重要的

力和 生产关系, 经济基 础和上 层建筑 之间的 矛盾运

现实意义。首先, 通过对和谐范畴的研究, 掌握历史

动, 总是由 和谐、不和谐 到对抗, 然后 又在新 的基础

发展的辩证法, 充分认识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

上出现新的和谐, 总是沿着这一轨迹运行的。我国社

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还不 久, 从总体上 讲, 社

会主 义基本制度 建立才 几十年, 是人 类发展 史上的

会主 义的生产关 系与生 产力之 间是适应 的, 社会主

新生事物, 有远大的发展前途。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

义生产方式处于和谐型发展状态。经 过几十年的发

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上层建筑与经济 基础, 总

展, 我国的综合国力已有显著提高, 已 经基本上改变

体上 是适应的和 谐的, 虽然出 现一些 不适应 不和谐

了我 国贫穷落后 的面貌, 一个 初步繁 荣昌盛 的社会

的方 面, 但 这是事物总 的发展 过程中 出现的 局部性

主义国家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但是, 随着时间的

的不和谐, 将由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改革来解决。在

发展, 在我们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 逐步暴露

邓小 平改革理论 的指引 下, 我 们的各 项改革 正在深

出一 些这样那样 的问题 和弊端, 与生 产力之 间出现

入进 行, 我 们社会主义 经济体 制和政 治体制 正在不

了某些方面的不适应和不和谐。这些 不适应或不和

断完 善, 与 生产力发展 不适应 不和谐 的方面 正在解

谐尽 管是局部性 的存在, 但它 却已经 和正在 影响着

决。当然, 旧矛盾解决了新矛盾还会出现, 旧的不和

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摆在我 们面前极为严峻的现实,

谐解决了, 新的不和谐还会发生。但是, 只要我们充

是决不能等闲视之的。只有充分认识 到这些不和谐

分认识到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社会 基本矛盾运动发展

的存在的危害性, 采取适当的化解措施, 及时地变不

的本质特征, 坚持邓小平同志科学的改革理 论, 就可

和谐为和谐, 进而避免对抗, 才能使我 们的社会主义

以掌 握历史发展 的主动 权, 及 时警惕 和发现 不和谐

生产力得以顺利发展。针对我国社会 主义生产关系

现象, 采取 有力的 措施, 变不和 谐为和 谐, 随 时防止

与生产力之间出现的某些不适应、不和谐方面。邓小

和及时化解对抗, 就可以减少改革的代价, 避免不必

平同志及时提出了科学的改革理论。他说: 过去的教

要的曲折, 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就能够顺利发展。

训是 没有及时 提出改革, “如果 现在再不 实行改 革,
注释:
¹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50 页。
º《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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