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3

目録

概　要

１．自然的英知

２．環境與人

３．能源和水

４．城市和農村

５．創造新知

邀請弸参與当代中國環境論研究

藜 功  啾



54

第１章  方法論──現代中国環境概論──

概　　要

　　所謂環境問題，是考慮自然和人之間応該是怎

様的関係問題。関于中國環境問題的研究方法，我

在已経印刷出版的《現代中國環境論序説》一書中，
陳述了自己的看法。本文作為対該書的補充，囲繞

自然的智慧，環境和人類，能源和水，城市和農村

以及新知識的創造這５個方面，簡単闡述我在完成

《現代中國環境論序説》后，自己的新認識。2005

年12月将在中國人民大学召開國際研討会，本文

的目的就是號召参與環境専題討論的各位演講者都

参與到構建 “現代中國環境論” 的事業中來。把這

個 “現代中國環境論” 作為 COE-ICCS 環境組的最

終総結，分別以日語和漢語的専著出版，為后継的

年軽研究者們留下今后研究中國環境問題的基礎性

文献。

１．自然的英知

　　把自然的智慧（Wisdom of Nature）作為主題

來提出，致力于環境這個艱巨課題的愛知世界博覧

会（愛・地球博 EXPO 2005 Aichi Japan）吸引了

很多游客参観，于2005年９月25日落下了帷幕，
游客人数超過了事先的預計。在名古屋大学豊田講

堂召開的愛知世界博覧会的専題論壇的題目就是

“以環境中心型社会為目標─二十一世紀科学的応

有状態”（http://www.ssahi.com/sympo/）。当時聴到

了 “自然有智慧嵎”，“環境能招來客人嵎” 等疑問，
但那些只不過是杞人憂天而已。在峇一個地方設有

二個分会場，用枩気燃料電池行駛的区間公共汽車，
把主会場和分会場連接起來，企業庁還有機器人活

躍的身影。日本庁使用了洒水和光触媒技術組合的

空調。我只参観了很少的展庁，但是従展示的内容

看到了各國対環境問題的態度，這也是我意外的收

獲。在美國庁，主角是發明家和科学家的本傑明・
福莱客林（Benjamin Franklin），強調了 “希望，積

極思考，冒険精神，自由等，称為美國的核心価値

観”（USA，2005）。楽観地認為可以依靠科技的進

歩解决環境問題。與此相反，法國館的主題是 “可
持続性開發”。不禁疑問 “地球有未來嵎？” “可持

続性開發，僅僅只是添加了少許道徳性要素而已罷

了亶？” 把旨在進行可持続性開發的 Dunkerque 都

市共同体的実践活動作為例子，強調保護環境的軟

件技術的重要性（France，2005）。在美國庁展庁

得到的宣伝册子，毎册有180剋，但在法國館毎册

只有五十剋。在美國和法國展庁，面向未來的國家

領導人的想法表現出很大的不同。
　　我参與 COE-ICCS 有三年多了，対環境問題

主要従哲学和方法論的角度進行了考察。研究内容

在峇外印刷並發給大家的册子 “現代中國環境論序

論” 里做了説明。我認為人類必須重新構建包括科

学技術在内的知識体係。也可以説 “必須創造出和

現今的根本不同的新知”。在此我想説明得出這個

結論的思考過程，懇請得到大家的指正。但是我的

想法决不是個別的。在很多論著、論文或媒体中都

出現過和我相同的観点，在發達工業國家，可以説

這已経成為了 “常識”。就是在美國，健康和地球

環境（LOHAS: Life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
活動範囲也不断拡大（http://www.lohas.com），表

明全体美國人和現在的美國領導人観点並不一定相

同。
　　但是很遺憾，這個 “常識” 還不能很大程度上

改変發達國家人們生活方式。“僅梺世界20％的人

口，却消費世界80％的能源。” 發展中國家経常借

此指責發達國家。但即使這様，發達國家的迅速大

幅度改変現在生活方式的努力依然没有得到認同，
就像美國展庁的例子表明的那様，継続享受現代社

会経済体係給予的恩恵，在当今科学技術延長綫上，
連接着対未來的一綫希望。認為依靠科学技術的力

量，環境問題就可以得到解决。在發展中國家，正

努力一点点靠近發達國家的生活水平，追随現代化

道路，即依靠科学技術通向現代化社会的道路。因

為従原理上而言，対未來問題是不可能預測的，因

此科学家対未來的描述也有限。因而，和未來相関

的 “常識” 只是 “缺少證明的人類的知識”，“常識”
不能変為確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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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我所知，中國環境政策的関鍵是 “可持続發

展、小康社会、和諧社会” 這３点。和諧在日語里

被翻訳成 “調和”。這些要点和前面提到的 “常識”
是等同的，這個 “常識” 和先進國家的 “常識” 没

有很大不同。和法國並列的欧盟主要國家徳國的環

境哲学的基礎是 “和自然的和解（Frieden mit der 

Natur）”。徳語的 Frieden 在辞典里的日語解釈是“和
平、和諧、和睦、安定、安寧、太平”。巧合的是

和諧和和解在日語的發音是一様的，都是

“WAKAI”，含義也很相近。很環境問題相関的 “常
識”，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是一致的。但是両者

推進的方向却是相反的。
　　如菓給這個 “常識”，即 “缺少證明的人類的

知識” 賦予学問上的根据，使之変成確信的事実，
我認為這様就邁出了創造環境 “新知” 的第一歩。
即使 “常識” 変成了 “確信的事実”，人們也可能

継続提高欲望，継続破壊環境。転変到構築 “新知”
和 “下一個社会係統”，包含着控制人類欲望這個

艱巨課題，因此対于人類而言，是需要花費百年時

間的一項艱巨的事業。中國擁有世界最多的人口，
想在上述的邏輯性中，考察中國的環境問題。希望

得到更多的研究人員的賛同和合作，為 “構建現代

中國環境論” 而努力，並把研究成菓伝遞給下一代

的年軽人。這就是我現在真実的心境。

２．環境與人

　　所謂環境問題，是 “考慮自然和人之間的応有

関係” 的問題。我們首先応該考慮人類和自然和諧

的実現方法。如菓把時代大致壤分為前近代（Pre-

modernity）、近代（Modernity）和后近代（Post-

modernity），那麼我們現在処于近代向后近代的過

渡時期。
　　前近代的哲学是一元論，自然和人類是一体的。
在納西族的東巴経里写到 “人類和 ‘署’（大自然）
本是同父異母的兄弟”（世界文化遺産麗江古城保

護委員会，2003）。這種精髄孕育了麗江古城的美麗。
在中國宋朝求学后的日本的禅師道元説 “山河大地

日月星辰都是心”。雖然自然是人的心，但是就象“文
明消費森林” 所説的那様，当時也有自然破壊。只

是当時自然的力量遠遠大過人類的力量，被破壊的

自然還保留了恢復的能力。作為生態係統成立的基

礎的水循環和物質循環是自然的過程發生的。前面

提到的 “自然有智慧嵎” 的疑問，和 “自然対人的

心霊有什麼様的影響廢” 是一様的。在自然対人類

有圧倒性影響的時代，人類従自然那里得到了智慧。
我想道元的話正是這個含義。
　　近代社会的哲学是笛嫐尓的二元論。為了得出

客観的認識，笛嫐尓把作為主体的人（精神）和作

為客体的自然（肉体）明確分離開來。牛頓通過用

数学的方法描述従人分離開的自然的運動法則，確

立了牛頓物理学。認為数学是神的思維，把神創造

的自然用数学的方法來客観的描述。以牛頓的天体

力学為模型，亜当・史密斯探求自然的経済規律，
構築了独立的経済学。近代社会是以笛嫐尓的二元

論為基礎成立的社会，近代経済学也是以二元論為

基礎的。科学注重価値的中立性，因此自然破壊被

看作経済外部的問題（外部不経済）。即，近代社

会経済係統是 “無視自然価値” 的。只要人類運用

近代科技和近代経済学，不断追求便利，那麼不可

避免的自然就要遭到破壊，和自然並不協調的人工

物質就要在自然界循環。
　　利用脳科学、認知科学、分子生物学、機器人

工学等進行先駆研究的学者中，有很多人認為 “笛
嫐尓的二元論有不合理之処”。用分子層次看，構

成人類肉体的物質不断更換攝取的食物和水的分

子。現在存在的肉体只是包含環境在内的物質循環

一部分的瞬間存在，同一肉体不可能持続存在。肉

体通過物質的流動和環境相連。脳的神経回路網和

突触的啓動模式是，在脳内処理従環境獲取的信息，
従而形成処理的結菓，而並不是和環境分開独立存

在的。有的研究者認為“意識和自由想法是被動的，
自我意識的 QUALIA 只是幻想（錯覚）而已。” 明

確了近代社会的根本哲学─笛嫐尓的二元論有不合

理的成分，那麼可以認識到僅僅依靠科技的対症療

法処置是不能垉修復近代社会経済体係的。現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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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法体係，也只把法律的対象限定在自然環境，
並不考慮社会環境。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対于幼兒

時期脳的發育而言，社会環境比自然環境所起的作

用更為重要。法律体係的不完善需要通過改善社会

体係來補充。
　　后近代的哲学，対自然和人類的分離進行了反

省，目標是自然和人類的共存，但這様的哲学進一

歩的展開有頼于今后的研究。但是近代根据笛嫐尓

的二元論認為 “神死了”。已経暦過近代的人們，
是不可能重新回到 “在自然中看到神的存在” 的一

元論亶。全体論（Holism）、風土論、関係性哲学、
被動意識假説的非二元論已経被提出。関于這些問

題，希望文理貫通型的専家們今后能進行徹底的討

論研究。我個人因為不是哲学的専家，通過構築現

代中國環境論的過程，希望能為創造出 “新知” 做

出貢献。

３．能源和水

　　環境問題的基礎是帯動社会経済体係的能源和

水。現在世界的経済体係是拿石油作為能源而存在

的。石油的寿命只有30年左右。化石燃料的燃焼

導致了地球温室效応。地球温室效応的威脇在于，
因為気候変化和二枩化掵濃度上昇，従而導致人類

窒息死亡。気候変化本身被看作威脇，是因為文明

従根本而言，是自然和人類相互作用的結菓。世界

文明史證明，即使気候変化的程度有所不同，文明

也是不得不改変的。気候変化中，海平面的上昇和

降水的時間，空間的変動増大是最大的威脇。必須

迅速考慮対策。海平面的上昇会導致人口密集的海

岸平坦地区的災害的増加。現在大気中二枩化掵的

濃度是0.038％，如菓上昇到3％人類就会窒息而死。
西沢潤一曽發出警報，地球温室效応帯來的永久凍

土的解凍和臭枩層的破壊，従而使大量甲旻釈放到

大気里，加速地球温室效応，正反饋開始作用，那

麼 “在現今的使用化石燃料的経済構造基礎下，在

不遠的将來，下世紀末開始再過10年左右就很容

易到達3％的二枩化掵濃度。”（西沢，2000，p. 18）

　　在化石燃料之后的能源是核聚変和自然能量，
核聚変的未來還不很清楚。日本在2005年6月放棄

了核聚変実験炉（ITER）的在日本國内的建設。
發達國家把慯気経済作為后近代社会的能源政策。
雖然現在制造慯気的原料仍然使用化石燃料，但将

來最終是要達到依頼自然能源的慯気経済社会。当

然，対此也有人持反対意見（藤井，2005）。自然

資源，因為是稀薄的、分散型的，它的実現除了需

要科技的進歩，還需要解决人類方面的問題，比如

改変人類生活方式、重新構築共同体等，還需要改

変社会経済体係。不管中國的能源政策如何，都会

対地球環境的未來産生重大影響。引入排放権交易

（CDM）和節能技術等，今后還有待于國際幇助。
　　可利用的水資源分布不均。地球温室效応加大

了分布不均的程度。中國有廣闊的湿潤地区和幹燥

地区，今后 “適応水循環的変化” 将成為中國的一

大問題。我提倡 “利用水循環再造國土”，但這在

超湿潤的日本却没有激起任何反響（榧根，2002）。
水不僅是作為物質的自然資本，也是使環境改善成

為可能的可持続型負（negentropy），同時也是生

態係統的基礎。在近代社会，水作為物質的一面，
即作為自然資本的一面被過分重視。在后近代社会，
需要従 “循環” 的角度看待水，重新評価水循環在

自然界所起的種種作用。即使在同一気候和水循環

的条件下，根据智慧的運用方法不同，可以産生完

全不同的社会経済体係。既有象潅漑農業失敗的夲

海周邊地区那様，人們不断浪費水資源，引發了厳

重的自然破壊的社会，也有的社会象巴釐島、麗江

古城和日本的一些小城市那様，巧妙的發揮水循環

的作用，吸引和很多游客。這些社会無一不例外的

都延続着和共同体的思想。

４．城市和農村

　　中國的農村人口梺総人口的60％，在農村地

区，伴随着近代化出現和各種各様的問題。有的情

况甚至伝到了信息並不豊富的日本（比如、王，
2003；李，2004；藤野，2005；北村，2005）。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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菓従環境問題的角度來看中國，城市和農村的壤分

不能説是恰当。壤分為受近代科技経済活動影響的

地区和不受影響的地区，従環境問題的本質上而言，
這種壤分方法更為明確。比如，某個地方建有工廠，
出現了大気汚染和水質渾濁。這和發達工業國家的

経暦是一様的。那麼這個地方，不管是城市，還是

毀壊農田的基礎上建立的工業基地，其本質都没有

改変，即都是経済活動所産生的外部不経済。引入

高度経済改善技術，雖然解决問題，但為此需要很

多資金。環境対策所投入的資金会加到該工廠生産

的商品価格上。抽掉経済問題環境問題是不能解决

的。而采用這種解决方法，也只是在追圀發達國家

而已，而不能擺脱近代社会的桎梏。
　　在中國的西部，還存在着未受近代化影響的廣

大地区。如菓這些地区出現了環境問題，那就是和

衛生問題和災害問題性質相近的問題了。把這些地

区 “近代化” 還是 “后近代化”，這是中國今后環

境対策的最重要的課題。近代化了的地区，即作為

近代化的結菓，産生自然破壊的地区的環境対策，
即使従發達國家引進環境技術也為時不晩。但在西

部地区，自然還保留着本來的“自然的価値”。把“自
然的価値”，不応按照以往的做法，作為開發的自

然資本消費掉，而応該重視和人類（特別是在城市

居住的人們）之間的関係，把 “自然的価値” 有效

的加以利用。這正是当今的課題。在這一階段，如

能很好的設計社会整体係統，即使設計思想能很好

的發揮作用，但在近代化加深之后，為時就晩了。
我雖不是旅游領域的専家，但従雲南省和山西省的

野外調査可以強烈的感到 “生態旅游” 的潜力。但

我感覚這個領域的研究還只是剛剛起歩（神崎，
2005）。今后有必要進一歩研究。

５．創造新知

　　作為結論，我認為需要創造“新知”。這種知識，
不僅対于發展中國家，而且対于發達國家也是必要

的。按照這種説法，可以認為両者是站在同一起怺

綫上的。我想従朝日新聞対愛知萬博会的主題研討

会的報道中，選出囲繞 “21世紀的科学的応有状態”
的與会者的發言。“建立対怎様引發環境問題的評

価結構十分重要。這需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合作

才能実現，這也是21世紀最為重要的項目”（美國

生態学家，Paul Ehrich）。“科学如菓全部委託給科

学家有過分重要之嫌，但如菓交給國家又十分危険。
最為理想的是依据倫理観的控制，是科学家本身和

市民共同完成”（法國的環境農業学家）。“20世紀，
人們利用科学不断創造出新技術，使生活変的十分

方便。也逐漸意識到技術対環境也有破壊作用。現

在終于在反省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在理解自然的前

提下不断進行研究。21世紀是科学的時代”（日本

太陽地球係物理学者，上出洋介）。“具体詳細的思

考環境当然很重要，但在考慮之前，需要整理出思

考的方法。如菓想整理環境問題，21世紀的科学

不得不建立在和以往完全不同的思考方法和前提

下”（日本的解剖学家，養老孟司）。我並不賛同上

出先生的観点，但其他三位的観点和我的 “新知”
的想法很接近。
　　那麼創造 “新知” 応該怎様做廢？這里 “自然

的智慧” 十分重要。創造性思維能力怎様獲取廢。
我的 “常識” 就是要向 “自然的智慧” 索取。這也

正是説 “自然被破壊了，那麼人類也遭到毀壊。現

在就是警報。” 這些的話的人，想要告訴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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