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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生命意志及其分裂作为逻辑起点,以生命的普遍联系作为理论基础, 敬畏生命伦理学强

调对生命敬畏的绝对性,把伦理的范围扩展到一切动物和植物,并对生命的价值序列的区分加以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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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贝特 史怀哲( Albert Schweitzert,又作阿尔贝特 施韦泽, 1875- 1965)是现代西方具有广

泛影响的思想家。他创立的以 敬畏生命 为核心的生命伦理学是当今世界和平运动、环保运动

的重要思想资源。1965年史怀哲逝世后, 他的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被贝尔( Hans Walter Baeher)

收集在 敬畏生命 (以下只注页码的引文均出自此书) 一书中。本文拟从 敬畏生命 的逻辑起

点、重要特征、理论基础等方面分析这一理念,并力图对其作一客观、现实的评价。

一

在茫茫的宇宙和无尽的时间长河中,生命的极其有限性和不可重复性有理由使我们将之看

成是最重要和最宝贵的东西。不独是我们 人类的生命。

对一切生命都必须保持敬畏的态度。爱并且尊敬一切生命, 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生命达

到其最高度的发展 这就是史怀哲敬畏生命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 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

我们与宇宙建立了一种精神关系。我们由此而体验到的内心生活,给予我们创造一种精神的、伦

理的文化的意志和能力, 这种文化将使我们以一种比过去更高的方式生存和活动于世。由于敬

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成了另一种人。(第 8页)

而史怀哲从小时候起便有成为这 另一种人 的倾向,他的哲学是自己一生经历的反照和结

果。出生于牧师家庭的史怀哲天性敏感善良,经常因怜悯受虐动物而陷入沉思。还在少年的时

候,他每天晚上都会用自己编的祷词为所有的生物祈祷: 亲爱的上帝, 请保护和赐福于所有生

灵,使它们免遭灾祸并安宁地休息。(第 1页) 20余岁时, 他已拥有神学及哲学博士学位, 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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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讲师,且是一所神学院的院长,同时是巴哈管风琴演奏最佳人选之一。他的胸中时常升起一

股深刻的幸福感,认为自己没有权利把幸运的青年时代、健康和才能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接受下

来,而应当为缓解他人的痛苦服务, 于是他决定: 30岁以前献身于传教、学术和音乐活动。然

后,如果我在学术和艺术方面实现了预定的目标, 就要作为一个人走直接服务的道路。 在 30

岁左右,他看到一幅反映非洲饥饿的图片,便毅然抛下自己所拥有的, 进入医学院从头学起, 用 9

年光阴获得第三个博士学位 医学博士。之后, 38 岁的他, 向着未知之地 非洲出发了。

他说: 我还债去了!

置身非洲丛林与河水间勃发的生命世界,追念第一次世界大战蔑视生命的悲剧,史怀哲创立

了 敬畏生命 的伦理学。

二

(一)敬畏生命伦理学的逻辑起点

史怀哲认为,一切生命都有生命意志,他们都能感觉到生命的存在并要求保存和发展自己的

生命。然而,自然并不懂得敬畏生命, 它以最有意义的方式产生着无数生命,又以毫无意义的方

式毁灭着它们。(第 9页)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命等级,只有其对自身的生命意志,却对其他的生

命有着可怕的无知。 自然抚育的生命意志陷于难以理解的自我分裂之中。(第 19页)而人的生

命意志的分裂是所有动物中最强烈的。人类不但对其他动物肆意作践, 尽其虐杀之能而毫无同

情和怜悯之心或从不听从内在良心的呼唤而听任自己的残忍;而且, 人对其同类也同样地麻木不

仁,往往将自己的欢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他们听从自然所教导的残忍的利己主义,并将其

运用于自己的同类, 甚至以其他任何凶猛的动物所无法比拟的才能大规模毁灭同类。人的生命

意志的分裂达到了如此难以理解的残忍的程度。

史怀哲确信,这种后果是以往伦理学的局限性所造成的。人之为人,就在其以道德律对抗自

然律,以精神的力量反抗自然的本能的生命力量。但在人类初期,伦理所涉及的范围是非常有限

的,它只在血缘家族中普遍有效。精神文化的发展到 17、18世纪要求人们爱所有的人。然而这

种伦理要求还没有成为人们的普遍的道德实践之前, 否定世界和人生的怀疑主义就摒弃了它。

它否定道德精神的力量, 要求人们顺从自然的必然性,按照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利己主义原则

对待任何其他生命。竞争、扩张、战争成了这一时代的象征。 人类因获得了更多的征服自然的

自由而欣喜若狂地放弃了精神的内在自由。然而,伦理精神的丧失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一系列

危及人类生存的问题。因此, 史怀哲宣称, 只涉及人对人关系的伦理学是不完整的,从而不可能

具有充分的伦理动能。(第 8页)因为不懂得敬畏生命,人就会受制于盲目的利己主义的世界,所

有的生命就必然生存于黑暗之中。正是从生命意志及其分裂的逻辑起点出发, 史怀哲看到作为最

高生命的人不仅能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意志的分裂,而且能意识到其他生命的生命意志和生命意志

的分裂,并能理解敬畏生命。因而,人类担负着摆脱其他生命苦陷于其中的无知的道德责任。

(二)敬畏生命伦理学的重要特征

1 敬畏生命的绝对性。生命陷于生命意志的自我分裂之中。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命都无

法避免自然律的必然性。然而 伦理并不与这种世界事实和谐, 而是与此相对立的。(第 91页)

道德的力量作为一种精神的力量与自然律的必然性相对立, 才体现了人的生命意志的特殊性

人能意识到敬畏生命,并产生合目的的道德理想。

敬畏生命的伦理重新定义了善恶的概念。 善的本质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生命达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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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度的发展; 恶的本质是:毁灭生命,损害生命,阻碍生命的发展。(第 92页)只有这样规定善

恶的本质,敬畏生命的原则才具有最普遍的绝对的合目的性; 只有这样, 人才能结束作为个别存

在,让其他生命的生命意志涌入我们的生命意志, 形成共同体验的生命;也只有这样,才能始终如

一地坚持爱的原则, 使爱的原则不至于因生命意志的分裂而受到怀疑和损害。

2 把伦理的范围扩展到一切动物和植物,是史怀哲敬畏生命伦理学生命观的重要特征, 也

是现代环保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史怀哲认为, 实际上,伦理与人对所有存在于他的范围之内

的生命的行为有关。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

他才是伦理的。(第 9页) 体验到对一切生命负有无限的责任,只有这种普遍的伦理才有思想根

据。有关人对人行为的伦理绝不自满自足, 它只是产生于普遍伦理的特殊伦理。 我们不仅与

人,而且与存在于我们范围之内的一切生物存在着联系,对一切生命予以尊重, 关心它们的命运,

这比起只涉及到人的伦理学来说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和活力。

3 对区分生命的价值序列的否定。敬畏生命是美好的理念。但人的存在是现实的,人不可

能对一切生命都同等对待。为了人的存在,我们常常需要消灭一些生命。那么,是否应该区分生

命的价值序列? 是否可以认为有的生命不是那么重要呢? 史怀哲的回答是否定的: 敬畏生命的

伦理否认高级和低级的、富有价值和缺少价值的生命之间的区分! (第 13 页)在生活中,人们常

常不由自主地依据与人的关系来确定不同生命的价值, 这种区分尺度完全是主观的。依据这一

思路, 我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存在着没有价值的生命,压迫他, 以至完全毁灭他是允许的。

在一定的条件下,一个昆虫和一个原始部落都可能被看作是没有价值的生命。但真正伦理的人

知道,任何生命都是神圣的,即使那些从人的立场来看低于他的生命。当然,人们也会遇到为了

拯救某些生命而必须牺牲其他生命的境遇。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 史怀哲说:必须意识

到对牺牲于己手的生命负有责任。他举例说: 过去无法治愈的令人痛苦的昏睡病, 现在已有了

能挽救其患者生命的药品。但是,每当我用显微镜观察昏睡病的病原体时,我始终在想,为了挽

救其他生命,我只得消灭这种生命。(第 132页)这种 自责 对于 敬畏一切生命 的原则是一种

妥协。史怀哲由此认识到:不伤害生命、不杀生并不是目的本身,它必须从属于更高的目标,这就

是 人道 、爱 和 同情 。敬畏生命本身就包含这些德行: 爱、奉献、同情、同乐和共同追求。

(第 9页)对生命尊重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的道德本性, 这才是人类完善的出发点。

(三)敬畏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基础

史怀哲认为,生命之间存在的普遍联系是敬畏生命的原由所在。早在 100多年前, 马克思和

恩格斯就认为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物。 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和

这一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 在史怀哲看来, 生命的联系是普遍的, 人的存在不是孤立的, 它有

赖于其他生命和整个世界的和谐。人对其他生命的关怀根本上是对自己的关怀。

生命存在于相互联结之中,人应当懂得其他生命意志, 并与他们休戚与共。 我们的生命来

自其他生命,其他生命来自我们的生命, 这一生理学上的事实在精神意义上特别重要。 作为伦

理的生命,人应始终努力成为自觉和慈善的人,力所能及地扬弃生命意志的自我分裂,捍卫真正

的人道和解救痛苦。不仅如此,人的生命是依赖于其他生命的。 我是要求生存的生命,我在要

求生存的生命之中 (第 9页) ,因此, 有思想的人体验到必须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

所有的生命意志。他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他生命。(第 9页)

而对一切生命负责的根本理由是对自己负责,如果没有对所有生命的尊重,人对自己的尊重

也是没有保障的。任何生命都有自己的价值和存在的权利, 谁习惯于把随便哪种生命看作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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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他就会陷于认为人的生命也是没有价值的危险之中 。举个例子来说,一种植物的活

动是一种宝贵的状态,它从事着对它自身和同类生物的保护。杀死一棵植物是停止一个生命,灭

绝一个物种则是停止一个几千年的历史。对非人的生命的蔑视最终会导致对人自身的蔑视, 世

界大战的接连出现就是明证。 我们现在能看待思想贫乏, 它低估生命。对于可以用理性力量加

以解决的争端, 我们却诉诸战争。然而, 谁也不会是胜利者。战争毁灭了成百万人, 还给成百万

无辜的动物带来了痛苦和死亡。为什么? 我们还没拥有敬畏什么的最高的理性主义。正因为我

们还没有拥有这种伦理, 各民族就相互残杀, 并使大家陷于恐怖和畏惧之中。 史怀哲批评近代

欧洲的世界观的根本错误是 肯定世界、人生和伦理,但并未真正证实它们及其内在联系 , 因

此使这个世界成为生命意志自我分裂的残酷战场。当生存必须以其他生命作为代价,当生命只

有通过毁灭其他生命才能持续下来,谁还敢说,人类的存在是一种理性的存在?

三

史怀哲认为道德的直接目的在于调整人与人、人与其他生命之关系,在于重建人类自身以及

人类与自然界一切生命之间的新秩序,从而促进和保证人类及自然界一切生命之存在和发展。

敬畏生命伦理的精神正在于建立一种和谐、互助的新秩序。它把伦理的范围扩大到了一切生命;

要求人对一切生命担负起道德责任,以伦理的态度对待生命世界,这对在百多年内获得了对自然

的巨大力量却无视破坏生态将带来的严重后果的人来说, 无疑是响亮的警钟。这一伦理思想的

提出有助于鼓励人们投身人类和平事业和动物保护运动,有助于鼓舞人们追求至善的道德热忱,

遏制由于人类无限膨胀的利己主义价值观所带来的灾难,其影响力在不久后兴起的生态伦理学

和环境伦理学中得到了体现,史怀哲也因此被公认为生态伦理学的创始人。著名历史学家汤因

比在概括人类的历史时曾指出,人类历史是由一系列文化与环境的挑战和应战组成的。他认为,

人类历史有两个主要过渡时期,第一个始于 10万年前,从无意识到自我意识过渡; 第二个同样重

要的时期发生在现在,我们的继续生存要求向新意识过渡。而此过渡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以生

态伦理观为理论基础的生态伦理学的出现。对此,史怀哲功不可没。而史怀哲敬畏生命伦理学

中所提倡的行动精神以及他本人富于自我牺牲的献身精神, 直接激励和带动了一大批人走上了

类似他的治病救人的道路。他在兰巴雷内创立的 丛林诊所 ,成为世界上行动人道主义的象征。

正因如此,爱因斯坦才称赞他为 我们这一世纪最伟大的人物 ,并认为由于他的实际行动, 在当

代西方世界,史怀哲是唯一能与甘地相比的具有国际性道德影响的人物。(第 1页)

史怀哲敬畏生命伦理学震撼人心的地方还在于他对人类精神文化的关注和对伦理人的呼

唤。他深切地感到文化问题的实质是伦理问题,故现代社会中文化的衰落实质上是伦理精神的

衰落。知识和能力的进步,必须与伦理精神的进步同一,这种文化才是完整的。这一对文化危机

症结的认识,对我国当今的精神文明建设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

当然,作为伦理学来说,敬畏生命原则本身便包含了难以克服的矛盾。当人们必须在不可避

免的必然性与道德的行为之间做出选择时,很难对人的生命需要的量及内容做出明确的规定和

区分,因此只能要求人们对任何损害生命的行为承担道德责任,而无法对其行为本身做出规定。

这就纯粹依靠行为者的道德自觉, 其现实影响力是有限的。反映在理论上,它只是制定了敬畏生

命的原则,而没有规则体系和范畴体系。其后发展起来的生态伦理学和环境伦理学都在不同程

度上改变了敬畏生命原则的绝对性,并制定了相应的细则, 使伦理原则更具有操作性。

(下转第 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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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现象后面的自然法则(当然,有无能力达到这个目的是另一回事) ? 既然是 选择 或 选用 ,为

何古今中外均概莫能外地以十二音为限? 自然五声、七声音阶具有普遍的应用价值,其背后是否

也有普遍性的规律存在? 推而及之,即便是一些局部的音体系特殊现象,我们也应以理性的、科

学的眼光去探寻其中理应存在的共同规律之下的特殊规律(尽管目前我们还未能真正或完全揭

示其规律) ,而不能以简单的、近于 不可知论 的 选择 二字将其推诸脑后。 天要下雨,所以下

雨 、我想怎样,所以怎样 实际上等于什么也没有回答。

我对这样的问题很感兴趣。尽管要真正回答得像样也同样很苦、很难。

注 释:
参见周青青 音乐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 载 中

国音乐学 1994 年第 3 期, 第 128 131 页。其中

所谓 难得多 , 盖指其可能需要涉猎更宽泛的学

科知识而言, 即所谓 博 矣。但这与 难得多 似

不可作同日语, 恐怕不好以此贬低它学科的研究

难度。关于 博 与 专 的难度比较及其在学科

知识(尤其是现当代)发展中的地位, 笔者另有看

法, 但囿于论题所限, 不拟展开。不过只需想想

歌德巴赫猜想 的证明难度, 也许问题的回答就

简单多了。

 参见蒲亨建 音主新证 , 载 星海音乐学院学

报 1996年第 1 期, 第 50 56 页。文中对商音

的潜在控制作用作了尝试性的分析说明。

载 音乐研究 1995年第 1 期,第 25 31页。

见 。

关于音调整体平衡结构对调式主音的支撑作用,

可参阅我的 论音列色彩 一文中的相关分析。

载 交响 1991 年第 1 期,第 32 34 页。

参见陈幼韩 韵味论 , 载 戏曲美学论文集 , 中

国戏剧出版社1984 年 9月版, 第377 398页。该

文原载 陕西戏剧 1981 年 5、6 期。文中首次提

出并详细论证了中国戏曲唱腔中的 音符群 唱

法(即后来有学者另名为 音腔 )及其特有的表

现意义与韵味特征。

所谓 很大程度 ,乃指五度链背景结构及其中心

的作用并没有完全丧失, 正如在中国音乐中, 调

式逻辑仍然在起作用一样。背景结构与前景结

构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弹性关系,中西音乐对两者

的依附是程度的差别, 而不是非此即彼、截然不

同。这是观察中西音体系同异关系时所必须注

意的内在机理问题。

参见谢功成、马国华 论同宫场 , 载 和声学学术

报告会论文汇编 (湖北艺术学院 和声学学术

办公室 1979年 10 月编) , 第 23 36 页。

之所以强调半音倾向的 近距离 含义,乃因与调

式基本逻辑层次相较,半音的倾向在形式上更具

有外显性。

因篇幅所限,本节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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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1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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