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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st philosophy and civilization of human beings are generally and fundamentally “humanitarian”, and their basic world view, ideological paradigm and life form are fundamentally wrong.
The “Wudaoism” expounded in the Metaphysic-physics of Wudaoism is a revolutionary negation of
them, thus realizing the revolutionary turn of philosophy and civilization from traditional humanism to future Wudao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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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类以往的哲学和文明总体上和根本上是“人道主义”的，其基本世界观、思想范式和生活形式都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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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错误的。《物道主义形而上下学》所阐述的“物道主义”是对它们的革命性否定，由此实现了哲学与
文明从传统人道主义向未来物道主义的革命性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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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既往哲学从世界观及思想范式都是“人道主义”的，《物道主义形而上下学》所阐释的“物道主义”
则是对它们的颠覆性革命。从“人道主义”到“物道主义”，体现为哲学领域的革命性转向。

2. “人道主义”及其哲学、科学、艺术与文明
人类自进入所谓的文明社会后，便逐渐走上了以人类这一物种为中心的“人道主义”的生存-生活道
路，其基本的世界观或思想核心是“人类中心主义”，其具体的生活实践形式是“人种文明”，其本质
就是“人道主义”。
所谓“人道主义”，简言之就是人的生存方式至上主义。其中的“人道”，即指人的生存或生活方
式，其中的“主义”，表明它(人道)是人类活动的最高原则。
作为人类的生活道路，“人道主义”最基本的特点就是：第一，它只是为了人类生存目的的实现而
毫不顾及自然界自身存在的价值和利益；第二，它绝对地以人种的需要和尺度去裁剪、宰制和改变自然
物种的存在尺度和形态。
这种“人道主义”，实际上就是传统人类文明社会中的基本原则和生活道路。
这一道路的观念原则和形态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科学观、艺术观与文明
观，其核心和基石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和价值观。它孕育和诞生于古代的哲学与宗教观念中，
成熟于近代的主体性哲学与科学观念中，泛滥于现、当代的各种哲学、科学与文化观念中。
迄今为止的一切文化，从总体上看，就是关于人类自身如何生存或生活的文化，即人类中心主义的
人道主义文化。哲学是关于如何实现人类自身生存(生活自由)的一般方法论，即人道主义哲学。科学是实
现人类如何有效地改造自然来获得生存与生活保障的具体方法论，即人道科学。艺术是以自然为绿叶来
肯定、烘托和赞美人类自身存在价值与方式的方式，即人道艺术。文明被看作是合理化的人类生存与生
活方式，即人道文明。
这一道路的实践原则和形态就是由其观念原则和形态所引领的“人种文明”的生活形式，其实质就
是“人道文明”，体现为以人为中心不平等、不科学、不道德地与自然界交往的人类生活形式。无论是
古代的农业文明，还是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都是这样的生活实践形式。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
也是这种人道主义的一种形态，因为它本身即是要求否定和摆脱神道而按人道生活的以人为本从而以人
为中心的世界观和生存–生活形式。

3. “人道主义”是根本错误的哲学原则和生活原则
人道主义尽管构成了传统哲学最基本的思想原则，但却是根本错误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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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的哲学，作为关于人类生存与生活的一般方法论，是极端片面、错误的人类中心主义世界
观。物道主义哲学[1]已经阐明，人类这一物种从来不是宇宙万物的目的中心、价值中心、地位中心、尺
度中心、权利(力)中心，人类与万物都是平等的存在者，因此，以人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是根本错误的
世界观。
迄今为止的科学，包括人文、自然、社会科学在内，都以变造自然事物满足人类生存需要作为人类
的基本生活形式，而否定和破坏自然事物的自身存在，这完全违背了人类与世界万物相形而生、互惠而
成、一体共存、平等存在的客观法则，而以破坏自然物种存在尺度的方式来片面地支持人种存在的尺度，
则是其非科学性的根本表现。
迄今为止的艺术，是以人类为红花以自然为绿叶完全否定自然客观之美的片面、错误的艺术。人类
与自然万物各有其自身之美，彼此相映，但无主从，更非以人类为美之根据。
迄今为止的文明，是人类不平等、不道德、非科学地对待自然物种的人种文明生活形式。人类与万
物是平等的存在者，但迄今为止的文明却是人类不平等地宰制和破坏物种存在价值和尺度的不道德、非
科学从而是非文明的生活形式。

4. “物道主义”理念及其哲学与文明之形态
世界本来是物道主义地存在着的世界，人类也是物道主义地存在着的人类。全面地揭示了人类与世
界万物的物道主义存在逻辑的哲学，就是“物道主义哲学” [2]。
人类与世界万物的物道主义存在逻辑内容恢弘，如下内容是其基本点：人类与世界万物是宇宙中平
等的存在主体和成员，彼此是相互构成和一体存在的关系，都有着自己平等的存在目的、价值、地位、
尊严、尺度和权利(力)，平等地存在和交往是客观的自然法则。这些思想构成物道主义哲学的基本理念之
一——“物种平等主义”世界观。
奠基于物道主义存在逻辑的科学，理应是正确地反映和支持万物平等存在尺度的既为人类服务又为
万物服务的全面科学或真正科学的科技，即“物种科学”或“物道科学”。
奠基于物道主义存在逻辑的艺术，是全面反映和表达人类与万物存在之美的全面而真正的艺术，而
非完全以人类形态为根据的片面而非科学的艺术，即“物种艺术”或“物道艺术”。
奠基于物道主义存在逻辑的文明，就是人类以物道主义逻辑为根据与自然万物进行平等、道德、科
学地交往的生活实践形式。这种物道主义的人类生活实践形式就是“物种文明” [3]，也即“物道文明”。

5. “物道主义”生活形式是唯一正确合理的人类生活道路
世界是按物道主义原则与逻辑构造、运行的世界，从而，物道主义的原则与逻辑是人类和一切事物
必须和应当遵循的。
物道主义是人类与万物及整个自然界一体共存的康庄大道，是人类唯一正确、合理的生存-生活之道。
物道主义的生活道路，就是不以某一物种为中心而按照人、物共有的物道交往万物的人类生活实践
形式。
作为人类的生活道路，“物道主义”最基本的特点就是：第一，它不只是为了人类生存目的的实现
而毫不顾及自然界自身存在的价值和利益，而是同时实现人类与自然万物的一体存在；第二，它不是绝
对地以人种的需要和尺度去裁剪、宰制和改变自然物种的存在尺度和形态，而是平等地尊重和遵循人与
万物的所有尺度。
这一道路的观念原则和形态，是物种平等存在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科技观和文明观。
阐释它们的是全新的物道主义哲学体系(参见高懿德：《物道主义形而上下学》，北京燕山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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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物种文明理论系统(参见高懿德：《物种文明哲学革命丛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这一道路的实践原则和形态，是人类与万物进行平等、道德、科学地交往的生活实践形式。这种生
活实践形式，就是全新的物种文明生活形式。
人类与万物的互生共存，是物道主义的基本原则。人类与万物平等交往，是物道主义的基本要求和
物种文明的基本原则。人类做到了与万物的平等交往，自然便会实现与万物的互生共存。
人类与万物的互生共存，其结果必然是彼此的和谐与“幸福”地长久共存。
所以，物道主义的生活形式，即物种文明，是人类与万物和谐相生与长久共存的生活道路。

6. 从“人道主义”转向“物道主义”是人类生活必由之路
人道主义哲学是人道主义的生活形式——物种文明——的世界观根基。人种文明必然体现为人类对
自然的统治、奴役、宰制、摧残和破坏，从而必然又会遭到自然界的毁灭性报复。所以，建立于人道主
义基础上的人种文明，必然造成生态环境危机和人类生存危机，从而，它们是人类与万物的绝路和死途。
只有物道主义世界观才是正确合理的世界观，才能引导人类走出根本错误的人道主义世界观。只有
物道主义的物种文明生活形式才是科学合理的生活形式，才能引导人类走出根本错误的人道主义的人种
文明生活形式。
所以，要想从根本上走出上述危机，摆脱人类与万物的绝路和死途，就必须从根本上走出人道主义
哲学世界观及相应的人种文明生活形式，而走向物道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及相应的物种文明生活形式。
这是必由之路。此外别无选择！

7. 从“人道主义”向“物道主义”转向的全面性与革命性
从人道主义向物道主义的转向，体现在人类思想与实践的所有领域，集中体现为下面四个层面的人
类思想与实践范式的革命性转向[4]：
首先，它是人类的哲学世界观及思想范式从人道主义向物道主义的转向。
人类既往的哲学世界观与思想范式是人类中心主义。物种平等主义则是物道主义哲学世界观与思想
范式的基本成分。因此，从人道主义向物道主义的转向，首先就是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物种平等主义的转
向。这种转向也是实现从人道主义向物道主义转向的哲学前提。
其次，它是人类的科学思想与实践范式从人道主义向物道主义的转向。
人类既往的科学，是作为人道形式的以破坏物道来实现人道的极端片面的人道主义的人道科学。它
是人道主义的科学实现形式，也是人道主义生活道路与形式的有力杠杆。但真正的科学，却是既实现人
道又实现物道的平等性科学，即物道主义的物道科学(或物种科学)。它是实现物种平等主义的重要杠杆和
形式。所以，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向，是实现从人道主义到物道主义的重要环节。
再次，它是人类的艺术思想与实践范式从人道主义向物道主义的转向。
人类既往的艺术，是奠基于人道主义生存逻辑的人道艺术。奠基于物道主义存在逻辑的艺术则是物
道艺术。所以，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向，也是从人道主义向物道主义转向的体现。
最后，它是人类的文明思想与实践范式从人道主义向物道主义的转向。
人道主义集中体现为人种文明的文明思想与实践范式。物道主义集中体现为物种文明的文明思想与
实践范式。所以，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向，是从人道主义向物道主义转向的集中体现。
这些转向都是革命性的。它是世界观上物种平等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革命，科学思想与实践上物
道科学对人道科学的革命，艺术思想与实践上物道艺术对人道艺术的革命，文明思想与实践上物道文明
对人道文明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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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种革命，集中体现为物道主义对人道主义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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