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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中国传统思维蕴含着丰富的整体论思想。本文以系统

论方法诠释中国传统思维，再用中国传统思维──精气学说和阴阳学说的观点、方法和

语言去解释社会的流动、阶级的形成、社会的分化与整合、社会结构的优化、和谐社会

的形成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中国古代思想家和哲学家，尤其是具有代表性的老子和

孔子，对社会和谐有很多、很重要的论述。认识和切实理解他们关于社会和谐的理论，

对今天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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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动态系统 

如果社会存在资源稀缺，社会就会有一部分人，或者能力多一些，或者权力多一些，为

自己去争取更多的资源，社会就会出现不同的阶层。阶层是按照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地

位、按一定的标准划分的。 

社会成为一个自组织系统的动力来源是人的欲望和需求。人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满足自

己的生活需求，希望自己能够得到更大的生存空间，希望能够提升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社

会地位。社会阶层流动代表着社会的生命力。 

一个健康的社会，阶层之间应该没有一个明显的阶级。形成阶级，阶级之间就有一个跨

越阶级的阻力，社会的流动就会受到限制。中间阶层是社会阶层流动的必经之路，中间

阶层的欠缺表示低下阶层很难上升到上层，人们的努力得不到应有的回报，人们就会对

社会失去希望，积聚的怨气就会成为社会的计时炸弹。 

社会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一定的阶层结构。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组合反映了社会结构的改

变，社会阶层的分布是由社会资源配置决定的，也就是一个财富分配的问题。社会滞后

于经济增长的结果是社会分配不公平，就会造成阶层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 



社会的流动带动了人才的流动和促使了社会的资源再分配。只有通过流动，才可以体现

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人才流动满足了社会人才的需求，推动了社会各功能的正常运作。

社会的流动，使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专长，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学识和技能去

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自己的理想，创造更多的财富。这就是社会运行不息的原动力和

凝聚力。 

既然是分配问题，这就是一个整体问题。要社会成为一个整体，它的各个部分必须能够

协调地发挥它们应有的功能。每个社会都具有多个不同的社会功能和结构，维持它的运

作。 

我们研究的社会必须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社会总是与自然界和其他社会文明发生联

系和交往。人类社会离不开自然界所提供的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自然界是人类存

在的基础。一个社会与其他社会之间或多或少会有经济、物质、人员的往来，会有政

治、文化的交流，其他社会的经济和意识形态必然会影响到该社会的运作。社会系统必

须与其外界环境有能量、物质和信息的交换，形成一个开放系统。 

社会的各种机制首先是由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建立起来的，这些机制由简单到复杂，由

低级到高级，逐渐形成一个有序的、有目的的，具有一定功能和结构的系统。社会系统

是由具有特定功能的社会诸要素相互联系，组合而成的，形成一个有一定结构的复杂系

统。人类社会是由三个 基本的功能子系统相互联结组成的。三个子系统有它们的基本

功能和结构，它们分别是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和社会意识系统。钱学森指出：

“在社会系统的宏观研究方面，根据马克思创立的社会形态概念，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三

种社会形态，即经济的社会形态、政治的社会形态、意识的社会形态，可把社会系统划

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即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社会意识系统” [ ]1  

社会经济结构是指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构成该阶段的社会经济基

础。社会政治结构是指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上的政治制度和设施，及其相互联系的

基本状态。社会意识结构是指由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相互联结，影响，渗透和制约而形成

的一种结构。 

社会系统是一个动态系统，社会是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着的，社会总会有一个

生、老、病、死的过程。一个旧的社会的消亡，标志着一个新的社会的诞生。 

社会活动包括物质生产和思想意识形态活动。它们都是运行不息，它们之间是相互渗

透、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的。社会系统的结构也是动态的。在运行过程中，社会系统不

断产生新的和淘汰过时的机制和联系，以保证系统能够畅顺的运转。社会结构决定了社



会的运作，社会的运作同时改变了社会的结构。社会的整体结构的改变，必然会影响到

系统平衡状态有根本的、重大的改变。 

我们研究的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同外界有联系的、有内部运作机制的、非线性的动态系

统。它可以写成： 

  ( )         x f x x= ∈Ω        (1) 

其中映射 f 是一个充分光滑函数，Ω为 nR 的开子集。如果 0x ∈Ω而且满足 ( )0 0f x = ，

则称 0x 为动态方程(1)的平衡点。对于动态系统(1)，求出系统在 0x  处的雅可比矩阵, 

可得到系统的线性化方程组： 

  
dx Ax
dt

=  

这里 A 是雅可比矩阵， ( )0A Df x= 。 

社会总是在不停地运动着的，有时处于相对静止、有时处于相对动荡两个状态。处于相

对静止的时侯，是事物处于较接近平衡状态；处于相对动荡的时候，是事物处于远离平

衡状态。事物不会永远处于平衡状态，处于平衡状态的事物就会失去活力。事物也不可

能长期远离平衡状态，事物远离它的平衡状态，事物的变化迟早会超出它能容忍的范

围。事物就有质的转变，社会形态就会有一个根本的改变。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指

出：“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着地变动的状态。

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当着事物

的运动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只有数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静止

的面貌。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二种状态的时候，它已由第一种状态中的数量的变化达到

了某一个 高点，引起了统一物的分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显着地变化的面

貌。” [ ]2
 

阴阳是中国古代 基本的哲学范畴。阴阳有它的含义和属性。原义是指日照的向背，之

後用阴阳来描述事物的运动规律。《庄子·天道》说：“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

波” [ ]3
。 

我们以系统的状态变量代表社会活动和以状态空间代表气。气分阴阳。动态系统的状态

空间可分为两个不变子集，分别代表阳气和阴气。 

若 ( )0A Df x= 的特征值的实部全部都不等于零, 称 0x 为系统的一个双曲平衡点。矩阵 A

的每个特征值都对应着它的特征值空间。矩阵 A 的特征值的实部小于零的特征值对应



的特征向量张成稳定特征值空间 sE , 实部大于零的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张成不稳定

特征值空间 uE 。动态方程(1)在平衡点 0x 处的稳定和不稳定流形可以定义为： 

  ( ) ( ){ }0 0: lims
tt

W x x x xφ
→∞

= ∈Ω → , 

  ( ) ( ){ }0 0: limu
tt

W x x x xφ
→−∞

= ∈Ω → . 

这里 ( )t xφ 代表动态方程(1)的积分曲线或解。 ( )0
sW x 称为稳定流形和 ( )0

uW x 称为不稳定

流形。 ( )0
sW x 代表任何状态空间 x 随时间向着平衡状态 0x 演化。 ( )0

uW x 代表任何状态空

间 x 随时间反方向向着平衡状态 0x 演化。 按照阴阳特性，稳定流形 ( )0
sW x 属于阴，表

示事物的动能随时间减少，趋向于静， 后收敛于平衡点；不稳定流形 ( )0
uW x 属于阳，

表示事物的动能随时间增加，趋向动， 后远离平衡点 0x ，而随时间演化。恩格斯在

《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所以一切运动的基本形式都是接近和分离、收缩和膨胀，—

—一句话，是吸引和排斥这一古老的两极对立。” [ ]4
 

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为阴阳对立、互根、消长和转化，用以解释事物的矛盾运动。我们

将会用阴阳学说的理论去解释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2. 社会分化与整合 

2.1. 社会分化 

社会发展必然会随伴着社会分化。社会分化是指新的社会要素取代旧的社会要素，旧的

社会要素不断的消解、分化。新的社会要素不断产生、重构和增强，形成新的社会结构

和功能。社会分化首先是功能上的分化。当社会要素不断消解和分化，社会变得越来越

复杂化和多元化。社会功能在更新和重组过程中，越来越专业化和多样化。社会系统不

断产生新的功能子系统，使社会系统变成具有多重结构和多种类型。功能子系统越来越

独立于主系统，形成各自的运作机制和价值体系。 

2.2. 阶层分化 

社会分化使社会系统结构重叠。社会群体类别增多，分工越来越细，各类社会群体的利

益分化。社会结构的改变，破坏了原有的社会规范和交换规则，各阶层的人只能够维护

各自的利益，搞乱了社会的价值标准，造成两极分化。各功能子系统的价值体系相互独

立，社会价值的分化，加速了社会的分化。 



2.3. 社会分化的积极作用与过度分化的危害 

社会分化对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它使社会多元化，社会组织多样化，每个

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但是社会过度的分化，使社会的各要素

相互独立，逐渐远离主系统。各要素的疏离，使各要素之间不能有效地相互推动，协调

发挥它们各自的功能。社会效益就会越来越差。 

社会价值的分化，使不同阶层的人的经济收益和社会地位的差距越拉越大。社会就出现

弱势社群，阶层就会出现断裂。社会阶层结构产生变化，阶层分化越来越严重，社会矛

盾和冲突就会越来越加深。社会发展就会出现失衡。 

2.4. 社会整合的积极作用与过度整合的危害 

社会整合是指社会各种具有不同功能的要素相互协调、凝聚成一个有机整体。社会整合

可以促进各阶层的人的团结，使原有的分化的社会的争拗得以缓和，增强社会的凝聚

力。保持整个社会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协调分工，有效地发挥各功能子系统的作用。但是

如果社会过度整合，社会就会失去活力，社会系统就会僵化。不允许人们有不同的意

见，人们不能公开直接的表达不满。当环境改变或者社会产生一个新的不满，社会不能

作出相应的改变，这些不满就会积聚，形成一个压力，社会就会爆发冲突。 

2.5. 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的关系 

社会分化使社会的各要素相互独立，越来越独立于主系统，社会分化具有不稳定性。社

会整合使社会凝聚成一个整体，社会整合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按阴阳分类，收敛的运动

属阴；发散的运动属阳。所以社会整合属阴和社会分化属阳。阴阳必须相互依存，相互

为用。社会整合和社会分化有很强的互补性。社会分化和社会整合是社会发展过程中，

同时存在，相互依赖的两个方面。 

阴阳消长是指阴阳二气的此消彼长和此长彼消的交替变化。社会是在不断的分化，整

合，再分化，再整合的过程中得以延续的。如果社会分化和社会整合处于相对协调平

衡，社会就健康发展。如果社会分化和社会整合的过程中失去平衡，社会就会发生动

乱。 

 

3. 社会结构的优化过程 

社会分化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分化使社会结构多样化、复杂

化和专门化，这些都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很容易会产生分配不公等现

象，造成生产关系的紧张。社会整合优化了社会结构，使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的



功能更加完善。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

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

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

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 ]5
 社会结构是在不断的分化，整合，再分化，再整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壮大和完善

的。 

 

4. 社会发展的动力 

生产力发展使社会经济增长。但是当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收入分配并没有因

为经济增长使广大民众获得合理的分配，反而因为经济总量增加，使民众得到的实际收

入减少。这样就会拉大贫富差距。当贫富悬殊恶化，中间阶层严重流失，低下阶层很难

有上升的机会。相反，一部分利益集团不但拥有生产资料，甚至利用他们的金钱和权

力，操弄政治和垄断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治集

团，左右政府运作和决策。国家成为为大财团服务的机器。当国家不能够反映低下阶层

民众的基本诉求，民众就会对国家失去认同感。 

社会的两极分化影响了社会的流动，社会的流动是社会活力的标志。没有流动，社会就

失去存在的意义。社会的两极分化，扭曲了社会关系。当社会建立初期，代表先进的生

产力的政府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但当生产力改变，而政府还是维护旧的生产关系，推动

生产力发展的广大民众得不到重视，社会积聚大量怨气，人民就会失去希望，就只有通

过革命手段，推翻旧有的生产关系，建立一个新政权。 

这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些矛盾决定着社会的变

化，社会阶层的变迁，阶级的形成，阶级的冲突和政权的更替。正如马克思指出：“社

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

(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

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

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 ]6
 

社会老化的特点就是社会结构僵硬。当环境改变，社会结构出现不协调或者相互矛盾的

时候，社会功能失调，它就会失去其应有的作用。结构之间的不协调就会增加运行成

本，耗费更多的资源。社会就会失去原有的效率。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



的总量不断增加，社会意识和社会意识形态也应该作出相应的改变。但是如果社会结构

僵硬，生产关系不能够作出适当的调整，作为社会 活跃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意识形态

组成的力量就会驱使社会偏离原有的平衡状态。社会就会发生动荡。 

社会如果能够达成妥协，有计划、有步骤地协商解决矛盾，把动荡变成改革的力量，社

会就会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状态。但是如果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引致原有的社会结构发

生根本的改变，生产力就会遭到破坏。社会的不断的动荡过程，同时也是社会不断的寻

找新的平衡点的过程。只有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社会争斗才会趋向缓和。如果社会能

够作出妥协，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架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能够相互磨合，例如进行

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新的生产方式组合，新的社会结构就会给社会带来新的活力。一个

新的社会结构，尤其是一个新的、进步的生产关系的出现，就会使社会系统有一个实质

的飞跃。社会历史就是这样从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的。 

阴阳转化是指阴阳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发生相互转化。当事物发展到了一个极限，不能

继续运行的时候，事物就会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事物的结构就会发生一个根本

的转变；事物的平衡状态就会出现了一个较大的转移。当社会从一个社会结构转变成另

一个社会结构，社会就有一个从相对安静、到动荡、再变成相对安静的演变过程。就如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 "重阴必阳，重阳必阴"。 [ ]7  
 图 1 表示系统由一个均衡状态

转移到另一个均衡状态，系统的阴阳由阴转化为阳和由阳转化为阴。 

 
图 1 1 2,x x 和 3x 是系统的 3 个均衡点。系统通过阴阳转化由一个均衡状态转移到另一个

均衡状态。 

 



5. 和谐社会 

社会是在不断的进步，不断产生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和谐社会不应该只是掩盖矛盾，

换取暂时的平静。和谐社会应该能够通过协商，达成共识，解决社会上的各种问题。和

谐社会应该是一个没有冲突、没有动荡的社会。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

应该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应该是一个能够容许各种声音的社会。 

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 社会在不断的分化和整合的循环起伏的过程中，不断优化

它的社会结构。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份子，都为社会建设贡献他的力量；社会能够适应

环境变化，满足人民的需求。这样，社会就会不断地壮大和发展。这个时候，社会应该

是在它的平衡状态附近运作。一收一放代表时代的脉博，代表社会的活力。社会能够控

制它的活动在它所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收后而能够放，放后而能够收。这就证明社会

是在健康发展。 

 

6. 中国古代的和谐思想和孔子的中庸之道 

西周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它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

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

语》）。史伯认为追求事物的绝对平等，事物就不会发展。而将不同的事物相互结合，

就会产生新事物。如果再能够把不同特性的事物相杂，就能够调配成具有新的特性和功

能的新事物。社会上的事物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会老化，把新旧事物相杂，就能够克服自

身的不足，使事物具有更健全的功能，更能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 

事物相和比事物相杂有更深的含意和更高的层次。春秋时代齐国晏子说："和如羹焉，水

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

之，以平其心。"  要事物达到 "和" 的境界，事物要处于一个完美的状态，事物不应该

有 "不及"和"过之"。对于一个有生命的事物，我们更应该从整体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事

物。事物相和更要考虑事物运动过程中的"不及"和"过之"。 

孔子在《中庸》解释 "中" 和 "和" 的含义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

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

物育焉。" [ ]8
 "中" 和 "和" 是事物在运动过程中的状态。道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事物未

加添人为意气用事去干扰时，所处的运行状态就是"中"。事物由人去参与，按照事物的

运行规律去处事就是"和"。 



由于有人偏离事物的发展规律去处事，事物就会出现问题，问题有 "太过"和"不及"两

种。人的身体出现毛病时，也有"太过"和"不及"两种问题。《内经》解释人体也会出现 

"和"，"太过"和"不及"的情况。《素问·六微旨大论篇》曰:“至而至者和；至而不至，

来气不及也；未至而至，来气有余也。” [ ]9
 人体的气是按照五行生克，阴阳平秘，按时

节运行的。《易传·系辞上传》说: “一阴一阳之谓道”。事物的运行有它自己的规

律，气的"太过"和"不及"表示事物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毛病。 

毛泽东在《致张闻天》中精辟地解释了"过"与"不及":““ 过”的即是“ 左” 的东

西，“ 不及” 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

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

这就是“ 中” 或 “ 中庸”，或 “ 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

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 过” 或“ 左” 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

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 不及””。 [ ]10   

当事物出现过犹不及，事物的变化就会超出它的度，事物就会发生根本的质的改变。社

会出现过犹不及而不作适当的处理，社会就会两极分化，激进的会更加激进；保守的会

更加保守。两派人互不妥协，社会就会发生剧烈争斗，这样就会改变社会的性质。 

解决的方法是中庸之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 ]11
，使事物出现两极分化的时候，

能够调和两方面的矛盾，使事物回到一个适合事物顺畅发展的状态。 

当社会具有生命力，社会结构能够顺应社会的发展作出适当的调整，两方面的矛盾就会

缓和。当社会老化，社会结构僵硬，两方面的矛盾代表着两个不同的运行模式，从一个

运行模式过渡到另一个运行模式的差距过大，两方面的矛盾就会剧烈。所以社会要及早

解决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避免社会走向恶性循环式的动荡局面。激进和保守都代表着一

部分人的利益，需要调和这两类人，调解双方的矛盾，使他们相互交流，相互合作，共

同处理国家事务。事物就回到  "中"  的状态，一个大家都不想有激烈的冲突，大家都

能够接受的方案。"中"  是很难达到的，需要学习，慎独才可以守中庸，才可以掌握事

物发展的规律，才可以寻找到事物动态发展的  "时中"。 

 

7. 老子的和谐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老子思想的特点是好静，老子哲学思想是建基于由他构建的 "道"。道是万事万物发展的

规律，"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 ]12
 老子认为事物存在阴阳两种运动属性，一个



较静的状态和一个较动的状态。老子认为事物的存在一定有它的道理，按照自然规律办

事，事物就有一个较为安静的发展模式。所以人们不必添加个人的喜好去干扰事物的发

展。 

7.1. 老子的系统论思想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 ]12
（《老子》四十章）是指事物存在强和弱两种状态，

两种状态都会交替发生。当一种状态占主导地位一段时间，就会向着相反方向活动，而

使另一种状态上升为主导地位。事物的弱表示事物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将欲歙之，必固

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 [ ]12
（《老

子》三十六章）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 ]12
（《老子》五十八章）这就

是老子的物极必反的思想。 

老子的道是从无开始──事物总是从无到有。也就是从"虚极"、"静笃"──即无运动

──开始。之后，事物重新得到了生命，即复命。然后事物由倡盛到衰落，直至死亡。 

又由 "动" 回到 "静"，完成一个生、老、病、死的过程。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

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殁身不殆。" [ ]12

（《老子》十六章）这就是老子的循环思想。 

人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对其他人构成影响。一种是不受人干扰的 "天之道"。大自然并没有

自我。一切按自然规律运行。"天之道，其犹张弓欤? 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

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 ]12
《老子》七十七章）事物的运动就如

一个负反馈式的运动，事物就收敛，向着较静、较公平的平衡状态靠近。 

另一种是有人去参与的 "人之道"。"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 ]12
 因为人有身

体，就会有私心，希望在有生之年获得较多的好处。事物的运动就如一个正反馈式的运

动，事物就会发散，越来越偏离较公平的平衡状态。 

7.2. 知足常乐 

人有私心就会有欲望，老子认为:"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矣。" [ ]12
（《老子》四十六章） 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说到: "一座小房子不管

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

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 [ ]13
 



因为人有私心，就有欲望，希望拥有更多难得之货，就会发生争执，甚至偷抢。越是难

得，越想拥有，欲望越来越大。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只要有可能得到更好的生活环

境，就会有更高的需求。老子劝戒人们要知足常乐。 

7.3. 无为而无不为 

统治者也会有私心，利用他们的权力去谋求更多的财富、更高的名誉地位。他们有时更

会有野心，把人民的利益作为赌注，挺而走险。当统治者取得更多的财富、名誉和地

位，其他人就会攀比。当上层阶层获得过多的社会资源，就会损害下层阶层的人的利

益，造成两极分化，"损不足以奉有余。" [ ]12
（《老子》七十七章） 

经过长期运行，社会活动已经有它的规律，人为的调控是造成混乱的主要根源。因为人

有私心，尤其是统治者有私心，而且有野心的话，统治者采取任何的干预，对社会都只

会造成反效果。"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径。朝甚除，

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竽。非道也哉！" [ ]12

（《老子》五十三章）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

滋起；法物滋彰，盗贼多有。" [ ]12
（《老子》五十七章）所以老子提倡 "道常无为，而

不为。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 [ ]12
（《老子》三十七章） 

7.4. 柔胜刚，弱胜强 

老子认为 "柔胜刚，弱胜强。" [ ]12
 "弱者道之用。" [ ]12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

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 ]12
（《老子》七十六章）老子将柔弱比作生命力。柔是

指事物结构的可变性或者可塑性。因为事物具有可塑性，所以更适合事物的生长。 

事物的柔弱，表示事物可以通过改变它自己的结构，获得较大的可变空间，容许各种的

转变，使它更具有生命力。因为事物的结构可变，才可以找到一个适合事物运行的平衡

状态。事物在平衡状态附近运动，才会有一个较和平的环境和较大的发展空间。 

对于一个社会，社会的柔弱代表社会具有一个可变、可调的社会结构。一个可调整的社

会体制，才可以顺应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 

7.5. 老子哲学思想对和谐社会的启示 

和谐社会就是要努力消除不稳定的争斗和动乱。争斗的起源是分配不公，动乱的起源是

人们的希望破灭。 

生产力的发展是经过长时间，大多数的民众的努力而得到的。但是过时的生产关系，并

没有把生产力发展的成果和广大民众分享。既得利益者披着合法的外衣，分享了大部分



的成果，而使大多数的民众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受害者。这是因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

结构僵硬，社会缺乏改革的动力，生产关系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政治文化功能衰退，只为小数人服务，轮为统治者统治百姓的工具。社会分配不公，社

会形成两个阶级：低下阶层的人组成的赤贫阶级和掌握实权的统治阶级。社会就出现各

种的争拗，社会不能够调和这些争拗，争拗就会变成争斗， 后演变成动乱。 

当既得利益者不肯分享成果，当人民大众得不到温饱和对未来失去信心，人民就会作

反，推翻这个政府。"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

以难治。" [ ]12
（《老子》七十五章） 

如果统治者以民为本，以百姓心为心，少做一些损害百姓利益的事，用一种好静、为无

为的态度去处理国家的事务，社会就会回复正常。"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

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 ]12
（《老子》五十七章）的和谐景象。 

老子构想的和谐社会是一个没有冲突、一个和平共融的理想社会。人与人之间没有争

斗，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要达到这个完美社会的前提是要 "好静"。但是树欲静，而风

不止，如果社会没有一个凝聚力，人民是不会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

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 ]12
（《老子》八十章） 当受到境外

的物质引诱，社会就会出现分化。所以一个和谐社会除了是没有冲突、和平共融，而且

应该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人民才会有希望、有奋斗的目标、去建设自己的社会。 

 

8. 结语 

只要有人，就有人的社会。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有机整体。社会的

发展，离不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不断的由低级到高级，从一种社会形态到另一

种社会形态演变。社会变革，人民承受着巨大的苦难。我们要珍惜和维护今天这个和谐

稳定的和平环境，努力建设我们的社会。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和谐思想，对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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